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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由觀望到介入 

第一節 韓半島的戰況扭轉與毛澤東的派兵決心  

 

北韓軍在初期乘著猶如破竹之勢的強攻繼續南進，但是卻沒能取得最後的勝利。南進進程從

1950 年 8 月洛東江戰線形成之後就陷入了膠著狀態。這是客觀環境和主觀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綜合來言有兩個原因。一是北韓軍戰鬥意志的減弱，再就是韓國軍從戰爭初期就使實行的進行遲

緩戰的拼死防禦。使得北韓軍戰鬥意志削弱的原因：第一，由於軍需供給不充分而帶來的惡劣的

作戰環境。第二，美軍戰鬥機的空襲和轟炸。 

北韓軍到了 7 月後，軍需供給狀況已經很差，這給推進戰爭進程帶來了相當大的阻礙。南北

韓雙方在戰爭物資方面都已將近枯竭。不過韓國軍從美國那裡得到了軍需品援助，北韓軍卻沒

有。比較一下美國與北韓軍的軍需品供給情況，美軍在 7 月一個月的時間裡運到釜山的軍需物資

就達到了卅萬 9,000 噸，但是同一時期北韓軍只是得到了 1,500 噸的軍需品。簡單易懂的比喻的

話，美軍在一個月裡共寄給三名戰鬥員一部卡車，而同樣的情況下北韓軍只能得到一輛自行車。

而且運輸戰爭物資的手段也不同，美國動用了裝甲車、卡車和運輸機，而北韓軍是用扁擔和牛馬

車來運輸的。1所以如同孫子早就看透一樣，缺乏軍需物資和糧食的軍隊已經失去其作為軍隊的存

在價值了。在戰爭物資的供給輸送方面有顯著差異的北韓軍已經喪失了存在的價值，可以說處於

遠離勝利的狀態了。 

北韓軍的軍事物資以及輸送問題相當程度上是由美軍戰鬥機的空襲導致的。美空軍掌握了制

空權之後在戰爭初期就已經改變了戰爭的進行狀況。美軍的國防政策是為彌補陸軍的不足而很重

視海空軍的機能。韓戰時也是如此。當時以先進的空軍轟炸彌補了陸軍作戰的不足，阻止北韓軍

南下是美軍空中作戰的主要戰略。美空軍戰鬥機 6 月開始轟炸 38度線以北的平壤，南浦，海州， 

元山，咸興等主要城市，同時還有北韓軍佔領的首爾、春川、開城、議政府、注文津、江陵等城

市。特別是為孤立南方的北韓軍，作為切斷後方的主要環節，美機轟炸了北韓的主要產業設施、

鐵路、火車站、橋樑以及道路附近等地方，毀掉了八十餘個主要橋樑和二百六十架機關車，使得

鐵道、橋樑等主要運輸網癱瘓。2  

不僅如此，美戰鬥機還直接轟炸南進途中的北韓軍，減少敵人兵力，同時也破壞了大量的武

器和各種車輛。總之，6 月 28 日在新灘站停留的三輛北韓彈藥武器車輛遭到了美軍的轟炸，7 月

7 日預計供給北韓軍第十二師的彈藥也同樣的遭到了轟炸。在開戰初期使得北韓軍處於優勢的 T-

34 坦克及自動炮在到達洛東江之際已損壞幾乎大半。北韓軍曾引以為豪的 122m/m 重炮也在錦江

和洛東江之間被美軍的轟炸擊壞。餘下的幾個舊式的 122m/m 重炮也因為彈藥不足而不能使用。3 

                                            
1 朱榮福，『내가 겪은 조선전쟁（我所經歷的朝鮮戰爭）』(首爾：高麗院，1991年)，第1卷，415～416 

頁。 
2
이명환，「韓國戰爭期間中航空作戰研究」，國防部軍事編纂研究所編，『軍事史硏究叢書』(首爾：編者

出版，2001年)，第一集，417 頁。  
3 朱榮福，『내가 겪은 조선전쟁（我所經歷的朝鮮戰爭）』(首爾：高麗院，1991 年)，第 1 卷，400 頁。 

關於北韓軍和聯合國軍供給的具體內容參照安龍鉉，『韓國戰爭秘史』(首爾：景仁文化社，1992 年)，第 1

冊，114～1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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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綜合相關研究的成果，北韓軍在這一時期已經死亡了將近地面軍三分之一的三萬 9,000 名士

兵，戰車損壞了占總數量 75%的 452 輛。此外，大約有 6,000 部的輸送車輛和 1,300 部的敞篷車被

破壞。4  

北韓軍為了儘量避免美空軍的空襲，不得不用大量的精力來進行防空。很難再利用主要幹線

道路，戰鬥也只是在夜間進行。而且對部下的指揮也經常被切斷。正如北韓的報告書中說到的那

樣，北韓軍由於美機的轟炸而受到了極大的損失。從 7 月開始的美機的戰術戰略性的空中支援，

物資供給以及轟炸等，使得從戰爭初期北韓軍的作戰就有些癱瘓，對 8 月的戰爭起到了決定性的

作用。5 同時還進一步的使得蘇聯在聯合國主張「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中國也發表了這樣的

聲明。這在第四章已經對此過程有過探討。 

相反，北韓（包括後來介入的中國軍）的空軍戰鬥力和現代化的美軍相比有顯著的不同。北

韓包括戰前從蘇聯那裡得到的以亞克 YAK-9 飛機為主的戰鬥機和 IL-10 運輸機、演習機，以及在

1950年 12 月從蘇聯引進的 MIG-15 戰鬥機，一共就三百四十餘架。6這其中大半還是已經過時了的

蘇聯運輸機。到了 1950 年 8 月後，隨著北韓軍佔領南韓地區數量的增加，美軍轟炸的地區也在

增加：東豆川、議政府、水原、大田、忠州。7大體上對漢江以北地區的轟炸由轟炸飛行團負責，

其以南地區由第五戰術空軍負責。後者一天內的總轟炸量達到了四百起，7 月一個月的時間裡，

進行了 4,300 次地面支援、2,550 次近接切斷、五十七次戰略轟炸，以及 1,600 次的偵察和空運，

合起來共出擊了八百六十次。所以北韓軍的空軍從 7 月底到 8 月中旬，已經處於潰敗狀態，韓半

島的制空權掌握在美國手中。8 這是金日成從一開始就無視美軍的存在和介入的自食其果。特別

是完全沒有作出對抗美軍的計畫，在戰爭初期掌握的制空權在不到二個月的時間裡就失去了，這

不僅是韓戰中北韓軍在初期就變得很無力的決定因素，也是後來共產陣營軍隊受到損失的主要原

因。 

在位於後方的平壤，因為美軍的轟炸武器裝備受到了嚴重損害，接到這一情況報告，金日成

下達了如下的指示。擔心受到美軍轟炸的軍用物資全部從貨物車上卸下來，然後適當地進行偽裝

或者是分散運往安全的地方。9 金日成為應付美軍的空襲，採取山地戰和夜間戰的形式。10 另

外，他還把這樣的苦衷告訴蘇聯和中共兩個領導層請求支援。美軍戰鬥機的空襲帶來的戰況從一

開始就向莫斯科報告了。史達林在 1950年 7 月 1 日就已經向蘇聯駐平壤什特科夫大使詢問了北韓

                                            
4
 이명환，「韓國戰爭期間中航空作戰研究」，國防部軍事編纂研究所編，『軍事史 硏究叢書』(首爾：編 

者出版，2001年)，第 1集，417 頁。  
5 Roy E. Appleman, United States Army in the Korean War: South to the Naktong, North to the Yalu(Department of the 
Army, Washington, D.C.: GPO, 1961), pp.255～256.  
6 姜昌國，「6.25 전쟁기 피아 항공기와 함정의 운용（6.25 戰爭期雙方航空機與艦艇的運用）」『軍事』， 

第 58 號（2006年 4 月），216 頁。  
7 金日成，「一切支援戰線」(1950年 8 月 15 日)，外國文出版社，『金日成著作集』(平壤：編者出版，1981

年)，第 6卷，58～59 頁。  
8  Conrad C. Crane, American Airpower Strategy In Korea, 1950~1953(Lawrence, Kansas：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0), p.40. 按照朱榮福的記憶，7月下旬北韓軍的空軍飛機已經不在天上出現了。 
9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人民軍 最高司令員 金日成，「命令：軍用貨物輸送에 關하여」(1950 年 7 月 9 

日)，高麗書 林編，『美國國立 公文書館所藏 北韓解放直後極秘資料(1945 年 8 月～1951 年 6 月)』(首爾：

編者出版，1980年)，第 5冊，56～57 頁。  
10北韓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朝鮮戰事』(平壤：科學百科辭典出版社，1981 年)，2(現代編，祖國海防戰

爭史 1)，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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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導層對美軍空襲的反應，以縱容北韓抗議美軍空襲的方式開始擔心美軍的空襲。11這是在金日成

開戰以後史達林首次表現出的最初反應。平壤在向中蘇兩國說明戰況時指出南進遲緩的原因是因

為美國的空襲。並邀請中國政府責難美軍的空襲，動員中國民眾掀起反美輿論，並在聯合國進行

呼籲。12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動員全國主要城市的各種團體抗議美軍轟炸在北韓城市和平生活著

的無辜百姓，其次，指示說發電報往聯合國要求制止美軍的轟炸行為。在之前，中國就大舉動員

各宗教團體和宗教人士對美軍的轟炸進行抗議。13   

北韓軍南進延緩的第二個客觀原因是韓國軍打的是延緩戰。北韓軍在韓軍 7～8 月間後退的過

程中，為清除隨處可見的埋下的地雷，投入了不少兵力。結果因此也延緩了攻擊。舉例說，北韓

軍第二三五部隊從 8 月 1 日到 2 日兩天之間在金泉地區每天平均要投入卅多名的士兵來清除地

雷，每天平均要花費二個小時的時間大約能拆除七十枚地雷。14 除了清除地雷以外，還要修復破

壞的橋樑和道路，這樣之後才能勉強地讓自己的戰車通過。此部隊在 8 月 4 日佔領金泉後，在當

地做準備進攻洛東江和進攻善山、倭館、昇川的過程中，還向上級請求地雷探知器，不僅如此在

別的地方也是數次地請求支援地雷清除裝置。15  

根據上面的各種事實來看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由於美軍的空襲，金日成大約在 1950年 7 月

就已經錯過了勝利的機會。因此，如果說仁川登陸作戰改變了戰爭初期的方向，那麼 7～8 月間美

軍使北韓軍的進攻大打折扣的猛烈空襲則製造了戰況扭轉的契機。從下面的事實中可以得知，金

日成本身也領會到了這一點。 

南進攻擊延緩之後，焦急的金日成在 8 月 1 日親自從首爾來到位於水安堡的北韓軍戰爭指揮

司令部指揮戰爭。金日成重新調整指揮體系，設立「戰線指揮司令部」，任命金策為戰線指揮軍

長，金一為戰線指揮司令部軍事委員、姜健為戰線指揮司令部參謀長，通過這樣使得北韓軍的前

方作戰指揮一元化。戰線指揮司令部下屬設立了兩個軍司令部，任命金雄為西部戰線第一軍軍

長，武亭為東部戰線第二軍軍長。各軍指揮四至六個師。在從忠州回來的第二天，金日成告訴中

國駐北韓大使柴成文，北韓軍大型戰鬥之後戰程停滯的原因是被外國的正規戰術所束縛，只知道

順著大道正面推進，而不知道可以利用山路曾側面或者是後方大膽的對敵人搞迂迴包圍戰術。同

時，在美軍掌握了制空權的形勢下，搞夜間襲擊戰術也不容易，炮兵運用也很難。16  

換句話說，金日成基本上是在客觀的評價敵我雙方的戰鬥情況。按照他的分析，北韓軍軍官

和政治委員們陶醉於初期的勝利中，對敵人的實力作了自滿的過低評價，相反，韓國軍是以誓死

                                            
11「史達林關於朝鮮戰局的指示致什特科夫電」(1950年 7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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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頁 ;「스탈린이 쉬티코프에게 보낸 

전문（史達林致什特科夫的電文）」(1950年 7 頁 1 日)，『首爾新聞』(1995年 6 月 2 日)。  

12 劉少奇，「關於同李周淵談話情況給毛澤東等的信」(1950 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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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冊，398 頁。  
13「中央關於動員各中城市人民團體抗議美國轟炸朝鮮平民的指示」(1950 年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中央宣傳

部辦公廳，中央 檔案館編硏部編，『中國共産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北京：學習出版社，1996 年)，第 3

冊，115 頁 ;「宗敎界人士發表談  話斥責美帝侵略臺灣朝鮮抗議美機濫炸朝鮮人民」『新華社電文』(1950

年 8 月 3 日) 。 
14「戰鬪綜合報告」(1950 年 8 月 6 日)，高麗書林編，『美國國立公文書館所藏北韓解放直後極秘資料(1945

年 8 月～1951年 6 月)』(首爾：編者出版，1980年)，第 5冊，154 頁。  
15「戰鬪報告」(1950年 8 月×日)，同上書，157 頁。  
16 柴成文、趙勇田著，『板門店談判』(北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年第 2版)，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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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面對戰爭的。甚至一部分北韓軍官們在韓國軍和聯合國軍展開反擊之時，放棄指揮，假裝

成士兵藏起來，有人還扔掉武器，撕掉肩章投降。17如此這般的問題的連連出現使得北韓軍的戰鬥

集中力和攻勢有所減弱，但是戰爭的進程仍然是北韓軍保持攻勢，金日成與北韓軍指揮部為了達

到目的，把所有的北韓軍地面部隊都動員起來進行南進的後期戰鬥。  

金日成在水安堡北韓軍戰線指揮司令部裡重新整頓戰列的時候，8 月 1 日，接到麥克阿瑟指

示的美第八軍軍長命令聯合國軍的所有陸軍後退至洛東江線，這樣形成了洛東江防禦線。據此，

在 8 月初，美軍炸毀了洛東江的所有橋樑後向後撤退，包括已經投入戰鬥的第廿四師、廿五師第

一騎兵師等三個師在內，還有美軍第四師和從美本土調來支援的美第二師一律沿著洛東江進行南

北配置。釜山橋頭堡線（又名「The Walker Line」)大約總長 160 ㎞，投入到此的韓國軍和美軍在

南部洛東江的河口向北依次是美第廿五師、美第廿四師、美第一騎兵師、韓國軍第一師；向東以

大邱為基點依次是韓國軍第六師、第八師、首都師和在東海岸的韓國軍第三師。這樣的防禦線在

主要地區密度極高的集中了戰鬥力。 

在聯合國軍開始退到洛東江三天後的 8 月 4 日，北韓軍也緊隨聯合國軍開始渡洛東江。大約

在 9 月上旬，美第廿五軍正面上要和北韓軍第六師和第一○五機甲師的第八十三汽車團對峙。美

第廿五師之上的美第廿四師的戰鬥地境線在南江和洛東江的交叉處，向北有大約 64km，正面是北

韓軍的第四師。美第廿四師的北方由美第一機甲師一直到倭館防禦著。韓國軍第一師負責倭館北

面的北韓軍第十五師和第十三師的一部分。第六師也是和北韓軍第十三師對峙。其右側方的韓國

軍第八師和首都師在安東的南方和北韓軍的第十二師相對峙。從東海岸一直配置到內陸的韓國軍

第三師和北韓軍第五師和第七六六獨立團處於交戰中。18從東海岸向西方，浦項的兄山江-慶州-永

川-大邱線，剩下了以大邱為基點向中南連接洛東江以東地區一直到釜山的地區和濟州道。這樣就

形成了所謂的洛東江戰線。  

洛東江防禦線沒有按照金日成的意願容易地被打穿。南進的北韓軍與防禦此處的韓美軍之間

展開了一進一退的激戰。韓國與美軍傾注於防禦一直到 9 月 16 日。雖然戰鬥很激烈但是戰線基本

上沒有什麼改變。十多天的激戰之後，北韓軍在 8 月 20 日放棄了洛東江左側的釜山陣地，把軍隊

撤到洛東江右側和倭館還有浦項以北地區。之後戰爭處於對峙狀態。 

佔領了全部領土的九成之後，金日成決定把所有的戰力都投到一成的釜山橋頭堡的攻擊上，

他還決定在洛東江線上展開決定性的攻擊，紀念八一五解放第五周年時，他對全體北韓軍呼籲為

了把「1950 年 8 月定為我們祖國疆土完全解放的日子」，「給敵人最後的致命一擊」。他具體的

命令不要給韓國軍和美軍在新的防禦線上構築陣地的空隙，游擊隊要加強後方的游擊戰，「破壞

敵人的通信手段，粉碎敵人的參謀本部和戰鬥氣焰。」19此事實使得金日成在這個時候為了打破洛

東江防禦線而把所有的關心和力量都集中到了最後的攻勢上的問題得到解釋。 

                                            
17「朝鮮人民軍最高司令員 金日成命令」(1950 年 10 月 14 日)，高麗書林編，『美國國立公文書館所藏 北

韓解放直後極秘資料(1945年 8 月~1951年 6 月)』(首爾：編者出版，1980年)，第 5冊，63~64 頁。  
18  Roy E. Appleman, United States Army in the Korean War: South to the Naktong, North to the  Yalu(Department of the 
Army, Washington, D.C.: GPO, 1961), pp.253～254.  
19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人民軍最高司令員 金日成命令 第 28 號」(1950年 8 月 15 日)，高麗書林编，

『美國國立公文書館所藏 北韓解放直後極秘資料(1945 年 8 月～1951 年 6 月)』(首爾：編者出版，1980

年)，第 5冊，6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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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金日成把後方的步兵第七師、八師、九師、十師、十三師等五個預備師都都投入到

了戰線上。20從 8 月 31 日起展開了所謂的第五次總攻擊。在西部戰線上的北韓軍第一軍跨過洛東

江，突破美軍的洛東江防線，一直進攻到了美軍防禦線後方 10～15km 的地區，9 月 3 日進駐到了

慶北的靈山、昌寧、玄風一線。在北部戰線上，北韓軍第二軍突破了韓國軍的車嶺山脈防禦線，

數日激戰後，9 月 10 日進駐 倭館、多富洞、八公山地區。先頭部隊接近大邱琴湖江右側，轟炸

了大邱市內。大邱一出現危機，美第八軍司令部不得已退到了釜山。在南海岸地區，北韓軍第一

軍，第五師和第七師突破美軍防禦線後，一直進軍到咸安東面，然後又接近馬山威脅美軍和韓國

軍的防禦核心。 

釜山防禦線（ Pusan Perimeter）處於非常危險的狀態中。但是接到麥克阿瑟死守命令的美遠

東空軍軍長 George E. Stratemeyer 中將和美第八軍軍長 Walton H. Walker 將軍合同作戰，成功地方

防禦了此處。被賦予在韓半島作戰權的 Stratemeyer 把美軍的火力集中到了美陸軍作戰上，對韓國

軍的防禦作戰也起到了很大的影響。這個時期，配置在釜山防禦線上的美軍、英國軍、韓國軍的

兵力達到了十七萬 9，000 多名。北韓軍顯示出了與之相比少六萬名的劣勢。突入到戰線上的北韓

軍預備師被急調到戰爭中，因為沒有經過充分的訓練，也沒能配備充分的武裝，所以 50%的炮兵

在物質上有缺陷，沒能壓制住聯合國軍的火力體系。相反，擁有陸軍火力和機動力量的美軍完全

掌握了制空權和制海權。 

結果，北韓軍從 8 月末到 9 月初掀起的「九月攻勢」由於受到空軍空襲支援的美軍和誓死戰

鬥的韓國軍而最終受挫。此次亦為轉機，從 9 月起，韓美軍對北韓軍展開了大規模的反擊戰。北

韓軍受到強力的反擊後決定撤退部分大邱西北方和東北方的部隊。北韓軍的後退使得聯合國軍有

機會進駐北韓軍佔領地區的後方。21 原來是聯合國軍目標的釜山防禦線橋頭堡能確保下來，很大

的原因是借助於在北方前線東西配置的韓國軍展開的殊死防禦戰。 

戰爭從 1980年 8 月開始在洛東江防禦線上陷入對峙狀態。自此之後的五十多天裡，敵我間的

進退反覆。為打破這樣的態勢，在幕後進行著由守勢轉為攻勢的龐大的反攻計畫。這就是世界戰

爭史上膾炙人口的仁川登陸（The Chromite Operation）計畫。動員了大量兵力的此次作戰是改變韓

戰性質的第二個契機。 

像最終決定大規模作戰之前，要構築各種的可能的其他作戰一樣，仁川登陸作戰也是在美國

軍部從戰爭初就開始討論構築如同青心（The Blue Hearts）那樣的探索韓半島要害中的一個作戰構

想。因此，此次作戰在最終進行前也經歷了相當多的陣痛。尋其淵源的話，麥克阿瑟早在戰爭初

期的 1950 年 6 月 29 日就親自視察了漢江戰線，後在認識到了不管採取什麼方式都要進行反擊來

扭轉戰勢後的一個構想。22 麥克阿瑟為了打反擊戰，於 7 月 7 日首次向華盛頓提出了自己的反擊

作戰計畫，結果被美國務院接受。此計畫被接受是在北韓軍戰敗後，對新情況作戰略準備的必要

性出現的時候。美的四個師投入韓半島後，為因應北韓軍的敗退，杜魯門總統了解到有必要考慮

                                            
20 國防部軍事編纂研究所編譯，『소련 군사고문단장 라주바예프의 6.25 전쟁 보고서（蘇聯軍事顧問團長 

拉主巴耶佛的 6.25 戰爭報告書）』(首爾：編譯者，2001年)，第 1卷，227 頁。  
21 同上。 
22 Douglas MacArthur, Reminiscence (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 1964), p.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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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追求的政策，他僅是在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上籌備對策，然後在由國務院，陸海空三軍以及從

中央情報局派去的精英們構成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上，經過仔細討論具體提案後而被採納。 

美國務院接受了麥克阿瑟的邀請，把地中海地區的美第六艦隊的陸戰隊一個營撤出來支援麥

克阿瑟。麥克阿瑟把美陸戰隊第一師，美陸軍第七師，國軍陸戰隊第一團，國軍第七團等變成第

十軍，開始正式著手作戰。7 月 23 日，他向上級報告將在 9 月中旬實行登陸作戰。彙報後，麥克

阿瑟在上報後也是嚴守作戰成功與否的機密，同時限制輿論報導，完全在極密的狀態下進行的作

戰準備。 

但是，對於仁川登陸與否的問題進行的討論過程中，美聯合參謀本部對危險的地形，極度漲

退潮差異等個總主要障礙都拿出來仔細地討論，最初對成功顯示出了一種懷疑態度，極力地反對

此作戰計畫。在離作戰還不到一個月的時間裡，8 月 23 日，美聯合參謀本部派陸軍和海軍總參謀

長到東京讓麥克阿瑟重新考慮一下仁川登陸作戰計畫，同時勸告登陸點應該設在群山，因為仁川

漲退潮差極大，到達港口的水路也很狹窄等地形問題。23西海岸的平均水深是 39.9m，比深達

3,700m 的東海岸要淺一百倍左右。而且仁川早晚漲退潮差很大，退潮時是 11.2m，但是漲潮時能

達到 24 ㎞，所以可以利用海岸的時間每十二小時才有三個小時。二個軍的兵力在短短的三個小時

內要全部完成登陸，所以作戰成功的可能性只有五千分之一。根據事前專家的調查結果，1950 年

下半期可能登陸的時間只有 9 月 15 日、10 月 11 日、11 月 3 日三次。雖然選擇登陸的時機不容

易，但是考慮到節氣對作戰的影響，最終定了 9 月 15 日。雖然麥克阿瑟登陸作戰的意志很堅定，

但是就他自己也認為登陸本身成功的機率不大。24  

不過結果由於杜魯門總統的最終承認，作戰付諸於實踐了，出乎意料地始終進行的都很順

利。聯合國軍為了不透露出登陸的地點，一方面在周到嚴密的計畫下傳播聯合國謠言，同時從開

始作戰數日前就佯裝大戰擾亂敵人視線。準備工作到了最後階段的 9 月停泊在釜山港碼頭在由載

有聯合國軍和韓國軍輸送線曾經被北韓軍的間諜們看到過。25利用這一點假情報和聯合國謠言流傳

開來。 

下面舉幾個佯裝作戰的例子。戰艦密蘇里（Missouri）號率領的數艘驅逐艦在仁川登陸的前兩

天，即 9 月 13 日凌晨出現在北韓軍駐紮的東海岸戰線的江原道三陟淺海，進行了 400mm 的艦炮

射擊偽裝成登陸地點。另一方面，美國的航空母艦和巡洋艦的對平壤的外港和鎮南浦地區一帶集

中轟炸，同時，還攻擊清川江河口的達洋島來擾亂敵人注意力進行心理戰。在西海岸中最適合登

陸的群山也展開了積極的期滿戰術。舉一個例子說，第五航空隊從 9 月 5 日到 13 日猛烈地轟炸了

群山周圍半徑 50km 以內的道路和鐵路。9 月 12 日晚，英國航空隊組織美陸軍 Louis 指揮的美陸軍

突擊隊和英國陸戰隊突擊隊試圖登陸群山海岸。目的就是通過假裝偵查戰鬥，雖然有收集情報的

意圖，但主要還是為現實在群山登陸的意圖，同時試圖封鎖沿岸交通，讓北韓軍以為群山地區已

                                            
23 Douglas MacArthur, Reminiscence (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 1964), p.396.  
24  ibid., pp.395~396.  
25  大韓民國國防部政訓局戰史編纂會編，『韓國戰亂一年誌 1950~1951』(首爾：編者出版，1952 年)，A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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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無法得到支援，從而來隱蔽立刻要到來的仁川登陸。26 除了如此的欺瞞作戰之外，麥克阿瑟為

粉碎仁川登陸作戰指揮中北韓軍的洛東江包圍網，10 月 15 日，指示美軍的二個師和韓國軍的一

個師登陸群山。這個由於美第八軍軍長Walker 中將的拒絕履行而沒能真正地實現。 

仁川登陸作戰戰略是在攻下首爾－仁川地區後，從南邊開始反擊，與北上的聯合國軍協同從

南北夾擊北韓軍，同時切斷北韓軍的後方軍需用品供給，孤立其主力達到一舉消滅的目的。其戰

術性目標主要有四個。確保仁川港和佔領海岸橋頭堡，登陸後佔領金浦機場，奪回首都首爾，在

和美第八軍達到協同作戰之前佔領首爾近郊陣地。27  

仁川登陸作戰合併美遠東海軍 C. Turner Joy 提督與 Stratemeyer 將軍指揮的海空軍及韓國軍，

突入了七萬 5,000 的總兵力。9 月 10 日和 9 月 11 日兩日間，在麥克阿瑟的命令下，分乘在六十六

艘運輸船隻上的美第十軍第一陸戰隊師和駐日美軍動員兵力離開神戶港開始了仁川登陸的第一

步。接著，麥克阿瑟的參謀長 Edward M. Almond領導的美第七師，第五陸戰隊旅，分別在 9月 11

日和 12 日離開日本的橫濱和釜山港，向集結地的濟州島西南海上進軍。為了投入白善燁大校指揮

的由陸軍第十七團和陸戰隊四個營構成的包括韓國軍在內的六萬 9,000 餘名的大規模兵力，共動

員了美國和英國等的軍艦二百六十一艘和五百餘架的戰鬥機。28  

9 月 15 日凌晨，韓美聯合軍佔領了仁川港右側前方的月尾島後，當天下午退潮時沿著仁川南

部高地登陸了。在 James H. Doyle 少將的指揮下，登陸仁川的一萬 3,000 名美軍先鋒隊擊退了仁川

地區的北韓軍。29當時負責防禦仁川地區的北韓軍兵力包括警備旅團和第卅一旅團共 2,000 名士兵

左右。這其中大約有 1,000 名在守衛月尾島。守衛首爾－仁川地區的根據推算大約超過一萬而不

到二萬人。30 接著，美軍主力部隊突破了北韓軍的仁川防禦線，擴大了登陸地區，傍晚時掌握了

仁川全部地區，之後從 16 日開始毫無阻礙的向首爾，水原進軍，18 日佔領了金浦機場，20 日越

過了漢江。接著 26 日美第十軍和在釜山橋頭堡開始反擊北上的美第八軍的下屬部隊第一個在烏山

附近匯合，最終 9 月 28 日奪回了首爾。這是在仁川登陸後的第十二天的事情。休戰後李奇威將軍

評價說，仁川登陸作戰的大膽性和戰術的藝術性是「戰爭史上最卓越的」。 

仁川登陸作戰的成功一舉扭轉了戰局。此次作戰成功使整體戰況改變，具有幾條重大意義。

第一，製造了收復首都首爾的有利局面。第二，通過以最小的犧牲和代價收復了首爾和仁川，使

                                            
26［日］陸戰史硏究普及會編，高培等譯校，『韓國戰爭』(北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0 年)，上部，500～

503 頁。  
27 蔡漢國等 2人共著，『韓國戰爭』(首爾：國防軍史硏究所，1995年)，上，396 頁。  
28 關於仁川登陸作戰的計畫和部隊編成的詳細內容參照國防軍史硏究所，『韓國戰爭』(首爾：國防軍史硏

究所，1995年)，(上)，392～401 頁。  
29 Robert Debs Heinl, Victory at High Tide：the Inchen-Seoul Campaign(New York：J.B. Lippincott Company, not dated), 
pp.117～120.  
30 Appleman 主張在首爾的北韓軍兵力包括金浦地區的五百名在內大約有 5,500 名，再加上 9 月 4 日增援的

2,500 名，位於首爾仁川地區的北韓兵總兵力大約達到一萬多名。Roy E. Appleman, United States Army in the 
Korean War: South to the Naktong, North to the Yalu(Department of the Army, Washington, D.C.: GPO, 1961), p.500, 
508。但是馬上在後面就要敍述到，根據中國駐平壤大使館的情報，主張金日成投入了二萬名的兵力在仁川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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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敵人的補給線和後方支援被切斷，同時大大的振作了聯合軍的士氣。第三，北韓軍的士氣低

下，喪失了戰鬥意志，固著在南部戰線的敵人戰鬥力量進入了麻痹狀態。31  

如此的態勢顯示出毛澤東和周恩來想像的最惡劣的事態出現了。蘇聯雖然之前完全沒有意料

到仁川登陸會出現，但是中方早就看到了其可能性。在韓戰的整個過程中，接到駐北韓的什特科

夫的報告，以及從設在西方各國的蘇聯諜報機關得到的情報，之後把這些情報轉給中國與北韓領

導層的史達林對於仁川登陸是一無所知。32 關於這一點不僅是什特科夫，就是作為軍事聯絡官把

韓半島的戰況一一彙報給史達林同時履行史達林指示的 A. I. Matveev 事前也沒得到關於仁川登陸

的任何資訊。相反，史達林是從駐在本國的中國大使那裡接觸到了相關諜報。史達林得知聯合國

軍要登陸北韓軍後方區域的徵兆是從 8月末通過日本國內的情報網開始的。 

但是中方的毛澤東在開戰之初的 6 月末 7 月初時就直覺到美軍要登陸仁川。從麥克阿瑟 7 月

7 日報告要進行反擊作戰計畫時開始，後來為了分散敵人的注意力，美國轟炸不必要的地方進行

欺瞞作戰，後一直到仁川登陸的整個過程都是在毛澤東預測到仁川登陸作戰之後進行的。從仁川

登陸計畫在麥克阿瑟腦子中構想階段到做出具體計畫之前，毛澤東就能正確地預見美軍的登陸，

此不得不說是來自於其多年的戰爭經驗而形成的一種直覺。33 從這一點可見，毛澤東在美國派兵

到韓半島之前，就知道戰爭在短期內不會輕易地結束，這是一個需要長時間的持久戰。 

從開戰初期就預感到美軍要反擊的毛澤東指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情報系統指揮部要注視韓

半島的戰況。為了正確地分析判斷預測韓戰，人民解放軍總參謀部作戰室所屬助理們在 8 月中

旬，經過多次的形式討論分析後得出了如下的結果。「敵軍仁川登陸的可能性極大」，「美國在

考慮如何扭轉韓戰局面」。34他們下次推論的根據有七項。雖然有些內容很長，但是有助於把握中

共內部動向，這裡將一一引述。 

第一，美軍十三個師駐守在洛東江三角洲的狹隘的據點上，靠著堅固的陣地、密集的兵力火

力和海空軍的絕對優勢而沒有撤退。其不是試圖反擊，就是苦守現狀構思新的柔韌策略。第二，

駐紮在日本的美第一，第七師沒有作為洛東江的支援部隊投入進來。所以不是在日本沿海佈下防

禦陣地，而且出現在訓練中然後被再編為第十軍。這看起來像一種為採取新的戰略而進行的移

動，也是要在別的地方打開新的戰線的徵兆。第四，韓國是一個窄而長的半島，南北距離 800～

900 ㎞，東西寬勉強是 100km 到 300km 左右，三面環海，像仁川、元山、南浦、群山、興南等可

以登陸的地方很多。其中仁川是最合適的地方。通過仁川如果掌握了首爾，就可以切斷現攻擊洛

東江的北韓軍，那麼北韓軍的後方就會被切斷，而且敵人從洛東江北上反擊的話可以互相對應。

這樣的話，就會形成一種夾攻或是包圍北韓軍的形勢。第五，美第八軍和麥克阿瑟等高層指揮官

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參加過太平洋作戰，所以擁有豐富的登陸作戰經驗。而且他們在韓戰中美

                                            
31 徐相文，「關於“毛澤東預言美軍仁川登陸＂的時間考」『中共黨史資料』，第 73 輯(北京：2000 年 3

月)，185 頁。  
32  Stalin to Matveev, September 1950(undated), in Weathersby, 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Vol.2, No.4(Winter 1993), p.451.  
33 徐相文，「關於“毛澤東預言美軍仁川登陸＂的 時間考」『中共黨史資料』，第 73 輯(北京：2000 年 3

月)，190 頁。  
34  雷英夫，「抗美援朝戰爭幾個重大決策的回憶」『黨的文獻』，1993年第 6期，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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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比共軍占絕對優勢，所以進行登陸作戰不僅有利，而且進退也容易。第六，北韓軍主力打到了

洛東江繼續前進時雖然取得了大的勝利，但是這只是潛伏著危機的暫時勝利。即繼續戰鬥會使士

兵極度疲勞，不僅是兵力的問題，後方後勤線延長到 400～500m，那麼後方就有些斷接了。從各

個方面來看，8 月攻勢事實上就是把主動性立場轉變為被動情況。與此相反，敵人的兵力集中在

一起，陣地很堅固。後勤和進攻都很容易，戰略上現在是轉變為主動的位置上。第七，除了上面

所說到的六種戰況和徵兆之外，中國人民解放軍總參謀部作戰部的參謀人員們注意的另一個根本

問題就是美國自尊心相聯繫的問題。即「美國是帝國主義陣營的頭頭，有強大的海陸空軍力量和

工業基礎，又有原子彈，現既發動了戰爭，又打著聯合國的旗號，用聯合國軍總司令的名義指揮

著十六個國家的軍隊同朝鮮人民軍作戰，決不會甘心戰爭初期的失敗，為了鞏固其霸主地位和既

得利益，必然要儘量發揮其優勢，和人民軍進行更嚴重的較量，不到他的力量實在支持不下去

了，它是不會輕易撒手的。」35 

以上面的分析為基礎，雷英夫於 8 月 23 日向毛澤東報告說美軍有可能要在仁川、元山、南浦

進行登陸。此報告更進一步地確信了毛澤東在戰爭爆發之後的 7 月初預算到的美軍登陸計畫的可

能性。 毛澤東在 7 月中旬和下旬以及 9 月上旬三次提醒北韓首腦部要注意美軍在其後方登陸。毛

澤東一方面指示東北邊防軍在 9 月末之前要做好進行軍事戰爭的準備，保證隨時可以出動，同時

督促金日成要建立防禦戰略，著手陣地構築工事。這表示毛澤東預測到聯合國軍會在 9 月登陸，

之後再加入戰爭，具體措施如下。 

第一，如同前面論述，毛澤東在 1950 年 8 月 18 日命令東北軍區軍長高崗在 9 月末之前做好

一切作戰準備。因為他認為在東北邊防軍 9 月末之前做好一切戰爭準備進入鴨綠江的話，「我們

就是主動的，否則就晚了」。考慮到中國軍的運送和距離問題，毛澤東初期處於防禦和攻擊的雙

層目的，從 7 月 14 日起把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精銳部隊移動到鴨綠江對岸。關於這一點在第四章

第二節中已經做過詳細的追蹤。第二，向北韓和蘇聯通告了對於美軍仁川登陸的中國政府的判

斷，還強調了仁川登陸具有的戰略性利害得失的重要性，同時採取了應對措施。第三，指示人民

解放軍總參謀部和外交部嚴密觀察敵人登陸的動向。36 

在這一時期，因為北韓領導層沒有轉告戰況，所以中國領導層在 9 月 1 日直接召喚平壤的柴

成文聽取了戰局報告。柴成文把自己和倪志亮大使共同作成的報告內容向周恩來作了報告，表明

了在沒有制空權和制海權的情況下，長期作戰會有些勉強的想法。這個回答了若中國領導層派兵

的話就意味著長期戰是可以的問題，也就是說長期戰就意味著介入。接著對於周恩來提出的「萬

一情況有個突然變化，如果需要我們出兵入朝作戰，你看會遇到什麽困難？」問題，他回答說

「最大的困難是運輸和翻譯」。在糧食和彈藥不足的情況下，在大規模的作戰中靠從敵人那裡奪

取是不可能的。周恩來把柴成文的報告複印讓中央政治局常任委員會傳送流覽。37 

                                            
35 雷英夫，「抗美援朝戰爭幾個重大決策的回憶」『黨的文獻』，1993年第 6期，79～80 頁。  
36 雷英夫，「音容宛在恩誨猶蒙」，程華編，『周恩來和他的秘書們』(北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年)，116 頁。  
37 柴成文、趙勇田著，『板門店談判』(北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 年)，77～78 頁。 此內容在該書第 2 版中

省略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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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上述柴成文的報告在內，通過外交部、軍部、中共等各種管道的報告，看到韓半島的戰

況變得不利於北韓方，這喚起了毛澤東關於美軍要擴大軍事介入的幅度的注意。9 月 5 日，他在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席上，強調了應該加強對戰爭的準備。 

分析美軍的動向和事態發展的毛澤東打算將自己的判斷轉達給北韓領導層，通過周恩來─倪

志亮向金日成請求派特使過來。金日成派北韓軍副總參謀長兼情報局長的李相朝少將到北京。根

據李相朝的回顧，毛澤東通過他在 8 月和 9 月上旬之間至少兩次以上通報北韓領導層，把北韓軍

立刻由洛東江戰線上調過來，準備構築仁川防禦陣地，以轉為防禦戰。38 

根據日後李相朝亡命蘇聯後所回憶，毛澤東在會見他時指出美軍有可能轉到海上從北韓軍的

背後登陸，還說有三個地區可以登陸，其中之一就是仁川。同時，毛澤東懇請李相朝儘快地把這

一點告訴金日成，籌備組織美軍登陸的防禦策略。39李相朝在 9 月 8 日向金日成轉告了與毛澤東的

談話內容，但是金日成沒有虔誠的聽取毛澤東的忠告，結果一周後毛澤東所擔心美軍登陸事情發

生了。正如金日成不仔細查看而犯下了錯誤。40 

綜合所有情況，在這一時期北韓特使至少有兩次以上訪問過中國。作為北韓高層人士後來逃

出北韓的林隱描述金日成 9 月 10 日前後分別派了內閣首相兼外務相的朴憲永，人民軍副總參謀長

兼作戰局長俞成哲少將和副總參謀長李相朝到北京。其背景和目的是 9 月 10 日前金日成通過奇斯

查科夫上將與什特科夫中將多次地邀請蘇聯給予更積極更有效的援助，但蘇聯軍事顧問們以不符

合蘇聯的體面和利益為由，使得金日成沒能公開的提出援助請求，所以想從中國那裡得到援助。41 

上述李相朝所說的北京訪問中不確定是否與這些人一起去的，而且兩者如果各自單獨訪問中

國的話，那麼誰先去的也不清楚。整理的話，北韓方的資料中記載說金日成不是在毛澤東的邀請

下派遣李相朝，而是自身需要而派遣的，訪問人數也不一樣。那麼可以認為李相朝所回顧的 9 月

8 日的報告內容中，即對於防備仁川登陸的資訊不是第一次而是第二次轉達給金日成了。如果上

述兩項均為事實的話，那麼依次為前提可以對推論一下當時的情況。可能是金日成首先派朴憲永

一行到的北京請求中國支援，但是最終沒能決定派兵的中國政府因沒有給出確切的答覆，所以之

後為回覆毛澤東的特使派遣邀請而派李相朝過去了。 

無論如何，重要的是毛澤東想轉告金日成的資訊就是讓其把攻擊轉為防禦而立刻後退。根據

林隱回憶的，朴憲永等北韓訪問團一行在與毛澤東的會談中從毛澤東那裡聽到了如下的建議。即

向北韓領導層建議：如果長期的在南邊形成包圍網的話，敵人則會更加的堅固，所以在目前的形

勢下應該先後退縮小包圍網，打破敵人的防禦態勢，然後再各個擊破會比較好。同時還建議說首

                                            
38 毛澤東明確地警告北韓領導層要準備應對仁川登陸作戰是事實，但是對於次數，有的文獻中說二次，有的

說三次。關於前者的主張參照逢先知、李捷著，『毛澤東與抗美援 朝』(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年)，

12 頁。梁鎭三(沈志華)主張毛澤東在 8 月和 9 月初曾兩次忠告北韓指導部戰略方面的東西，對於此參照梁鎮

三，「朝鮮戰爭期間中朝高層的矛盾、分歧及其解決－冷戰中社會主義陣營內國家關係研究案例之一」『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0 期，583 頁。  
39「당시 인민군 부총참모장 李相朝｀秘話＇ 최초공개（當時人民軍副總參謀長李相朝｀秘話＇最初公開 

）」，『韓國日報』(1989 年 6 月 18 日)；孫寶升，「毛澤東曾預言美軍可能在仁川登陸」，『軍事史林』

(1990年，第 5期)，13 頁。  
40 「당시 인민군 부총참모장 李相朝｀秘話＇ 최초공개（當時人民軍副總參謀長李相朝｀秘話＇最初公 

開）」，『韓國日報』(1989年 6 月 18 日)。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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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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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集中攻打韓國軍，在消滅其兵力之後再擊退美軍，還要時時記得有時候後退比進攻還要好。42 

此內容與中方資料中記述的中國領導層的內容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金日成已經通過朝中外交線獲悉了對於仁川登陸作戰的上述毛澤東的忠告和對策，同

時與李相朝的報告相比十天前的 8 月 28 日，即韓美聯合軍開始實行仁川登陸的十八天前，就已經

下達了所謂的「反登陸防禦命令」，要求建立防禦策略。金日成在李相朝訪問北京之前從北韓駐

中國大使李周淵那裡接到了劉少奇的「小心逆襲，準備長期戰」的主要傳話。劉少奇與李周淵見

面是在 8月 28 日，這個事實已經在第四章的第三節闡明過。 

不過，金日成在 9 月之前沒能正確地瞭解聯合國軍的登陸地點及登陸軍隊的規模的情況下，

只是認為大概會是在東西海岸。他知道聯合國軍的登陸地與目的地是仁川和首爾，是於上述 9 月

8 日李相朝轉告的中國領導層的忠告之後。所以在從中國領導層那裡得到正確的情報之前，金日

成並不是在 8 月 28 日把兵力集中在仁川一帶，而只是說要大略防禦禮成江和錦江之間的海岸線。

作為負責此防禦任務的部隊創立了「仁川防禦地區警備司令部」，任命在首爾的前線地區警備司

令員兼內務省副相的朴動一，並指示把此地區從大的範圍上分為三個地區，第一區域從錦江河口

地區到插橋川，第二區域從插橋川河口到高幹里和富平，此地區的防禦由指揮本部設在仁川的第

六十四海岸步兵團來負責。第三區域從富平到禮成江，由把指揮部設在金浦的國境警備隊第一○

七獨立步兵團負責防禦。第二、第三地區防禦作戰的指揮權在 9 月 11 日 24 時轉到首爾衛戍司令

員那裡。43 

金日成在第二天的 8 月 29 日，召集內務省、民族保衛省責任幹部、各道的人民委員會委員長

以及各道的內務部長協定會召開協定會，「現在，敵人調動重兵企圖從東西海岸登陸」，以此喚

起他們的注意，之後強調全軍全民都要樹立防禦體系。特別是金日成指示在自己預想的登陸地區

－西海岸的仁川、椒島、南浦、安州、鐵山、多獅島和東海岸的元山、咸興、新浦的海岸防禦上

做到萬全。44 同時，他還指示雖然東海岸和西海岸地區第一線由北韓軍防禦著，但此地區之外的

公安局負責的地區和第二線防禦由現有的公安員和自衛隊員們無法完成的，「各道積極組織和發

動人民參與海岸防禦」。同時，在海岸地區挖戰壕，建立完整的防空對策，擴充自衛隊員的組

織，供給彈藥，介紹居民等，為了扎實地做好防禦準備，事前金日成也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準備阻

止聯合國軍登陸。 

但是可以判斷金日成似乎沒有把所有力量都集中在阻止聯合國軍登陸的防禦中。相反，他把

洛東江當成最後的勝負之地，而傾向於突破此處的防禦線。北韓軍最高指揮部首先把五個預備師

投入到了洛東江，然後在韓美軍登陸之前的 9 月 13 日和 14 日又再次把駐紮在仁川的第 9 師下屬

                                            
42 同上。  
43 金映浩，『한국전쟁의 기원과 전개과정（韓國戰爭的起源與展開過程）』(首爾：두레，1998 年)，244 

頁。 對於此朴明林主張 「金日成和北韓領導層在 8 月就已經完全掌握了仁川登陸計畫並在做準備」，實際

上在北韓對應仁川登陸作戰的準備階段有很大可能得到了相關的資訊。但是朴明林所說的 8 月具體是什麼時

候，並且「完全把握」到了那些程度，這些要慎重判斷。接著，朴明林主張進入 9 月創建了｀防禦總司令

部＇後，任命崔庸健為司令員全力應對韓美軍進攻首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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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294 頁。    
44 金日成，「牢固地保衛後方─1950 年 8 月 29 日在公安省，民族保衛省負責幹部，道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和

道公安部長協議會上的講話」(1950 年 8 月 29 日)，外國文出版社，『金日成著作集』(平壤：編者出版，

1981年)，第 6 卷(1950.6~1951. 12)，68～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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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兵力和駐紮在首爾的第十八師調到了洛東江。45 根據當時中國駐平壤大使柴成文回憶，金

日成為了阻止韓美聯合軍登陸仁川防禦首爾，把將近二萬的兵力投入到了防禦戰鬥。46 這與防禦

仁川的北韓軍有 2,000 名的 Appleman 的主張部分相符。按照柴成文的主張，仁川—首爾地區的兵

力綜合起來有二萬名的話，不把主力先配置在仁川而只是先配置了 2,000 名兵力，這樣有些部分

是無法被理解的。而且，如果金日成比較傾向於首爾的防禦而把除去 2,000 名之外剩下的所有士

兵都配置在首爾地區的話，聯合軍從仁川登陸到進入首爾的過程中一定會遇到不小的抵抗的。 

但是北韓軍的防禦沒有達到二萬名的程度。而且那不是防禦，大部分只是偶爾的衝擊而已。

因此，柴成文關於北韓領導層把二萬名兵力投入到仁川防禦線的回顧應該是指在 9 月 17 日以後，

仁川被奪走之後，金日成將洛東江全線的兵力投入到首爾的防禦線。金日成在韓美軍開始仁川登

陸後的 9 月 17 日，才緊急地召開朝鮮勞動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指示為防禦首爾地區，把洛東江全

線的北韓軍調到首爾，同時命令創設預備部隊，此事實提高了此判斷的準確性。從這一點上來

看，金日成埋頭於洛東江線攻擊之餘，不是太注重仁川地區的防禦，就是防禦沒能像想像得那麼

順利。 

金日成在韓美軍仁川登陸之後才察覺到了「敵人」的意圖。他的應對措施是：最大限度地拖

延聯合國軍的進攻速度，爭取時間把南方的北韓軍主力救出後，組織預備隊一邊反擊，一邊撤

退。另外，從首爾地區撤出的北韓軍在 38度線展開強大的防禦陣式，牽制聯合國軍攻擊的同時，

使北韓軍的主力圓滑地撤退，部分主力部隊留在「敵後方」一方面擾亂聯合國軍後方，另一方面

以撤到北韓的主力軍為基礎在短時間內編成預備隊進行戰力重組。47 但是與金日成的構想不同，

北韓軍的主力完全被孤立在了南方。原因像金日成指出的那樣，是由於部分北韓軍軍官和士兵們

的防心和由此帶來的停滯。他們大意地以為美軍與韓國軍不會追擊到 38度線以北的。48 

結局北韓軍沒能抵擋住韓美聯合軍對首爾的進攻，北韓軍大約防禦了十多天後按照金日成的

命令全面開始撤退。因為北韓軍佔領地區的所有鐵路橋樑和道路都被美空軍戰鬥機炸毀了，所以

北韓軍並沒能迅速沿著山路向北撤退，就這樣失去了和南方主力部隊的聯絡。49 從此時開始戰爭

從地區上來說也呈現出了雙重作戰的樣子。一是漢江流域以南的洛東江防禦線的第一戰線，再來

就是從原來的第一戰線中衍生出的第二戰線。在第一戰線北韓軍主力已經開始節節敗退，第二戰

線由從第一戰線中撤退的北韓軍中脫隊的部分兵力和一部分南方的左翼勢力組成，戰爭主要轉變

為以游擊戰的形式進行抵抗。前面已經談到過，北韓軍撤退的同時為了抵擋聯合國軍的追擊和北

進而展開了游擊戰，這就是接受中國領導層的戰術指導的結果。洛東江戰線的北韓軍由於聯合國

軍的反擊，大約死傷了二萬 5,000 到三萬名的士兵，其餘的一小部分為展開游擊戰轉入了智異

                                            
45 根據韓國國防部的資料，仁川地區的北韓軍第八十七團和獨立第八四九反戰車炮團以及首爾地區的第十八

師為了增援洛東江或者群山地區而往南移動，9 月 15 日前者正在往金泉移動途中，後者通過了天安。如果這

是事實的話，北韓軍第十八師大約在一天或兩天前就已經從首爾出發了。參照國防部戰史編纂委員會，『韓

國戰爭史』(首爾：編者出版，1970年)，第 3卷，618 頁。 
46  柴成文、趙勇田著，『板門店談判』(北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年第 2版)，62 頁。   
47 金日成，「暫時的戰略撤退與黨道組織的任務」（1950 年 9 月 27 日），外國文出版社，『金日成著作

集』（平壤：編者出版，1981年），第 6卷，112～113 頁。  
48 『朝鮮人民軍最高司令員 金日成命令』 (1950 年 10 月 14 日)，高麗書林編，『美國國立公文書館所藏 

北韓解放直後極 秘資料(1945年 8 月～1951年 6 月)』(首爾：編者出版，1980年)，第 5冊，64 頁。  
49 洪學智，『抗美援朝戰爭回憶』(北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1年)，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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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另外的一部分分散到了大田方面。除此之外大部分都集結在了鐵三角地帶和華川、 隣蹄地

區。他們 8月下旬兵力不超過十二萬，由此推測這個時候兵力遠遠達不到十萬名。50 

聯合國軍大規模的反擊作戰與北韓軍的敗走中國領導層並非沒有事先預料到。但是實際上在

這樣形式出現的情況下，中國領導層責備北韓領導層失策憤慨的同時也有了一種危機感。我們在

討論中國具體的應對措施之前首先有必要把握一下流程。開戰後金日成順利地展開對南攻擊時，

毛澤東沒有改變國內的經濟建設、土地建設、軍隊削減和軍隊戰鬥力精銳化等國政運營方針，仍

是按計劃進行的。毛澤東對於北韓軍勢如破竹的南進也沒表示出太大的關心。他在接觸到北韓軍

初期勝利的戰報時，相反注視的是美軍的介入，從 7月開始就已經擔心戰事逆轉了。51 

實際上，這樣的擔心緣於美空軍制空權的掌握，漸漸增強的美軍與聯合國軍在韓半島的不斷

集結，洛東江戰線的交錯，撲捉到了大規模反擊準備的徵兆等。戰況一舉顯示出反擊的徵兆並反

映在現實中時，與北韓相比中國領導人相反更焦急。根據 Jonathan 中國有權位的軍事專家之間的

談話，毛澤東對於聯合軍仁川登陸作戰導致北韓軍陷入潰滅狀態表示非常吃驚。作為駐中國印度

大使住在北京，透過與周恩來等中國高層人士的接觸觀察到的中國領導層的舉動的潘尼迦曾說

過，中國領導層對韓戰的反應開始出現變化是在 1950 年 7 月中旬，上述事實和這一說法是一致

的。52 韓半島的戰況日益惡化，毛澤東認為沒辦法再超然視之了。在前面的論述中曾經詳細地闡

明過，毛澤東在 8 月 4 日首先把一直注重於臺灣問題解決的立場轉變為深刻地考慮韓半島軍事介

入的方向上來了。隨之，不管是中國的官方言論報導還是社論，從過去一直側重於非難美國進駐

臺灣海峽，和反對戰爭擴大的論調上轉為促求和平解決韓半島問題上來。關於此的詳細情況以及

靠軍事還是和平解決的希望在中國輿論上是以什麼形式出現的，以及兩者的相互關係在第四章裡

已經討論過了。同時，北京還三番兩次地建議北韓解除洛東江戰線包圍圈，撤退兵力以徹底地因

應聯合國軍的登陸作戰。 

然而金日成沒能掌握時機，而是允許了「敵人」大規模兵力的登陸，從而不僅帶來了北韓軍

的潰滅，同時也給北韓政權帶來了危機，這個最終成了中國的安保問題致命的負擔。53 而且美軍

好像也不打算在 38 度線停手，後面將會談到，雪上加霜的中國領導層接到美國於 9 月 16 日通過

印度政府轉到北京的北進之意思。中國為了確認美國的真實意思只能是透過對戰況把握，然後自

己加以分析和判斷。但是開戰以來韓半島戰況由於北韓政府的不協助而沒能全部的傳到北京，所

以對仁川登陸後的戰況無法預測。 

                                            
50 關於北韓軍的撤退比較仔細的敍述參照 Roy E. Appleman, United States Army in the Korean War: South to the 
Naktong, North to the Yalu(Department of the Army, Washington, D.C.: GPO, 1961), pp.603～604。對於當時北韓軍的

殘留兵力任何人都無法正確地說出。在本文中所談到的北韓軍的兵力數量也只是朱榮福從自己的上級那裡聽

到的。朱榮福，『내가 겪은 조선전쟁（我所經歷的朝鮮戰爭）』(首爾：高麗院，1991年)，第 1卷，461～ 

462 頁。  
51 當時毛澤東的機要秘書葉子龍說，大約6月末毛澤東接到金日成關於佔領首爾及順利南進事實的電報，憂

慮戰爭不會那麼簡單地結束。葉子龍，『葉子龍回憶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年)，195頁。 
52  K. M. Panikkar, In two Chinas：Memoirs of Diplomat(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5), pp.104～105.  
53 조나단 폴락，「중국, 중소동맹, 한국전쟁（中國、中蘇同盟、韓國戰爭）」，김철범, 제임스 매트레이 

編，『한국과 ─냉전 분단과 파괴와 군축─（韓國與內戰－分斷、破壞與裁軍－）』(首爾：平民社，1991 

年)，2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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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背景下 9 月 18 日，周恩來給史達林發電報說，最近除了新聞報導和平壤的廣播放送

以外，不知關於韓美軍仁川登陸的任何情報，同時詢問蘇聯是否有相關的情報，他還對北韓不向

中國提供相關戰況情報而重視與蘇聯的關係方面吐露了自己的不滿。54 而北韓也出於不滿，而沒

有接受中方因應聯合國軍仁川登陸，應該迅速地把後方兵力向北移動的忠告。不滿的根源在於蘇

聯雖然是沒有什麼直接關係，但是在判斷韓半島的戰況立即就會影響到中國安保的中國領導人看

來，美國在表明了自己北進的意思後，因為北韓不聽從中國領導層的忠告，所以打算儘可能不出

兵的中國的立場也應該重新仔細地考慮了，實際上是製造了目睹派兵可能性的狀況。像前面敍述

到的，周恩來對來到北京的李相朝指責，儘管毛澤東在 1949年 5 月和第二年的 5 月曾兩次警告金

日成美軍有可能介入，但是金日成不聽，這也包含著對北韓領導層的斥責。 

不過，聯合國軍登陸仁川後在開始向 38度線挺進前的大約十天的時間裡，韓半島的戰況，隨

著視界不透明而不斷流逝的情況使得中國首腦部不能再只是埋怨北韓了。這時，毛澤東一方面希

望韓半島的事態不再惡化而是在目前的狀態下被解決，同時也開始著手為應付美軍可能的北進而

作的心理和實際的準備。分析一下當時他的各種演講，就可以看出這兩種相反的概念混在一起表

示了出來。現實上對共產中國有敵對意識並公然地表示出自己不滿的麥克阿瑟的焦急，被杜魯門

的命令給壓住了，但是透過北進推翻中共統治的麥克阿瑟的想法將會如何展開的不確定性也同時

被反映了出來。當時中國首腦部沒能看破杜魯門總統與麥克阿瑟間在戰略見解上的差異，而是理

解為二者的意見立場是一致的。 

為撥開毛澤東不確定的迷霧，寄託了一絲希望於周恩來向聯合國提出的和平解決戰爭方案

（即五國法案）上。按照他的展望，9 月 20 日戰後的現在，美軍還沒有進行長時間大規模作戰的

準備，英國在韓半島雖然應該支持美國的路線，但從另一方面說，因為在外交上承認了中國的成

立，所以不能支援美國對中國的攻擊，相反，應該勸告美國從亞洲問題中退出來。事實上它的判

斷就是表現出希望事態能以那樣的方式結束。因此，毛澤東「沒有排除如不發生意外美帝國主義

為探索從朝鮮事態中進行妥協的可能性。」55 

另一方面，毛澤東為了因應在聯合國裡外交鬥爭失敗的可能而絲毫沒有放鬆軍事介入的可能

性。總之，聯合國軍仁川登陸戰況一巨變，9 月 17 日周恩來選出了五名先遣隊派到中國駐北韓大

使館，大約一個月裡調查了北韓北部最前線地區的地形。56 從先遣隊的名稱中就可以看出這屬於

為進駐北韓而進行的先前地形偵查。在 9 月 17 日的同一天，毛澤東利用與平壤的倪志亮給東北軍

區的高崗發了信函說「看來不出兵不行了，必須抓緊準備」。57 

這樣的事也可以證明毛澤東基本上已經下了最後決心。中國首腦部在四天後的 9 月 20 日，毛

澤東向金日成轉達了自己對形勢的判斷，並忠告說美國要躲避持久戰，而北韓只有進行持久戰才

                                            
54 예프게니 바자노프, 나딸리아 바자노프著，김광린譯，『소련의 자료로 본 한국전쟁의 전말（以蘇聯 

的資料來看韓國戰爭的始末）』(首爾：圖書出版，1998年)，111 頁。  
55 同上書，116～117 頁。  
56 到北韓當地偵查地形的五人如下。東北軍區後勤部副部長張明遠、第十三兵團司令部偵查處長崔醒農、第

卅九軍司令部參謀處副處長何凌登、第四十軍第一一八師參謀長湯敬仲，與中央軍事委員會炮兵司令部情報

處副處長黎非。  
57 柴成文、趙勇田著，『板門店談判』(北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年)，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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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勝算。同一天，周恩來作出了關於作戰方針的基本原則，透過中國駐北韓大使倪志亮囑咐金

日成要自力更生，做好長期戰的準備，尤其是「北韓軍一定要確保 38度線以北」。58 

據此，中國首腦部向北韓領導層轉達了如下的戰爭指導資訊。即，不是要攻擊美軍而是要把

韓國軍作為主攻對象集中攻擊其主力部隊，每次攻擊時消滅一～二個師的話，半年後韓國軍就基

本上被消滅了。那樣的話就可以孤立美軍了，最後再打敗美軍。59 實際上，金日成從此時起改變

的先前速戰速決戰略而定下了展開持久戰的方針。 

但是，正如第四章第一節中已經談到的，掌握著是否中止戰爭主導權的美軍以及聯合國沒有

接受中國的提議。那麼毛澤東可以依靠的下一步只能是武力手段了。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因

為中國決策的特殊性，為了在中共黨內確定軍事介入的決議，自己先下定決心派兵。如同前面敍

述，軍事介入雖然是在 1950年 8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原則性的方向定下來了，但是還有

必要在最終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確定下高位黨員的意思，所以在這此前毛澤東本人下決心很

重要。 

那麼毛澤東最終決心派兵具體是在什麼時候呢？是在接受了金日成的邀請之後？還是之前？

他的決心沒有經過中共的討論就被確定為國家政策嗎？已有的研究忽視了此問題而有只是敍述了

中共整體決定事實的傾向，也就是說把毛澤東個人的決心與黨整體的決議視為一體了。根據綜合

到目前為止可能收集到的零散的資料及當時情況來看，毛澤東最終下定決心介入韓戰的時間是在

聯合國否決了中國提出的提案和聯合國軍決定北進的同時，即 9月下旬。60 

在上一章裡我們提到毛澤東的韓半島派兵如果是在聯合國軍仁川登陸之前的話，那麼將可能

是在 8 月 23 日前後到 26 日前後。另外一個可能就是如果毛澤東是在仁川登陸之後下決心的話，

那麼就是他在韓美聯合軍仁川登陸成功後的 9 月中旬之後，更確切地說，在美軍北進事實確定

時，中國的「五國案」被否決，所有的手段都消失了的 9 月末最終下了派兵決心。首爾被收回之

後，9 月 27 日中國領導層根據派往平壤的中國大使的敵情報告判斷 38 度線立刻就會被打穿，同

時看到平壤已經進入美國的攻擊圈。平壤的中國大使倪志亮給周恩來發來電報說因為 38度線上沒

有北韓軍的守衛部隊，所以「敵人有直趨平壤可能 」。61 

下面說明跟隨著毛澤東決心而來的事實顯示出了他的決心和行為間的連續性。首先透過與周

恩來詳細討論聯合國法案的提出時間知道了以後的日程，毛澤東在 1950 年 8 月 27 日對彭德懷說

在萬一真的要出兵的情況下，至少要向北韓派出十二個軍，同時指示要抓緊做好事前的機動準

                                            
58「周恩來致倪志亮的電」(1950 年 9 月 20 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周恩來傳 1949~1976』(北京：中

央文獻出版社，1998年)，上冊，56 頁。  
59 周恩來，「朝鮮戰爭的戰略指導」(1950 年 9 月 20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來軍事文

選』(北京：人民出版社，1997年)，第 4卷，56～57 頁。  
60 在中國學術界一些中共黨史研究系統的學者們主張毛澤東決心派兵是在接到韓國軍 10 月 1 日開始北進的

消息後，在決定召見當時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第 1 野戰司令員和政治委員以及西部軍區司令員的彭德懷

卅分鐘前做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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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頁］。 與此相反，柴成文證明說 9 月 20 日之前，中共的主要政策決策者們就已經決定派兵了。（柴成文、

趙勇田著，『板門店談判』(北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 年)，79 頁 ）。不管兩個主張如何，下決心的時間

是在 10 月之前是共同的。 
61 周恩來「朝鮮軍情甚爲嚴重」(1950 年 9 月 29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來軍事文選』

(北京：人民出版社，1997年)，第 4卷，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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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十二個軍的機動情況要看事態的發展到 9 月末再定，那時候再和彭德懷商議。62從 9 月 20 日

到月末，在中共指導層人士參加的北京中南海的一次會議上，與會者決定在一定的範圍內對外宣

告中國要參戰。63按照參加 9 月下旬的一天在中南海召開的中共會議的人民解放軍總參謀長徐向前

的說法，中共中央向與會者傳達了決定參戰的事實。649 月 29 日毛澤東指示自己的秘書胡喬木不

要對外公開曾在準備中的對臺灣與西藏的攻擊時間65，與 10 月 1 日周恩來公開聲明的同一天，在

『人民日報』的社論中也暗示了中國政府要介入戰爭。66周恩來的介入表示在 10 月 1 日前，若說

沒有經過和毛澤東的討論和調節是不可能的。 

上述事實表示毛澤東在決定介入韓戰和完全的延期臺灣解放戰爭的時間均是在 9 月末。中國

軍事科學院的齊德學雖然沒舉出具體的例子，但批評指正說中國首腦部決策的時機是在韓美聯合

軍仁川登陸之後，這一主張基本與我的論述一致。67 

概括而言，如同作為人民解放軍總參謀長代理履行並輔佐毛澤東的軍事指示的聶榮臻所陳

述，毛澤東經過長時間的考慮，根據外交和戰況趨勢的變化而一步一步地堅定了派兵的決心。68 

毛澤東的當地防禦戰略轉變為前進防禦戰略的契機為在韓美聯合軍仁川登陸之後產生的一連串的

形勢變化。與北韓的救援請求是另外一回事，中國首腦部決定派兵不是由於請求或者是外部的壓

力，而是根據自己腦子的判斷決定的。如果說有外部壓力的話，也只是史達林在美國介入成為現

實的 1950 年 7 月初要求中國投入五～六個師到 38 度線而已。中國國內學術界幾乎所有的研究書

上都以此為根據記載說主張中國介入韓半島戰爭並不是自己自身的意思而是應與蘇聯和北韓公開

正式的派兵希求，但這只是看到了實情的一個層面而進行的擴大，即蘇聯與北韓的派兵請求雖然

是不可否認的事實，不過這不是決定派兵的全部條件，這是因為首先考慮到因美軍的北進給中國

的安全帶來的危機。所以必須要強調一下毛澤東自己的判斷與決定這一點。 

 

第二節 聯合國軍的北進前夜─金日成的救援邀請與中國的對美警告  

 

到目前為止我們把重點放在了找出韓半島的戰況轉折與毛澤東的出兵決心之間的關係上。結

果明確了兩者之間的相關關係。剩下的課題就是美國和北韓、中國、蘇聯在各自的狀況下怎麼去

應對的問題。以下四節將要敍述毛澤東的對美認識及事態變化隨著美國的戰爭方針的變化而變化

的過程，然後，重點論述金日成對中、蘇兩國的援救要求及中國政府的對美警告以及忽視此事的

韓美聯合軍的北進及中國決定派兵等這一系列的事件。  

                                            
62 毛澤東，「關於集中十二個軍以應付時局問題給彭德懷的電報」(1950 年 8 月 27 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

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年)，第 1 冊，485 頁。  
63 張麟主編，『徐向前傳』(北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年)，500 頁。  
64 同上。  
65 毛澤東，「關於在宣傳中不說打臺灣、西藏的時間給胡喬木的信」(1950年 9 月 29 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

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年)，第 1 冊，536 頁。  
66 『人民日報』(1950年 10 月 1 日)。  
67  齊德學，「關於抗美援朝戰爭的幾個問題」『中共黨史硏究』，1988年第 1期，76 頁。  
68 Nie Rongzhen, Inside the Red Star─The Memoirs of Marshal Nie Rongzhen(Beijing：New World  Press, 1988), pp.634
～6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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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著 38 度線，追擊北韓軍的南韓軍和美軍收復首爾後，1950 年 9 月 29 日根據聯合國軍總司

令部的命令讓所有的軍隊暫時在 38 度線上中止進攻。在北進前的 9 月 30 日聯合國軍方面的總兵

力包括六個美軍師約十一萬 3,400 餘名，韓國軍有大約十萬 1,000 餘名，加上其他的聯合國的軍

隊，共有卅四萬保持北進的態勢。69  

但是由於在是否繼續保持攻勢北進的問題上韓國政府和美國政府的立場有出入，因此北進從

一開始就是兩個國家各自進行的。對於是否北進，美國認為要恢復到戰前的狀況或保留北進，透

過議論之後最後還是決定要北進的轉折性的決定，而與此相反，韓國李承晚政府從戰爭前就主張

北進。因為包括李承晚總統在內的韓國人中沒有不渴求統一的。美國的立場是直到戰況開始好轉

的 1950年 8 月中旬之前希望不要引起不必要的問題，採取了不要過快進行北進的立場。在李承晚

總統表明必須進行北進立場之時，美陸軍新聞官進行反駁的同時闡明美軍將在 38度線停止進攻。

美國務院也表明韓美兩國對是否北進的論爭只是百害而無一利的，因此透過駐韓美國大使 john 

Muccio 向李承晚總統提出不要再提起有關突破 38度線的問題。70
  

但是沒過多久，這種方針即戰爭的目標改成了「北進統一」的方針。1950 年 8 月中旬以後，

隨著洛東江戰線逐漸穩定及仁川登陸作戰的準備也逐漸具體化，於是華盛頓的各組織者們開始各

自在非公開的場合討論北進的問題。美國務院和國防部對是否越過 38度線北進有著各自不同的主

張。在美國務院內部也存在著政策企劃室和柯南(George Kennan)一開始就反對突破 38 度線的立

場，但遠東局則認為先留下突破的餘地，等戰況好轉時再進行北進。國防部則主張越過 38度線打

敗北韓軍後再佔領北韓全境。這樣互不相同的立場和主張隨著戰況向有利方向的展開都轉化為了

主張北進的立場。71  

首先美國務院讓聯合國大使奧斯丁在 8 月 17 日聯合國發表上指出 「終結在韓半島的所有的

破壞行為」和「要尋求不再給與其他的侵略意圖任何機會的方法」為主旨的演說，向全世界輿論

發出了美國要北進的政策，並且察看關於此政策的世界的反映。72 8 月 19 日到東京聯合國軍司令

部的美軍部陸軍參謀長 Lawton J. Collins 將軍與 Forrest Sherman 將軍在與麥克阿瑟的交談中認為要

達成消滅北韓軍的目的就必須要越過 38度線，在這一點上他們的意見是一致的。並且在 9 月 1 日

的美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上，美國務院的各個部門的意見綜合起來就是利用有利的戰爭狀況來實現

政治上的目的這一方向。  

杜魯門總統對美國務院內部的動向的反應是表明「突破 38度線取決於聯合國」。這預示了美

國要把原來開戰初「恢復到戰前的狀態」的立場轉換成突破 38度線和統一韓半島這一政策上來。

後來美國務院在同月的 9 月 11 日附加了條件即「美國在越過 38 度線之前，蘇聯和中國派出軍隊

                                            
69 Roy E. Appleman, United States Army in the Korean War: South to the Naktong, North to the Yalu(Department of the 
Army, Washington, D.C.: GPO, 1961), pp.605～606.  
70 陸軍士官學校 戰史學科，『韓國戰爭史』(首爾：일신사，1996年 修訂版)，348～349 頁。 
71 有關美國務院內就圍繞是否北進進行的各個機關間的意見調整，參照小此木政夫著，現代史硏究室譯，『

韓國戰爭─美國의 介入過程』(首爾：清溪研究所，1987年)，148～165 頁。 
72 John W. Spainer, 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New York： W. W. Norton,
 1965), pp.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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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佔領北韓的情況下」，雖然有這種條件，但是戰爭的目的擴大為用武力統一南北韓，由此最

終決定越過 38度線和北進統一。73  

美國務院，無論是國務部還是國防部不得不問及為侵略北韓所負的責任。並且作為不讓北韓

再次發動戰爭的手段，不但必須要實現解除北韓軍隊的武裝甚至要使之解體，為達到這一目的，

就不能讓 38度線成為北韓軍的後方避難所，在這一點上他們也是一致的。美國抓住像仁川登陸作

戰這樣的反擊條件，為了保證取得決定性的勝利，必須要實現不能夠放北韓軍越過 38度線向北逃

避和應在北韓全境內進行地面作戰。因為蘇聯首先越過 38度線展開南侵，美國的意圖是仁川登陸

後掌握先機後越過 38度線向北推進實現把蘇聯的勢力從北韓驅逐出去從而實現反翻盤。因為蘇聯

自己破壞了在戰前與美國劃定的 38度線，對北韓實行翻盤，38度線不再是要遵守的線了。  

但是所有的論證和決定都沒有超出美國內的動向範圍。美國以懲罰侵略國的名義向國際社會

發出呼籲，借聯合國的權威介入韓戰，指出必須要經過國際社會即聯合國的承認和同意。美國為

了進軍到韓半島的北端，以國際社會為對象，必須自己解決限制自由意志的公約或者至少在聯合

國會員國同意後才有可能。英國透過和法國，美國之間召開的三國外務長官會談表示理解美國的

行動。美國行政部的決定透過國務卿艾奇遜在 1950 年 9 月 20 日在第五次聯合國總會上發表，引

起了蘇聯和中國的反對等等國際反響。他表示「聯合國軍的軍事行動應該繼續向 38 度線以北展

開，那樣才能在韓半島上建立統一的獨立政府」。74
  

這期間美國行政部警惕蘇聯和中國的參戰，在論證是否北進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採取了與其

對中國和蘇聯進行刺激還不如試圖使他們安心的煙幕戰術。透過印度首相尼赫魯(Jawaharlal Nehru)

兩次向北京轉達不會越過 38 度線的資訊，向北京領導人轉達了在越過 38 度線的情況下會保障中

國安全的意思。例如在 9 月 16 日美軍進入首爾的時候，美國務次官 James E. Webb 向駐新德里美

國大使館下達把要傳給北京的資訊轉給印度的指示，並指示說如有可能就讓印度政府像自己國家

的意思一樣轉給中國這個資訊。其內容是勸告中國最好不要介入韓戰以及因聯合國的活動，在北

韓地區恢復和平的情況下「該地區不會成為中國的威脅」75。並且 9 月 29 日尼赫魯透過潘尼迦向

中國領導人發去書信，轉達了美英法三國外務長官說不經過聯合國的同意聯合國軍不會越過 38度

線和美國政府因為美軍機越過鴨綠江誤炸而發生的損失向中國進行賠償的意思。但毛澤東和周恩

來並不相信。 

雖然華盛頓鮮明地向中國首腦轉達了聯合國軍的北進不會對中國造成威脅的意思，但這不過

是根據他們自己解說來進行的單方面通報而已。中國首腦不但不相信反而表明了對此積極對應的

意志。因為他們從開戰初開始就一直對美國軍事行動的真實意圖表示懷疑，並且在這時期，美國

一直有政府言行與行動相矛盾的事件，例如美軍機和軍艦一方面襲擊中國的東北地區和上海，山

東等沿海地區，另一方面根據前述一樣在 9 月 27 日毛澤東從倪志亮得到消息說，美國將直接攻

擊平壤。 

                                            
73 NSC 81/1, “United States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Korea", September 9, 1950, FRUS, 1950 Vol.Ⅶ, p.712.  
74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9), pp.451~452.  
75 小此木政夫著，現代史硏究室譯，『韓國戰爭─美國의 介入過程』(首爾：清溪研究所，1987 年)，1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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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決定突破 38度線和北進統一的 NSC 81/1 中，在蘇聯和美國公開表明要軍事介入的意思

的情況下，麥克阿瑟在北進時要避免與中國的全面戰爭。76
 美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向杜魯門總統

建議在如果沒有蘇聯和中國的參戰徵兆，美軍和聯合國軍可以越過 38度線攻擊北方。從麥克阿瑟

處也得到沒有看出蘇聯和中國軍事介入的徵兆。美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也誤認為為毛澤東不僅擔

心和美國自身的戰爭，還擔心在軍事介入的情況下會引起反攻勢力，所以他們認為中國不會介

入。杜魯門接受了這個建議，最終在美國的最高首腦層次上確定了越過 38度線北侵的方針。美首

腦部指示北侵方針的是所謂的「九二七訓令」，這是避免蘇聯與中國間的衝突為條件下，承認美

軍和韓軍取得突破 38度線，包括進入北韓地區及空中作戰的軍事作戰的實施和殲滅北韓軍隊的軍

事目標的內容。77 美國考慮了作為軍事最強國的威信和對日本，中國的影響等三種因素。78
 美國

行政部論證了麥克阿瑟以 「九二七訓令」為基礎後做成的作戰計畫，在 9 月 29 日最終決定聯合

國軍北進和殲滅北韓軍的方針。這個內容立即透過美協同參謀本部下達給現地聯合國軍統帥者

們。79 

透過九二七訓令美協同參謀本部向麥克阿瑟傳達的聯合國軍具體的戰術方針是聯合國軍不能

越過中蘇兩國的邊境，在靠近中蘇邊境地區只投入韓國軍進行作戰，還有就是麥克阿瑟在北韓地

區要實行的軍事作戰計畫都要提交到協同參謀本部。為避免和中蘇起衝突的預防措施，就是沒有

必要去刺激蘇聯及中國的意圖。最後第三個方針就是在事前就採取限制豪言要消滅包括中國在內

的共產軍的麥克阿瑟的自作主張的軍事行為的措施。  

隨著華盛頓北進命令的下達，麥克阿瑟就在 10 月 1 日透過廣播向北韓首腦發出了勸其投降的

最後通牒。投降勸告文的內容是要求北韓軍在指定的時間裡放下武器中止敵對行為，全部釋放滯

留在北韓境內的聯合國軍的俘虜，並立即送到麥克阿瑟指定的地方。80 但是麥克阿瑟沒從北韓政

權那裡得到任何的回答。  

那剩下的就只有北進了。根據美協同參謀本部所承認的麥克阿瑟的軍事作戰計畫，美軍的北

進沿著兩個軸線進行。美第八軍負責首爾—平壤這一西部地區。美第十軍在元山嘗試登陸來切斷

北韓軍的退路從而掌握東北部的咸鏡道。以下是作戰計畫的補充。81在美國南北戰爭時，對南方戰爭

勝利的秘訣的提問，南部聯合軍司令員 Natan Bedford Forrest 將軍回答說「看誰先到達那個地方」

（Get there first with the most men），這句回答對韓戰時期的美國軍和韓國軍佔領鴨綠江和豆滿江

來說是很適合的名言。即韓國軍和聯合國軍無論是誰先到達鴨綠江和豆滿江都是勝利。  

另一方面聯合國軍和韓國軍是否北進是北韓軍首腦最憂慮的事情，黨內的意見也不一致。北

韓勞動黨的一部分幹部也不是沒有認為韓國軍和聯合軍不會越過 38度線的樂觀情緒。但是金日成

                                            
76 NSC 81/1, “United States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Korea", September 9, 1950, FRUS, 1950 Vol.Ⅶ, 
pp.714~716. 
77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Miss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September 26, 1950, FRUS, 1950 
Ⅶ, pp.781～782.  
78 金映浩，『한국전쟁의 기원과 전개과정（韓國戰爭的起源與展開過程）』(首爾：두레，1998年)，257～ 

261 頁  。 
79 John W. Spainer, 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New York： W. W. Norton, 1965), 
pp.85~86.  
80 國防部 戰史編纂委員會，『韓國戰爭史』(首爾：編者出版，1971年)，第 4卷，286 頁。  
81 金映浩，『韓戰的起源和展開過程』(首爾：두레，1998年)，2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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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有非常強的危機意識和焦慮思想。這在他在首爾防禦失敗後的 9 月 29 日，向蘇聯請求直接派兵

「敵人不給與時間上的空隙，繼續進攻就會進入 38度線以北，靠我們自己的力量是不可能克服這

一危機」的言論中表露出來。  

就這樣金日成在 9 月 29 日向史達林發出派兵的請求。但是史達林絲毫沒有直接派兵的想法。

他試圖按照當初承認金日成的南侵作戰計畫那樣，把中國軍隊拖入到韓半島讓中國軍隊代替蘇聯

軍來發揮作用。這期間史達林透過電報詢問中國領導人在瀋陽—丹東間的道路上配置了多少的兵

力和有無可能向北韓派兵支援這些事情上就可以看到這個背景。並且史達林在 10 月 1 日要求毛澤

東派遣五到六個師以志願軍的名義即刻投入到 38度線上。  

那麼金日成是在什麼時間以什麼樣的方式向中國提出軍事支援請求的呢？有關這個問題各個

資料有少許的出入，有必要一個個的來確認回顧者留在回憶錄上的記憶。第一是根據記憶金日成

在北韓軍開戰不久的 1950 年 7 月 10 日向中國請求派遣師級或軍級幹部的事實。把這個看作是

「中國軍隊的派兵邀請」是不恰當的。82第二，在 7 月 12 日，李相朝訪問了北京的毛澤東和周恩

來時轉交了金日成的親筆信。7 月 10 日到 12 日期間因為美國軍隊的猛烈攻擊北韓軍的南進速度

受到阻止，所以金日成有可能要求中國方面派遣軍事顧問團。但是現在李相朝轉交的金日成的親

筆信的內容還沒有被公佈。第三種說法是因為在聯合國軍仁川登陸後戰事逐漸不利，於是金日成

向中國提出了派兵的請求。第四種是 9 月 30 日向北京轉交了金日成親筆信函的說法。第五種是說

在比此更晚的 10 月 13 日中國領導人「最終」決定軍事介入，或者 10 月 15 日杜魯門和麥克阿瑟

在 Wake 島上進行見面後，金日成發出派兵支援的要求的說法，但是金日成的邀請事實已被公開

確認，沒有請求支援的意義。  

透過相關的資料和全盤的脈絡來看，金日成在南侵開始後很明顯的向中國和蘇聯都提出了支

援救援軍的請求。北韓，中國和蘇聯到現在也對有關資料是否存在表示懷疑，北韓是完全不公開

相關的資料，中國和蘇聯只是公開了有關資料中的邊緣部分，但核心部分的資料仍還沒公開。應

該儘快公開能夠讓人們掌握其全貌的所有文獻資料。目前為止要保留上面第一和第二點的論爭。  

從戰後的情況來看我想應該對第三和第四點進行留意。即綜合學術界共同的說法和現有的資

料來看，這是主張金日成正式對蘇聯和中國提出派兵的要求是在聯合國軍成功的在仁川登陸後北

韓軍被南北包圍，其後方的補給線被完全切斷佔據逆轉之後的事情。下面就這個事實來看一下。

聯合國軍成功登陸仁川後使戰爭形式發生了一邊倒的變化，十分著急的金日成在 9 月 15 日後緊急

把內務省朴一禹派到了中國軍第十三兵團司令部所在的鴨綠江下游對岸的丹東。第十三兵團司令

部就是東北邊防軍司令部（前方指揮所），位於安東鎭江山(現在的錦江山)的山腳。朴一禹是在

抗日時期進入中國陝西省的延安擔任朝鮮義勇軍的副司令員，後在國民政府軍第八路軍的鄧華部

隊中活動，之後又當了平西縣長。他在中共內使用叫做王巍這一中國名字，中國語非常的好，是

所謂的延安派的領導人。他在安東見到了包括第十三兵團司令員鄧華在內的洪學智、賴傳珠、解

方、杜平等第十三兵團的指揮部領導，向他們說明了不利的戰況並轉達了金日成請求派兵的意

思。這種意思即刻被報告給了毛澤東。83 

                                            
83 柴成文、趙勇田著，『板門店談判』(北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年第2版)，36頁。 
83 洪學智，『抗美援朝戰爭回憶』(北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1年)，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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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金日成的支援請求，中國領導層雖然提出了有關軍事介入的原則性方案，但沒有明確最終

是否派兵，只是表明「我們誓作朝鮮人民的堅強後方」。84北京有關對金日成要求軍事支援的立場

在幾日後的 9 月 20 日傳到了平壤。對是否支援，周恩來透過駐北韓中國大使倪志亮向金日成轉達

主張持久戰的同時，鼓舞他說「你的長期作戰思想是正確的」並指出了幾種戰術上忠告。85
 簡要

來說就是雖然確定了進入韓半島的作戰方針，但沒有明確表明是否答應派兵邀請，只是作出了戰

術性的忠告  

其後首爾陷落，金日成立即再一次向蘇聯和中國提出支援的要求。1950 年 9 月 28 日金日成

召開北韓勞動黨內閣緊急會議決定向蘇聯提出支援的要求，第二天即 29 日和朴憲永聯名做好書

函。以「北韓勞動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出的這個信函在 9 月 30 日經由駐平壤蘇聯大使什特科

夫翻譯成俄文後經過總參謀部轉於 10 月 1 日凌晨 3 時交給史達林。86在前面也提到，在這封書函

裡金日成說單靠北韓軍自己的力量不能克服當前的危機，請求史達林在美軍突破 38度線的情況下

直接派遣蘇聯軍，並且還懇請在這個不可能的情況下組織包括中國在內的共產主義國家的軍隊建

立國際義勇軍以支援北韓。87與此有關，其後雖然有蒙古葛索克軍隊為支援北韓軍參加韓戰的新聞

報導。88但這個時期金日成所說的國際義勇軍主要是指中國軍隊。換句話說，這不過是想讓史達林

試著去改變拒絕過派兵支援的毛澤東，史達林接到金日成要求軍事支援的請求，為了尋求問題的

解決會向中國詢問是否支援。  

他想在金日成達成開戰計畫的階段中，已經想把中國軍隊引到韓半島，使中國軍隊起到蘇聯

軍隊的作用。這時期史達林來電詢問中方在瀋陽到丹東一線部署的兵力有多少，能否出兵，助一

臂之力。89 

但是隨著 10 月 1 日北韓軍開始北進和同一天麥克阿瑟發佈勸降最後通牒，感到十分危急的金

日成在史達林給與答覆之前向北京也發出了直接派兵的請求。此過程是這樣的。聽取了麥克阿瑟

勸降廣播的金日成，在當天深夜召集中國駐平壤大使倪志亮和政務參贊柴成文，說「麥克阿瑟要

我擧手， 我們從來沒有這麽習慣90」。希望中國首腦部神速派遣集結在鴨綠江對岸的中國人民解

放軍第十三兵團。倪志亮即刻向本國轉達了金日成的意見。91  

                                            
84 柴成文、趙勇田著，『板門店談判』(北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年)，1992年)，77 頁。   
85 周恩來，「朝鮮戰爭的充戰略指導」(1950年 9 月 20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來軍事文

選』(北京：人民出版社，1997年)，第 4卷，56～57 頁。  
86 根據沈志華的主張，此書函9月30日23時30分作為「特急戰報」交給蘇聯軍總參謀部第八局，在過了午夜

的次日0時35分，破解了密碼，1時45分印刷完2時50分送到南方的史達林牧場。沈志華，『毛澤東、斯大林與

朝鮮戰爭』(廣州：廣東省人民出版社，2003年)，220～221頁。 
87 金日成，「尊敬하는 이.브.쓰딸린 同志에게（致我所尊敬的史達林同志）」(1950年 9月 29日)，國防部 

軍事編纂研究所소장，『한국전쟁 관련 주요 문서（與韓國戰爭關聯的主要文書）』，No.9. 
88 「外蒙騎兵空軍抵東北將赴韓」『工商日報』（1951年12月16日）；「國際砲兵兩團自東北入平壤」『工

商日報』（1951年12月23日）。 
89 師哲，『在歷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年修訂本)，492～493頁。 
90 柴成文、趙勇田著，『板門店談判』(北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年第2版)，71頁。與此相關，中國學術界

的徐焰主張韓國軍北進事實最初報告給北京領導層是在10月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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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頁。按照徐焰的主張，這指倪志亮交給中國外交部

的電文。考慮到金日成召見倪志亮請求中國支援的時間是10月1日深夜，倪志亮的電文是在與金日成的會談

結束以後製作的，發送電文是在那之後，因此，大概在10月2日凌晨的可能性極高。  
91『朝鮮人民正義的祖國解放戰爭史』，107～108 頁，轉引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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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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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日成和中國大使見面後再次把朴一禹派往北京，向毛澤東和周恩來轉達了自己和朴憲永聯

名寫的親筆信。92這封信在時間上來看大致在 10 月 2 日深夜轉到的。93這作為在韓國軍隊開始向北

進軍後轉給北京的親筆信，可以看作到現今為止在公開的資料中能夠確定向北京請求軍事支援這

一事實的最早的文獻。書函首先提到了守勢的戰況，請求「中國人民的特別的援助」。和開展初

期的勢如破竹不同，金日成說隨著聯合國軍在仁川成功的登陸戰況變得完全不利，「敵人可能繼

續向三八線以北地區進攻。如果(人民軍)不能迅速的改善我們的各種不利條件，則敵人的企圖是

很可能會實現的」94 在親筆信中，金日成這樣說明了要求支援的背景，「敵人如果要繼續進攻三

八線以北地區」北韓軍「則只靠我們自己的力量，是難以克服此危機的。因此，我們不得不請求

您（毛澤東）給予我們的特別的援助」。即他強調「敵人進攻三八線以北地區的情況」來請求中

國人民志願軍直接緊急出動。95在這裡後者即「敵人進攻三八線以北地區的情況 」是指韓國軍開

始北進這一點，前者即 「敵人來進攻 38 度線以北地區的話，是很難克服這個危機的」是說美軍

越過 38度線的情況。  

事實上這期間在美軍越過 38度線之前，韓國軍隊沒得到聯合軍的同意就已經開始了北進。韓

國軍最高統帥李承晚命令北韓軍首腦北進，10 月 1 日北韓軍接到李承晚的命令就開始北進單獨越

過了 38度線，第一個踏進北韓土地的南韓部隊是沿著東海岸進行反擊的隸屬第一軍的第三師第廿

三團。並且在同一時期韓國軍第一軍沿著東海岸向元山進發，也處在越過 38度線北上的狀態。李

承晚之所以在沒有和美軍指揮部協商的情況下著手北進的背景，是他擔心在其手中接過韓國軍指

揮權的聯合國軍總司令員麥克阿瑟以及美國不會同意北進。96  

對於金日城的派兵請求，周恩來沒有表示明確的態度，只是在 10 月 1 日以及第二天兩次透過

在平壤的倪志亮向金日成轉達了戰術上的戰術指導。第一次轉達的戰術是把孤立的北韓軍的八個

師，分別按四個師分為兩部分，這其中的四個師拋掉笨重的武器分成幾支支隊利用敵人的空隙撤

退到 38度線以北，另外的四個師在南部分散成幾個小的支隊潛入到老百姓中進行後方活動以牽制

                                            
92 中國學者的著述中有記錄北韓特使朴憲永的著述。例如『百年潮』，1997 年第 2 期，43 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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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頁。這是將朴一禹誤認作朴憲永

所犯的錯誤。 
93 徐焰認為朴一禹向中國領導層轉達金日成、朴憲永親筆書信的時間是10月3日。徐焰，『毛澤東與抗美援

朝戰爭─正確而輝煌的運籌帷幄』(北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年)，89頁。但是這封書信的草案已經在9月29

日定好，十萬火急的信函傳達到北京需要兩天時間的可能性很小。 
94 金日成、朴憲永，「敬愛的毛澤東同志」(1950年 10 月 1 日)，國防部軍事編纂研究所藏，『有關韓戰的主

要文獻』 No.10，4 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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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3 頁。  
95 金日成、朴憲永，「敬愛的毛澤東同志」(1950年 10 月 1 日)，國防部軍事編纂研究所藏，『有關韓戰的主

要文獻』，No.10，5 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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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3 頁。  
96 李承晚總統的統一意志特別強烈，他想借助於美國的力量來實現統一，作為這其中的一環他早在 1950 年 7

月就向麥克阿瑟轉讓了對韓國軍的指揮權。這就是今天我們必須在美軍那兒查找韓國軍作戰權問題的發源。

但是從李承晚那兒得到韓國軍指揮權的麥克阿瑟根據自身的指揮系統，只是從美國行政部和協同參謀本部得

到指示，而不是和韓國政府相互協議。美國政府也把韓國政府完全排除出去，根本不告訴韓國政府任何有關

戰爭的戰略或戰爭方針。對要把戰爭局限化的美國來說，拿韓國政府對北進統一的熱情與之相比，他們更把

蘇聯和中國是否參戰作為決定是否北進的考慮。但是收復首爾後李承晚不想錯過統一韓半島的絕好政治條

件，在這種熱情下他雖然知道實現統一的軍事力量不足，在把美國大幅拉入統一戰爭的意圖下沒和麥克阿瑟

商議就單方面讓韓國軍單獨北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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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國軍不能夠大規模的北進。並且用電文，焦急地問到五～六個師是否能夠在幾日內後退到 38

度線以北。第二次轉達的內容是「可能的話把被困住的部隊分成小部分沿不同的道路向北後退，

這之外不能撤出的部隊就在原地進行游擊戰」，出發點和第一個是一樣的。97  

10 月 2 日金日成接到北京方面的提議向他們表示了同意的意思後，為鼓舞北韓軍的士氣和拉

攏民心，把北韓軍隊敗北說成是戰略性的撤退，來掩蓋和歪曲真實的危機狀況。他以北韓軍最高

司令員的名義向所有的北韓軍和住民宣佈說北韓軍為給與敵人以決定性的打擊，現在向北撤退以

繼續進行有組織的抵抗。並且在這不久又透過廣播呼籲北韓軍準備新的鬥爭，萬一非撤退不可的

話不能夠把物質和運輸工具留給敵人，就在敵人的佔領區開展大範圍的地下鬥爭。98  

到現在我們考察了在聯合國軍北進前後戰況的變化，以及收復首爾和美韓政府等自由陣營的

動向。並且還分析了隨著北韓軍的失敗金日成緊急向中國和蘇聯要求軍事支援以及中國向平壤提

出的戰術內容等這些事實。那麼在同一時期中國領導人的動向和對應就是向北韓提出戰術忠告

嗎？沒有表明軍隊派兵的理由是什麼？中國自己的對策是什麼？  

大家還記得我們在前面說的事實，即美國在決定北進的同時透過印度政府轉達了因聯合國軍

的北進不會對中國構成威脅勸告他們不要武力介入的這個事實。北京接到這個資訊的第五天後即

9月 21 日透過印度駐北京大使潘尼迦向美國華盛頓白宮轉達了中國領導人的意思。99  

我們首先有必要留意轉達到美國白宮的潘尼迦的報告，是潘尼迦根據自己的判斷認為中國不

會介入的。在他的報告書裡看到北京除了對北韓表示同情外沒有過多的關心，還含有即使是在過

去的兩個星期裡這個情況有明顯的惡化也不會因聯合國軍突破 38度線而引發世界大戰，蘇聯不軍

事介入的話中國也沒有理由直接參加韓戰的道理等內容。他還轉述道「中國不會單獨的介入紛

爭，他們不會為了別人的利益而去火中取栗」100 但是潘尼迦的報告事實上只是根據仁川登陸前的

9月 2日他和周恩來的會談內容為依據做出的主觀判斷。  

同一時期從香港傳來的報告也判斷中國不會介入韓戰。9 月 23 日美國駐香港總領事 Wilkinson

上交的報告也是總領事自己的判斷。Wilkinson 綜合四個相互獨立的情報員提供的報告後認為「中

共今年不指望能進攻臺灣，也不知道以後給與北韓多大程度的支援」的同時，還認為中共沒有介

入韓戰的道理。其中的一個情報員提供的情報轉述了周恩來「中共不會介入自己沒受到攻擊的韓

戰或中國以外的戰爭」這是把聽到了周恩來說因為中國打算加入聯合國，軍事介入會不利於加入

所以中國只會集中力量復興經濟的話作為了判斷的理由。101 Wilkinson 也在 9 月 25 日向華盛頓報

告了類似內容的情報，說這也是周恩來言及的內容，並且「在沒有做好完全準備的時候，中國不

會去勸阻什麼世界戰爭」 102 

                                            
97 周恩來，「建議人民軍部隊迅速北撤」(1950年 10 月 1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來軍事

文選』(北京：人民出版社，1997 年)，第 4 卷，64 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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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頁。  
98 金日成，「用鮮血保衛祖國的每一寸土地─1950年 10 月 11 日對全體朝鮮人民的廣播講話」(1950 年 10 月

11 日)，『金日成著作集』(平壤：外國文出版社，1981年)，第 6卷(1950.6~1951. 12)，120、125 頁。  
99  “ Webb to the Embassy in India ＂ , September 16, 1950, FRUS, 1950 Ⅶ , p.733 ；“ Henderson to 
Acheson＂,  September 20, 1950, FRUS, 1950Ⅶ, p.742.  
100 同上。 
101 “Wilkinson to Acheson＂, September 22, 1950, FRUS, 1950 Ⅶ, p.765.  
102 ibid., p.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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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術界的小此木政夫推測說無論是 9 月 21 日潘尼迦的報告還是 23 日的報告所傳達的周

恩來的發言都是在聯合國軍仁川登陸之前的中國領導人的立場。103但即使這個推測是正確的，中

國已經在 9 月前的 8 月初確定了介入的方針，並且有 8 月下旬中國首腦進行軍事介入準備措施等

強化軍事介入的趨勢，所以向華盛頓轉達的資訊都不能正確地反映中共內部的立場，大部分都極

大地反映了報告者自己的主觀判斷。換言之，這不過是僅僅強調了與中國首腦介入參戰的原則相

反的內容。  

1950 年 9 月 25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參謀長聶榮臻和要求會晤自己的潘尼迦的談話中表

明了以下的主旨。第一，中國不會對美國來到自己的國境袖手旁觀。第二，潘尼迦理解為中國要

介入戰爭，對他是否充分認識到因為這種介入會帶來什麼結果的問題，聶榮臻回答說「我們知道

自己處在進退兩難的境地，但即使是犧牲掉全部，我們也不會不阻止美國的侵略。美國可以轟炸

我們，美國可以破壞我們的產業，但是不會在地上打敗我們」，第三，對於潘尼迦轉移話題注意

力，說和美國的戰爭會造成非常可怕的破壞，不光中國的東北地區甚至所有的沿海城市以及連內

陸地區都會遭到美國的轟擊，中國的發展會倒退半個世紀以上的話，聶榮臻回答說「也很難說他

們不會在我們背後扔下個原子彈」但是「這都在我們的預料安排之中」。104 

聶榮臻的這些話也可能是虛張聲勢，也可能是非正式的對美國提出警告。但問題是這種資訊

對對方國家具有多大的意義或者是有多少信任度的問題。聶榮臻的話在四日後的 9 月 28 日作為對

美的警告資訊傳到了美國行政部。聶榮臻的資訊就是上面所說的即所謂「中國不能忍受這種（美

國的）挑釁」的內容。105
 美國把對北韓的南侵看成是美國與日本及其他自由民主主義的威脅一

樣，中國也把美國越過 38度線北進認為是對中國邊境的威脅。美國駐英國大使館的 Hubert Graves

帶著來自於新德里的三封時間各不相同的電報訪問了美國防部，這其中的第一份電報就是周恩來

和潘尼迦的談話內容，剩下兩封的發信人就是在北京的潘尼迦和印度首相尼赫魯。在前面也敍述

了，這個時期是美協同參謀本部以 NSC81/1 為出發點指令麥克阿瑟殲滅 38度線以北的北韓軍，以

及國務院進行努力以獲得聯合國會員國承認和支援改變了的戰爭目的的時刻。  

我們要注意的電報是剩下的兩個，特別是潘尼迦送的第二個電報，和前面對周恩來的話不

同，不能把它當作已解釋的內容來看。換句話說，潘尼迦在周恩來言及「聯合國對中國沒有責

任，所以中國對聯合國也沒有責任」之時判斷其意義在於中國領導層是說出了一定會採取攻擊性

的政策。所以他說「對北韓有間接的介入」。106 第三個電報是印度首相尼赫魯個人當著英國外務

長官貝文(Ernest Bevin)面前發送的。根據這個電報尼赫魯希望周恩來會忍耐和自制，他提到最壞

的來說聯合國軍越過 38度線的話會使情勢急速惡化「幾乎可以完全確定會招來世界的變動」。換

言之，向美國務院轉達了暗示在美國北進的情況下中國會介入的資訊。107  

                                            
103 小此木政夫著，現代史硏究室譯，『韓國戰爭─美國의 介入過程』(首爾：清溪研究所，1987 年)，175 

頁。  
104 對照聶榮臻和潘尼迦的回憶錄。 K. M. Panikkar, In two Chinas：Memoirs of Diplomat(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5), p.108.  
10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Merchant＂, September 27, 1950, FRUS, 1950Vol.Ⅶ, pp.793～794.  
106 ibid., p.794.  
107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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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Hubert Graves 作為轉達人在向美國務院轉達同樣內容的電報的同時表達了英國外務部的

評價和自己個人的意見。他評價潘尼迦是「變化無常和不可以信賴的」人，英國也不怎麼真正接

受潘尼迦的憂慮。108美國務院根據英國方面的判斷不僅不怎麼信賴潘尼迦也不相信中國方面的警

告。並且沒有謀求和中國當局的直接對話，連對此的回答都沒有。 

一方面中國還是期待和美國方面私下對話。但是在與美國的對話管道斷絕的狀態下中國沒有

恰當的抑制對策只能公開自己的意思。在麥克阿瑟的作戰計畫獲得杜魯門總統的認可之後，9 月

30 日中共召集首腦會議決定發佈對美警告和審議聲明內容。並且在同一天周恩來在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慶祝建國一周年大會上的報告中表明美國北進的話中國不會坐視不管的立

場。周恩來在演說中強烈批判了美軍機對中國領土的侵犯，說中國不懼怕任何抵抗侵略的戰爭，

強調「 中國人民決不能容忍外國的侵略，也不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隣人肆行侵略而置之不

理」109後半部的語句是毛澤東在檢查周恩來的講演文稿時親筆添加上去的。周恩來的這種言論在

第二天即 10 月 1 日被刊登在人民日報上，就是說這算是中國政府對美國的第一次公開聲明。  

中國第二次對美國的警告反映了事態的緊迫變化過程，同前面的對美警告相比更加明確，包

含了更嚴厲的措辭。在有了毛澤東準備派兵的指示後，周恩來在 10 月 3 日零時 30 分讓陳嘉庚把 

潘尼迦叫到了總理官邸。周恩來當場提到「美國軍隊正企圖越過『38』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

果眞敢如此的話，我們不能坐視不顧，我們要管」。同時周恩來對潘尼迦在韓國軍單獨北進的情

況下怎麼辦的提問回答說「萬一美國越過 38度線的話中國不可能不介入，韓國軍北進的話雖然不

成問題但美國進攻北韓的話會受到中國的抵抗」，分明表明了介入戰爭的意思。110  

在周恩來的言語中可以推測出來的就是他強調的重心在於轉達關於韓國軍的北進我們不介

意，但對美軍的北進我們要介入和應對。實際上中國首腦在 10 月 2 日凌晨從平壤的中國大使館知

道了韓國軍開始北進的事實，把這個作為了上面主張很恰當的依據。111 周恩來在上面的演說中明

確的強調美軍越過 38 度線擴大戰爭的話，美國作為「侵略國」必須全部承擔由此產生的全部責

任，在對美警告的同時強調以後有軍事介入的可能性。不僅周恩來，毛澤東和彭德懷也有可以容

納韓國軍單獨北進但在美軍越過 38度線的情況下一定會介入的打算。  

如幾名中國官方的研究者指出，可以認識到對韓國軍單獨北進，中國不會介入，但不會對美

國的介入坐視不管的想法是在中共指導層內部達成了廣泛共識的方針。112
 周恩來在短信尾部表示

贊成尼赫魯首相希望和平解決的想法，還附加說中國政府沒有完全放棄和平解決韓半島問題的希

                                            
10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Merchant＂, September 27, 1950, FRUS, 1950Vol.Ⅶ, p.794.  
109 周恩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1950 年 9 月 30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硏

究室編，『周恩來外交文選』(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年)，24 頁。  
110 周恩來，「美軍如越過三八線，我們要管」(1950 年 10 月 3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

硏究室編，『周恩來外交文選』(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 年)，25 頁；K. M. Panikkar, In two Chinas：
Memoirs of Diplomat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5), pp.109～110.  
111 一部分研究者主張當時中國接到了聯合國軍在 10 月 1 日北進的錯誤情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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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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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頁；李鍾奭，『北韓－中國關係 1945～2000』

(首爾：中心，2000 年)，137 頁。但是中國的首腦正確的理解為是美軍一定是想北進。在本文中引用的內容

中證明了這點，「美國期待著越過 38 度線來擴大戰爭，但美軍真的這樣的話我們不會坐之不理，我們要干

預。」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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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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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這是暗示可以和美國妥協的意思。就中國來說萬一聯合國軍駐紮在南韓只有韓國軍北進的話

就有充分和美國妥協的意圖。因為他們判斷這種情況和 1950～60 年代中國在印度支那半島經歷的

一樣，中國不僅可以避開直接派兵，還可以在中國東北地區普及軍事物質和支援北韓軍的游擊戰

就可以抵制韓國軍的政治軍事目的。 

潘尼迦在一個小時後回到家，即刻向新德里轉告了會談的內容，然後經過印度外務部→英國

外務部→美國務院這條線在美國本地時間 10 月 3 日上午 5 點 30 分向美國白宮強調和平解決韓半

島問題，戰爭局部化，即刻終止戰爭和撤出外國軍隊等原則，轉達了周恩來警告「萬一聯合國軍

越過 38 度線，中共會派軍隊越過邊境參加對北韓的防禦」但是這個行動在韓國軍「單獨越過 38

度線的情況下不會被使用」這一核心內容。113  

根據美國的外務文書美國國務院在 10 月 3 日一天的時間裡就透過印度→英國→莫斯科→香港

等地的多種管道接收到了有關周恩來的警告的四個報告。114 在 10 月 4 日還有一次接到通過潘尼

迦轉達的資訊。對中國的這種姿態美國在面子上可以接受嗎？美國表現出肯定和否定這兩種反應

但最終出現了否定中國方面警告的結論。  

美國方面為判斷中國方面警告的真實意圖，託付舊日本海軍提督出身的野村吉三朗 (1877～

1964)。野村吉三朗判斷周恩來的言行大體是真實的。即分析中國在非韓國軍越過 38 度線的情況

下會參戰。但是麥克阿瑟司令部的情報擔當者 Charles Wiloughby 將軍認為野村吉三朗的分析只不

過是推測而已，並把它的報告書給丟擲在一邊。115麥克阿瑟考慮覺得中共真的確定要參戰的話沒

有理由在戰前就以這種方式表明自己的意圖，認為這不過是周恩來的外交虛詞而已。與此相反國

務院的一些參謀慎重的接受了中國方面的聲明並進行了不同的評價。例如國務院的 U. Alexis 

Johnson 就提案只讓韓國軍北進。  

但是作為政策最終決定者的杜魯門總統覺得周恩來的對美軍事介入的警告不過是單純的宣傳

而不能看作是中國政府的正式公開聲明。不過是「想對聯合國的露骨的恐嚇」(a bald attempt to 

blackmail the United Nations)。116甚至艾奇遜國務卿說「雖然周恩來的話是不能忽視的警告但並不是

對政策的表明」，乾脆就沒把周恩來看作是勸和的代表人。他論證到經歷國共內戰的中共自己並

不具備參戰的能力和餘力，這是為了試探聯合國的態度進行虛張聲勢的恐嚇117。  

國際關係就是認識和誤認演奏的協奏曲。杜魯門和艾奇遜把周恩來的警告當做耳邊風，理解

為那不過是蘇聯和中國共同的傑作。他們懷有中國佔領中國全境不過僅僅一年的時間，而且還在

準備攻擊臺灣，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介入韓半島的疑問。所以像這樣依靠主觀判斷評價形勢的美國

首腦們對中國出自什麼角度發出警告相當不解，相反卻對潘尼迦懷有疑心。說潘尼迦是「感性

                                            
113“The Charge' in the United Kingdom(Holm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3, 1950, FRUS, 1950Ⅶ, p.839.   
114“Memorandom by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ern Affairs(Merchant)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Rusk)＂, October 3, 1950, FRUS, 1950Vol.Ⅶ, pp.848～849；p.851；p.852；p.858：Harry 
S. Truman, Memoirs：Years of Trial and Hope(Garden City, New York∶Double day & Co., Inc., 1956), Vol.Ⅱ, p.362.  
115 윌리엄 스툭, 김형인 외 3 人共譯，『한국전쟁의 국제사（韓國戰爭的國際史）』(首爾：푸른 歷史，2 

001年)，197 頁。  
116 Harry S. Truman, Memoirs：Years of Trial and Hope(Garden City, New York∶Double day & Co.,Inc., 1956), Vol.Ⅱ, 
p.362.  
117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New York∶W. W.Norton & Company, Inc., 
1969), p.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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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化）和不穩定，有傾向於擁護毛澤東的偏見」的人，不可以信賴。還有就是國務次官

Phillip Jessop 和 Dean Rusk 也認為潘尼迦「有著某種被隱藏了的動機才一時追隨中共的路線」118。

就是說美國在認為潘尼迦不是正直的中間人(honest broker)的這一片面的判斷下，對中國不斷的警

告一直無視到了最後。  

人類有時候就是不想把已知的事實相信為是事實，而是在自己強烈的主觀認識下往往不加以

區別，不論是華盛頓的白宮指導者還是美軍部的指導者都是如此。他們把中國的警告用一句「虛

張聲勢」(bluff)而置於不顧。說是政治訛詐，虛聲恫嚇。麥克阿瑟向杜魯門總統嚷嚷說在中共介入

的情況下大屠殺是不可避免的。麥克阿瑟這個時候的發言和報告是在他成功地完成別人認為不可

能的仁川登陸作戰之後，由於這個他的名聲鵲起，美國國內根本就沒有任何人對他的軍事戰略產

生懷疑。這個發展成普通的美國人認為只要是麥克阿瑟的話就不會犯錯誤這種迷信般的信任。119 

甚至於美國白宮根據美空軍的空中間諜飛機提供的資料進一步的證明了中國的警告是事實，即中

國東北地區的裝甲部隊正在向北韓大規模移動，但美國白宮已經不慎重的對待了。  

美國行政部在聯合國軍仁川登陸後，無視中國對美警告的另一面是美國的政客和軍事戰略家

沒有意識到韓半島對中國的安全產生的影響。對美國行政部和中國共產黨內的人員構成的考察，

在中國和美國轉向敵對關係後，缺乏相互理解，也是使事態惡化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這是因為

美國和中國都剔除了各自政權內的中國派和美國派。在聯合國軍仁川登陸作戰之前的幾個星期

裡，毛澤東秘密的尋找可以和美國接觸的管道，這或許是他選定了自己要向美國傳達的意思但是

挑選了最不好的人選。毛澤東在 1950 年 8 月下旬向來北京訪問並要求會見自己的中國公司「民

生」的社長盧作孚，民生是總部在香港的中國海運公司，要求其向華盛頓轉達自己的意思。他的

意思是希望避免和美國的戰爭，在過去東北地區和日軍及國民黨打仗的時候，北韓給過幫助，所

以這次他覺得有必要幫助北韓的義務，如果美國進入北韓，他一定會有必須介入的壓力。 盧作孚

把這個資訊轉給了自己公司的顧問 Roy Peers，Roy Peers 又轉給了加拿大外務部遠東局長 A. R. 

Menzies。Menzies 向 Peers 建言說和中國接觸的最方便的途徑是中共印度大使和英國公使或者荷蘭

公使。但結果是中國當局沒有給予駐中國英國公使或荷蘭公使會見中國領導人的機會，所以他們

把傳達資訊的任務交給潘尼迦。120  

像幾個研究者指出的那樣，中國政府選擇把印度的潘尼迦作為中間人向當時美國傳達思想溝

通是不經考慮的行為。因為潘尼迦不僅不是美國人，並且證明他提供的一年前的夏季中國進攻臺

灣的情報被證明不是事實，西方世界都評價他為不值得信賴的人。121 同時這也是美國的政治家們

只是在表面上去理解毛澤東的言論和中國政府的聲明，在別的中共領導人和中國政府的言論和字

裡行間沒能讀出希望和美國發展外交關係的資訊的結果。  

                                            
118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Vol,Ⅱ, pp.744～745.  
119 Matthew B. Ridgway, The Korean War(Garden City, New York：Doubleday, 1967), p.42.  
120 윌리엄 스툭, 김형인 외 3 人共譯，『한국전쟁의 국제사（韓國戰爭的國際史）』(首爾：푸른 歷史，2 

001年)，211 頁。  
121 윌리엄 스툭, 김형인 외 3 人共譯，同上書，211～212 頁；李丹慧，「38 度線和 17 度線：한국전쟁과 

베트남전쟁에서 중-미 정보소통 비교연구（從韓國戰爭與越南戰爭比較中美情報疏通的研究）」，박두복 

編，『한국전쟁과 중국（韓戰和中國）』(首爾：백산서당，2001年)，4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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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現在的立場上來回顧當時情況的話，美國和中國如果互相相信和接受雙方，以及努力按

照印度首相所建議的在聯合國的立場上來和平解決韓半島問題的主張來對話的話，我們可以判斷

中美間至少可以避免極端的武力衝突。尼赫魯首相在 9 月 30 日的記者會上說到「在和平的方法可

以帶來所需要的結果的時候使用武力是錯誤的，所以我們認為在結束獲取一切有可能的解決方法

之前聯合國軍不能夠越過 38 度線」。122 周恩來也表明了可以接受尼赫魯主張的態度。但是中國

首腦對美傳達的資訊，讓美國感受到了事情的重大，雖然時間上特別充裕，但兩國未能實現就避

免軍事衝突進行私下對話的原因，在於美國懷疑中國背後目的的這種對共產政權的不信任。這是

由於兩國首腦早在 1949年中期就形成了的心理障礙。  

之後美軍在完成使越過 38度線成為合法化的步驟後立即就把這付諸了行動。即等到反映韓國

政府和其他的聯合國會員國意思的決議，也就是說為了在韓半島建立一個統一獨立民主的政府，

聯合國要採取合法的措施，即在 10 月 8 日西部戰線開始攻擊 38 度線。韓戰進入第二個時期。麥

克阿瑟說要遭遇全新的戰爭，但這個「新的戰爭」不是僅僅指中共軍隊的介入。在這裡戰爭成為

了進入正式國際戰爭的最初契機。大約一個星期後的 10 月 8 日，美軍也隨著韓國軍第三師在西部

戰線越過 38 度線開始北進。並且麥克阿瑟在聯合國軍佔領開城後，剛經過兩天，即 10 月 9 日再

次播放了勸誘金日成投降的最後通牒。 

對此在 10 月 10 日 「雙十節」 的收音機廣播中周恩來再次強調中國對於韓半島的事態不能

夠再坐視不管。123隨著美國進入平壤，美國務院立刻就通過英國外務長官貝文→印度首相尼赫魯

→印度駐中國大使潘尼迦→中國外交部等這條管道向中國領導人轉達了美軍的北進會在鴨綠江以

南 64km 的地方停止的意思。同一時期在中共領導人內部就最終決定是否參戰進行了深入的討

論。在下一節我們會進入他們的內部論述。  

    

第三節 中共關於決定派兵介入的爭論 

 

毛澤東在韓美聯合軍仁川登陸前後，就知道和美國不可避免會有一戰，在他內心決定派兵韓

半島以後，中國軍隊投入到韓半島就只剩下了可能性。 

但是不能夠說因為集黨政軍最高權力於一身的毛澤東下了決心，這就一定會成為國家政策的

意向決定。毛澤東在建國初的正式職務是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政治局主席以及中共中央委

員會書記處主席，還兼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並且是實際上的國家主席。當時在中共黨內也沒

有能夠超過毛澤東權威和能力的人這也是事實。毛澤東以外其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如朱德、

劉少奇、周恩來、任弼時、陳雲、康生、高崗、彭眞、董必武、林伯渠、張聞天、彭德懷等以及

徐向前、賀龍、劉伯承、林彪、陳毅、鄧小平、葉劍英等這些人經歷了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在

組織能力和軍事能力上得到了認證，獲得了響噹噹的名聲，無論在政治上還是軍事上都是具有一

定的發言權的人。但是他們都不能動搖毛澤東的權威和魅力。毛澤東在對外關係特別是軍事戰

                                            
122 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106～109.  
123 王東原，『從韓戰看國軍』(臺北：中華民國駐韓國大使館，1952年)，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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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戰術和軍隊運用上不接受其他領導級的推崇。並且毛澤東在1943年3月中旬已經在制度上由中

共中央政治局的決議正式被賦予了對國家重大問題的最後決定權。124建國後毛澤東自己也宣揚說

無論是在什麼情況下沒有自己直接批語的命令或指示都是無效的。  

但即使毛澤東這樣在黨政軍系統中可以行使無與倫比的權力，但是他也無法不在國家大事

上，不聽取其他領導人的意見而決定獨斷專行。這是因為毛澤東長期以來都沒有行使在黨內形成

的，自己對重大事情的最後決定權，每當有事情發生的時候都以追求黨內意見的理由來進行集體

領導體系這一種權力運用方式。和毛澤東完全掌握了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50年代不同，就是到了

那個時候，事情也是不一樣的。並且在國共內戰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情況下，向國外派兵，特別是

其目的是和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進行戰爭這種事情，是需要黨政軍的高級領導必須共同進行商議

的重大事情。實際上介入問題僅僅只是沒有正式的在中共全黨內進行論議，無論是中共首腦部還

是高級幹部，一部分關係親近的人早就已經私下就這個問題進行了討論和交換意見。但是在1950

年9月末到10月初，雖然情況已經到了極大威脅中國安全的地步，中共中央指導層內部還沒能統一

意見。黨內一度還公開出現了不能介入沒有勝算的戰爭這種露骨的反對聲音。  

毛澤東在1950年10月1日通過駐北京的蘇聯大使從史達林那裡得到要中國出兵的請求正是在這

種情況下發生的。這是經由史達林轉達金日成的意思，也是經過倪志亮提出派兵要求後的第二次

請求。參戰不僅會喪失巨大的資源，還會造成大規模的人命喪亡，所以建立新中國還不到一年的

中國領導人要不要派兵和美國作戰，是「 敢不敢， 能不能迎戰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美

國？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問題」。 

毛澤東隨即召開了中共中央書記處緊急會議。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一周年的氣氛，充

滿於天安門中心－北京的時候，中南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頤年堂就是否參加韓戰，毛澤東，朱

德，劉少奇，周恩來之間開始了深刻的論議。五名書記處書記中任弼時因病未能參加。他們標榜

所謂的中共黨支配中國的一黨獨裁制，他們具有代表當時全體約四百五十萬中共黨員，進行最高

決定的權力，排斥其他所謂的非中共黨員即民主人士，由中共來決定國家的命運。  

      毛澤東在會議席中報告了北韓和史達林的派兵邀請。當時出席者對這件事情的反映到現在為

止可以解釋為幾種。即有毛澤東希望派兵的說法，和就只有毛澤東和周恩來兩個人希望派兵，而

剩下的人都反對的否定性主張。125因為這種主張只是單純依據過去有關人士的會議和證言，所以

我們有必要檢討和分析一下當時出席者的傾向或者其過去的發言。從結論上來說毛澤東已經決定

出兵韓半島，主張有向韓半島派兵的必要，朱德和劉少奇雖原則上贊成派兵但是在當場比較委婉

的表示了反對派兵的意思，周恩來表示支持毛澤東的想法。  

                                            
124 中共黨史界一般的說法是毛澤東掌握住軍權是通過在 1935 年 1 月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掌握住政治

權利是通過在 1938 年下半年召開的中共第六屆六中全會，因為毛澤東在那個時候被選定為具有中央政治局

執行權許可權的中央書記處主席。中共第六屆六中全會上通過由中央政治局負責全部黨務，具有對一切重大

問題具有決定權的決議，規定平時由中央書記處處理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方針定期向中央政治局報告。到中共

建立新的政權他的權利也達到了頂峰。但是儘管如此到 1950 年代初為止黨內外特別是中共黨內的民主人士

沒有過人反對過毛澤東的決定。對於毛澤東的這種壓制黨內外人士的方式，參照戴晴著，『毛澤東黨天下野

百合花』(臺北：新風出版社，1991年)。 
125 前者是以 Chen Jian 對相關人的採訪內容為根據的主張。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81, 注 78. 後者是朱建
榮根據師哲的證言下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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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如果主張介入的話，他肯定會提出介入的必要性和可以勝利的可能性。朱德和劉少奇

如果說反對派兵的話就會提出不能夠參戰的理由和參戰後可能引起的各種連鎖性的問題。師哲所

留下來的回憶錄記錄了當時中共首腦具有什麼樣的問題意識和政治局會議的性質，這可以作為證

明前面內容的資料。根據師哲的回憶，首先中共首腦憂慮中共軍隊在韓半島能不能消滅美國軍隊

的問題，其次中國軍隊在韓半島和美國開始戰爭的情況下，考慮到美國對中國會宣佈戰爭，對此

必須要作出對應。所以要考慮怎麼對美軍機轟炸中國城市和工業基地進行防備，同理還得考慮怎

麼防備美海軍對中國沿海地區進行攻擊。第三，中國軍隊在韓半島內如果不能大量的消滅美軍的

話戰爭會陷入相持狀態，這種情況下美國會和中國公開的進入戰爭狀態。這樣中國政府正在著手

進行的各種經濟恢復措施和重建成果就會受到破壞，中共不能不考慮在這種情況下怎麼阻止會發

生包括國內一部分民族極端分子在內的其他民眾反對和推翻中共政權的事態。126  

換言之，截至此時毛澤東所主導的所有的戰前軍事準備都是戰前防衛，但是他不僅懷疑對美

國是否能夠取得戰爭的勝利，而且在參戰後對可以預見的情況作出反應等這種參戰所需要的最基

本的條件還都不具備。反對者提出這些問題作為反對的理由。所以在這個會議上與是否參戰自身

的這個問題相比，重點是在什麼條件下可以參戰問題，這種論調是比較符合常理的。這個主張的

妥當性可以通過朱德和劉少奇以及周恩來的形跡和傾向來進行實證分析。  

首先朱德與此相比早在一個月前的9月5日就向毛澤東發去書函表明要想出兵的話，必須事前

做好長期的對策，除了要準備好陸軍的準備以外，還要迅速的全面增強包括海空軍，裝甲兵，工

兵，炮兵和鐵道兵等這些兵種的軍事力量。127在想表明自己的反對意見的時候，考慮到最高領導

人的立場和威信，要採取委婉的表現形式的這種中共政治文化中，這事實上是間接的表明了自己

反對「直對敵人」的派兵的意思。朱德在這個會議上也提出了相同的主張。  

可以看出劉少奇也委婉的對直接派兵進行了反對。他沒有毛澤東那樣對軍事和戰爭有瞭解，

性格上也沒有軍事冒險的激進性。根據師哲所說，劉少奇不懂得軍事，在軍隊內的威信也不高，

在黨中處在第三的位置上，他並不能夠充分的表達自己的意見。但是他施展手腕進行運行黨組織

和國家經營，想在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和政治安定上傾注自己的精力，因為有這種傾向，他應該會

很明確的認為當時不是參戰的時機。即使他在1950年8～9月初說道北韓要準備長期的戰爭以及在9

月21日在大使參加的午餐會議上介紹中國領導層的想法時說萬一北韓「被美軍打敗，中國認為不

得已的話會幫助北韓同志」，但這不過是在某種程度上轉達對北韓進行戰爭指導這一原則和中共

最高元首毛澤東的想法而已。128 8月30日在接見北韓大使李周淵時說韓半島的戰爭在短期內是不

可能得到解決的，必須要進行長期戰爭的準備。在此看到的，劉少奇只是考慮介入的條件而已，

他沒有道理反對對北韓進行派兵支援這一原則性的道理。簡要來說，朱德和劉少奇與反對參戰自

身來比，可以解釋為是他們在蘇聯不能充分保證空軍和武器裝備支援的情況下對意見有所保留。  

                                            
126 當時師哲作為毛澤東訪問蘇聯時的翻譯，能夠詳細的把握黨內的動向，這是他在回憶錄中說到的一部分內

容，不是 10 月 1 日政治局會議的內容而是 10 月 4 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內容。但是從這是中共中央憂慮的

問題這一點來看把他當作 10 月 1 日會議的內容也無妨從師哲把這一部分當成引用文來看可以知道他參考中

共檔案記載的資料的可能性並較大。師哲，『在歷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

年修訂本)，494 頁。  
127 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朱德傳』(北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年)，621 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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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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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來立場雖然不是很堅定，但是很明顯的可以判斷出他是站在毛澤東的立場上的。對周恩

來贊成參戰或反對參戰這件事情上學術界一直有許多種的解釋。師哲主張說周恩來不想派兵或者

保留介入。根據蘇聯方面保留的文獻資料，周恩來反對派兵，因此還和贊成派的高崗進行了論

爭。這一資料的提供者說周恩來直到1950年10月25日還對派兵進行反對。129中國學術界的楊奎松說

毛澤東以後決定「抗美援朝戰爭」時，是「是一個半人決定的」，在此我們可以判斷一個人是毛

澤東，另外半個人是周恩來，這是因為周恩來採取了比較溫和和有所保留的立場。130  

但是我們要察知一下毛澤東對出席者意見的改進及差異。從戰爭初期就主張強硬介入立場的

高崗，做出慎重考慮的周恩來的態度是反對參戰的。換句話來說，毛澤東反過來接受了以慎重態

度介入保留參戰態度的周恩來和朱德的意思，對於雖然贊成卻並不積極的周恩來，評價為「半

票」。這是因為，周恩來對過去曾是自己部下但遵義會議後上升為上級的毛澤東，周恩來在提出

自己的主張時非常小心和袒護，只是這種態度問題，不能看做是周恩來對保留派兵的態度。131處

在「萬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周恩來作為國務院總理，他努力的在無論是什麼事情上，都不想給

予別人自己走到前臺主導的印象。周恩來以後一直到自己政治生涯結束，在與毛澤東主管下的政

治事件上，都對毛澤東保持著這種小心翼翼的態度。毛澤東沒有把支持自己主張的周恩來認同為

一個穩健人，是因為對於輔佐自己後半生政治生命的周恩來，即使到周恩來死，毛澤東連一次也

沒有對其表示贊成或膩煩，把其放到了要保持一定距離的關係上，這一點可以作為是對周恩來這

種慎重態度表示出反感的一種資料。我們馬上會瞭解到周恩來的這種面目。作為參考，毛澤東真

正喜歡和親近的部下不是周恩來而是在詩和藝術上都很感性的陳毅。  

從10月1日晚上開始的政治局書記處會議一直開到第二天早晨2點，但仍沒能形成比較明確的

方案，只是在瞭解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委員和在京的高級軍事指揮員的意思上告一段落。從這次

會議的結論來說，原則上贊成軍事介入，但對於立刻參戰一定要慎重。  

受到黨內大多數穩健派反對的毛澤東，對於參戰的問題真的是進行了深思熟慮。要想貫徹自

己的主張的話，就有必要召集主戰派人士來改變黨內的意見。首先毛澤東在會議剛剛結束的10月2

日凌晨2點指示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並要求高崗立刻趕到北京參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

大會議。同時命令第十三兵團司令員兼先鋒的鄧華提前做好軍事準備，準備隨時可以出動，以及

按照原定計畫隨時準備和「新的敵人」進行戰鬥。132  

就如前面敍述的，毛澤東在10月2日凌晨接到了經由北韓駐北京大使倪志亮來自史達林和金日

成的請求緊急派兵的電報。在這之後毛澤東決定派一部分中國軍隊以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名義進入

北韓。但是沒有下達出動命令也沒有向北韓領導人轉達要出兵的決定。周恩來如此，毛澤東也只

                                            
129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81 頁，注 78；徐澤榮，「有關朝鮮戰爭的面訪幾點紀錄」『傳記文學』，第 77 卷

第 4 期(2000 年 10 月號)，61 頁。 蘇聯方面的評價以 大韓民國外務部編譯的『韓國戰文書要約 1949.1~19 

53.8)』(首爾：編譯者，1994年)，57 頁為依據。 
130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臺北：東大圖書公司，1997年)，629 頁。  
131 有關周恩來支持毛澤東的理由朱建榮是這樣推論的。在過去被國民黨追著跑的｀大長征＇途中於 1935 年

1 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周恩來又承認自己的戰術錯誤推崇毛澤東的精力，所以他為了分擔自己的錯誤採取了

支援毛澤東意見的主張。 朱建榮，『毛澤東の朝鮮戰爭』(東京：岩波書店，1991年)，68 頁。  
132 毛澤東，「軍委關於邊防軍隨時待命出動問題電報」(1950 年 10 月 2 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建國

以來毛澤東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年)，第 1冊，53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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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過倪志亮勸告金日成可能的話把孤立在南邊的部隊分成幾個道路撤到北韓，不能撤出的兵力

留在南方進行游擊戰。133 同時毛澤東通過政治局會議確認不反對參戰本身的意思後，為了向史達

林通報，他想「以志願軍的名義派一部分軍隊，到北韓和美國以及其走狗李承晚部隊作戰，來支

援北韓的同志」，制定了中國軍隊進入北韓後，為掩護中國軍隊的作戰行動，要求史達林將給予

軍機支援的書函，在經過第二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多數贊成後將發送。  

事實上掩護中國軍隊的蘇聯軍機不只是在進入北韓的時候需要，也是在和美軍作戰時確保主

導權和擴大作戰半徑以及保障東北地區後方軍需支援不可或缺的必要條件。在下一節中會論述

到，蘇聯對中國的飛機支援也不僅限於此，他也是為了要在和美國開戰後應對美軍機對中國工業

中心地區的轟炸和空襲。  

毛澤東在採取上述措施的同時，十二個小時後的10月2日下午3點，根據他的指示中共中央政

治局擴大會議會談在中南海的頤年堂裡召開。擴大會議召集了中共各地方局的書記，中央黨政軍

的主要幹部。議題是決定是否向韓半島派遣志願軍以及由誰來指揮志願軍的問題。134  

毛澤東在這個會議上向全體出席者表明了自己的構想。根據中國外交部的一篇論文，毛澤東

向出席者展示了含有中國決定要以「抗美援朝人民志願軍」的名義向北韓派遣軍隊這一內容的

「內部指示」。135 現在唯一可以推測他這一想法的書面資料，只有在這之前他向史達林發送的書

函。根據這一書函，毛澤東認為萬一中國不給予北韓幫助的話，北韓全境都會被美國佔領，這對

於亞洲整體都不利，同時他還判斷必須要對兩件事情要傾注精力。  

第一，要解決問題的話，就要把北韓境內的美國軍和聯合國軍趕出去，特別重要的是要消滅

美第八軍。第二，在美國宣佈和中國進入戰爭狀態的情況下，必須要面對戰爭會進入持久的情

況。即使是這種情況下消滅北韓境內的美第八軍的問題仍是最重要的。這是因為他判斷如果能夠

消滅美第八軍的話，即使中國和美國進入公開的戰爭狀態戰爭的規模也不會大，時間也不會拖得

太久。這一點是毛澤東反對劉少奇和朱德擔心戰爭擴散到中國境內，自信通過制約美軍來把戰爭

局限在韓半島內進行局部化戰爭的重要論據。所以毛澤東告訴史達林決定暫時把東北地區的十二

個師在10月15日派到北韓使之在適當的地區進行防禦戰，等到用蘇聯的武器裝備武裝中國軍隊

後，和北韓軍協同給予美軍反擊直至消滅他們136  

在這一點上選擇誰作為派兵司令員成為了主要的問題，毛澤東選定林彪來出任司令員。接受J

                                            
133 「毛澤東對周恩來致倪志亮電的修改稿」(1950 年 10 月 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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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頁。  
134 在這個會議上出席者的發言內容和爭論的問題到現在還沒有一手資料可以正確的介紹給我們。資料大多是

作為二手資料的回憶錄，這其中有著對同一件事情，時間卻不一樣的論述，使得在理解上造成了很多的混

亂，舉個例子來說，對於毛澤東派兵的理由「你說的我們都有但是我們不能在旁邊袖手旁觀」的說法，有 

『毛澤東軍事年譜』記錄的 10 月上旬。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硏究年譜組編，『毛澤

東軍事年譜 1927~1958』(南寧：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 年)，799 頁。但是第一次介紹毛澤東發言的是『彭德

懷自述』，根據這個回憶錄毛澤東說這個的時候是 10 月 4 日。並且別的書中說是 10 月 5 日。楊勝群、田松

年主編，『共和國重大決策的來龍去脈(1949～1965)』(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年)，59 頁。  
135 孔凡軍，「首任駐朝鮮大使倪志亮」，外交部外交史硏究室，『當代中國使節外交生涯』(北京∶世界知識

出版社，1995年)，第 1輯，94 頁。  
136 毛澤東，「關於決定派軍隊入朝作戰給史達林的電報」(1950 年 10 月 2 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建

國以來毛澤東文稿 』(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 年)，第 1 冊，540 頁；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

東軍事思想硏究年譜組編，『毛澤東軍事年譜 1927~1958』(南寧：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年)，7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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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athan Polac採訪的一名中國人也說同一天在毛澤東的「內部指示」上也明確的寫著林彪是中國

軍進入韓半島的司令員。137當時人民解放軍野戰軍以上的高級軍事指揮官中，包括朱德，林彪，

劉伯承，賀龍，徐向前，聶榮臻，陳毅，彭德懷等在內在軍事上有著出眾才能的人並不少。林彪

是這些軍事才能出眾的人之一。毛澤東也對他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中表現出來的軍事才能毫不

吝嗇地進行稱讚。並且進入北韓的先鋒部隊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三兵團的主力隸屬於林彪以前指

揮過的第四野戰軍，所以派任林彪的話，在掌握軍幹部和指揮統帥上是不存在什麼問題的。毛澤

東也是在考慮了林彪可以作為進入北韓的負責人後，才任命他為軍隊指揮官的。  

但是林彪以病為藉口拒絕了那個職位。這裡有必要分析一下林彪拒絕的意義。當時的情況

是，任命誰當司令員直接是和能否派兵相互關聯的。林彪如果不出戰的話就等於軍隊沒有首領。

被內定為派兵司令員的林彪拒絕了這一職責，讓前一天剛剛確認的中共黨內的兩種互相對立的見

解處在了仍然未能解決的境地。按照包括師哲在內的幾位回憶者在回憶錄來看的話，在討論是否

派兵介入韓戰的會議上，贊成者和反對者各占一半或大多數人是反對的，這一點是回憶錄的共同

點。林彪反對代表了大多數或者一半以上的反對者的立場。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不得已宣佈以彭德懷代替推卻的林彪，作為派北韓軍隊的總司令員，並

將其派到北韓且指示周恩來讓彭德懷參加兩天後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138 當時中共內部雖然有

很多軍事能力出眾的將領，但是毛澤東信任和可以給與大任的人幾乎沒有。65歲的朱德是黨內年

齡最大的人，同時也對介入戰爭保持慎重的態度，所以它並不是恰當的人選。林彪正值壯年41

歲，並且是在軍事上有著出眾能力的戰略型的天才軍事戰略家，但是他自己稱病退卻也就沒有了

進一步強求的道理。劉伯承也是在軍事上展現出高智慧的指揮官。毛澤東雖然也認證這一點但是

他負傷還沒有痊癒，更重要的是不信任他的性格。賀龍則經綏遠一仗證明不行，雖然他很勇敢但

是性情兇暴自制力不強，不是能夠擔當這種大任的合適人選。徐向前在建國和被任命為中國第一

代中國人民解放軍總參謀長，但是他正在青島養病，不能夠交付給他。代替徐向前做副參謀長的

聶榮臻和第三野戰軍司令員陳毅兩個人都在大戰方面經驗淺薄，把重大的責任交給他們是很困難

的。  

但是彭德懷不論是軍事上的能力還是性格上都是值得信賴的，這兩個條件他都具備。1950年

當時彭德懷52歲，比毛澤東年輕5歲，但是他在過去抗日戰爭時期的1940年8月作為中共軍隊司令

部最高司令員在華北地區動員了100個團對日軍進行大規模的攻擊，使日軍聞風喪膽，這就是所謂

的「百團大戰」，所以彭德懷是有這種經驗的百團長老。毛澤東看到了彭德懷在1940年代所展示

的多種戰爭成果，自己覺得有信心把戰爭指揮有關的任務全面交付給他。毛澤東在不能把林彪捆

綁在作戰司令員的情況下，他需要在戰爭能力，個人的喜好和信賴等這些方面在軍隊和黨內尋找

至少像林彪這樣自己可以給與信賴的指揮官。在這個問題上除彭德懷以外沒有更合適的人選。  

毛澤東因為黨內大部分人的反對沒能夠決定進行派兵，也就沒有向史達林發送已經做好的要

                                            
137  조나단 폴락,「중국, 중.소동맹, 한국전쟁（中國、中蘇同盟、韓國戰爭）」, 김철범, 제임스 매트레이 

編，『한국과 냉전：분단과 파괴와 군축（韓國與內戰：分斷、破壞與構築）』(首爾：평민사，1991 年)， 

225 頁。 
138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彭德懷傳』(北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年)，4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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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其給與空軍支援的電文，代替這個電文，他向史達林發出了保留派兵立場和就這個問題「想和

史達林商議」為內容的書函。作為毛澤東他有必要在最終決定之前瞭解和把握在中國參戰的情況

下蘇聯會採取什麼樣的立場以及能夠給予多大程度的支援。學術界圍繞著這兩個電文的真偽和毛

澤東是否發送出去展開了不少的論爭，在下一節中會對包括這些問題以及史達林由於對毛澤東發

送的書函產生的誤解以及由此造成的保留空軍支援的問題進行論述。  

在前一節中說到的朴一禹訪問北京向毛澤東轉達金日成和朴憲永要求給以「特別的支援」，

即要求中國軍隊派兵進入北韓，這件事情我們也可以推斷是發生在這個時期後。通過朴一禹對北

京的訪問，北韓領導人進行的派兵請求是繼透過駐北韓中國大使轉交的電文和派遣特使後的第四

次邀請。毛澤東雖然對於這個請求的實效有所懷疑，但還是首先期待與對美國的警告，決定再一

次向美國發出警告。並且他在沒能完全掌握史達林的意思之前也不得不保留給予確定的答覆。 前

一節中說過和對美警告有關，為抵制美軍的北進，周恩來在深夜召集駐北京印度大使潘尼迦再一

次要求其轉達對美國的警告資訊。這個資訊的核心強調要讓戰爭局限在韓半島，對「戰爭的局部

化」的期待和希望雖然和韓國軍的單獨北進沒有關係，但是在美軍越過38度線的情況下，和中國

一定會有所關係。但是雖然周恩來的警告充滿了急切和斷然，但是大家也都知道，美國完全無視

這個警告。與史達林把38度線認為是美蘇兩大陣營的分界線一樣，對於此的反映中國首腦也是這

樣看待的，毛澤東也是把38度線看作中國的安全線，也把這次當做決定是否出兵的警戒線。  

毛澤東在10月3日早晨零時30分指示要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隨後10月4日17點在中

南海的豐澤園召開的會議中，共有十三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的毛澤東、朱德、劉少奇、周恩來、

任弼時、陳雲、高崗、彭眞、董必武、林伯渠、張聞天，以及彭德懷等十二名，另外還有李富春

(中共中央副秘書長)、羅榮桓(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林彪、鄧小平、饒漱石、薄一

波、聶榮臻、鄧子恢、楊尙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等十名列席者共廿二

名以上。139 彭德懷於10月4日上午10點左右乘坐毛澤東派出的蘇制Iliushin-14飛機在西安飛機場起

飛，因為途中加油在山西省太原短暫逗留，於當日下午4點前後在北京首都機場降落。到達北京機

場後他直接沿路去了北京中南海出席了正在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鑒於事情的重大

性，因病缺席中央書記處會議的任弼時也參加了這次會議。140 列席者只有發言權而沒有表決權。

    會議進行方式採取無論是誰都可以自由的表明自己的意思也可以對對方的主張進行批駁的公

開自由談論。當時在中共黨內的高級指導者中圍繞贊成和反對是否派兵介入吵得紛紛揚揚，雖然

意見分為介入贊成論和慎重論這兩方面，但是直到1950年中共還保持著革命戰爭時期形成的通過

自由討論和充滿活氣的集團討論來決定政策的傳統。毛澤東像史達林那樣以高高在上的態度與所

有黨員和高級領導人面前露骨的顯示自己的個人意見的事情是幾年以後的事情。所以這一時期中

共的討論和這以後的意思決定過程不同，黨員都可以毫不顧慮的表明和改進各自的意思。毛澤東

也不以自己的權威強烈的縱容參戰或者不講道理的來說服別的黨員。他在會議時喜歡聽取別人的

                                            
139 中國方面的文獻中說政治局委員康生沒有參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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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頁］。相反美國學術界的陳謙記錄說康生參加了。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 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81.  
140 儘管但是他在病中但是在決定國家大事的各種會議幾乎全部都出席，判斷他參加了和別的會議相比更重要

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果由於過於勞累在 10 月 27 日逝世。蔡慶新編著，『任弼時』(北京：中央文獻出版

社，1999年)，186～1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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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但是自己不大聲地去吵。並且在傾聽了所有的意見後對意見進行綜合評定。這是毛澤東在中

國人中樹立起如東方的紅星這一優越權威和領導力的源泉。毛澤東為了像平時那樣經過自由討論

的形式形成自己的意思決定，指示不要紀錄發言者的意見，以便讓出席者能夠暢所欲言毫不保留

的說出自己的意見從而來改進毛澤東自己的意見和想法。  

或許是因為無論是誰都可以不看領導的眼色的自由自在的氣氛，政治局擴大會議一開始大部

分出席者就極力反對「立刻出兵」，贊成的還是只有毛澤東和周恩來等少數人。141聶榮臻在其以

後的回憶錄中說到大會出席者的論調是「不到萬不得已的時候，最好不打這一仗」142 出席會議的

人中大致形成了反對立刻出兵派，反對派兵派和包括不發言或消極慎重派這種二對二的十八人的

情形。143 不發言或主張應該慎重以及表現消極的態度的人，可以被看為是毛澤東的潛在支持者，

實際上隨著會議的反覆他們的態度也產生了變化。這其中林彪和聶榮臻是代表性的反對派。前面

所介紹的聶榮臻的回憶錄中說「不到萬不得已的時候，最好不打這一仗」，可以解釋為聶榮臻自

身也是屬於這個範疇。林彪不僅拒絕了把自己派到北韓還反對派兵本身。瞭解林彪的這一想法是

出自1950年9月初他問臨時回國報告戰況的柴成文北韓領導人是否有越過山進行游擊戰的勇氣以及

其在10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的資料。前者的對話內容記載在柴成文的回憶錄第一

版，但是在第二版中省略了。144 我們現在就說說後者。  

會議上參戰反對者和懷疑論者認為經濟復甦，土地改革，消滅殘餘的國民黨，土匪土閥和解

放臺灣等政治和領土統一更要緊，並且因為和用優良武器及裝備武裝起來的美軍的戰爭會成為以

前在中國國內進行的戰爭的態勢，主張應該慎重的對待。特別是政權建立沒有多長時間，國內的

經濟建設更緊急的情況下應盡力避免進行對外戰爭特別是和超級大國美國之間戰爭的意見謂為主

流。別的反對理由是因為中國經歷了長期的戰爭必須要進行休息來恢復元氣，在建國還不到一年

的形勢下課題已經確定，認為最好萬不得已不要介入戰爭。145即確定了經濟復甦和政治安定以及

收攏人心的這些迫在眉睫的課題，不能夠因為和大國之間的戰爭而被延遲的論點。反對戰爭的人

還憂慮國防建設的延遲，以及認為在軍事上來說美國不能立刻侵犯中國的領土，還有即使美國真

的把北韓納入到其勢力圈之下想越過鴨綠江攻擊東北地區也需要很長的時間。反對者以此為依據

主張避免和美國的戰爭並利用這個間隙把重點放到國家經濟和國防建設上，為以後和美國的戰爭

積蓄國力。146
  

對於反對派兵者，支持者反駁說無論如何美國和日本帝國主義不一樣，「沒有必要在朝鮮待

這麼長時間，也沒有那個可能性」並且「認為已經在考慮進攻（中國）的美國會給與（中國）和

                                            
141 雷英夫，「音容宛在 恩誨猶蒙」，程華，『周恩來與他的秘書們』(北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

年)，116 頁。  
142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錄』(北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年)，下卷，735 頁。  
143 根據這之外的分類標準可以推斷為 「1 對 2 對 7」，「2 對 1 對 7」或者  「2 對 1 對 12」。相關論述

參考朱建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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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1 頁。 
144 柴成文、趙勇田著，『板門店談判』(北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年)，78～79 頁。  
145 Chow Ching-Wen, The Years of Storm：The True Story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in China,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Lai Ming(New York：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0), pp.116～117；聶榮臻,『聶榮臻回憶錄』(北京：解放軍出

版社，1984年)，下卷，735 頁。  
146 「爲什麽我們對美國侵略朝鮮不能置之不理？」，『人民日報』(1950年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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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建設的時間和環境的想法是錯誤的」。147換句話說，和毛澤東一樣，支持者也判斷美國在消滅

北韓政權後會對付中國。148 一直強調這一點的毛澤東這樣說到自己的心事。「你們說得都有道

理，可是他國處在危急時刻我們就這樣在旁邊袖手旁觀，這道理怎麼也說不過去」149以「你們的

話都有道理」這一發言為開端，毛澤東判斷說要實現「經濟復甦，土地改革，消滅殘餘國民黨，

土匪土閥，解放佔領臺灣」這些課題，絕對需要政治安定和邊境的安全，與其坐著等待敵人把國

內變成戰場不如把軍隊派到外面在國外進行戰爭。對於這一點會在第六章論述毛澤東的介入動機

時進行論證。  

像毛澤東這樣積極地主戰的另一個人是周恩來，他認為不能不介入的理由可以在帝國主義的

歷史中找到，預言美國會承襲過去日本軍踐踏中國的途徑。這個是他記得在1910年代在日本留學

時經韓半島回國的路上所體驗到的日本會經韓半島侵略中國的產物。在江蘇省出生的周恩來在青

年時節有跟著伯父在東北生活三年，在 1917～1919年間在日本留學。在日本滯留期間，周恩來看

透了日本帝國主義的實際面目，「日本的確是軍國主義國家」、「軍國主義一定會以擴張領土作

為首要任務」。在這期間的1918年7月坐船到釜山，在從釜山乘火車回中國的經歷。周恩來所走的

路就是當時日本軍國主義利用韓半島作為侵略中國的途徑。周恩來幼年時期在東北地區的生活和

經過釜山遊歷韓半島的這種記憶，和他卅二年後所說的「舊路」是有關聯的。150  

青年時節刻入他腦海中的這種日本軍國主義在其成年後的今天不僅轉化為了美帝國主義，還

認為像侵略中國的帝國主義的屬性和政治環境都絲毫沒有變化，周恩來說日本帝國主義者想早一

點「支配世界的話，一定要首先征服亞洲，征服亞洲的話一定要先征服中國，想征服中國的話就

要先征服滿洲和蒙古，要征服滿洲和蒙古就得先征服韓半島和臺灣」151，實際上日本為了侵略中

國最先是在1895年佔領了韓半島和臺灣，1931年侵略了中國的東北地區，並且在1937年全面發動

對中國的侵略戰爭，1941年開始了征服亞洲的戰爭。  

在中國軍隊潛入北韓地區後的1950年10月24日，周恩來把過去日本帝國主義者挑動的對中國

的侵略戰爭歷史，和美國劃上了等號。他判斷美國正在實行麥克阿瑟的政策。「美國利用在日本

的基地，繼承日本帝國主義的衣缽，重覆甲午戰爭的歷史，為了侵略中國首先會佔領中國的東北

地區，為佔領東北地區會首先佔領韓半島，走的是和日本一樣的道路。但是和日本帝國主義漸進

的進行了四十多年不同，美帝國主義想在四～五年間完成」。152 所以強調中國「現在不對抗美國

帝國主義不採取行動的話，一定會在所有的方面都陷入被動的局面，敵人得到一寸的土地就會要

求一尺的土地」。  

就如他說的這種和韓半島的唇亡齒寒的關係，周恩來強調了鴨綠江這一國防線的重要性，並

                                            
147 「爲什麽我們對美國侵略朝鮮不能置之不理？」，『人民日報』(1950年 11 月 6 日) 社論。 
148  Sergei N. Goncharov etc.,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81.  
149“彭德懷自述＂編輯組，『彭德懷自述』(北京：人民出版社，1981年)，257 頁。  
150徐勇，「20 世紀中國地緣戰略與抗美援朝戰爭關係─從“鴨綠江＂出手到“平壤，元山線＂的戰爭指導」

，『동북아의 국가와 민족관계（東北亞的國家與民族關係）』(首爾：陸軍士官學校 主催第 13 回花郎臺 

國際討會論文集，2006年 5 月)，95 頁。  
151 周恩來，「抗美援朝，保衛和平」(1950 年 10 月 24 日)，外交部、中央文獻硏究室編，『周恩來外交文

選』(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年)，73 頁。  
152  周恩來，「抗美援朝，保衛和平」(1950年 10 月 24 日)，同上書，73～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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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了如下所述的介入的必要性。「還有兵力上的問題。想構築1,000多里的鴨綠江國防線到底需

要多少的部隊」並且「在不知道美帝國主義什麼時候進入的情況下，怎麼可能安心的全心全意的

進行生產和建設呢？」。153  

至今為止在國內以反對派著稱的高崗不再反對而是積極的主張派兵。高崗後來成為毛澤東的

政敵，且在很長時間裡在中國都不能提到有關他的事情，但是學術界一直認為他是反對派兵的，

把這種主張視為事實。154但是它不僅積極的主張派兵還作為東北軍區的首長主管戰爭準備工作，

在東北邊防軍進行介入準備工作時起到了主導作用。他反倒比毛澤東對軍事介入還有熱情，其強

烈贊成派兵的態度，「強硬和執著的主張」，甚至還影響了其他黨內人士轉為支持派兵。高崗主

張參戰的理由是在美國佔領北韓全境後中國就失去了派兵的名分，如果不即刻對美國的攻勢作出

對應，袖手旁觀直到他們侵略中國的時候，中國革命就會失敗。155李相朝證實高崗是主戰派也是

來源於這一點。156實際上早在戰爭初期階段的1950年8月中旬就已經以中國不可不介入為理由強烈

主張中國參戰，我們記得他不僅對東北邊防軍進行軍事動員，還主導後方軍需支援的事情，所以

我們沒有理由去猶豫高崗是積極的主戰派。  

高崗對參戰的積極支持和毛澤東有著歷史的關聯。在延安時期積極的支援毛澤東的整風運

動，或在旁邊進行輔佐毛澤東，使其在強化黨內領導擔當主要作用的人物有劉少奇、李富春、任

弼時、高崗、康生等人。 前面的三個人都是出生在湖南的老鄉，高崗即使沒有所謂的老鄉這種特

別的關係，但是他在陝北時期受到中共領導人博古迫害時，得到了毛澤東的幫助從而保住了生

命，和毛澤東之間有這種淵源。高崗在被敵對的情況下被毛澤東出手保全了生命的，他對置其於

困境的中共中央幹部們懷有舊怨，但是對毛澤東一直是熱情的支持。157  

在會議中間參加會議的彭德懷聽著反對派兵者的主張內心雖然在考慮是不是要派兵對北韓進

行支援但是並沒有這樣發言。下面就要說道，他對派兵進行公開支持的立場是在第二天的會議中

開始提出的。  

如果資料允許，除了明確積極贊成者和反對者之外的其他出席者的想法也是相當具有意義

的。根據『徐向前傳』的作者所說，大概在1950年9月中下旬，朱德、董必武、賀龍、徐向前和 

康克淸在私人會談中說，雖然為建立新中國進行了不間斷的長期戰爭，但不希望現在再進行戰

爭，然而如果是像美國這樣挑起戰爭的話，戰爭就不可避免，並且要堅持到底。158 因為這個事

實，往後推看，會有他們以戰爭準備不足為理由來歪曲，認為他們是反對戰爭的可能性。這裡所

說的美國一定要引起戰爭的話，一定會把抗戰進行到最後的這一部分，可以看做為是比較委婉和

間接的轉達了自己的意思，這是中國人特有的一種表達意思的方式，所以這種表現與贊成相比，

                                            
153 조나단 폴락，「중국, 중소동맹, 한국전쟁（中國、中蘇同盟、韓國戰爭）」，김철범, 제임스 메트레 

이 編，『한국과 냉전：분단과 파괴와    군축（韓國與內戰：分斷、破壞與構築）』(首爾∶평민사，1991 

年)，226 頁; 자이 지 하이，「중국의 한국전쟁 참전（中國參與韓國戰爭）」，김철범, 제임스 메트레이 

編，同上書，249 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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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146 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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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頁。  
155 『東亞日報』(1989年 9 月 18 日)。  
156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臺北：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1990年)，23 頁。 
157 張麟主編，『徐向前傳』(北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年版)，499～500 頁。  
158 徐澤榮，「有關朝鮮戰爭的面訪幾點紀錄」『傳記文學』，第 77 卷第 4期(2000年 10 月號)，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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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包含有反對的意思。  

師哲曾經結合當時中共高級領導人的性格，對他們介入戰爭的立場進行了說明。根據他的說

法，作為黨內年紀最高的元老，董必武和林伯渠沒有自己的立場，他們只是簡單的推崇毛澤東。 

任弼時雖然明瞭共產主義理論，但因沒有獨立性，所以也沒有反對毛澤東。粟裕雖然很有個性但

是自信心太強。概括地說就是好高騖遠，但是毛澤東喜歡他。彭德懷的思想是不出兵則已，一出

兵就要打勝仗。彭德懷的名望比粟裕高。李克農一直積極的追隨中共中央的意見，個人的意思不

是很突出。高崗沒有說什麼別的話，只是順應反對派林彪，並表明與金日成曾是好兄弟的關係。

159 師哲這樣的人物描寫只有一部分是正確的評價。事實上對高崗和金日成的關係的說明，如果從

在1949年6月高崗應金日成的邀請對北韓進行訪問，以及韓戰爆發前兩人密切聯繫等事情上來看的

話，有可能是事實，但前面確定地說高崗順應了反對派林彪，這反映了事後對其政治立場的歪

曲。  

林彪在10月5日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居仁堂會議座上有下面的發言。「為救助人口不到數百萬的

北韓而搭上五億人口的中國多少有點不合常理，我軍對與蔣介石國民黨軍隊進行的戰爭雖然有自

信，但是能不能夠戰勝美軍還是個未知數。美軍擁有強大的海空軍和原子彈，還有雄厚的工業基

礎。如果把美軍逼急了，美軍會對我們引爆兩顆原子彈或者用飛機對我們進行大規模的轟炸，我

們十有八九會遭到這種攻擊」，他的結論就是反對派兵，不派兵是最好的。萬一派兵不可避免的

話，「出而不戰」，主張按照這個方針讓部隊駐紮在北韓北部地方觀察形勢的變化，能不戰的話

就不戰，這是上策。160
  

周恩來在席上支持毛澤東介入方針的同時，對林彪主張的反駁如下:「現在不是我們打不打的

問題，是美國強烈的要求我們不打不行。我們自己能夠堅持的都是正義的，正義的戰爭都會取得

最後的勝利。特別是現在北韓政府和金日成首相再一次請求派兵援助，我們豈能見死不救？」161  

10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在頤年堂進行。中央政治局全體十三名委員和中央委員

 鄧小平、林彪、羅榮桓、饒漱石、薄一波、聶榮臻、鄧子恢、李富春以及楊尙昆和胡喬木等出席

了會議。有一種說法是高崗和林彪沒有參加這個會議，但是這種主張的根據不足。162 在這次會議

上，反對與贊成這兩種意見相對峙。為誘導參戰來說服在座人士的當然是毛澤東，主要的贊成者

是高崗和周恩來以及彭德懷等人。劉少奇、陳雲、李富春、張聞天還是被判斷為比較消極。陳雲

在中國介入後1950年11月召開的全國財政會議上說，因中國的參戰而受到美軍機轟炸的可能性比

較大，他擔心這樣會引起國內的通貨膨脹。根據他的這種憂慮我們可以瞭解到，他出於戰爭對中

國經濟產生的不良影響，說明他主張慎重對待出兵。163被內定為中國第一屆聯合國代表的張聞天

                                            
159 雷英夫，「抗美援朝幾個重大決策的回憶」(續一)，『黨的文獻』，1994年第 1期，27 頁。  
160 同上。  
161 朱建榮主張高崗也反對派兵和毛澤東沒有讓反對派兵的高崗和林彪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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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1 頁］。但是這個主張並沒有事實根據。

因為高崗比誰都主張出兵，毛澤東不僅沒有排除它的理由相反還需要他。林彪雖然反對參戰但是不想阻攔今

後的大趨勢，因為他和周恩來一起被派到蘇聯商議空軍的職員問題，如果他一直反對參戰的話毛澤東沒有把

他派到蘇聯去的道理。  
162  陳雲，「抗美援朝開始後財經工作的方針」(1950年 11 月 15 日)，『陳雲文稿選編』(北京：人民出版社，

1982年)，100 頁。  
163  “彭德懷自述＂編輯組，『彭德懷自述』(北京：人民出版社，1981年)，257～25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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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年12月21日對中國與北韓對抗美國一事，在人民日報上發表了贊詞，由此可以瞭解到他不

是強烈反對派兵的。  

彭德懷很明確的表明了對毛澤東派兵介入的支持。在這之前一天，他在政治局會議結束後，

到楊尚昆的家中，從楊尚昆那裡聽取了會議的內容以及前後的經過，在回到下榻的北京飯店後，

翻來覆去徹夜思考，最終認為毛澤東的主張是正確的。他認為美國進攻北韓威脅中國的東北地

區，控制臺灣來威脅中國沿海的上海、華東等地，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什麼時候都有可能找藉

口進攻中國，所以他認為如果現在讓步的話，就會使社會主義建設陷入困境。雖然認為黨內反對

者的主張也沒有錯，但自身樹立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不能對與自己相同的處在危急之中的社會

主義兄弟國家置之不理。164  

第二天上午9點左右毛澤東派鄧小平到彭德懷下榻的北京飯店，請彭德懷到中南海講述了自己

的立場。對毛澤東在詢問意見時提出的問題，彭德懷表示在蘇聯不插手與武器裝備落後的情況下

北韓政權有被推翻的可能，但考慮到中國的利害得失，進行支援更好。彭德懷認為即使是現在不

介入戰爭，進行重工業建設，三～五年內也不會有什麼特別的進展，同樣陸軍與空軍的裝備也不

會得到大的改善，到那個時候介入戰爭，那麼建設的所有成果又都會遭到破壞，倒不如現在介入

比較好，並力陳了派兵的必要性。毛澤東交待彭德懷在那天下午召開的會議上闡明這一支持的主

張。165  

毛澤東的說服手段是所謂的「民主集中制」，即以看似民主的討論方式與以包容多數的方式

來打倒反對主張的群眾路線相結合。「民主集中制」是抗日戰爭以來集體討論的手段，是中共正

式的討論方式，它保障了無論是誰都可以毫無顧慮的發表並改進自己主張的權力。毛澤東常常為

將自己的政治構想變為黨的決定，使召集的人發表自己的主張將懸案問題共論化，然後指使內定

的支持者攻擊反對者，使反對者變為少數，用這一方式來使全體的輿論向著自己希望的方向發

展，最終使反對者不得不贊成。166也就是說毛澤東讓彭德懷擔負起內定支持者的角色。 

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結果使對參戰態度不明確的朱德、鄧小平的主張也轉變為開

始支持毛澤東的主張，以彭德懷為代表的贊成者數量多少得以增加，但仍然沒有解除贊反兩派的

意見對立。因在史達林的立場與空軍支援還沒有確定的情況下，很難做出最終決定。會議在周恩

來向毛澤東建議「在今天的會議上很難得出結論」，「為使所有人都能夠充分的改進自己的意

見，應將大會延長一到兩天的時間」，因此決定第二天會議繼續進行。  

透過以上的討論，我們可以瞭解到以毛澤東、周恩來、高崗及彭德懷為代表的主張介入戰爭

的主張存在幾個共同點。第一，強調參戰是反帝國主義的戰爭，並強調中國與北韓是唇亡齒寒的

關係。他們似乎在以歷史的事實為基礎預測未來，認為美國對中國的進攻與歷史上日本採取的階

段性進攻步驟類似。日本挑起甲午戰爭使臺灣淪為殖民地，接著在控制了韓半島後，從中國的東

                                            
164「彭德懷傳記組訪問楊尙昆談話記錄」(1995 年 7 月 20 日)，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毛澤東傳

(1949~1976)』(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年)，上，119 頁。 
165 毛澤東把黨內的輿論向自己的態度方向調整的實際例子參考下面書目。 戴晴著，『毛澤東黨天下野百合

花』(臺北：新風出版社，1991年)；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p.185.  
166 「怎麽認識美國？」，『時事手冊』，第 2 期(1950 年 11 月 5 日)。這個在別的日子裡的人民日報上也有

登載。「爲什麽我們對美國侵略朝鮮不能置之不理？」，『人民日報』(1950年 11 月 6 日) 社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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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將魔爪伸向華北、華中，企圖最終控制東南亞，美國正是想重蹈日本的覆轍。第二，主張美國

的目標不會停留在豆滿江與鴨綠江等韓半島以內的地區，而是整個中國。167 他們認為美國對韓半

島的侵略不僅僅為了推翻北韓政權，還為了對臺灣與越南進行軍事干預。美國對東亞的侵略計

畫，是日本已經推行過的「北進主義」「大陸政策」的翻版，雖然日本失敗了，但是他們侵略政

策的意圖被美國繼承了。168 第三，他們認為中國的革命還沒有結束，想要結束革命還需要幾年的

時間，與美國的鬥爭不過是提前勝利地完成了中國革命而已。因為他們認為美國在與中國的戰爭

中一定會失敗。169
  

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在中南海官邸招待了支持了自己的主張，並在說服與會人員支持參戰過

程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周恩來、高崗和彭德懷三個人。170彭德懷與高崗全力支持了毛澤東的參戰

主張，在決定參戰及進行戰爭方面起到了決定性的作用。彭德懷與高崗自信地認為中國軍隊具有

充分的能力降伏韓國軍隊，極力主張參戰有利，使毛澤東作出了只要參戰就有很大的勝算的判

斷。171 彭和高這種對戰術的分析與支持不僅在毛澤東決心參戰方面起到了一定的作用，還把出席

會議的人拉到了支持參戰這一方面來。綜合前後的情況和相關資料可以瞭解到毛澤東、彭德懷、

高崗與周恩來四個人在以後的會議中，決定參戰及緊急派周恩來與林彪訪問蘇聯，在這些方面他

們提出了具體的意見。周恩來與林彪對蘇聯的訪問其實是10月2日毛澤東通過羅申向史達林轉達了

自己的意思後，在10月5日獲得史達林同意後實行的。  

於是毛澤東首先指示彭德懷在北京的會議結束後，立刻到瀋陽進行為期十天的派兵準備。出

動時間首先定在10月15日，另外預定在10月22日後，在北韓的北部地方集結軍隊。172  

中國軍派兵是在史達林同意提供空軍支援的前提下，似乎是在10月6日晚上的政治局會議上獲

得通過的。但實際上因為缺乏與此相關的資料，我們也不能夠隨便斷言具體是什麼時候。但是至

少在那天決定了為協調中國出兵時的空軍掩護問題派周恩來訪問蘇聯。實際上從兩天後緊急派周

恩來一行訪問蘇聯這一事件看，就可以很清楚地瞭解到在10月7日向北韓通報派兵決定之前內部就

已經作出了決定。173事實上在美國掌握制空權的情況下，沒有空軍的掩護，大規模的派遣軍隊進

入北韓與美國作戰，是無法想像的冒險。有關中國軍隊和美國軍隊在戰鬥力上的差異將在下一節

中進行敍述。 

                                            
167 「爲什麽我們對美國侵略朝鮮不能置之不理？」，『人民日報』(1950年 11 月 6 日) 社論。 
168 예프게니 바자노프, 나딸리아 바자노프 著，김광린 譯，『소련의 자료로 본 한국전쟁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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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頁。 
169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85.  
170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硏究年譜組編，『毛澤東軍事年譜 1927~1958』(南寧：廣西人

民出版社，1994年)，800 頁。 
171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彭德懷傳』(北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年)，403 頁。  
172 明確地說中共中央是什麼時候決定派兵方針的根據是不存在的。因為各種回憶錄的時間都是糾纏不清，所

以研究者自己主張的時間也都不相同。中國官方主張在 10 月 5 日接到史達林的勸告電文之前中國首腦就已

經決定派兵了。主張是楊尚昆在 10 月 5 日決定的。以這為基礎可以說是 10 月 5 日決定的，但是認為毛澤東

是在 10 月 7 日向史達林通報決定參戰的事實，所以定 7 日或者以前決定的派兵。這兒出來的各種回憶錄雖

然起到了填補一手資料不足的作用但是要強調他們不是起到決定作用的資料。特別是沒能解決各個回憶錄之

間的矛盾這個問題。所以說回憶錄有著在其他資料之上的綜合性的意義，與其相信回憶錄自身倒不如優先考

慮各個回憶錄之間的不同然後用辯證的眼光去看待。  
173 毛澤東，「關於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令」(1950 年 10 月 8 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建國以來毛

澤東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年)，第 1冊，5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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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來在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央軍事委員會會議。在黨政軍高

級領導人參加的這次會議上，主要討論了作為參戰前提的入北方案、武器裝備的交換、後勤，指

揮所的設置與構成等問題。緊接著在下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強調如果與美國的戰爭是

不可避免的話，那麼現在就不能錯過參戰的時機，彭德懷決然的擁護毛澤東的立場。當天，黨內

最高元老之一的朱德、以「原則主義者」聞名的劉少奇與鄧小平等，對主戰派的戰略及勝利可能

性演示產生了同感，開始傾向於「即刻出兵」。所以由此可以判斷出其他持消極態度及中立的人

開始與大勢合流。會議結束當晚10點30分，毛澤東向羅申大使說明了會議的結果，羅申在第二天

即10月7日以毛澤東的說明為基礎，向史達林報告了中國政府決定參戰，以及為討論蘇聯的立場及

空軍支援問題，中國將派周恩來與林彪訪問蘇聯。  

在美軍越過38度線開始北進的10月8日，毛澤東在三個方面進行了應對，首先緊急派周恩來與

林彪到蘇聯與史達林就空軍支援問題進行談判；第二，讓彭德懷去瀋陽準備進入北韓；第三，向

北韓通報要派兵的決定。周恩來訪問蘇聯帶去了派兵和不能派兵兩個方案，目的是根據史達林是

否給與空軍支援來作最後的決定。對此將在下一節裡具體闡明，其餘的兩個事件按順序敍述如

下。毛澤東正式任命彭德懷為「抗美援朝志願軍」司令員，彭德懷雖然擔心由於不是自己的部

隊，不知由第四野戰軍為主所組成的東北邊防軍志願軍是否會聽從指揮，但由於支持參戰所以接

受了任命。這樣毛澤東最初設想的指揮職責由當初的粟裕到林彪最後又到了彭德懷身上。並且根

據毛澤東的指示東北邊防軍即刻改稱為「抗美援朝志願軍」，「志願軍」的指揮機構和編制序列

也按照第十三兵團及從屬於他的第卅八、第卅九、第四十、第四十二軍，及東北邊防軍炮兵司令

部及炮兵第一、第二、第八師的順序確定下來。這些部隊在完成能夠立刻出動的準備後，進入臨

陣待命的狀態。174也就是說毛澤東遵守了在戰前與金日成之間的約定。我們到現在為止考察的作

為黨內的爭執點的根據，可以在此確認，毛澤東在金日成1950年5月中旬訪問北京時，將對其進行

支援的言論不是黨內意見綜合的結果而是毛澤東個人的意見。  

然後毛澤東通過中國駐北韓大使倪志亮向金日成通報了中國決定派兵支援北韓的這一事實，

以及任命彭德懷為中國軍總司令員兼政治委員，以及由東北軍區司令兼政治委員高崗負責中國軍

的後勤保障問題，與東北地區對北韓支援問題等一系列內容。緊接著向金日成提出派朴一禹到瀋

陽商議相關的問題。175那天上午，隨著政治局會議的結束彭德懷帶著毛岸英乘飛機到了瀋陽。  

另一方面，1950年10月8日深夜帶著毛澤東電報的柴成文與倪志亮一同到平壤牡丹峰下的地下

指揮所。從倪志亮那裡得到中國派兵參戰消息的金日成，緊緊地握住倪志亮的手高興得不知如何

是好，與他們一連乾了三杯酒。並且毫不遲疑的派朴一禹到瀋陽與彭德懷及高崗匯合。在後面也

將提及，在同一天金日成還從史達林那裡得知了中國要出兵支援的事實。從中國領導人那邊得到

派軍支援消息的金日成看到了希望，於10月10日晚上及10月11日通過廣播向全體北韓軍公佈了蘇

                                            
174 毛澤東，「關於派遣志願軍入朝作戰問題給金日成的電報」(1950 年 10 月 8 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

『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 年)，第 1 冊，545 頁；“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

編輯部，『彭德懷傳』(北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年)，405 頁。 
175  金日成，「用鮮血保衛祖國的每一寸土地」(1950年 10 月 11 日)，外國文出版社編，『金日成著作集』(平

壤：編者出版，1981年)，第 6卷，1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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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和中國將援助支援「我們要抗戰到底」176  

但金日成為自保已在10月9日將江界確定為臨時首都，四日後的10月13日接到史達林令其逃離

北韓的電文後，迅速離開了平壤。177黨政主要機關，主要學校及團體等也跟著他一同撤退，組織

各國外交使節躲避到滿浦。因為客觀形勢不是金日成所希望的那樣，反擊是不可能的了，聯合國

軍已經逼到了平壤城下，形勢非常緊迫。金日成在後退的途中，還在10月14日再一次向全軍下達

了「已經沒有地方可以退卻」，要死守陣地的命令。並且強化北韓勞動黨政治委員在軍隊內的

「政治教養事業」，下達了一旦有不聽從命令放下武器逃離戰鬥的軍人，不論職務高低就地處死

的命令。為找出前線或戰場上的逃跑者及流言蜚語的散佈者，還命令各軍及師的指揮官組織「督

戰隊」，與後方的防禦部隊一起投入到聯合部隊中。178  

在金日成離開平壤後，北韓軍總政治局長朴憲勇繼續留在平壤，他在10月15日召開了全軍的

營級、連級、排級的軍務者會議，要求全軍部隊接受上述金日成的命令「戰鬥到最後一滴血的盟

誓及盟誓決心書」，並將執行情況每五天向總政治局報告一次。179這時，金日成在10月16日到達

平安北道玉泉後，沿著大楡洞到達高山鎮。 

另一方面，10月8日從瀋陽回到北京的彭德懷、高崗及金日成緊急派過來的朴一禹，於當晚及

第二天進行了兩次會談。在這一過程中，朴一禹向彭德懷及高崗轉達了金日成急切希望中國軍神

速進入並掌握咸興及新安州線。對此彭德懷拜託朴一禹向金日成轉達了10日後中國軍將出動的計

畫，對於戰況及進入北韓後的作戰，朝中雙方交換了具體的意見，充分論議了中朝合作問題後，

對中國軍隊的北進，中方提出有在事前到現場進行觀察的必要。  

彭德懷與高崗於第二天上午召集「抗美援朝志願軍」軍級以上的幹部開會，向他們公佈了中

共首腦有關決定出兵支援的決定，督促他們在將來的十日內完成出動的所有準備。並且對主要指

揮官最關心的派兵時建議提供空軍掩護的問題，於上午11時左右向毛澤東就空軍支援的可能性進

行了詢問。這個疑問表達了熟知中國空軍惡劣情形的彭德懷及當地重要指揮官們，一定要得到蘇

聯的戰鬥機及轟炸機的支援，這是對美作戰的必備品。他們聯名向彭德懷建議，在二～三個月之

內，若能保障蘇軍的空軍出動及新的軍事裝備支援，將按照預定計劃出動，如不能得到保障，最

好考慮延遲入北時間。180這一時期，中國空軍剛建立不久，航空兵處在訓練的狀態，戰鬥機和轟

炸機如不依靠蘇聯，根本不能和美國進行作戰，彭德懷深知這一點。如同在第四章中提到的，7月

初史達林答應掩護中國軍隊的九個師進入北韓，所以駐紮在中國東北各地的蘇聯飛行師沒有史達

                                            
176 公佈北韓遷移「首都」的時間是在 10 月 21 日通過廣播發佈的。偽裝說不是江界而是往新義州轉移。 
177 駐平壤的中國大使館從北韓領導人那兒得到 10 月 9 日要向滿浦撤退的通知後在金日成的幫助下大使館人

員分為三組分乘中共東北軍區提供的坦克撤到別的目的地。倪志亮，柴成文處理電臺和幾個人員一塊撤到了

熙川。參贊薛宗華和一等秘書劉白文等幾人首先去了新義州想在必要的時候越過鴨綠江經安東和輯安向位在

平安北道的滿浦移動。剩下的人員中一等秘書張恒業和武官朱光暫時到了北京。中國大使館一直到 12 月返

回平壤一直是在和北韓領導人的商議下往指定的地點移動。  
178 金日成，「朝鮮人民軍最高司令員命令」(1950 年 10 月 14 日)，高麗書林編，『美國國立公文書館所藏 

北韓解放直後極秘資料(1945年 8 月～1951年 6 月)』(首爾：編者出版，1980年)，第 5 冊，65～66 頁。  
179  朴憲永，「朝鮮人民軍最高司令員命令第××××號 執行을 위한 事業組織에 대하여」(1950 年 10 月 

15 日)，高麗書林編，『美國國立公文書館所藏北韓解放直後極秘資料(1945 年 8 月～1951 年 6 月)』(首爾：

編者出版，1980年)，第 5 冊，67 頁。  
180 杜平，『在志願軍總部』(北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年)，40頁；“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

『彭德懷傳』(北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年)，404頁。 



 199

林的指示是不可能把任務範圍擴大到韓半島的。  

彭德懷在與鄧華、洪學智等第十三兵團的主要指揮官研究中國軍隊的入北方案後，經過10月9

日及10日兩天時間完成了作戰計畫。據此他向毛澤東提議改變先前制定的先派二個軍及二個炮兵

師進入北韓的計畫，建議採用於10月15日首先出動第一線的四個軍和三個炮兵團，10月20日或截

止到10月22日使其集結在鴨綠江南端北韓指定的地點等待消滅敵人的時機。181修改計畫的原因是

擔心因為美軍的空襲會造成鴨綠江大橋的破壞，那樣會對集結部隊非常不利且會遺失先機。也就

是說彭德懷的戰術方案是集中兵力控制戰機。  

接到彭德懷上述作戰計畫的毛澤東，首先在10月10日向金日成提出使留在南邊不能回來的北

韓軍在敵人的後方地區形成戰線，說如果四～五萬名的北韓軍能夠完成這一個任務的話，將會使

北邊地區的防區作戰變得非常有利。毛澤東與彭德懷等中國首腦指定德川地區的山地為戰略防禦

線。同時告知彭德懷聯合國軍有可能在鎭南浦到新義州線一帶登陸，指示其保護平壤－新義州間

的交通道路，在預見到敵人將在這一帶登陸的情況下，要和北韓領導層尋找對策。182 根據這個指

示，在瀋陽的彭德懷在報告了將到平安北道德川與金日成商議後，首先於第二天即10月11日到安

東觀察戰況。彭德懷經安東於10月12日檢查了鴨綠江上游可以渡江的渡口，並聽取了當地集結部

隊的渡江準備情況後，親自潛入北韓的德川視察前線去了。並且再經安東回來後，向中央軍事委

員會報告了中國軍隊的渡江計畫。有關渡江準備的考察和研究將在第七章中進行論述。  

當彭德懷在安東及德川等地視察敵情的時候，北京的毛澤東同意了彭德懷10月11日提出的四

個軍全部進入北韓的提案，命令彭德懷按照該計畫實行，但要考慮到在一段時間內空軍不會立刻

出動。毛澤東於當天指示華東軍區司令員陳毅，於10月14日派駐在華東地區的一個高射炮連從上

海經由瀋陽向鴨綠江一帶的前方地區移動，告知他空軍暫時還不能出動。183於10月12日繼續命令

華東 軍區指揮部，命宋時輪率領第九兵團（第廿、第廿六、第廿八軍）先實施向東北地區北上。

184即在第一線部隊進入北韓的同時第二線部隊的兵力也處在了可以出動的狀態下。  

但這時發生了重新考慮出兵決定的反戰。毛澤東在下達上面的指示後不久的10月12日晚上8點

雖然下達了取消自己指示的命令，命彭德懷、高崗及鄧華等人暫時保留10月9日下達的對北軍事支

援的指示。「蘇聯空軍還沒有準備好，暫時無法支援」所以「不要出動」。中國方面的文獻只是

記載了毛澤東在10月9日下達的指示，要倪志亮對北支援及相關問題與高崗見面商議，把「坦克學

校和軍官學校的問題」交給高崗處理等事情。185所以所謂的10月9日的指示與其說是在等待事態進

展，不如說是意味著暫停中國軍的四個軍進入北韓，第十三兵團的各個部隊在駐地進行軍事訓練

                                            
181彭德懷，「彭德懷致毛澤東電」(1950 年 10 月 10 日)，轉引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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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頁。 
182 毛澤東，「關於開闢敵後戰場等問題給金日成、彭德懷的電報」(1950 年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

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年)，第 1 冊，547 頁。 
183 毛澤東，「關於同意四個軍三個砲兵師全部出動給彭德懷等的電報」(1950 年 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文獻

硏究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年)，第 1冊，548 頁。  
184 毛澤東，「關於九兵團提前北上給陳毅的電報」(1950 年 10 月 12 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建國以來

毛澤東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年)，第 1冊，551 頁。 
185 毛澤東，「關於中央委託高崗負責處理有關援助朝鮮同志事宜的電報」(1950 年 10 月 9 日)，中共中央文

獻硏究室，『建國  以來毛澤東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 年)，第 1 冊，546 頁。從這個電文的內

容來看，北韓通過倪志亮邀請中國領導人將坦克學校和軍官學校設在北韓或者東北地區的可能性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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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時等待指示。同時毛澤東還命華東軍區司令員陳毅，政治委員饒漱石與第九兵團司令員宋時

輪東北邊防軍暫時不要出動，命令他們在駐地進行武器裝備準備及訓練的同時等待時機。如第四

章中所說的，這一時期第九兵團正在山東一帶待命。並且指示高崗和彭德懷立刻回京。  

毛澤東突然保留出兵北韓的原因是他透過周恩來瞭解到即使拋棄北韓政權，蘇聯空軍也不能

在兩個月或兩個半月的時間裡對中國軍隊的韓半島作戰進行掩護支援。為避免與美國的軍事衝

突，史達林的意思是進入北韓掩護非常困難，只能在作為後方的中國境內給以掩護。也就是說史

達林違背了7月對中國領導人的承諾。聶榮臻於10月12日凌晨1點緊急通過電話告知彭德懷毛澤東

的這一變化。彭德懷接到了毛澤東及聶榮臻打來的指示召回的電話，於10月12日深夜從安東坐火

車到瀋陽，再乘飛機飛往北京186  

10月13日正午，到達北京的彭德懷與高崗緊急參加了下午在中南海頤年堂召開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會議。在這個會議上也採用不紀錄出席者發言的方式進行討論。與會者間熱烈討論的焦點聚

集到與有無蘇聯的空軍支援無關，獨立對北韓進行軍事支援的問題上。反過來說就是，如果沒有

蘇聯空軍的援助也能有擊敗美軍的信心的話，出兵參戰也是可能的。根據這一脈絡，毛澤東和彭

德懷以及高崗在預測及分析出兵後的戰況後，相互交換意見得出了參戰可以取得勝利的結論，主

張在沒有蘇聯空軍的支援下，也能與美軍對抗，把意見引向了單獨出兵的方向。  

彭德懷對從朴一禹那裡得到的相關戰況進行了彙報，同時主張如果運用自己構想的戰術對勝

算有充分的把握。並且在與毛澤東交換意見時，一致強調了情況判斷，即蘇聯雖然可以提供槍、

炮以及彈藥等，但不可能派軍機直接進入前線，所以「這是半洗手」，但還是可以打的。187 中國

領導人都認為在10月13日已經佔領金川的美軍、英軍和韓國軍隊都在準備攻擊平壤，美海軍師為

協助攻擊平壤也正準備在鎭南浦登陸，並且預定在元山集結的韓國軍第六、第八師等兩個師也改

變了攻擊方向，準備進擊平壤。所以毛澤東認識到了再這樣延遲的話，在確保作戰地帶上會很困

難。在這美軍就要佔領平壤的緊迫情況下，中國軍隊的先頭部隊徒步200km到德川大概得需要7

天，即使按計劃於10月19日出發也得26日到達。並且在休息兩天後即28日才能開始在德川－寧遠

線以南地區準備戰地工事。並且還預算出接近廿七萬人的抗美援朝志願軍全部跨過鴨綠江的話需

要的時間大概是10日，因為這個關係直到10月28日才能夠完成過江。  

在這個會議上決定以鴨綠江北岸的四個軍為首的三個炮兵師、汽車團、高射炮團和工兵團這

些所謂的第一線兵力全部於10月18日及19日開始渡江。毛澤東向蘇聯方面轉告道「政治局會議上

就參戰達成了一致意見」，參加政治局會議的全體出席者對於在沒有蘇聯空軍的支援下，對向北

韓派兵參戰的提案都投了贊成票，理由是即使沒有蘇聯空軍的支援出兵也對中國有利，這是由於

主張如果這時不出兵就會喪失戰機的毛澤東、彭德懷及高崗等主戰派極力說服的緣故。  

確定了介入方針之後，在當晚10時毛澤東通過在蘇聯的周恩來向史達林通報了，即使沒有蘇

聯空軍二個月的掩護支援，中國也決定出兵。並指示周恩來在蘇聯多待幾天，並將軍機、大炮、

坦克等武器裝備的支援方式，以及除掩護中國軍隊在韓半島作戰之外，對北京、天津、上海、瀋

                                            
186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彭德懷傳』(北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年)，405 頁。  
187「彭德懷同身邊工作人員談話」(1955 年 2 月 8 日)，轉引自王亞志，「毛澤東決心出兵朝鮮前後的一些情

況」『黨的文獻』，199 5年第 6期，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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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南京、青島等主要城市進行空中掩護的可能性等幾個不明確的問題搞清楚。188史達林於10月1

4日收到了這一通報，並表示還要再等更詳細的消息。接著，毛澤東於幾個小時後的10月14日凌晨

1點，作出軍事出動的措施，再次命令暫時保留出動的第二線兵力向第一線移動。即毛澤東批准了

兩天前的10月12日晚上9點陳毅向毛澤東發送的電報內容，即宋時輪的第九兵團的後續部隊全員於

10月28日從上海及常熟出發到計畫集結地，使第九兵團先集結在泰安，曲阜等地進行訓練等待出

兵東北的命令，高射炮部隊立刻出發到東北。189  

接著毛澤東於10月14日凌晨3時後，連續兩次通過周恩來向蘇聯方面發出包括如下有關北韓戰

況及中國軍10月19日進入北韓的內容的電文。第一，根據彭德懷直接到安東所調查的結果，命集

結在東北地區的四個軍中的一個軍進入平壤以北200km距離的德川山川地帶，剩下的三個軍及三

個炮兵團進入德川以北的熙川、前川、江界等地區，這樣可以阻止美軍及韓國軍的連續進攻，至

少它們不能夠佔領平壤－元山線以北的山川地帶。這樣可以不挑起戰鬥，贏得準備裝備和訓練的

時間。第二，如果平壤的美軍及元山的韓國軍攻擊德川等地山川的話，就可以牽制平壤的美軍，

集中兵力消滅攻擊元山方面的韓國軍，如可以消滅一～二個或三～四個師的韓國軍的話，戰勢就

會變得比較的輕鬆。190第三，中國軍隊進入到北韓，構築堅固的陣地後，主要以韓國軍為攻擊目

標來孤立美軍。在這一過程中，萬一美軍與韓國軍固守平壤及元山不再進攻的話，中國軍隊也不

會攻擊平壤及元山。第四，中國軍完成裝備及訓練，如具備了對空及對地對敵的壓倒性優勢的

話，便對平壤及元山進行攻擊，這個問題要在六個月以後再議論。191  這是毛澤東透過確保戰略

空間來爭取時間的典型戰術。  

一方面12日從克里米亞半島(莫斯科時間，比北京晚五個小時) 到達莫斯科的周恩來，接到上

面毛澤東的電報，再次與蘇聯方面進行了協商。192結果，透過周恩來，蘇聯兩次轉告毛澤東，蘇

聯將以借款的方式提供武器裝備，在兩個月或兩個月之後出動十六架噴射式殲擊機編隊，支援在

韓半島的中國軍隊進行作戰。這個問題將在下一節關於周恩來訪問蘇聯時，作詳細論述。  

10月14日接到蘇聯方面有可能對中國軍隊進行掩護支援的毛澤東，決定原定於19日的軍事出

動提前一天，將在18日或19日開始渡江。並在子時剛過的10月15日凌晨1點指示高崗、鄧華及洪學

智不要延遲，先把軍糧及軍需品運送到北韓地區－東北軍區，東北軍隊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運送了

軍需品，相關內容在第四章中已經提到。同時向高崗、鄧華、洪學智、韓先楚、解方等通報了

「抗美援朝志願軍」總司令員彭德懷將在「今天或明天」去安東。之後經過了四個小時，於10月1

5日凌晨5點指示高崗、彭德懷、鄧華等命先頭部隊於17日出動，23日到達德川後休息一天，於25

                                            
188 毛澤東，「中國人民志願軍應當和必須入朝參戰」(1950 年 10 月 13 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毛澤

東文集』(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年)，第 6卷，104 頁。  
189 毛澤東，「關於九兵團到泰安曲阜區域集結待命給陳毅的電報」(1950 年 10 月 14 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

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年)，第 1 冊，557 頁。  
190 毛澤東，「關於朝鮮情況和我軍入朝參戰意見給周恩來的電報」(1950 年 10 月 14 日)，同上書，558～559

頁。  
191 毛澤東，「關於志願軍入朝作戰的方針和部署給周恩來的電報」(1950 年 10 月 14 日)，同上書，560～561

頁。  
192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91. 與此相反，徐焰認為是1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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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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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開始修築防禦工事，剩下的部隊隨後於十日內完成渡江。19310月15日，當時從北京回到瀋陽上

任的彭德懷於第二天召集中共東北局及東北軍區的負責人，傳達了中共領導人的最後決定後與高

崗、朴一禹一同去了安東。 

  這種急迫的動作是對緊急傳來的北韓的戰況做出的反映。逃離平壤的金日成再次於10月15日

派朴一禹為特使到瀋陽催促彭德懷命中國軍隊不要停頓，立刻出兵，在最快的時間內與金日成會

合。194當時，第四十二軍的先頭部隊已經於10月16日下午6點左右通過輯安鐵橋開始進入北韓，到

第二天天亮之前已經前進了100km，隸屬第四十二軍第一二四師的第三七○團於16日晚上到17日凌

晨之間，由輯安進入滿浦。總之，10月19日之前已經有一部分的中國軍隊進入了北韓。  

    但中國軍隊原定進入北韓的時間是10月17日下午5時，毛澤東指示彭德懷、高崗及鄧華命中國

軍隊的二個先頭部隊於10月19日出動，同時緊急把彭德懷及高崗召到北京。10月19日的出動應該

在18日下達正式命令，但具體的出動對策，仍是在聽取了10月18日從蘇聯回國的周恩來有關蘇聯

軍事支援談判結果的報告後作出的決定。195由此中止了在16日下午已經開始進入北韓境內的一部

分部隊的前進。彭德懷與高崗接到毛澤東命其急速回京的指示後，於18日經瀋陽坐飛機到達北

京，下午出席了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在會議上毛澤東聽取了周恩來的報告後，作出沒有再需要變更事項的決定。周恩來的報告與

以前蘇聯的立場沒有什麼變化，即史達林雖然可以提供武器的支援但不能對韓半島內的作戰進行

空中掩護。在包圍平壤的美軍在幾天後就能夠到達鴨綠江這一緊迫的形勢下，毛澤東判斷如果再

這樣延遲的話就會喪失彭德懷所構想的作戰計畫，即搶佔確保平壤以北的德川戰略要地的機會就

會喪失，因此毛澤東於10月18日晚上9時命彭德懷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的名義向鄧

華、洪學智、韓先楚、解方、賀晉年等下達了特急絕密電，命正在準備渡江的第十三兵團的主要

指揮官按照預定的計畫於19日晚開始渡江。  

電文具體提出了渡江時的嚴守事項。明確包括了渡江在安東和輯安開始，每日的黃昏開始到

第二天的凌晨四點中止，五點之前完成隱蔽，對於渡江的暗號和隱蔽要進行徹底的檢查，並且為

獲取經驗第一天有二到三個師渡江，根據第二天的具體情況再決定增加或者減少渡江部隊人數等

這些指示。196毛澤東在下達如此精密的出動命令的同時，在向中共各中央局及各大軍區負責人發

送的電文中指示道，今後的幾個月裡對中國派兵進入北韓這件事情要「只做不說」，報紙上也一

律不得公開報導，還特別強調要注意維持治安。  

    

第四節 關於派兵條件的毛澤東與史達林的角逐 

                                            
193 毛澤東，「關於志願軍先頭部隊出動時間問題的電報」(1950 年 10 月 15 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建

國以來毛澤東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年)，第 1冊，564 頁。  
194 中國方面的文獻也大部分都是說訪問北京的是朴憲永。但是因為朴憲永 10 月 15 日在平壤所以誤認為是朴

憲永的可能性也很大。“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彭德懷傳』(北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

年)，406 頁。  
195 毛澤東，「關於志願軍先頭部隊出動時間給彭德懷，高崗等的電報」(1950 年 10 月 17 日)，中共中央文獻

硏究室，『建國以 來毛澤東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 年)，第 1 冊，567 頁；王焰主編，『彭德

懷年譜』(北京：人民出版社，1998年)，443 頁。  
196 毛澤東，「關於志願軍按預定計劃入朝作戰給鄧華等的電報」(1950 年 10 月 18 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

室，『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年)，第 1 冊，5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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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我們對於毛澤東與史達林之間的關係，主要敍述了其相互合作的事實。那麼兩

人之間沒有什麼矛盾嗎？如果有的話，其原因及背景是怎麼樣的呢？事實上，兩人之間存在的心

理上的矛盾可以追溯到 1920 年中共成立初期，最近則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共合作決

裂之前的 1940 年代。對於史達林、毛澤東之間矛盾的歷史根源考察是在探究韓戰期間中蘇兩國不

合，與之後的中蘇分裂時一定要涉及到的問題。但是，闡明這一問題的全貌超越了本論文的研究

範圍，所以在本節中只討論韓戰初期的矛盾部分。 

韓戰期間，史達林與毛澤東之間矛盾具體表現在戰爭初期中國的派兵問題上，兩人對於蘇聯

空軍是否參戰掩護、是否提供軍事武器裝備支援，以及對於北韓進行戰術指導上的分歧，還有戰

爭中後期停戰等問題上有不同的立場。此問題的本質就是為了爭取國家利益的「角逐」。如果金

日成按照事先計畫的那樣在美國沒有介入的情況下成功地武力統一韓半島的話，此矛盾現象或許

就不會顯現出來，而且即使顯示出來也會摻雜著對於赤化後的北韓政權進行影響或爭奪其主導權

的問題。但是歷史的腳步沒有按照史達林和金日成希望的那樣進行。 

兩者間的矛盾最初是對於韓戰階段美國是否介入問題的認識分歧。史達林預想美國會介入，

然後把中國當成對抗美國的擋箭牌。相反地，毛澤東一開始就是在對美軍是否介入半信半疑的情

況下同意了進行戰爭。所以，正如第四章中所論及的，戰爭初期北韓軍勝利的時候，蘇聯給予了

中國申請聯合國代表權的外交支援，輸送蘇聯武器到北韓時得到了中國的協助，中國還向蘇聯提

供戰況情報等，是一種互助狀態，毛澤東和史達林的矛盾還沒有顯現出來。同時雙方都主張北韓

速戰速決，這一點是一致的。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在戰爭初期，面對美軍神速的軍事措施，

對外曾數次警告美國，同時與史達林聯繫並交換過意見。如本章第一節所論述的那樣，史達林也

擔心美空軍對北韓地區的空襲，讓駐平壤蘇聯大使什特科夫探測北韓領導層的反應，同時縱容他

們公開抗議美軍的空襲。197 

但是在這種可觀的合作中已經隱藏著史達林和毛澤東之間的摩擦。在本國利益受到威脅的情

況下，雖然有共同的共產主義理念，但是在此基礎之上的國家安保和利益更加重要。使中蘇兩國

矛盾凸現的是聯合國軍仁川登陸後，北韓軍敗退，由於北韓政權面臨崩潰危機，而中蘇兩國的利

益有可能受到侵害。這時候，毛澤東集中關注的問題是金日成能否迅速地進攻南韓，在美軍和聯

合國軍大部隊進入之前結束戰爭，以及萬一形勢沒有如此發展而導致美軍越過 38度線引起「韓半

島事態」擴大這兩個問題。這一點在 1950 年 7 月 1 日到 9 月 15 日仁川登陸之後，從毛澤東和史

達林之間的往來電文中可以看出。對於北韓的防備和中國以後的對策是毛澤東發給史達林電文的

核心內容。 

對此，7 月 2 日周恩來向中國駐蘇聯大使羅申轉告了中國領導層對於韓半島政治局勢的評價。

羅申把此又發給了莫斯科，電文說中國認為美國 「十二萬駐日美軍中的六萬名兵力投入韓半島，

這些兵力集中在釜山、馬山、木浦等港口，可能在登陸後沿鐵路北上」，主張「因此，北韓軍為

                                            
197 「스탈린이 주 북한 대사 쉬티코프에게 보낸 전문（史達林致駐北韓大使什特科夫的電文）」(1950 年 

7 月 17 日)，『首爾新聞』(1995年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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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領這些港口，應該加快南下進擊」。198另外，毛澤東預料到美軍仁川登陸，「為防禦首爾，有

必要在仁川構築強大的防禦網」。但是這一時期從 1950年 7 月到 9 月期間，中國認為美國軍事介

入的最終目標在中國，集中注意力以因應有可能發生的美軍將戰火擴大到集中多半近代產業設施

的中國東北地區的事態，把東北邊防軍調到東北地區，但是並沒有採取先發進攻。像 Walter 

Zelman 與 Whiting 早先指出的，這一時期中國沒有正式的得到蘇聯軍事支援的保障，不可能在北

韓佈置兵力進行攻擊。199 

但是繼韓美聯合軍仁川登陸後首爾被奪回、美軍即將開始北進的形勢下，中蘇關係開始出現

混亂。首先在將美軍阻止在 38度線的問題上，史達林和毛澤東的想法相同。但是北韓沒能阻擋仁

川登陸，中國安全無法確保而導致中國領導層的危機意識加大，此後對應事態展開的立場也就變

得不同了。不容忽視 1950 年 10 月 1 日史達林對於請求直接派兵的北韓，提出以下理由說明蘇聯

軍不可能直接參戰，委婉地拒絕了北韓，同時打算讓中國擔任這一角色。第一，最壞的情況就是

美軍和聯合國軍全面控制韓半島，所以北韓要動員所有力量使其不能越過 38度線。蘇聯會提供一

切武器裝備，為了應付突發情況，北韓領導層在 38度線以北地區，為阻止敵人北進，要在最快的

時間裡加強現有部隊力量並組織預備隊。第二，在韓半島南方戰場上展開大範圍游擊戰。第三，

建立強有力的領導層，明確領導責任，給所有的指揮官分配專門的任務，讓其擔負防禦責任，同

時維持後方的秩序。第四，對於邀請蘇聯直接參戰的軍事邀請，蘇聯說「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組織

人民志願軍部隊」，「對於此問題，我們要先和中國同志協商」。200 

同一天，史達林用巧妙的言詞請求毛澤東和周恩來緊急派兵。這是為了讓毛澤東解決金日成

關於結成國際義勇軍的請求問題。電文原文如下： 

 

「我正在遠離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對朝鮮局勢並不甚瞭解。但是，從今天莫斯科給我的報告

中，我得知朝鮮同志陷入了困境。 

莫斯科在 9 月 16 日就已提醒過朝鮮同志，美國人在仁川登陸的意義非同小可，其目的在於切

斷北韓第一和第二方面軍與北部後方的聯繫。莫斯科曾提醒他們應迅速從南方部隊至少撤出四個

師，在首爾以北和以東建立防線，然後逐步將大部分的南方部隊撤到北方，並以此保住三八線。

但第一和第二方面軍司令部未能執行金日成關於將部隊撤往北方的命令，從而使美國人得以切斷

部隊並把他們包圍起來。在首爾地區，朝鮮同志沒有任何可以進行抵抗的部隊。可以認為，通往

三八線的道路是沒有設防的。 

                                            
198 예프게니 바자노프, 나딸리아 바자노프著， 김광린譯，『소련의 자료로 본 한국전쟁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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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5 頁。  
199 Walter Zelman, Chinese Intervention in the Korea War Security Studies Paper 11(Los Angeles UCLA, 1967), pp.1～5；
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88～90.  
200「史達林關於對朝鮮局勢的處理意見致什特科夫和會談情況致馬特維耶夫電」(1950 年 10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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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冊，573～5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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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慮，根據眼下的形勢，如果您認為能為朝鮮人民提供援軍，哪怕五六個師也好，應即刻

向三八線開進，從而使朝鮮同志能夠在你們部隊的掩護下，在三八線以北組織後備力量。中國部

隊可以志願者身份出現，當然，由中國的指揮員統帥。 

我沒有向朝鮮同志談過這件事，而且也不打算談。但我並不懷疑，當他們得知此事後會很高

興。等候您的答覆。」201 

 

 仔細地分析上面的電文，可以捕捉到幾點史達林內心的意圖和動機。這也是迄今為止我們一直

關注的主張，即史達林在不與美國進行直接軍事衝突的條件下，為達到目的而將自己的主張正當

化。第一，因為史達林在很遠的地方休假，所以和北韓的戰況惡化問題處於「隔絕」狀態，這樣

在暗示自己的第三者立場，因而對於北韓首腦部讓美軍登陸，使得戰況惡化的情況自己是沒有責

任的。第二，聯合國軍登陸仁川後北韓政權陷入危機，原因在於北韓軍第二軍軍長沒能正確履行

金日成的命令，透過這一點為防禦首爾與仁川失策的金日成提供了一個免罪符，暗示作為國際主

義者的中國派出軍隊進行支援的正當性和義務性。當然這只不過是完全信任金日成的報告，即將

美軍仁川登陸的責任都轉嫁給北韓第二軍軍長崔庸健的報告所作的恣意評價而已。金日成向什特

科夫報告說，崔庸健不僅沒能阻擋住美軍在平澤和堤川的突破，同時還紀律散漫，沒有及時地向

自己報告就失蹤了。史達林的評價就是根據什特科夫的報告內容作出的。202 第三，沒有要求中國

首腦部在國家層面上派兵，而是以「志願軍」的形式支援北韓，同時暗示承認中國的指揮權，消

除了強調國家獨立與自主性的毛澤東的顧慮，實現其請求派兵的目的。這一點與電文末尾附加的

史達林會秘密告知北韓已經邀請中國進行軍隊支援的事實相符合。 

史達林這些言辭，讓我們看到了蘇聯共產黨在歷史上的另一面，史達林在世界無產階級國際

主義的美名下透過利用周邊弱小的共產黨來保障或是擴大自身的利益。這是在列寧政權以來，蘇

聯對土耳其共產黨、印尼共產黨、中共等落後國家的共產黨經常使用的技倆，是史達林式的以夷

制夷。203即史達林打算通過投入中國軍隊阻擋美軍的反擊，把戰火阻擋在 38 度線。關於維持 38

度線的問題毛澤東沒有異議。在前一節已經談到的，毛澤東也是把 38度線作為介入與否的最後路

線，這一點上雙方是一致的。這一事實說明了毛澤東希望恢復到戰前狀態，同時理解甚至不惜破

壞和美國的雅爾達協定，也不想直接軍事介入韓半島的史達林的立場。 

但是按照史達林的請求將中國軍派到 38 度線，不僅是軍隊的輸送問題，連武器裝備也處於未

準備狀態，關鍵是對抗美軍戰鬥機的作戰支援還未得到保障。中國介入韓戰要做好大量資源消耗

                                            
201「史達林關於建議中國派部隊援助朝鮮問題致羅申電」(1950 年 10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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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冊，571 頁。  
202「什特科夫關於與金日成的會談情況致葛羅米柯電」(1950年 9 月 30 日)，沈志華編，同上書，561 頁。  
203 蘇聯在 1920 年代，為了牽制英國撇開弱小的土耳其共產黨，以反英主義者(anti British)的名義，拉攏過去

曾殘忍地虐殺土耳其共產主義者的 MustafaKemal(1881～1938)領導的民族主義勢力。1920 年中期，中國第 1

次國共合作決裂時，為了保護蘇聯在中國的既得利益，支援國民黨的史達林不負責任，相反把它推到了一直

追隨蘇聯共產黨的中共領導人陳獨秀身上。把其看作托洛茨基主義者，並給其定了罪名。除此之外蘇聯共產

黨還把第三國際擺出來，為牽制日本的法西斯勢力，利用日本共產黨，在這之前對中國也使用了同樣的手

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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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頁；Robert G. Wesson, The 
Russian Dilemma：A Political and Geopolitical View(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4), 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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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員傷亡的準備，為了更大的勝算，蘇聯物資、武器以及裝備是必需的。當時中國只是在人口

和兵力規模上比美國佔優勢，其他進行戰爭必需的軍事力量、經濟力量、國防費用、原油以及鋼

鐵等戰略物資的生產量等方面與美國相比都占劣勢。美國人口為一億 5,000 萬，而中國是五億

7,000 萬，擁有五百萬兵力的中國比美國一百五十萬的兵力要多出大約四倍。 

但是除這兩點以外就沒有能與美國相比的。美國的國民總產值為 2,400 億美元 ，這比國民總

產值只有一百五十億美元的中國要多出十六倍。國防費用上與每年消耗一百五十億美元的美國相

比，中國只有占國家財政總預算 42%的七億美元，還達不到美國的百分之廿。如同下面表格中比

較的，戰爭需要的各種武器裝備上，中國處於完全無法與美國進行比較的極度劣勢。204 

   

 

【表】韓戰期間美中兩國的陸軍師編制  

 

        國家 

項目 
美陸軍師 進入北韓時的中國軍師 

步兵團 3個 3個 

炮兵團 4~5個 2個 

坦克營 1個 0 

坦  克 149輛 0 

大  炮 72~84門 0 

無後座力炮 120門 0 

高射炮 64門 0 

70㎜以上迫擊炮 76門 42門 

步兵炮、散炮  0 24門 

火箭炮 543門 27門 

裝甲車 35輛 0 

汽  車 3,800輛 0 

無線電通訊器 1,600台 20台 

兵  力 一萬8,000名 一萬3,000名 

 

上述表格是中國軍一個師編制的各種數值，這還是以中國軍中裝備和設施最好的第四野戰軍

為基準的，是排除品質而進行的數量的對比。如果在武器裝備的品質上進行對比，再加上空軍飛

機和海軍軍艦作比較的話，雙方的軍事力量差異會更大。舉例說，美軍大炮都是直徑為 105mm，

口徑為 155mm 的新型武器，而中國軍全部是口徑為 75mm 的舊式炮。其他方面的裝備中國軍隊也

很陳舊，型號大小也不統一。在一次彈藥投射量上，美國陸軍一個師的火力都比中國師強數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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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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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205毛澤東自己也認識到了中國與美國軍隊在武器裝備上相差懸殊，根據北韓提供的資料顯

示，美軍在韓半島大約用了 1,000 架飛機，而中國軍還沒準備好與其對抗的戰鬥機。  

中國軍參戰時，能縮小這種差距的唯一的辦法就是蘇聯空軍的支援。北韓軍初期佔優勢，後

來不僅沒能維持這樣的趨勢，反而南進的腳步越來越遲緩，最終敗退的根本原因就在於美軍空軍

的戰略性轟炸和空中襲擊，深知這一點的中國首腦部判斷決定是否介入戰爭的關鍵就在於蘇聯空

軍的支援。毛澤東也提到過，當時中國自身的空軍力量不值一提。1950 年 6 月 19 日創立的「中

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四混成旅」，最初由第十、十一、十二、十三飛行團組成，後來在 10 月到

11 月之間擴大到三個旅。這一時期，10 月中旬中共軍從駐上海南京等地的蘇軍那裡得到了各種飛

機一百一十九架。其中可以進行戰鬥的只有卅八架米格-15 噴氣式戰鬥機、卅九架拉-11 活塞式戰

鬥機、九架圖-2 轟炸機和廿五架伊爾-10 強擊機。之後共軍第四混成旅於 10 月 28 日在東北地區

的遼陽被改編成共軍戰殲機第四旅，越過前方的安東浪頭基地，12 月 21 日在蘇聯的指導下開始

進行正式訓練。中國空軍 1951年 1 月 21 日開始出戰，出擊的飛機只有幾架戰鬥機。206 

因此如何能保障蘇聯空軍的支援是個問題。掩護中共軍作戰的蘇聯空軍支援在中蘇同盟締結

時，史達林和毛澤東曾約定，中蘇任何一方受到他國攻擊時，另一國要提供軍事支援。 

毛澤東也談到「萬一美國攻擊中國的話蘇聯會按照協議履行支援中國的義務」，這說明他對

史達林的空軍支援有很大的期待。207這是中蘇同盟締結後首次遇到的考驗。所以，毛澤東由個人

進行參戰構想到黨領導內不公開討論之前，首先打算從蘇聯那裡得到支援保障，而構想把蘇聯空

軍拉入戰爭的計畫。例如毛澤東雖然有 「如果美軍越過 38 度線，將投入偽裝成朝鮮人的義勇

軍」的構想，但是對於美軍越過 38 度線北進的可能性，周恩來於 1950 年 7 月 2 日向羅申轉達說

「將會在牡丹地區集結九個師十二萬兵力」，試探蘇聯空軍是否願提供掩護。208即一方面期待著

北韓能速戰速決，同時現實地推斷會是一個持久戰的中共首腦部想試探中國軍隊投入韓半島後蘇

聯共軍是否提供掩護的史達林的內心想法。中方的此意圖一直向蘇聯強調，直到韓美聯合軍開始

作戰前的 9月末。這並不是通過中共黨領導層決定的國家領域的實質性行動方針。 

史達林在開戰初期也肯定地答覆了毛澤東的期待。他在 1950 年 7 月 5 日寄給北京領導人的回

信中說「敵人越過三八線時，志願軍進入北韓作戰，這個作法是正確的」，蘇聯「將盡力為這些

部隊提供空中掩護」。209 7 月 13 日，史達林再次致電北京，確認中國軍的配置問題，如果配置已

經完成的話，為掩護中國軍將派遣一百廿四架噴氣式戰鬥機組成的飛行師，同時還派遣蘇聯駕駛

員在二～三個月的時間裡培養出中國的駕駛員，之後將把所有裝備送給中國。210正如在第四章所

證實的那樣，其後 8月，蘇聯空軍一個飛行師開始在中國東北地區駐紮。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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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頁。  
206 鄧力群主編，『當代中國空軍』(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年)，78～88 頁；中國人民解放軍歷史

資料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空軍回憶史料』(北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年)，245～249 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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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頁。  
208 예프게니 바자노프, 나딸리아 바자노프 著，김광린 譯，『소련의 자료로 본 한국전쟁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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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0 頁。  
209 「史達林關於中國在中朝邊境集結部隊問題致羅申電」(1950 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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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頁。  
210 「史達林關於蘇聯向中國提供空軍掩護等問題致羅申電」(1950年 7 月 13 日)，同上書，45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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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在確定了史達林會履行派出蘇聯空軍支援的約定後，考慮把分佈在華南、華東的中國

軍調到中國北部邊境上。正如第四章第二節中推測的那樣，實際上編成東北邊防軍調往北部邊境

是從 1950 年 7 月 14 日開始的。因為分佈在大陸的國民黨軍還沒有完全剷除，而且蔣介石以臺灣

為據點擺出戰鬥機試圖攻擊大陸。在這樣的形勢下，把分佈在華東和華南地區的第三、第四野戰

軍調到韓半島的同時還要保存一定軍隊，這樣一方面可以抑制可能會發生的國民黨攻擊大陸，同

時還可以在一定程度上抵消韓半島戰爭局勢裡所顯示的制空權的劣勢。因此，這一時期，毛澤東

大約將蘇聯飛行師駐紮中國看成是履行中蘇同盟所採取的必然措施，認為中國軍進駐北韓的話，

蘇聯當然會掩護，同時會隨之進駐北韓掩護直接作戰。 

在韓美聯軍臨近奪回首爾之前，毛澤東對美軍是否北進還半信半疑。這一時期美空軍機出入

中國領空，東北地區的安全受到威脅。211不僅如此，仁川登陸作戰成功的同時，進攻到水原東南

方 25~30km 的美軍收復首爾在即，而且由以南地區北上後退的北韓主力軍也被包圍了。1950年 10

月初，韓國軍和聯合國軍開始向北進攻，與毛澤東的一旦開戰就派兵的約定相反，並沒有派兵。 

在如此緊迫的情況下，毛澤東還不派兵是因為對和平解決還抱有一絲希望，同時對美軍是否

越過 38度線還不確定，而且派兵準備尚未完成，能否取勝還沒有完全把握，黨內意見也不一致，

蘇聯的不分明立場使得是否進行軍事支援也不透明，種種原因糾纏在一起。中國領導層所謂的和

平解決方式是指美軍撤出韓半島和臺灣，承認臺灣的歸屬，同時和美國建立正常的外交關係，以

及獲得中國在聯合國的代表權等。212對於和平解決的期待很早以前就被美國行政部否決了，但是

中國政府到最後還抱有期待。把美軍的進攻阻擋在 38度線的構想也沒有按照中國領導人的希望實

現。根據戰爭規模，進行戰爭準備的時間會有所不同，但是把戰線延伸到國外必然導致兵力線會

拉長，這樣勢必要做大量的戰前準備。從中國領導層 1950年 7 月編成東北邊防軍等開始算起，軍

事準備還不到三個月，軍事準備並不充分。所以，在接到毛澤東於 8 月末做好一切可以進駐北韓

準備的聶榮臻在兩周後判斷到，此計畫操之過急，同時建議毛澤東把準備時間延長到 9月末。 

中國軍的準備不充分和毛澤東沒有足夠勝算等問題在確定蘇聯空軍參戰後都會解決，可以說

蘇聯進行空軍支援尚無保障是使得毛澤東猶豫派兵的根本原因。但是像駐中國蘇聯飛行師是否介

入韓半島尚未明確那樣，蘇聯空軍如果參戰的話，到底可以多大程度參戰，以及史達林約定的武

器裝備支援和進行空軍掩護的範圍雙方都沒有確認。而且，蘇聯的武器裝備支援並不是無償的，

是讓中國以貸款購入的方式支付的。 

1950 年 10 月初正式開始的中共黨內討論，主要議題就是：在蘇聯不可能投入陸軍參戰的前提

下，中國是否要單獨介入，介入時蘇聯是否支援及其支援的幅度，以及其他大炮、坦克、彈藥等

各種武器裝備要以什麼樣的條件才能得到提供等問題。毛澤東將上一節談到的黨內多數派反對派

兵作為手段，給史達林施加壓力，使其履行最初蘇聯空軍支援的約定。10 月 2 日政治局擴大會議

                                            
211 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周恩來傳 1949~1976』(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年)，上冊，57 頁。中國

政府向聯合國強烈抗議美戰鬥機侵犯中國領土，還進行空襲造成很多無辜百姓死亡。參照齊德學，「關於抗

美援朝戰爭的幾個問題─兼談如何看待和運用俄羅斯已解密的朝鮮戰爭檔案問題」『中共黨史硏究』，1998

年第 1期，75 頁。 
212 예프게니 바자노프, 나딸리아 바자노프 著， 김광린譯，『소련의 자료로 본 한국전쟁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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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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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比較毛澤東原打算發給史達林卻最終未發出的表示參戰意願的書信與之後讓羅申轉達的不

參戰的電文會很明顯地看出這一點。213 首先前者電文的內容如下： 

一、我們決定用志願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至朝鮮境內和美國及其走狗李承晚的軍隊作戰，援

助朝鮮同志。我們認為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如果讓整個朝鮮被美國人占去了，朝鮮革命力量受

到根本的失敗，則美國侵略者將更為猖獗，對於整個東方都是不利的。 

二、我們認為既然決定出動中國軍隊到朝鮮和美國人作戰，第一，就要能解決問題，即要準

備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略軍；第二，既然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和美國軍隊

打起來（雖然我們用的是志願軍名義），就要準備美國宣佈和中國進入戰爭狀態，就要準備美國

至少可能使用其空軍轟炸中國許多大城市及工業基地，使用其海軍進攻沿海地帶。 

三、這兩個問題中，首先的問題是中國的軍隊能否在朝鮮境內殲滅美國軍隊，有效地解決朝

鮮問題。只要我軍能在朝境內殲滅美國軍隊，主要是殲滅其第八軍（美國的一個有戰鬥力的陸

軍），則第二個問題（美國和中國宣戰）的嚴重性雖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時的形勢就變為於革

命陣線和中國都是有利的了。這就是說，朝鮮問題以戰勝美軍的結果而在現實上結束了（在形式

上可能還未結束，美國可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不承認朝鮮的勝利），那麼，即使美國已和中

國公開作戰，這個戰爭也就可能規模不會很大，時間不會很長了。我們認為最不利的情況是中國

軍隊在朝鮮境內不能大量殲滅美國軍隊，兩軍相持成為僵局，而美國又已和中國公開進入戰爭狀

態，使中國現在已經開始的經濟建設計畫歸於破壞，並引起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對我

們不滿（他們很怕戰爭）。 

四、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決定將預先調至南滿洲的十二個師（五六個不夠）於十月十五日

開始出動，位於北韓的適當地區（不一定到三八線），一面和敢於進攻三八線以北的敵人作戰，

第一個時期只打防禦戰，殲滅小股敵人，弄清各方面情況；一面等候蘇聯武器到達，並將我軍裝

備起來，然後配合朝鮮同志舉行反攻，殲滅美國侵略軍。 

五、根據我們所知的資料，美國一個軍（兩個步兵師及一個機械化師）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

在內，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徑的各種炮一千五百門，而我們的一個軍（三個師）只有這樣

的炮卅六門。敵有制空權，而我們開始訓練的一批空軍要到一九五一年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飛機可

以用於作戰。因此，我軍目前尚無一次殲滅一個美國軍的把握。而既已決定和美國人作戰，就應

準備當著美國統帥部在一個戰役作戰的戰場上集中它的一個軍和我軍作戰的時候，我軍能夠有四

倍於敵人的兵力（即用我們的四個軍對付敵人的一個軍）和一倍半至兩倍於敵人的火力（即用二

千二百門至三千門七公分口徑以上的各種炮對付敵人同樣口徑的一千五百門炮），而有把握地乾

淨地徹底地殲滅敵人的一個軍。 

                                            
213 闡明中國沒有發出此電文的立場請參照「關於派志願軍入朝參戰問題」(1950 年 10 月 2 日)，中共中央文

獻硏究室編，『毛澤東文集』(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 年)，第 6 卷，99 頁。］ 依據相關研究結果，毛澤

東的此發言並不是毛澤東直接以電文形式發出的，而是在羅申聽了毛澤東的說明後整理發出的。此電文的原

文保存在中國檔案館，毛澤東發出的其他電文都寫明了發出時間和發信人的署名，但這個上面沒有。［沈志

華，『毛澤東、史達林與朝鮮戰爭』(廣州：廣東省人民出版社，2003 年)，227 頁。］此論證也隱藏著背後

中蘇兩國相互推卸戰爭責任的動機，是學術界爭論的焦點。參照齊德學，「關於抗美援朝戰爭的幾個問題─

兼談如何看待和運用俄羅斯已解密的朝鮮戰爭檔案問題」『中共黨史硏究』，1998 年第 1 期，78 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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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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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除了上述十二個師外，我們還正在從長江以南及陝甘區域調動二十四個師位於隴海、津

浦、北甯諸線，作為援助朝鮮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力，預計在明年的春季及夏季，按照當時的情

況逐步使用上去。214 

在上述電文中透露出的毛澤東的想法用概括起來就是中國介入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把美軍從韓

半島趕出去，這樣不僅要做好和美國展開全面戰爭的準備，同時也要防備美空軍機轟炸中國，同

時為消滅美軍要得到蘇聯的支援和具備比美軍至少多出二點五到三倍的火力。換句話說，這說明

就是間接地向史達林暗示如果要求中國派兵的話，那麼蘇聯就得支援參戰需要的空軍戰鬥機和武

器裝備。這一點在毛澤東通過政治局擴大會議確認了集團內的反對意見後，10 月 3 日傳喚駐北京

蘇聯大使羅申說明了保留派兵的決定後，為將此事轉告史達林而發出的電文中體現了出來。 

毛澤東所傳達的資訊如下。原定聯合國軍越過 38 度線時為支援北韓政權而決定派出幾個師的

兵力，但是經過深思熟慮後得出派兵可能會導致極壞的後果。要想消滅美軍將其趕出韓半島，並

不是中國派出裝備極差且對美作戰毫無勝算的幾個師就能解決的問題。擁有良好武器裝備的美軍

會讓中國退卻，那樣的話中國就會公開與美國之間發生衝突，結果蘇聯也很有可能被捲入此戰

爭。這樣中國所有的和平建設將被全部破壞，而且國內民眾也會對中共政權產生許多不滿。所以

中國領導層中很多人認為是否參戰必須謹慎行事。所以中國明知如不派兵北韓會陷入極大的困

境，但還是決定暫時保留派兵，而把力量用於和敵人作戰時有利的位置方面。在此期間北韓應該

轉變戰鬥方式開展游擊戰。中國領導層關於派兵問題還沒有下最後決定，如果可能的話想與史達

林商議。 215  

但是羅申把上述和毛澤東之間的談話內容轉告給史達林時還報告說「毛澤東的答覆證明中國

領導人改變了對朝鮮問題的最初立場」。而且還添加了自己的私人意見說毛澤東的答覆和之前毛

澤東對尤金，劉少奇對自己表明的立場是「矛盾的」。接著羅申還說 「中國政府無疑能向朝鮮派

遣五六個甚至更多的有戰鬥力的師。自然，這些中國軍隊需要裝備一些反坦克武器和火炮」，還

表明了自己的看法，認為中方改變立場的原因不明確，可能是因為為不使現在的國際局勢和韓半

島狀況惡化，英國和美國透過印度的領導人邀請中國自我克制。216 

史達林 10 月 3 日從羅申那裡得知了中國尚未作出最後決定，毛澤東要保留派兵的意思後，認

為中國領導人改變了最初派兵立場而不再派兵。或者史達林也會按照事實理解成為中國保留派

兵。但是不管史達林如何理解，他已經定下無論在什麼情況下都要避免和美國發生直接軍事衝突

的一貫立場，同時沒有絲毫要改變此看法的打算。據聞 1970年 10 月 10 日，毛澤東、周恩來和金

日成日後的會談中，毛澤東說了「事情好像不順利」，史達林則說「事實總是這麼彎彎曲曲

的」， 在中國不能決定派兵而動搖的情況下，史達林有氣無力地說「散了吧」。217 

                                            
214 毛澤東，「關於派志願軍入朝參戰問題」(1950 年 10 月 2 日)， 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毛澤東文

集 』(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年)，第 6卷，97~99 頁。  
215「羅申轉呈毛澤東關於中國暫不出兵的意見致史達林電」(1950 年 10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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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冊，576 頁。  
216 同上書，577 頁。  
217「毛澤東同金日成談話記錄」(1970 年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

（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年），上，1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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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達林在莫斯科時間 10 月 5 日立即召開了蘇聯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確認了即使北韓

政權崩潰也不介入戰爭的方針，並將此通告給政治局委員們。這是史達林為避免與美國軍事衝突

而採取的一貫措施。當時蘇聯雖然是和美國一樣的世界二大強國，但是除了人口之外，在其他國

防、軍事力量和經濟力量等所有方面都不能和美國抗衡。而且當時世人矚目的原子彈也是美國擁

有三百發，而蘇聯只有十～廿發左右，還不到美國的十分之一。218 

史達林把如上蘇聯共產黨的決定通報給毛澤東，同時用以下名義與理論慫恿毛澤東派兵。第

一，防止韓半島成為美國和未來軍國主義日本反對中國的基地，這和中國利害相關。所以「我向

您提出派五六個師志願軍的問題是出於以下幾點對國際形式的考慮」。第二，從眼下進行的戰爭

可以看出美國還沒有做好發動大規模戰爭的準備。日本也還沒有恢復軍國主義實力、沒有能力支

援美國。所以美國會在韓半島問題上向蘇聯的同盟國—中國做出讓步，因此也會毫無辦法地接受

關於韓半島問題的調節條件。第三，由於上述原因，美國最終不僅會放棄臺灣，也不會和日本反

動派單獨締結強化條約，同時也會放棄恢復日本軍國主義的活動和打算把日本作為美國的遠東墊

腳石之企圖。第四，如果中國不介入戰爭，不顯示自己的力量而消極等待的話，是得不到任何讓

步的。不僅中國得不到讓步，就連臺灣也得不到。美國將不再為毫無勝利把握的蔣介石，而是要

為了自己，或者是為了將來的軍國主義日本而將臺灣作為其基地。第五，美國雖然還沒有做好發

動世界大戰的準備，但為了強國的體面可能也會發動世界大戰。那樣中國會被捲入戰爭，蘇聯因

與中國簽訂了相互同盟，也將被捲入戰爭。那樣還有什麼可害怕的？「我認為不應該害怕，因為

我們聯合起來將比美國和英國更有力量」。第六，最終如果戰爭不可避免的話，戰略上對我們來

說，現在打更好一些，不必等到幾年後。到了那個時候日本軍國主義復活後會成為美國的同盟

國，同時毛澤東現在擔心的問題，即戰爭介入時中國國內的資產階級會背向中共政權，這並不是

靠個人能力能夠解決的問題。219  

對於中國國內問題，史達林由開始尊重毛澤東意志，為使毛澤東參戰轉變成一種壓迫性的論

調。即他在電文的初稿中說國民的命運不是由對外政策決定的，而是由國內政治局勢決定的，希

望和平的國內狀況如果不允許像戰爭這樣冒險的話，那麼毛澤東應該再次考慮一下是不是應該冒

個險，並說不管毛澤東作出什麼樣的決定他會「完全理解他的立場」。220   

史達林列舉出的中共參戰的必要性在把毛澤東拉到戰爭中具有充分的說服力。更重要的是史

達林提出了中蘇在對美戰爭中可以「聯合」這一點。但是史達林沒有提出中蘇聯合的具體內容和

支援的程度，這一點也應該注意。10 月 6 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首先召喚北京駐蘇聯

大使，從晚上 10 點 30 分開始說明了一小時四十五分會議結果。正如前一節中提到的那樣，羅申

在次日 10 月 7 日就向史達林作了報告。 

  毛澤東在電文中重覆了 10 月 3 日羅申向史達林轉告的自己的邏輯。首先，他表示「完全同

意」史達林對於國際政治局勢的分析和今後的趨勢，特別是從史達林談到的對美戰爭時中蘇共同

                                            
218關於美蘇具體國力比較輕參照徐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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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頁。 
219「史達林關於中國出兵問題致毛澤東電」(1950 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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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冊，581～582 頁。  
220 同上書，583～5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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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的內容中，受到了極大鼓舞。所以，他強調如果要和美國打的話，現在是最佳時機，同時說

明如果想和美國作對手的話，在中國空軍和武器裝備極其惡劣的情況下，六個師是不夠的，至少

要派九個師。這也不是現在立刻就派兵，由於要做準備，所以在一段時間以後再派兵。同時強調

陸軍問題由中國來解決，但是其餘補充戰鬥力的空軍、炮兵、坦克兵、輸送兵和其他技術兵的專

門人力要由蘇聯來支援。特別是空軍戰鬥機支援不僅在保護中國陸軍進駐北韓，同時在支援韓半

島內的對美作戰以及保護中國的主要工業中心城市方面都是必須的。而且，在北韓內交通道路被

破壞的情況下，中國可以信賴的運輸手段除了蘇聯提供的以外沒有別的了。同時，中國政府沒有

充分資金購買空軍機和武器彈藥，1950 年的預算中沒有能夠支付購買武器的費用，1951 年預算的

廿二億中有二億美元可以預先支出。並轉告說為了討論這些問題將會派代表到蘇聯。221 

10 月 8 日，史達林違背了不會告知北韓方面中國進行軍事支援請求的約定，把支援毛澤東請

求派出五～六個師的內容原原本本地告訴了金日成，同時還通報說毛澤東雖然不是即刻派兵，但

是會派出九個師而不是六個師的可能性。史達林向金日成強調中國不想把蘇聯牽扯到戰爭中來，

同時還說已經同意與中國代表討論這一問題，所以還有機會說服以中國軍隊技術裝備惡劣為由而

不想參戰的毛澤東，還囑咐要加強對美軍的抵抗。222這一天，毛澤東編成抗美援朝志願軍，向北

韓通報了要出兵支援的事實。現在只要史達林解決毛澤東請求支援空軍機的要求，就會由北韓和

中國提供陸軍，由蘇聯提供空軍力量和武器裝備等實際形式在金日成、毛澤東和史達林之間已經

形成，角色分擔已經到了具體實施階段。 

接到毛澤東訪問蘇聯的指示的周恩來和林彪率領秘書康一民和翻譯師哲於 10 月 8 日乘軍用機

從北京出發，首先到達西伯利亞貝加爾湖的伊兒庫茨克，在此換乘蘇方派來的專機於 10 月 10 日

抵達莫斯科。從北京到莫斯科用了兩天時間，因為不是直航，而是繞行，同時換乘的蘇聯飛機飛

行速度也比較慢。到達莫斯科的周恩來一行第二天即 10 月 11 日和布爾加寧一起乘坐飛機到史達

林療養的黑海沿岸克里米亞半島索契附近的阿布哈玆區，當日下午與史達林舉行了會談。中方只

有林彪陪同，而蘇方以史達林為首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出席了。周恩來一方有翻譯師哲隨

行，史達林的中文翻譯由蘇方的費德林負責。至今仍沒有準確的參會者的發言內容，原因在於中

蘇雙方決定不留下任何會議記錄。所以，中國檔案館和俄羅斯文獻保管所都沒有關於這方面的文

獻資料，只有通過當時參加會議的雙方當事人和翻譯人員留下的回憶錄來瞭解當時的情況。 

  周恩來訪問史達林時懷有三種想法。第一，不可派兵方針。這是依據中方翻譯師哲的回憶錄

得出的。223 第二，中國此行的目的是為了商討蘇聯空軍出動與將抗美援朝志願軍的武器裝備改造

成蘇聯裝備的問題。這是俄羅斯學者根據隨行的康一民的回憶錄主張的。224第三，根據當時蘇方

的翻譯費德林的回憶，周恩來訪蘇是為了向史達林轉達決定派兵的事實。 

                                            
221「羅申關於毛澤東對出兵的態度問題致史達林電」(1950年 10 月 7 日)，沈志華編，同上書，588～589 頁。  
222「史達林關於中國出兵問題致金日成的信」(1950年 10 月 8 日)，沈志華編，同上書，591～592 頁。  
223 Alexander Mansourov, “Stalin, Mao,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ep. 16～Oct. 15, 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Kathryn Weathersby ed.,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Vol., 6～7, 
Winter 1995/1996. p.103.  
224 張希，「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前夕“突然＂暫停的經過」『黨史硏究資料』，1993 年第 1 期，3 頁; 熊華

源，「抗美援朝戰爭前夕周恩來秘密訪蘇」『黨的文獻』，1994年第 3期，83 頁。 



 213

綜合相關資料和前後狀況，事實真相可以整理如下。周恩來訪蘇前和毛澤東確定了方針，據

此周恩來當時提出了兩種意見後向史達林施壓讓其兩者選一。即向史達林表明蘇聯如果支援空軍

中國就派兵，否則就不派兵，同時要求史達林表明自己的立場。225這是後來 1970 年 10 月 10 日毛

澤東向金日成談到的，根據事態發展進程來看可判斷為事實。因為如前所述，毛澤東在保留參戰

最後決定的情況下派代表到蘇聯，同時事實也和師哲、費德林回憶的一樣。周恩來雖然是帶著派

兵不可方針去的，但是史達林拒絕了中方請求支援空軍的要求，後來在接到毛澤東發來的中共多

數都同意即使沒有蘇聯的空軍支援也要參戰的電文之後才開始討論軍事支援問題。正如下一段中

將會提到的那樣，從史達林向周恩來所陳述的言辭來看，雖然對約定的支援空軍和武器方面的對

話無法再繼續進行，但是史達林終究向中國做出支援空軍武器裝備的承諾。 

根據師哲的回憶，周恩來向史達林介紹韓半島戰況，同時指出北韓與初期節節勝利的情況不

同，沒有做好對應戰局逆轉的準備，而且在中國領導層裡有反對出兵的意見，所以現在派兵比較

困難。周恩來想用下邊的事實來打開史達林的支援口袋。中國要解決經過長時間的戰爭受到極大

破壞的民計民生問題，這次又要捲入戰爭中，不僅無法改善處於困境中的百姓的生活，同時也無

法按時復甦經濟。而且還強調，在軍隊武器裝備極差的情況下介入對美戰爭無法堅持且長期的擺

脫不出來的話，相反會給兄弟國家帶來壞的影響。226周恩來關於中國介入會在各個領域給國家帶

來極大的負擔的發言就像 Goncharov 很早就主張的那樣，是毛澤東想從史達林那裡得到軍事支援

而使用的談判戰略。227 

對此，史達林用如下理論回答。首先，美軍已經越過 38 度線開始攻擊北韓，北韓陷入極度危

機的現在中國理應出兵救援北韓，找到其他機會才能使金日成政權恢復希望。不管是北韓軍擊敗

美軍還是自己撤退，結果美軍和韓國軍都會控制北韓全地區，進一步來說中國的東北地區也會出

現危機。直接關係到中國經濟恢復的東北地區受到威脅的話，最終也無法寄恢復經濟的希望於這

裡。第二，如果金日成很難克服危機的話，與其坐等犧牲還不如勸其有組織性、計劃性的撤退，

這樣允許其重要兵力、武器、物資和主要幹部人員撤退到中國東北地區會比較好。蘇聯會允許老

弱病殘和負傷者湧入蘇聯。因為讓主要兵力撤退到中國東北地區以後再次進駐北韓會更加容易一

些。無論如何中國和蘇聯要擔當起這樣的角色，應該立刻將此意向通告金日成以免再耽誤時機。

228 史達林表示出的態度是雖然同意救助北韓政權，但是對其直接進行軍事支援的應該是直接受到

威脅的中國，如果這不可能，即使金日成政權滅亡，蘇聯也不會改變一貫的不直接參與的基本立

場。 

周恩來在日後回顧和史達林的會談時曾說到美國 「逼近了鴨綠江，我們就下決心，去與史討

論。兩種意見：或者出兵，或者不出兵，這是史說的．我們問：能否幫空軍？他動搖了，說中國

                                            
225「毛澤東同金日成談話記錄」(1970 年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

（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年），上，124 頁。  
226至於周恩來發言內容和日後的回顧，參照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周恩來傳 1949~1976』(北京：中央文

獻出版社，1998 年)，上冊，60～61 頁；師哲，『在歷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5年修訂本)，496 頁。  
227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88.  
228  師哲，『在歷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年修訂本)，496～49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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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困難，不出兵也可，說北朝鮮丟掉，我們還是社會主義，中國還在。」229 將史達林所談及的後

半部分重新整理就會看到如下脈絡。 

第一，蘇聯從北韓撤軍已經是很久的事情了。現在如果再派出軍隊的話相當於和美國直接交

戰。相反，中國可以派出一定的兵力。那樣的話蘇聯會提供武器裝備的。不是全面地深入北韓地

區，而是在後方中國的領土內掩護運輸線的話，也可以提供一部分空軍支援。不可以把戰鬥機投

入到韓半島全線是因為如果戰鬥機被擊退，駕駛員被俘虜的話勢必要帶來不利的國際影響，要防

止這樣的情況出現。230 

總之，向史達林自己表明的那樣，擔心蘇聯軍駕駛員和美軍駕駛員在鴨綠江流域有衝突而被

俘虜，所以只要是有可能和美軍發生衝突的支援都極力回避。向中國提供的武器裝備，即使中國

軍被俘虜，但在韓戰前中國就一直用蘇聯武器，所以這成不了直接參戰的證據。史達林甚至根據

駐北韓蘇聯軍事顧問馬特維耶夫的建議，指示 1950年向北韓支援了 3,400 輛汽車，而所需的 1,500

多名駕駛員則要求中國政府支援。231但是陸軍和空軍機有可能成為直接介入的證據。空軍機在掩

護中國軍時如果被擊退，駕駛員被俘的話，分明就會成為違背和美國簽訂的雅爾達協定的證據。

史達林徹底到向北韓提供的汽車所需的駕駛員也要求中國來提供。 

第二，蘇聯回應中國領導層將全軍武器裝備換成蘇聯武器的構想，曾考慮武裝中國的陸軍

（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機械化部隊等）和空軍以及建立海軍的問題。將中國軍的各軍種

規範化、整一化、現代化的構想是正確的。但是，根據蘇聯的經驗，要達成這個目標與平時相比

戰爭時更有效。因為所有武器裝備在戰鬥中一旦發現缺點，就可以隨時改善。所以中國如果出兵

的話，蘇聯會向中國方面需要武裝的師支援希望獲得的坦克、大炮、飛機和裝備、機械化部隊和

特種部隊。對於中國領空內的空軍以及其他武器裝備的支援問題，史達林立即指示布爾加寧具體

研究以後蘇聯軍和中國軍的武器裝備交換問題。232但是會談中沒有和周恩來達成具體的協議就結

束了。 

  會談結束後，10 月 11 日史達林和周恩來聯名給毛澤東發電通報了會談結果。中國首腦部於

中國時間 10 月 12 日下午收到了此電文。史達林和周恩來聯名發送的電文目前還不清楚存在與

否，雖然沒有公開過，但是毛澤東曾提及看到過此電文。在電文中史達林提出和先前約定的中蘇

兩國共同對抗美國不同，而是要求兩國暫時保留派兵。233史達林擺出的表面的理由是由於蘇聯空

軍還沒做好出擊的準備，即由於空軍機轉場困難，中國軍在北韓二個月到二個月半的作戰過程中

無法進行掩護。234換句話說，就是表示不參戰或者是立刻參戰的話在北韓的作戰中蘇聯無法掩護

                                            
229「周恩來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記錄」(1960 年 7 月 31 日)，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周恩

來傳 1949~1976』(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年)，上冊，61 頁。 
230 師哲，『在歷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年修訂本)，497～498 頁。  
231 邢廣程，『蘇聯高層決策 70 年─從列寧到戈爾巴喬夫』(北京：世界知識出版社，1998 年)，第 2 分冊，

576 頁。   
232 師哲，『在歷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年修訂本)，498 頁。  
233 根據師哲的回憶，史達林雖然能充分滿足大炮，坦克等中方要求的武器，但是在中國軍隊在北韓展開的戰

鬥中不能做空中掩護，只是到鴨綠江為止的後方掩護可能。師哲，同上書，498 頁。  
234 張希，「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前夕“突然＂暫停的經過」『黨史硏究資料』，1993 年第 1 期，3 頁； 李海

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時決定志願軍出國作戰？」『黨的文獻』，1993年第 5期，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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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援，這意味著中國人民志願軍加入韓戰以後要在完全沒有空中掩護和支援的情況下進行作

戰。 

當時蘇聯遠東軍有戰鬥機 2,800 架，轟炸機 1,700 架，運輸機五百架和偵察機三百架等共 5,300

架，在遼東半島的旅順和海參崴有空軍基地，在東北地區也有飛行場，所以轉場的話不需要二到

二個半月的時間。235因此，史達林所說的進行空軍掩護支援需要時間，事實上是為了避免直接和

美國發生衝突的一種措施，這在毛澤東表明透過培養本國的駕駛員具備接受二個空軍師能力的

1951 年春天以前，這不過是個逃避戰爭的藉口。236理由是蘇聯空軍機直接投入到戰場的話會和美

國發生軍事衝突，擔心引起世界大戰。這是史達林違背了在 1950年 7 月曾兩次向中方表示如果中

國軍進入北韓會對其進行空軍掩護的約定。10 月 7 日史達林拒絕了毛澤東關於蘇聯空軍掩護中國

軍進駐北韓以及在北韓作戰，同時保護中國主要工業中心城市的請求。後來毛澤東對史達林沒有

履行空中支援表示不滿，從中可以看出兩人都是為了自己的利益而試圖利用對方。 

這是 10 月 13 日史達林勸告金日成從北韓撤軍的背景。史達林向周恩來通報了蘇聯空軍不能

立刻提供支援，認為中國軍很難參戰，於是採取了兩條緊急措施。第一，10 月 13 日上午，史達

林從蘇聯海軍第一部部長兼海軍總參謀長那裡得知北韓咸興受到美海軍和空軍猛烈轟炸的緊急報

告，237立即命令在北韓的什特科夫轉告金日成帶領殘餘部隊撤到蘇聯和中國來，還讓什特科夫協

助製作撤退計畫。咸興是北韓的工業中心，是連接西海岸新安州線的東海岸戰略基地，是沿東海

岸進入豆滿江的要道，所以得知此地受到猛烈攻擊的史達林有了危機感。總之金日成政權從一開

始就是蘇聯的衛星國，所以隨著蘇聯和中國交易的變化隨時可能變得毫無用處。金日成在當天晚

上離開平壤也是因為接到了史達林的指示並得到了什特科夫的協助。第二，讓駐聯合國的蘇聯代

表維辛斯基提出保障遷就美國，放棄「強硬化政策」，發表關於恢復在二戰時和蘇聯的合作關係

的內容。238 

面對史達林的立場變化，毛澤東需要做出決斷。沒有蘇聯的空軍掩護還要參戰嗎？或者保留

參戰而只是被動觀望嗎？但是對毛澤東來說，只是觀望的話無法確保美國成功北上後中國領導層

設定的戰略防禦地區。如果一定要確保這個地區就應立刻出兵，那麼到底中國軍能否沒有蘇聯空

軍掩護的情況下，在二個月至二個半月的時間裡堅持與現代化的美軍作戰嗎？由於事情的重要

性，毛澤東對此問題不得不再三考慮。毛澤東在立即下命令停止一切中國軍出動後，在政治局會

議上討論了這個問題。結果，他透過結束與史達林的會談正回到莫斯科的周恩來，10 月 13 日和

14 日兩天向史達林轉達了中國即使沒有蘇聯在韓半島的支援也要出兵的決定。 

毛澤東說中國參戰 「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利」，但是如果不出兵敵

人就會打到鴨綠江來，這對各方都不利，在此判斷下毛澤東表明了自己的「必須參戰，參戰利益

                                            
235 Paul Kesaris ed., Record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PartⅡ：1946~1953 The Far East, Washington, A Microfilm 

Project of Uni. Pub. of America, Inc., 1979, No.9, 轉引自沈志華，『毛澤東、斯大林與朝鮮戰爭』(廣州：廣東省

人民出版社，2003年)，257 頁注 87。  
236「羅申轉發毛澤東關於對中國提供空軍掩護等問題致史達林電」(1950 年 7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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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冊，483 頁。  
237 向史達林報告的蘇聯海軍第七艦隊的偵察報告中說， 以三艘航空母艦為首，包括巡洋艦和構築艦在內的

最少有廿四艘美海軍和空軍在攻擊咸興。「戈洛夫科和福金關於咸興地區戰況呈史達林的報告」(1950 年 10

月 13 日)，沈志華編，同上書，596 頁。 
238 南佐民等譯，『朝鮮戰爭內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年)，1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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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不參戰損害極大」的立場。決定參戰的毛澤東心裡想蘇聯方面如果能提供用於經濟、文化

等國內建設和一般軍政上的二億美元的貸款，中共軍就會「可以放心進入朝鮮進行長期戰爭，並

能保持國內大多數人的團結」，同時他在準備和美國進行正面衝突時也提到除了「只要蘇聯能於

兩個月或兩個半月內除出動志願空軍幫助我們在朝鮮作戰外」，對北京、天津、瀋陽的鞍山和撫

順、上海、南京、青島等主要工業中心提供空軍掩護的話，「我們也不怕整個的空襲，只是在兩

個月或兩個半月內如遇美軍空襲則要忍受一些損失」。239 毛澤東考慮到至少有二個月以上的時間

得不到蘇聯空軍的掩護後，在 10 月 14 日的電報中闡明了先佔領德川以北的山嶽地區，然後在蘇

聯空軍出擊之前盡可能避開和美軍相遇，攻擊相對較弱的韓國軍的戰術。正如第三節中介紹的那

樣此事件就是發出此電報的背景。 

換句話說，毛澤東的上述請求事項意味著在過去一段時間裡史達林和毛澤東之間交換的電文

中模糊的問題有必要再討論一下。例如，關於蘇聯空軍的出動時間和武器裝備的援助形式等問

題。在韓半島的制空權完全控制在美國手中的形勢下，毛澤東最迫切的就是中國軍的介入和掩護

戰鬥的蘇軍的支援，這一點有必要明確。反正蘇聯不直接派兵是雙方都知道的事實，毛澤東此時

應該確認最少的蘇聯空軍和武器支援的幅度。正如沈志華指出的那樣，史達林雖然說二個月或二

個半月後會提供空軍支援，但是這不僅與參戰順序問題（即等到那時和中國軍一起參戰還是先讓

中國軍進駐北韓）有關，還與支援範圍問題（即是一直掩護中國軍作戰還是只是掩護中國領域的

防空和後勤線）有關。240當然從為了避免和美國發生軍事衝突的史達林的立場上來看，在短期內

培養中國駕駛員，武裝中國空軍，把救助北韓政權的任務都交給中國是上上之策。相反，不具備

空軍作戰能力的毛澤東希望蘇聯能提供一切空軍力量。 

為了解決此問題，毛澤東指示周恩來在莫斯科再停留幾天，和蘇方具體重新商定。同時對北

京的蘇聯大使說蘇聯不能把空軍支援延緩到二個月以上了，10 月 7 日，中國政府再一次附言說中

國現在的情形無法用現金購買蘇聯的武器，希望蘇聯能以國家貸款的方式提供支援。241 

周恩來以為形勢有所轉變立即向在黑海休養的史達林轉告說即使蘇聯空軍不能立刻給予空軍

掩護支援，中國已決定單獨參戰，同時請求和史達林再次會談。但是周恩來沒有再見到史達林。

他只是在當天晚上和莫洛托夫見面對前一天史達林提出的支援專案和規模問題再次進行了討論，

兩人也只是商定對物資的安置場所、人數、輸送、保管、接管手續等問題進行研究。10 月 14

日，周恩來再次向史達林轉告了前一天接到的毛澤東的電文內容，對於蘇聯的援助問題進行更加

具體的協商，並提出了八個問題。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蘇聯在能否再出動噴氣式戰鬥機十六個團，緊接著派出轟炸機前往北韓協同中國作

戰？242 第二，蘇聯政府約定在二個月或二個半月出動的空軍部隊能否給予韓半島作戰支援？除此

之外，能否再派出掩護用空軍機駐紮在中國近海的各大城市？第三，中國軍進駐北韓和北韓軍一

                                            
239 毛澤東，「中國人民志願軍應當和必須入朝參戰」(1950 年 10 月 13 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毛澤

東文集』(北京：人民出版社，1999年)，第 6卷，103～104 頁。  
240 沈志華，『毛澤東、斯大林與朝鮮戰爭』(廣州：廣東省人民出版社，2003年)，242 頁。  
241「羅申關於毛澤東決定出兵等的問題致史達林電」(1950 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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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冊，597 頁。  
242 毛澤東請求的十六個飛行團是指蘇聯的編制。十六個飛行團用當時中國空軍的編制來算的話是四百台戰鬥

機。中國空軍一個飛行師的戰鬥機有廿五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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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作戰時雙方的指揮關係是怎樣的？第四，能否以信用訂貨的方式提供飛機、坦克、各種大炮、

海軍器材以及汽車、主要工兵器材等？243 

從周恩來和羅申那裡得知毛澤東即使在沒有蘇軍的即刻空軍支援的情況下也決定參戰的事實

後，史達林無法掩飾自己的興奮，立刻在 10 月 14 日發電報轉告什特科夫，一直沒有作決定的中

國領導層最終決定參戰，並指示金日成停止撤退。244在此指示電文中，史達林向金日成強調蘇聯

會向中國提供一切參戰必須的技術裝備，強調關於中國派兵的具體問題蘇聯會和中國領導層商議

解決。245這次史達林也在構思通過與中國商議將中國推到第一線，而蘇聯隱藏在背後的經典手

法。 

周恩來在莫斯科多停留了二～三天，擬定了中國所需的軍事裝備訂貨單，並解決支援的相關

問題後回國了。結果，毛澤東決定接受史達林的條件，即接受蘇聯的武器裝備支援，在二個月或

二個半月後得到蘇聯的空軍支援，但只限於中國領土內。蘇聯政府以信用定購的方式向中國提供

了飛機、大炮、坦克等武器和裝備。作為其中的一環，毛澤東在中國軍進駐韓半島後的 10 月 28

日向史達林發電報表示，要派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令員蕭勁光和參謀長羅舜初協同駐中蘇聯海

軍顧問庫次名一起到莫斯科，與蘇聯海軍領導討論中國海軍三年建設計畫和海軍裝備的購買問

題，同時商議 1950 年到 1951 年海岸防禦方面急需的遠航魚雷快艇、裝甲艇、小型潛水艇、小型

掃海艇、水中擊雷器、海岸炮、魚雷、深海炸彈等各種武器和裝備，以及機械器材等的購買問

題。246 

                                            
243 師哲，『在歷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 年修訂本)，501～502 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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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頁。  
244根據 1964 年 4 月 16 日在和印尼總統蘇加諾談話時陳毅所談到對當時的回憶，當時史達林得知中國不參戰

的消息後勸告金日成在中國東北地區建立亡命政府，幾天之後接到中國要參戰的消息後流下了眼淚。姚旭，

『從鴨綠江到板門店』(北京：人民出版社，1985 年)，轉引自徐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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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頁。 
245「史達林關於中國出兵援助朝鮮問題致金日成電」(1950 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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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冊，601 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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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