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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決定軍事介入的毛澤東之動機 
 

第一節 對韓半島「唇亡齒寒」觀念的傳承與北韓政權的崩潰防止 

 

中國的歷代王朝和眾多的知識份子長久以來就認識到了韓半島在地緣政治方面的重要性。就

像一種歷史遺產從古代延續到近代，成為中國和中國人在地緣政治方面的安全觀。甚至在清朝時

期，曾認為在戰略上朝鮮與臺灣和華南的各省相比更加重要。中國的傳統地緣政治安全觀，把中

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看作是唇亡齒寒的一種關係。就是在 1895 年的甲午戰爭時作為韓中關係象徵

的朝貢關係瓦解時，這種觀念也沒有消失。我們在第一章第一節中曾按照歷史順序對這一事實進

行了論述，只要大陸勢力和海洋勢力間所謂的遭遇與衝突關係不變，它的屬性就不會變。而且，

也有人認為即使周邊的安保環境變化了，那也是隨機應變的形式而已。事實上，時間走向了廿世

紀那種屬性也沒有變化過。 

中國的傳統認識一直把中國和韓半島在地緣政治上聯繫性看成一種唇亡齒寒的關係，中國國

民黨領導人也一度這樣認為。根據因韓國獨立運動開始與中國人進行交流的閔石麟的回憶，中國

國民黨的創建者兼國父孫中山曾說過「中韓兩國是同文同種的兄弟國，有悠久的歷史關係，如輔

車與脣齒是不可分割的，正如西方的中美關係，所以中國有支援韓國獨立的義務。」815 

1942年3月孫中山的長子中國國民政府的領導人孫科在支持韓國獨立運動的一篇演說中說「韓

國存亡與世界安危有很大關係」。816 此外，蔣介石的秘書兼中華民國外交部情報司負責人邵毓麟

不愧為國際地緣政治出身，他從地緣政治的觀點上指出韓半島是侵略大陸的跳板，過去的甲午戰

爭、日俄戰爭及太平洋戰爭都是因韓國淪為殖民地而引發的戰爭。所以，韓半島必須獨立而且建

國。817 

邵毓麟還向當時韓國駐中國臨時政府金九主席指出，獨立的韓國不僅可以從日本和俄國的紛

爭中擺脫出來，而且還可以充當東北地區的國防守護作用，幫助韓國獨立實際就是幫助中國自

己。818邵毓麟在幾年後擔任第一屆中華民國駐韓大使後，曾阻止過韓戰。據邵毓麟觀察，蔣介石

也把韓中關係比喻為手足關係，韓中兩國有著唇齒輔車的特殊歷史關係，幫助韓國打敗北韓的南

侵，也是一種神聖義務。819 

新中國的政治領袖們與國民黨政治理念不同，特別是毛澤東他對於韓半島在地緣政治上是如

何認識的呢？他也以一種唇亡齒寒的觀念去看待韓半島嗎？毛澤東立足四海平等的信念，是承認

中國周邊小國獨立和主權的理想主義者，普遍主義者呢？還是與尊重周邊國家的獨立和政治體制

的自律性相比，更注重利用他們謀求自己國家利益的現實主義者和中和主義者？應該說他具有兩

面性。他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在他一生所作的言論中，要想辨別這兩種形態，需要先理解當

時的政治環境和情形、條件。但是，若追溯到他作為一名反政府的革命家和反帝抗日的戰士時的

那段時間，作為前者的形象更明顯，而執政後則看出他轉變為後者的面貌。 

                                            
815 閔石麟，『中韓外交史話』(重慶：東方出版社，1942年)，26頁。 
816  胡春惠，「2 0世紀前半期中國國民黨人的韓國觀」『近現代 轉換期 中華意識의  持續과 

變 容 』 ( 首 爾 ： 檀 

國大學校東洋學 硏究所 主催 國際學術會議，2004年 5月 15日)，4頁。 
817 同上書，5頁。 
818 邵毓麟，『使韓回憶錄』(臺北：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年)，48頁。 
819 同上書，169、1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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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理想主義者和普遍主義者的毛澤東，他的言論是為了自身政治目的的戰略舉動和考慮目

的性的修辭。他年輕時在家鄉湖南省曾展開擺脫中央政府自立的自治運動，其目的在於打倒導致

辛亥革命否定意義的遺產的腐敗無能的軍閥政府及其手下。820 日本將臺灣收作自己的殖民地後，

又將魔爪伸向了中國大陸。毛澤東自從1930年代到40年代曾支持過臺灣內部獨立運動勢力進行的

臺灣獨立運動。821 它作為抗日運動的一環，是基於削弱日本向心力而採取的一種隨機應變式的戰

術。當時，他像中國的一般知識份子一樣，認為不僅作為中國領土的臺灣，就是連周邊淪為殖民

地的印度、越南、韓國等處於殖民統治的所有民族都應該獨立。822他相信淪為殖民地的弱小國家

只有獨立，才能打敗帝國主義，中國的解放和獨立才能順理成章的實現。日本帝國主義滅亡後，

毛澤東承認了1946年1月5日中國國民政府曾經承認過的蒙古獨立，當時這也是出於削弱政敵蔣介

石政權。 

但是，毛澤東從一個作為反對政府的非合法性在野黨的領導到掌握國家政權的最高統治者

後，立場就轉變為一切以中國利益為先的現實主義者，這時就不同於過去而反對臺灣的獨立。也

就是說當他認識到美國在日本戰敗時暫把臺灣的統治交於中華民國，對於國際法上尚不明確歸屬

狀態的臺灣和臺灣海峽企圖進行分離時，他強調臺灣是中國的固有領土，擔心臺灣從中國領土上

分離出去。823 

毛澤東這種現實主義的立場變化，在近代歷史上國家政權交替期在野黨或反政府勢力奪取政

權過程中經常可以目睹的現象。毛澤東的立場變化就像俄國革命後列寧的所為。824 中國抗日戰爭

時期在與國民黨爭取國家政權的過程中，掌握權力可能性渺茫的1930年代中期以來，出於抗日戰

爭的戰略層次曾支援過臺灣內部的獨立運動，為了最大限度的發揮反蔣鬥爭的效果，對蒙古也不

再耿耿於過去的宗主國地位而是承認其獨立等這一系列舉措都是顛覆過去立場的一種革新。他對

周邊地區政治命運的中華主義的立場改變不能不值得重新審視。它是延續下來的中國政治文化影

響的結果。換言之，毛澤東自身內面化所謂的唇亡齒寒的認識，隨著政治安保環境的變化，擺脫

了目的性的戰術層次，回歸原我的內心定位。 

1938年5～6月，在論述抗日戰爭的性質和對策中，毛澤東認為抗日戰爭將是持久戰，中國軍

隊攻擊日軍「直至打到鴨綠江邊，才算結束了整個戰爭」，「如果朝鮮等地的革命戰爭起來需要

中國援助的話，那將屬於另一個戰爭了。」825 這一言論可以解釋為：當時日本將主力軍隊投於滿

洲，按照毛澤東的戰術理念，只有將駐紮在中國東北的日軍從中國領土驅逐到作為外線的韓半

島，抗日戰爭才會結束，但是，韓半島如由此引發革命，需要幫助自身的政治勢力，那中國就會

                                            
820 「“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紹介」，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敎硏室編，『中共黨史參考資料』(北

京：編者出版，1979年)，第1冊，447頁。 
821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New York：Random House, 1938), p.88. 
822 毛澤東早從1910年代起，參加湖南的長沙韓中互助社時就開始關注韓國的獨立。不只是毛澤東，還有中共

初期的領導人李大釗、陳獨秀、周恩來、董必武等，在解放後就表示支持韓國的獨立自主。  
823 徐相文，「6.25전쟁과 臺灣｀안전＇의 상관관계 論析（6.25戰爭與臺灣「安全」的相關關係論析）」『 

軍史』，第54號(2005年 4月)，225頁。 
824 俄國革命前後， 列寧(Vladimir Ilyich Lenin)表現出的變化即是如此。列寧為打倒沙俄政權，鼓吹並支持俄

國境內少數民族的獨立，但是在自己真正掌握中央權力時，不但沒有保障少數民族獨立，反而強化了對他們

的統治。參照徐相文，『프로메테우스의불：革命러시아와 中國共産黨의 興起（普羅米修士的火：革命俄 

羅斯與中國共產黨的興起）』(首爾：백산서당，2003年)，98~101頁。 
825 毛澤東，「論持久戰」(1938年5月26日~6月3日)，毛澤東文獻資料硏究會編，『毛澤東集』(東京：蒼蒼

社，1983年第2版)，第6卷，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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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於去幫助。 

毛澤東的這一言論透露出一直繼承下來的一般中國人的地緣政治觀念。當時在中國社會的一

角，一直存在這種認識：歷史上，朝鮮、臺灣、越南、老撾、緬甸等與中國建立「朝貢冊封」關

係的附屬小國到了近代，由於西方列強的侵略擺脫了附屬關係，對此，如果機會合適將會重新納

入中國的影響圈之內。 

 「認知感覺」就是觀察、感受某一對象，並以其為根據來認識、認知它。所以，知覺擔當著

決定對對象反映向背的具體決策者的作用。根據如何去感知認識，來決定感知者對某一對象的行

動。透過這種形式決定的行動稱之為知覺行動(cognitive behavior， perceptional behavior)。在地緣政

治上，向來注重政治領導人對自身的政治環境如何認識，根據環境如何行動。「知覺（認知）行

動論」 (cognition， behaviorism)的核心是人根據對環境的認知而對環境進行反映。換言之，人根

據過去的經驗感知環境，繼而根據環境採取行動（反應）。826 

毛澤東也是如果當時對周邊國家從國家安全的地緣戰略層面考慮的話，對軍事戰略及策略的

考查和開發上，參考歷史和中國古典的各種事例，獲得教訓。所以，他不會不認識到這一點的。

也就是說，如果認識到本國的政治環境，他對韓半島那種唇亡齒寒的認識或觀念內面化為自己的

價值觀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實際上毛澤東把中韓關係認識為「唇亡齒寒， 戶破則堂危」。827 毛

澤東即使主張否定王朝體制的新型思想和政治理念，也無法完全脫離本國政治文化而只是辯證法

發展的一個過程而已。在這一點上，與其說決定毛澤東介入韓戰的1950年10月，還不如說在此之

前的十餘年就已經內在地包含了在韓半島爆發地反中國戰爭情形下積極參與的可能性。 

所以，毛澤東對韓半島的認識變化不是根本性的轉變，而是其間未發現的潛在狀態下，根據

政治環境的變化，唇亡齒寒認識重新復燃的結果。毛澤東對韓半島的認識不是固定不變的，而是

根據安保環境即地緣政治條件的變化而變化。比如說，如果韓半島親中國勢力掌權，有沒有瓦解

此政權的外部勢力，那他有必要非得介入韓戰嗎？在此意義上，中共領導應建立並保存對中國友

好的政治體制和政治權利，這是可取之舉。事實上，毛澤東在解放前，鼓勵那些在中國內部的獨

立運動結束後踏上歸國之路的韓國獨立運動的仁人志士們，希望新政府能順利建立。828言語中流

露出期待能建立一個反對像日本帝國主義的政府，這時，反帝國主義的政府就是親中國政權的同

義詞。 

然而，毛澤東希望與美國相互交流的意思並未被美國政府所接受，1940年代後期起，中共與

美國的關係變為理念的敵對關係，隨之與韓國政府的關係也斷絕了。南北韓關係也是通過世界範

圍內自由陣營和共產陣營國家權利白熱化的形成，使得雙方斷絕對話，同時進入了軍事對峙狀

態。這一時期隨著本國理念立場的變化，毛澤東支持共同志向於共產主義理念的北韓政權。其背

景也是基於考慮國家安全的地緣政治的認識。這一點與戰後蘇聯支持北韓的動機是類似的。 

在金日成的引渡邀請下，毛澤東從1947年到韓戰爆發的這段時間曾幾次派遣韓籍士兵到北韓

以支援北韓的軍事力量。毛澤東的這種舉措也是對韓半島唇亡齒寒認識的舉措。派往北韓的韓籍

士兵大多是參加過抗日獨立運動，解放後滯留在中國以中共軍的身份參與國共內戰的。他們出生

於韓半島的各個地方，但是中共沒有詢問他們的意見就把他們都遣還回北韓。為數不少韓國出生

                                            
826 任德淳，『地政學─理論과 實際』(首爾：法文社，1999年)，107~108頁、111頁。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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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頁。 
828 趙成勳，「6.25전쟁 이전 한국지도자의 중국정세 변화인식과 대응（6.25戰爭以前韓國指導者對中國情 

勢變化的認識與對應）」，韓國近現代史學會，『韓國近現代史硏究』，第31集(2004年 겨울號)，2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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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他們並不想到北韓。829中國單方面的措施基本上是侵犯他們人權的強權舉動。韓籍士兵不

過就是實現國家戰略目的的工具，中共領導將其作為形成中國對韓半島安全網的防護盾牌而動員

起來。解放後，與韓籍士兵一同進入北韓的中共領導層中中共系出身的韓人組織也就是所謂的

「延安派」希望掌權，或許他們還期待成為北韓政權內的主流。830如果不如意的話，中共領導的

立場是至少需要包括延安派在內的反美親中政權的存在。 

1950年5月毛澤東同意了金日成的南侵構想，支持的意思就是出於唇亡齒寒的觀點。他將南侵

理解為民族解放革命戰爭，而且支持的意思也是期待北韓政府原則上應該掌權。831毛澤東也迫於

老謀深算的史達林的參戰壓力，為了保障中蘇同盟條約所規定的國家利益的順利收回，迫不得已

在不恰當的時間支持戰爭，所以是一種不情願的介入。最終越過了理論的層次，在同年10月中國

軍隊進入韓半島，支援進入實質階段。 

隨著論述的逐漸展開，不僅是毛澤東，中共內的其他領導人也認為韓半島與中國安全保障息

息相關。8月中旬，在瀋陽軍事會議上東北軍區司令官高崗對中國向韓半島派兵的理由進行了如下

的說明。「如果美國侵略者佔領了朝鮮，毫無疑問，一定會準備力量，來進攻我們的東北與華

北，進攻我們的祖國。那麼我們究竟是讓他們打下朝鮮，讓它準備力量，增長氣焰，等它打到中

國來的時候再去消滅敵人，保衛自己好呢？顯然地，在國土以外消滅敵人，是有利的。所以為著

保衛祖國，鞏固勝利，粉碎帝國主義的侵略計畫，我們必須主動地、積極地援助朝鮮人民，幫助

朝鮮人民解放，使朝鮮成為獨立民主統一的國家。也就是說，朝鮮人民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敵

人。朝鮮人民的勝利，也就是我們的勝利。支援朝鮮和保衛我們祖國與保衛世界和平是一致的。

因此，這樣的戰爭是正義的。」832 

    

第二節 考慮國家安保自我防衛的先制行動—從現地防禦到前進攻擊防禦 

 

與金日成希望在美國登陸韓半島之前速戰速決佔領整個韓國的希望不同，幾乎在戰爭爆發的

同時，美軍就即刻介入了戰爭，所以毛澤東的軍事介入是為了阻擋美軍北進所導致的金日成政權

崩潰的救援之策。這是一個反覆提到的問題，但毛澤東為何在金日成政權瓦解前要援助他呢？毛

澤東在美軍席捲韓半島時阻止北韓政權瓦解的動機毫無疑問就是出於自身安全的考慮，是對韓半

島唇亡齒寒概念認識的結果。這一點我們不難確定，要想防禦中國的戰略核心(core)地區，首先

就要防禦周邊（Peripherry），而要想防禦東北地區必須維持處於東北地區的北韓政權。這一論

述的具體展開有必要在當時中國安保環境這一大框架下去考查。 

新中國是一個標榜實現共產主義的國家，具有追求與西方國家不同的政治體制。世界層次的

美蘇冷戰擴大到整個亞洲，東北亞所進行的自由陣營和共產陣營的同盟化使毛澤東覺悟到有必要

改善自己國家的安保環境。戰後，對中國安全構成威脅的有鄰國蘇聯和日本及美國。其中，蘇聯

是潛在的威脅勢力，1950年2月毛澤東與史達林簽訂了中蘇同盟條約，從而使中國成為同盟的一

                                            
829 金中生，『조선의용군의 밀입북과 한국전쟁（朝鮮義勇軍的密入北與韓國戰爭）』(首爾：명지出版社， 

2000年)，267~268頁。 
830 朱德，「朱德司令期勉朝鮮同志學習怎麽樣建立民族統一戰線」，『解放日報』(1945年2月10日). 
831 大韓民國外務部編譯，『韓國戰爭關聯蘇聯極秘 外交文書1949.1~1953.8』(首爾：編譯者)，26~27頁。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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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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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所以蘇聯不是新中國的敵對國。即中蘇同盟的締結至少使中國沒有後顧之憂，獲得安全環境

有了保障。 

從地緣政治的觀點來看，同盟是一國為克服本國地政方面的局限或作為利用地緣政治可能性

的重要手段而締結的國家間的關係。中蘇同盟條約是史達林與毛澤東為補充完善各自國家戰略上

的脆弱性，防衛美國這一共同敵人的產物。條約的內容上由軍事安保、經濟交流、理念聯繫等多

重功能，其中從對外安保戰略關係考慮，是具有針對以美國和日本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而結成的

軍事同盟的性質。比如，蘇聯就是與美國敵對的新中國的篤實的後方支援勢力。 

如上所述，與史達林締結中蘇軍事同盟之後，毛澤東賦予它追求國家經濟利益和保證國家安

全的雙重意義，既可以促進國家經濟建設，又可在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侵略中國時與蘇聯共同抵

抗。所以，實際上把日本和美國看作可能對中國進行侵略的國家。1945年8月中旬和1950年2月中

旬兩次所締結的中蘇條約都是為了抵抗日本或牽制日本為焦點。毛澤東和史達林在韓戰爆發前就

已經擔憂日本的再次崛起，兩人在討論中蘇同盟時，一致認為不久日本就會捲土重來。833他們沒

有排除日本受美國慫恿或得到美國援助再次進犯中國的可能性。834 

美國不與中國相鄰，雙方相距甚遠，但是中國從地緣政治的觀點一直視美國為周邊國家。而

且美國不同於中國的共產理念，對蘇聯也實行了封鎖戰略。再加上美國擁有從海外削弱敵方攻擊

勢力的軍事力量，從這一點看也是威脅中國的主要勢力。也就是說不管美國以何種形態都有再次

進犯中國的可能性和能力。毛澤東一直擔心這一點，對此曾說過多次。 

實際上，美國就像展示其海外派兵的軍事啟動能力一樣，在韓戰剛爆發後就即刻將軍隊投入

韓半島，同時還將第七艦隊急速派往臺灣海峽。這類事態的發生成為毛澤東懷疑美國介入韓戰的

真正用意的契機，而其間他是以帝國主義的角度來關注美國的。也就是說，美國所採取的這類軍

事措施，不是局限於韓半島的軍事政治統一而是為了最終進犯中國。通過這一舉動由韓半島和臺

灣對岸的華東沿海地區進犯中國。1950年8月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會議上表示了這

一疑慮。他斷言 「如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並懷疑美國的最終目的。835毛澤東的

懷疑就像【圖五】中所描述的，即當時登在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上，以鼓吹美國唆使日本威

脅中國的煽動形式，所引起的性質變化。 

毛澤東的憂慮在同年9月末前後成為現實。中國政府警告美國，韓國軍可以北進但美軍如越過

38度線向北，中國就不會坐視不管。對此，美國的政治領導人揚言這是對聯合國的公然恐嚇 (a 

bald attempt to blackmail the UN)，抑或看作虛張聲勢(bluff)予以不理，美軍仍按預定北

進。當時美國只是擔心莫斯科的介入，對北京方面的警告置若罔聞。金日成對中國領導人提出的

救援請求之後，主要以韓國軍和美軍組成的聯合軍對北韓的持續攻擊導致10月平壤淪陷。戰事不

僅席捲了鴨綠江地區也席捲了北韓全境。對毛澤東而言，美軍進攻鴨綠江將意味著金日成政權的

崩潰，那就是說中國的安全將受到重大的威脅。 

 

 

                                            
833 「史達林與毛澤東會談記錄」(1950年1月22日)，沈志華，『中蘇同盟與朝鮮戰爭硏究』(桂林：廣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1999年)，341頁。 
834 「什特科夫關於金日成通報金一在北平談判情況致維辛斯基電」(1949年5月15日)，沈志華編，『朝鮮戰

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硏究所，2003年)，上冊，187頁。 
835 薄一波著，『若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北京：人民出版社，1997年修訂本)，上冊，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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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在此要理解毛澤東的對韓半島的認識，首先要依據由唇亡齒寒概念發展而來的中國地緣政治

的安保觀念。中國傳統上把本國領土按照地緣政治的觀點分為核心地帶，邊疆地帶，緩衝地帶，

戰略領土境界地帶的四大區域，對此已在第四章進行了論述。這樣核心地帶包括中國的政治、經

濟、文化的中心地長江、黃河中下游流域及南方的珠江流域。邊疆地帶是保護核心地帶的外延地

域，包圍核心地帶的內蒙古、新疆、青海、廣西、東北地區等。緩衝地帶是邊境地帶週邊的東北

亞，東南亞、南亞、中亞、俄羅斯的五大地區。 

這樣以首都和核心地帶為中心畫圓，通過邊境擴大外延的四層包圍防禦概念，邊境離核心地

區越遠效果越明顯。與此相關的實證是俄羅斯為加大以莫斯科為中心的核心地域的安全，使首都

與邊境地區的距離拖長，就不停地向邊境地區開拓。這種防禦擴張政策與上面地緣政治的概念是

相通的。836與政治、經濟、文化等文明程度相關的價值最大限度集中的汲取就是核心地帶，反之

如果價值低廉或接近零，那就是周邊地區。核心地區是主導地區，周邊地區是依存從屬地區。根

據地緣政治的觀點，成為核心地區的要素是高度的經濟力、軍事力和高度的文明程度，成為周邊

地區的因素是經濟力、軍事力和文明程度都比較低下。首都位於核心地域的中心，是一國的最高

統治者常住的地方，它不僅是統治機關的所在地，也是國家的政治理念和象徵國家的地方，正如

人身體的兩腦和中樞神經。837 

                                            
836 至於細節，參照徐相文，『프로메테우스의 불：革命러시아와 中國共産黨의 興起（普羅米修士的火： 

革命俄羅斯與中國共產黨的興起）』(首爾：백산서당，2003年)，101~104頁。 
837 在中國現代史上，首都等核心地區北侵略的結果，不僅損害了國家的形象，而且政府的功能長期處於麻痹

狀態，受日本唆使和支援的汪精衛傀儡政權是關於這方面的例子。1937年7月7日，日本開始全面推動中國侵

略戰爭之後，成立了一個統治包括北京在內的華北地區以及以上海為中心的華東地區、華中的南京等地的汪

精衛政權。向內陸撤退的中國國民政府與中國國民認為這是亡國的恥辱，並通過收復失地及打倒汪精衛政

權，擊退日本帝國主義來實現完全獨立。 



 224

核心地區一旦被外敵佔領，就像人的心臟停止一樣。特別是若首都被佔領，統治國家整體的

統禦機能或凝聚國民感情和忠誠的國民團結機能等，首都所具有的重要機能就會無法正常發揮，

國家整體也會陷入癱瘓狀態。838以核心地區為中心建立的防禦戰略形態在新中國建立之前，毛澤

東部署中國軍隊的形式中表現出來，這一事實可證明毛澤東的安保觀念就繼承了傳統中國的一些

觀念。 

中國的國境線比任何國家都長，有眾多的鄰國，邊境地域廣闊。邊境地區與周邊國家接壤是

擔當對外開放和發展友好關係的視窗和通路，同時也是中國面向世界直接宣揚國家主權和展示國

防力量的前沿基地。839前面所列舉的內蒙古、新疆、青海、廣西、東北等邊境地區作為保護核心

地區的外延地域，與核心地區是一種唇亡齒寒的關係。同時，曾與外蒙、俄羅斯、印度、巴基斯

坦、越南等國境遙相呼應，與這些地區也是一種唇齒關係。中國與其周圍國家的地緣關係如【圖

六】所示。 

 

【圖六】 

 

                                            
838 除此之外，還有維持首都與外國關係的對外聯繫機能(link function)與為維持國境地區安全的變更組織統治

機能(frontier-organizer function). Spate O. H. K.,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Cities", Jackson W. A. D., ed., 

Politics and Geographic Relationships：Readings on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and Geography(Prentice Hall：Englewood 

Cliffs, 1964), p.171. 
839 王生榮主編，『金黃與蔚藍的支點：中國地緣戰略論』(北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1年)，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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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東北地區是國家安全的周邊地區，保證包括首都在內的核心地區東北部的安全。它

是作為中國核心地區的首都和進入關內的軍事要隘，與國家安危息息相關。根據行政地理學的觀

點，大致上東起豆滿江河口西至山海關，南起遼東半島北至黑龍江，總面積一百廿萬平方公里占

著整個領土的四分之一，是韓半島面積的四倍。 

傳統上中國人都認為東北地區是與國家戰略密切相連的戰略要衝。在軍事上，是與蘇聯、美

國、日本勢力近距離接觸的戰略要衝。所以，這一地區在歷史上就是中國的政治勢力為奪取中央

政權而展開的角逐戰中所覬覦的目標。誰，如何佔據東北，局勢都會有所變化，這是一個佔據戰

略優勢的地方。實際上，中國的歷史也以這種形式展開。例如，遼、金、清三朝都是起於這一地

區，然後進入關內的中原地區，數十年至數百年間統治著中國東北或整個中國疆域。中國有五十

六個民族其中占人口95%的漢族，在統治約一個世紀的蒙古族的元朝時曾過著恐怖和民族屈從的日

子。眾所周知，元朝從蒙古進入中原，在征服中國關內政府的過程中，曾極大的依靠了東北女真

族的援助。 

建立大清帝國的滿洲族，進入中原掌控整個中國的始發地也是東北。從廿世紀初始的日俄戰

爭前後，日俄兩國圍繞東北亞的霸權展開的爭鬥也與東北和韓半島有關。美國也是因經濟上的動

機而進犯中國，或者將其視為牽制俄國保障其在遠東的本國利益的前沿基地，認為「把握中國東

北者卽把握世界」。這一點在廿世紀當時，中國人自己已經意識到了。當時中國東北問題專家周

鯨文在抗日戰爭時期於『時代批評』的社論斷言「過去，短短的四十年的歷史給我們證明，在東

北這塊肥沃豐藏的土地上，任何外國勢力若佔有優勢，其結果就是戰爭」。並且，他還強調「任

何外國勢力在東北佔有優勢都足以引起戰爭」。840 

中國領導人同樣在戰略上非常重視東北地區。早在1945年6月毛澤東就曾以東北的戰略地位為

主旨進行過演說，他強調即使中共失去了現在掌握的所有革命根據地，但只要把東北牢牢握在手

中就能保證中國革命的勝利。841此後，中國一解放，為首先掌握東北毛澤東從中共的各部選拔了

十一萬兵力和二萬名幹部，組成總人數七十七名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和候補中央委員中把廿名派往

這一地區。842因為中共如掌握了這一地區就能突破國民黨的包圍，反之若被國民黨佔領，他們利

用東北的工業設施從華東、華中、東北南北兩面包圍共產黨。當然蔣介石也不會落後將大軍大舉

派往東北。 

對東北的認識和採取的實際行動是中國所有知識階層的都意識到的。除了統治階級的國共兩

黨外，在韓戰爆發前三年透過中國一位一般知識份子的論述就能看到一般中國人的戰略認識。他

說 「如果掌握東北地區就能使西伯利亞與韓半島成為一個地區，這就意味著掌握東北亞。這樣不

僅美國會受到威脅，還減少了日本具有的戰略價值」843此外，廿世紀50年代國際局勢和國家之間

存立關係的形態基本上是帶有力量左右的弱肉強食式的霸權性質。同時，這一時期也是帝國主義

                                            
840凌華，「周鯨文答辯董顯光─記周鯨文的記者招待會」『時代批評』，第4卷93期(1947年10月16日)，32頁

，轉引自徐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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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回 花 郎 

臺國際研討會論文集，2006年 5月)，95頁。 
841 毛澤東，「關於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擧問題」(1945年6月10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毛澤東文

集』(北京：人民出版社，1996年)，第3卷，426頁。 
842 房維中、金沖及主編，『李富春傳』(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年)，305~307頁。 
843 趙牖文，「保衛中國必先保衛東北」『益世報』(1947年8月)，趙牖文著，『反共論集』(臺北：中國生命

線雜誌社，1956年)，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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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潮流蔓延和冷戰深化背景交接的時期。鑒於這點相似的戰略價值和作用對當時的韓戰也是有

效的。 

包括中國歷代王朝，現代國共兩黨的領導層和戰略家們之所以都無一例外地將國防力量集中

在四個同心圓中的邊境地帶和越過中國國境的緩衝地帶的連接線上理由就在於此。特別是到了與

外國接觸頻繁的近代以後東北亞和東南亞最為重視。東北亞指的是俄羅斯、與韓半島接壤的中國

東北地區和韓半島、日本和俄羅斯的沿海一帶。其中韓半島處於俄羅斯南下，美日海上勢力北進

的交叉地帶，並與中國東北連接，不僅對東北而且對核心地帶的首都北京和華北地區戰略要衝的

安全都會起到直接的影響。 

事實上，韓半島距離北京、華北最近。中國的國境線沿著發源於長白山天池的鴨綠江和豆滿

江總長達近1400公里。而且，緩衝地帶在強國間的勢力較量中既可服務於大陸國家也可服務於海

洋國家，或者二者皆用。現在中國的軍部對其重要性這樣評價：「從軍事地理的角度看，敵方可

能利用朝鮮半島從不同的方向對我威脅、進攻。它不僅關係到我國東北地區的安全得失，而且對

華北地區的穩定、首都北京的安全以及整個北部沿海地區的防衛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844韓半島

被中國人重視的理由是韓半島被什麼勢力如何利用將威脅到中國的心臟，而且還可以擔當東北地

區的防衛功能。 

如果以上述論據為基礎按照中國人的安保觀總括考察核心地帶、東北地區和韓半島三大地區

間的地政關係，那北韓是中國安保的前哨基地(outpost)，東北是前沿基地(advanced base)而關

內核心地帶是支援東北的後方支援基地(supporting base)。按照這種地緣政治上的相互關係，韓

半島爆發戰爭時北韓成為中國東北的前沿基地，東北成為後方的支援基地。事實上，韓戰就是按

照這種佈局進行的。現在中國對韓半島的政策是「三非三不願」845 從軍事地緣政治的觀點來看，

什麼人以何種狀態管理韓半島成為中國關心警惕的理由所在。換句話說，它與理念問題錯綜複雜

的交織在一起。也就是說，韓半島不管以具有正統性的統治權力建立哪種政治體制它都與中國的

國家統治理念一致，而且如果構成帶有反共形態的威脅，那隨之而來的就是對本國安保的深刻危

機意識。 

戰後，北韓金日成政權是提出以共產主義為國家理念的反美政治勢力。韓戰爆發前的1950年5

月中旬毛澤東和金日成約定韓半島統一後締結以中蘇同盟為模型的「中朝友好同盟合作互助條

約」。846所以，從中國防禦立場上來看，北韓政權統一韓半島或至少北韓政權的存續是中國安全

不可缺的緩衝國家(buffer state)，並希望這一狀態持續下去。 

然而，美軍逼近鴨綠江和豆滿江意味著保障本國安全的緩衝地帶的消失。這不能不說是嚴重

地威脅到了國家安全。即使美國不再進犯中國，如放任親美勢力掌握韓半島北端建立政權，其本

身就意味著中國的東北邊境將納入美國的影響圈內。面臨此種局面毛澤東是沒法安心的，他在

1950年10月2日的發言中就流露出擔憂「如果讓整個朝鮮被美國人占了去，朝鮮革命力量受到根本

失敗，則美國侵略者將更為猖獗，於整個東方都是不利的。」847  

                                            
844 Cho Soon-Sung, Korea in World Politics, 1940~195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7), p.5. 
845 三非指韓半島的非核化、南北韓間的非戰爭、北韓政權的非崩潰，三不願指不願韓半島與美國聯繫密切、

韓半島與中國進入競爭關係、南北韓與民族主義聯合。 
846 大韓民國外務部編譯，『韓國戰爭關聯蘇聯極秘 外交文書1949.1~1953.8』(首爾：編譯者)，25~26頁。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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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建國

以來毛澤東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年)，第1冊，5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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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憂慮意識並不局限於毛澤東自己，而是當時中國社會的普遍基調。韓戰爆發後，一般中

國知識份子更深刻地意識到韓半島「一衣帶水」、「一水相隔」、「唇齒相依」的關係。新中國

的政治精英們和親政府的知識份子之間把兩國關係比喻為「朝鮮的存亡與中國的安危密切相

關」，「 脣亡則齒寒，戶破則堂危」。848中國朝野這是在為自己介入韓半島尋找正當性，即將此

合理化為「中國人民支援朝鮮人民的抗美戰爭不只是道義上的責任，而且和我國全體人民的切身

利害密切地關聯著，是為自衛的必要性所決定的」。849 

這一論調至今還記錄在中國的官方書中。萬一對美國佔領北韓全境袖手旁觀，美軍就會直逼

鴨綠江邊，那樣一來中國就無法安心搞國家建設。而且國內國際的反革命勢力就會猖獗起來，中

國和亞洲各國都會陷入不利的境地。850 

中國社會對韓半島的這種廣泛意識和軍事介入的意識直接反映在中共領導層的決定進行「抗

美援朝戰爭」的決定上。1950年8月26日，周恩來主持召開了「中國人民解放軍東北邊防軍」作戰

準備會議，會上表達了中國參與援助北韓的戰爭不僅是兄弟國的問題也和中國東北有著不可分的

利害關係的宗旨。851中國軍隊進駐韓半島後在10月24日，周恩來再次評價道，「中朝是唇齒之

邦，唇亡則齒寒」，北韓「朝鮮如果被美帝國主義壓倒，我國東北就無法安定。」，「如果想吞

併中國必須先佔領東北，如果想佔領東北必須先佔領朝鮮。」852  

周恩來的講話暗示了中國和韓半島唇齒關係的地緣政治認識和對局勢的判斷都反映在國家政策

上。說服中國內部的反對派最終決定軍事介入的毛澤東也是把北韓政權和中國看成是「唇亡則齒

寒，戶破則堂危」的關係，以此為理由派兵。他也持有周恩來等贊成軍事介入者們的唇亡齒寒的

關係。8531951年10月23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的開幕詞

中指出，美國佔領臺灣侵略北韓打到了中國東北邊疆地區，所以中國人打出了「抗美援朝 保家衛

國」的旗號完全是正當的行為。854也就是說對韓半島進行武力介入是自衛的必要手段，美國不顧

中國的警告強行北進實際上是讓毛澤東看作是威脅國家安全的行為。就像Henry Kinssinger所提

及的，毛澤東也充分意識到如果無法在北韓抵擋美國，說不定會導致在中國領土內部與美國交戰

的危機意識。855 

中國領導人對本國安全的地緣政治危機意識是使毛澤東介入韓戰的主要動機。但是，這不是

決定的唯一原因，而是與其他原因交織在一起的。下一節將對此進行具體的論述。 

 

第三節 為達到國內政治目的而進行的國外戰場化 

 

新中國政權成立初期大體上面臨了如下五種國家性的課題。即一，通過收回史達林手中的利

權並與外國建立平等的外交關係來爭取真正的獨立。二，消滅殘留在大陸的國民黨部隊，特務和

                                            
848 牟安世，「從歷史上來看朝鮮受到侵略，中國不能置之不理」『長江日報』(1950年11月30日)。 
849 「中國各民主黨派關於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聯合宣言」『人民日報』(1950年11月5日)。 
850 胡繩主編，『中國共産黨的七十年』(北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年)，280頁。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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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頁。 
852 周恩來，「抗美援朝，保衛和平」(1950年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編，『周恩

來軍事文選』(北京：人民出版社，1997年)，第4卷，73頁。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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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頁。 
854 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的講話」(1951年10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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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頁。 
855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New York：Simon & Schuster, 1994), p.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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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實現國內的政治安定。三，攻佔臺灣和西藏完成國家的政治統一。四，是經濟恢復到戰前水

準，謀求國家財政安全和民生安定。五，通過促進土地改革構築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基礎等。 

中國在韓戰爆發之前，與以蘇聯為首的北韓、越南等亞洲國家以及東歐共產圈國家等十七個

國家建交，同時得到了英等七個國家的政權承認。856透過與史達林締結中蘇同盟條約收回了一部

分蘇聯在中國的利權。對分佈在中國的國民黨殘餘勢力也展開了最好的大掃蕩。雖然存在著地方

性的差異，但是中國政府從韓戰爆發之前就已經重新啟動工業設備，為經濟復甦實行了一連串的

政策。投入到經濟重建中的資本是毛澤東透過締結中蘇同盟條約而從蘇聯那裡得到的援助。土地

改革也是以區域為單位來著手進行，並取得了一定的成果。 

對毛澤東來說上述課題是中國政府投入所有力量最先解決的問題，但是要想解決這些問題達

到所期待的目標，國內的政治安定是必需的，同時更重要的是國境的安全。而且在打算早期徹底

結束內戰的形勢下是無法介入國內或國外的戰爭的。因為不得不擔心在推進國家建設的過程中的

失誤和恢復長久內戰帶來的經濟衰敗過程中技術和吸引資金途徑被阻斷。857特別是要避免和軍事

強國美國的戰爭。 

但是，像 Goncharov 所指出的那樣，判斷美國的最終目標是在此進出中國的毛澤東判斷與美

國之間的戰爭不可避免。858因為在北韓政權立刻要瓦解的情況下，只要挽救了他才能保證東北地

區的安全，也只有這樣最終中國不成為戰場的機率才大一些。在毛澤東的腦海裡美國作為帝國主

義國家被烙上了想成為世界霸權國家的烙印。所以，為了達成這一目的美國勢必要控制中國，如

果那樣的話遲早要進行戰爭，這樣考慮的毛澤東為此做好了與美國一戰的準備。859 

關於北韓政權瓦解的必要性在前文中我們已經做過充分的論述。其結果中包含著如果東北地

區受到美國的攻擊的話中國的中心地區將會變得危險的地緣政治的關係和毛澤東的擔心的內容。

就是美國不攻擊中國的話，北韓政權被韓國軍和美軍接收後不可避免的會有大量的北韓難民和北

韓軍湧進中國東北地區。如果的假設在 21世紀的今天也是有效的。那樣的話，中國受到的損失是

無法想像的。總之，為了不遭遇到金日成政權崩潰後的種種問題救助北韓是必要的。 

毛澤東如此重視中國東北地區的安保問題，除了該地區在保證北京和華北等中國重要核心地

區的安全之外，還有一個理由。那就是不僅僅因為東北地區位於中國重要核心地區的口脣處，更

重要的是此地區埋藏著大量的地下資源，而且還集中各種近代的工業設施。1950 年的當時東北地

區被分為熱河省，遼西省，遼東省，吉林省，松江省，黑龍江省等六個省和瀋陽，旅大，撫順，

鞍山，本溪等五個市，在還沒達到全國總面積 960 萬㎢一成的大約 79 萬㎢的土地上，集中了

                                            
856  除了英國承認中國政權的國家還有瑞士，丹麥，南斯拉夫，巴基斯坦，印尼和斯里蘭卡等。 
857 新中國成立時中國的經濟情況一句話就是暗淡。農業土地因為洪水喪失了 30~40%。工業和食品生產量在

戰前的 56%到 70~75%之間跌打盤旋。［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年)，下冊，

659 頁］。通貨膨脹嚴重，物價指數在 1949年 5 月比 1937年 6 月增加了足足三兆 6,807 億，處於一種無法控

制的情況。［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北京：人民出版社，1978 年)，下冊，183

頁］. 同時，以 1950 年為基準，包括國債和外債在內的國家財政收入還不到六十五億 1,900 萬元，而總支出

是 68 億 800 萬元，有二億 8,900 萬元的赤字。所以這樣的情況下吸引外資非常的迫切。［樓繼偉，『新中國

50年財政統計』(北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年)，23 頁］。 
858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81.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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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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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2 萬名人口，占著五億 5,196 萬名總人口的 5.3%8601949 年 10 月新中國成立之際，全國 70%

以上的工業和交通網集中在不過總領土 11.3%的東部沿海地區。861 這其中一半以上集中在東北地

區。 

事實上，當時無法擺脫落後農業國家地位的中國，集中擁有各種現代工業設備的地區只有東

北地區和上海廣州地區。上海和廣州地區以輕工業為主，東北地區重工業發達。東北地區的工業

中心地區是南滿鐵路和中東鐵路沿線的大連，鞍山，遼陽，撫順，本溪，瀋陽，長春，哈爾濱，

大慶和吉林省的通化等地。東北地區的重工業設備大部分都是日本留下的，主要集中在東北三省

中的遼寧省。此地區生產的工業產品和主要生產輕工業品的上海廣州地區不同，紡織產品，煤

炭，水泥，化學產品，汽車，飛機和各種軍需用品為主。因此，此地區不是具有一般意義上的重

工業，而是生產飛機等軍事武器的地方，所以可以說是新中國經濟復甦的基礎，經濟上占的比重

非常大，同時其軍事意義更加重大。 

東北地區按照中國中央政府制定的「1949 年工業生産修建計劃」，為了恢復經濟傾注了努

力，結果與重工業生產力基本被破壞的戰前相比有了很大的好轉。862東北地區的地下資源和主要

工業生產量以 1952 年為基準如下。原煤產量是 2,200 萬噸，占全國總煤產量 6,600 萬噸的三分之

一。原油產量是廿三萬 4,000 噸，占全國總產量四十三萬 6,000 噸的一半。所謂產業糧食的鋼鐵產

量達到了九十四萬 5,000 噸，將近占全國總產量一百卅四萬 9,000 萬噸的 70.5%。水泥產量是一百

卅一萬 4,000 噸，占全國總產量二百八十六萬 1,000 噸的 45.9%，化學肥料產量十萬 1,400 噸，占全

國總產量的十五萬 400 噸的 67.4%。863與其他地區相比，雖然首先考慮的是資本投入，東北地區的

主要重工業生產量占了全國總生產量的一半以上。拿占東北工業總生產量的大部分的大連舉例來

說，1949年 10 月的電器生產比 1947年增加了二倍以上，金屬機械的產量與 1948年增加了三倍。

飛躍性增加的鋼鐵每月的生產量比日據時期多了 64%。當年上半期特殊鋼的產量預想是原計劃的

195%，碳素鋼 165%，其他各種鋼鐵在當時一年中達到 120%以上，這樣的情況下，1946 年度的生

產量超過的十二倍。當年的汽車修理量是 1946年的五倍還多，新貨物車的產量超過了二倍半。864 

使得由於三年多的國共內戰而被破壞的經濟情況好轉，同時使得各種生產量達到戰前各年的

水準對中國政府來說是十萬火急的事情。865那樣的話要首先進行資本和技術的引入，此問題根據

                                            
860 韓戰當時中國東北有六個省，但是之後在 1954 年遼西省和遼東省被統和在遼寧省裡，熱河省在 1956 年被

廢除之後，被分割編入了華北省、遼寧省、內蒙古自治區。在此為了方便敍述，將分為遼寧省、吉林省、黑

龍江省。東北三省的人口根據中國的各個統計資料不統一。本文的統計是根據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

司編，『新中國五十年統計資料匯編』(北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年)， 1、265、290、315 頁所得來的資

料。但是因為五個省和被廢除的熱河省、遼西省、松江省的人口沒有被算入，所以全部加起來的話，實際東

北地區的總人口大約將近達到 4,000 萬。 
861 和此形成對比，當時新疆、甘肅、寧夏、靑海、四川、雲南、貴州、西藏等所謂的西部地區占了總領土的

56%，在如此龐大的地區裡工業生產總額還占不到 8%。盛斌，馮侖，『中國國內形勢的報告』(瀋陽：遼寧

人民出版社，1991年)，666 頁。 
862 東北人民政府把 1950 年東北整體預算的 40%投到了工業基礎設備建設部門，達到了投資總額的 77%。結

果 1950 年各種設備的生產能力得到了顯著提高。舉例說發電量與上年相比達到了 108.2%，鐵礦石達到了

384.8%，水泥達到了 131.8%，原油 139.5%，各種機器達到了 127.8%。西村成雄，『中國近代東北地域史硏

究』(京都：法津文化社，1984年)，437、442 頁。 
863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五十年統計資料匯編』(北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 年)，

127~129 頁。  
864 「大連工業展覽會一瞥」『人民日報』(1949年 10 月 13 日)，第 5版。 
865「史達林與毛澤東會談記錄」(1949 年 12 月 16 日)，沈志華著，『毛澤東、斯大林與韓戰－中蘇最高機密

檔案』(香港：天地圖書，1998年)，｀附錄＇，3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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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蘇同盟有了喘息的機會。但是解決這些的工業設備仍然不足。就是這樣當時東北地區的工業在

中國整體經濟恢復中也起到了牽引的作用。因此，中國領導層只要不放棄經濟建設就得保護東北

地區的工業設施。 

在上一節中已經確認過，周恩來認為中國與北韓是唇亡齒寒的關係，萬一北韓政權被美國打

敗，中國東北地區將不能安定，其具體的理由之一就是在此地區密集分佈的工業設施會受到美空

軍機的轟炸。周恩來說中國工業一半以上集中在東北，東北工業一半以上又集中在南部，還提醒

說在 1950 年 8 月 27 日和 10 月 23 日兩個月的時間裡，美軍機曾十二次侵犯過中國。除此之外，

最近不僅是在鴨綠江，還加強了在其對岸的寬甸進行示威、偵查、掃射和轟炸。隨之還強烈地反

問了如果美軍到達鴨綠江的話怎麼能保證安全地進行生產。按照周恩來說的，中國政府立刻從國

家財政總額中把 43%的軍事費用從 1951 年起縮減到 30%，其餘的 70%都用到了經濟復甦需要的經

濟建設設備和文教設施上，計畫通過提高生產力，進行人民生活的改善和購買農民的剩餘農作

物，發展日用品的生產等。866  

因此阻止美軍北進，就算是保護了東北工業地帶，但是如果不能保護戰鬥力供給來源的話，

工廠的稼動率就會下降。1949 年當時中國整體發展量是四十三億 1,000 萬 kwh，還不到 1941 年 

五十九億 5,000 萬 kwh 產量的 72.3%。867在東北地區過去日本投入了廿億多美元在松花江上游吉

林省吉林市東南方建立的小豐滿水力發電所和鴨綠江中流的水豐水力發電所，以及撫順、本溪、

阜新等的火力發電所。1944 年完工後，1950 年受中國政府的邀請，蘇聯專家進行了很大修補的小

豐滿水力發電所年發電 56 萬 kwh，可以供給東北北方地區的全部電力。868上述所有發電所的總體

法容量一百八十萬 1,000kwh，年發電量是五十億 kwh。這裡生產的電力通過東北各地達到一萬多

km的廿二萬伏特的高壓線傳送到主要工業地帶。869本文中由於需要提供的 1950年東北地區發電量

的統計並不詳細。根據中國政府的一個統計結果，1952 年度東北地區的發電量是廿九億 5,000 萬

kwh，占全國總電量七十二億 6,000 萬 kwh 的三分之一以上。870此電力並沒能滿足東北三省全部電

力需要量。 

上述發電所中規模最大的水豐大壩是在離鴨綠江河口的新義州大約 50km 的鴨綠江中流。水

豐發電所是日本在 1937 年攻擊開始之後從 1943 年開始發電的，當時雖然是「東方第二大型」發

電所，但是漏水嚴重，電質也不好。1948 年發生的大洪水中又受到了嚴重的損傷。根據中方資料

顯示，水豐發電所在 1948 年 3 月中方接手後得到蘇聯技術人員的支援，建成了不僅可以進行發

電，同時還可以抵擋洪水的多目的性的發電所。871但是大壩的所有權是北韓。在大壩複修過程中

很長一段時間因為電力的分配問題中國和北韓之間不合，1949 年在蘇聯的仲裁下，北韓向東北地

區的工業設施供給多餘電力，中方將不再干涉大壩的建設。872 

                                            
866周恩來，「抗美援朝，保衛和平」(1950 年 10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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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卷，73 頁。  
867 大公報社人民手冊編輯委員會編，『人民手冊』(天津：大公報社，1956年)，414 頁。 
868 劉少奇，「關於請蘇聯傳家修理小豐滿水電站問題給毛澤東等的電報」(1949 年 12 月)，中共中央文獻硏

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來劉少奇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年)，第 1冊，222~224 頁。 
869 徐燄，『蘇聯出兵中國東北紀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3年)，179 頁。 
870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五十年統計資料匯編』(北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 年)，

128 頁。  
871 大公報社人民手冊編輯委員會編，『人民手冊』(天津：大公報社，1956年)，434 頁。  
872 北韓接受了蘇聯提出的二個重建案中的一個，排除了中國人的參與，封鎖了日本人出於不益目的開設的通

向中國的出口，被排水口轉到了北韓方。對此，北京抗議江的一半在中國領土範圍內，大壩應該屬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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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沒能弄到水豐發電所的正確統計資料，所以無法算出其發電量和之後收到其供給地區的

電力總量。但是，北韓按照供給多餘發電量的約定，中國的瀋陽－大連建鐵路以東的莊河，丹

東，臨江，淸原和瀋陽西南的遼中等所謂的「南滿洲」地區一帶工業設施都是從水豐發電所達到

的電力供給，這一點是明確的。東北三省的主要工業設備主要集中在遼寧省，上述的南滿洲地區

占遼寧省的一半以上，所以可以推測水豐發電所得發電量相當大。 

水豐發電所滿足了南滿洲地區全部或者是相當部分的電力需要表明既是東北地區工業設施的

主要基礎，同時也是進行持續生產的電力供應源，上升到了一種戰略性的位置，所以有積極保護

的必要。那麼就應該把鴨綠江的水豐發電所掌握在手中。這一點實際上在毛澤東派兵之前的 1950

年 10 月 13 日，毛澤東擔心如果中國不派兵的話「東北地區會變得更加不利，東北邊防軍整體上

都會被束縛住手腳，南滿洲的電力也會受到控治」中得到了證明。873毛澤東為了保護水豐發電所

強調「當然得參戰，不參戰絕對不可以」，在「參戰的話好處會很大，但是如果不參戰的話損失

會很大」的判斷下派出了部隊。引述毛澤東的電文內容如下：「我們不出兵，讓敵人壓至鴨綠江

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不利，首先是對東北更不利，整個東北邊防軍將被吸

住，南滿(即瀋陽—大連間鐵路以東的莊河、丹東、臨江、淸原和瀋陽西南邊的遼中等地) 電力將

被控制。總之，我們認為應當參戰，必需參戰，參戰利益極大，不參戰損害極大。」874  

這一點印證了戰爭當時在韓國對於眾說紛紜的中共參戰理由的推測傳聞。當時散佈著這樣的

言論，在巷間感覺到本國領土受到美國威脅的中國茫然地決定幫助北韓不會造成大量人力犧牲和

物資的消耗；為了與北韓一起防禦鴨綠江的水豐大壩而決定參戰。875 

毛澤東沒有讓中國軍隊的主力進入豆滿江方向而是鴨綠江中下游把平安北道地區作為主戰場

的背景也和保護水豐大壩無關。綜合分析包括這一點以及其他的理由大體有以下的四點理由。  

第一，是因為他們預測在美軍主力攻擊這個地區的情況下，美軍不會在鴨綠江邊停止攻擊，

繼續進入中國的話就必須要通過朝中間的橋樑。朝中間雖然有幾條可以通過水路的道路，但是在

軍事上來說都規模太小而不能夠被靈活運用。就如同【圖七】一樣，在 1950年由北韓通中國的橋

樑中規模比較大可以供軍隊移動的主要有咸鏡北道的穩城－圖們，穩城－琿春，鐘城－龍井村間

的橋樑和平安北道的新義州－安東(現在的丹東)，滿浦鎭－輯安之間的橋樑，合起來大概有五

座。無論是從地理上還是歷史上來看，比起豆滿江等其他方面的橋樑，經過鴨綠江邊的橋樑進入

中國比其他的通道能夠更方便更快的進入中國的核心地帶。中國軍隊在參戰之前把東北邊防軍的

戰地指揮所設置在鴨綠江對面的安東也是出於這種考慮。第二，中國人民解放軍東北軍區的後方

根據地是以瀋陽為中心的地區，從瀋陽通往豆滿江方面的鐵路也必須向北拐，所以很難迅速展開

大規模的軍事移動。第三，毛澤東讓中國軍隊在平安北道一帶的主要交通要道上埋伏來擊破美

軍，我們可以判斷這是向保護這一地區北端的戰略目標即水豐大壩。換句話說就是意味著象徵美

軍主力要來進攻這一地區。與此有關 1950 年 8 月 9 日周恩來與人民解放軍代理總參謀長聶榮臻

                                                                                                                                
但是北韓當局從 1948 年起到翌年一直在進行單獨建設，說中共妨礙人力和設施進入不了中國。 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43~44.  
873 毛澤東，「關於我軍應當入朝參戰給周恩來的電報」(1950年 10 月 13 日)， 

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 』(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年)，第 1冊，556 頁。   
874 毛澤東，「關於我軍應當入朝參戰給周恩來的電報」(1950年 10 月 13 日)， 

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年)，第 1冊，556 頁。  
875 大韓民國國防部政訓局戰史編纂會編，『韓國戰爭一年誌』(首爾∶編者出版，1952 頁)，A20 頁。  



 232

聯名向東北軍區司令員高崗和賀晉年發出電報，說中共中央判斷在延吉、圖們地區發生大的敵情

的可能性很小，沒有必要在這地區配置大量兵力的必要，只是派隸屬於東北軍區的兵力強化這一

地區的警戒就可以了。這也是以此主張為依據的。並且他們還指示柴成文與倪蔚庭把這件事情轉

告金日成。876 第四，在不能排除蘇聯會介入戰爭的情況下，為在他們介入時讓他們進入豆滿江地

區而把豆滿江地區空了出來。  

 

【圖七】                       中國地政學地形圖 

 

＊地圖中用○標示的部分，為連結中朝兩國間的鐵路、道路等橋樑。 

 

綜合整理到目前為止論述的各種事項的話，中國軍隊參戰的動機或目標可以分為三種情況。

第一，救援處在生死關頭的北韓政權，第二，防止以後在中國國內重建時會遇到的集中局面的發

生。第三，同時保護東北地區和水豐大壩。在判斷美國不可避免地會攻擊中國東北地區的情況

下，在要對中國的重大事情負責的毛澤東的立場上來看，把為了達成上面的三種目的作為參戰的

理由已經足夠了，並且參戰也是不可避免的。所以他在向領導級的黨員強調參戰的不可避性和必

要性的同時把黨內的輿論推到了派兵的方向。但是毛澤東只是向黨員強調參戰的不可避性和可能

性是不足以說服他們和世界最強國美國展開戰爭的。還必須預先精密考慮介入後的情況變化和趕

走美軍的可能性，以及必須說服對參戰態度保持曖昧的領導幹部這個問題。  

與此有關，中國首腦部在考慮和檢討下面所說的派軍隊進入北韓會引起的一連串的連鎖反應

並準備好了對策。第一，有關美國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內的全面戰爭與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

性。這是在當時中國國內一般人中間沒有廣泛展開的問題。877 第二，即使不發生第三次世界大

戰，美軍有可能至少對中國的華北地區與東北地區的重工業以及軍事設施進行轟炸。第三，一直

尋找反攻大陸機會的蔣介石有可能出動國民黨軍在華東或華中地區登陸反攻或者作為聯合國軍的

                                            
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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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頁。  
877 「瀋陽各階層對朝鮮戰爭的反映」『內部參考』，第 178 號(1950 年 7 月 13 日)，39 頁；「杜魯門反動聲

明發表後蘇南武進農民和｀變天＇思想」『內部參考』，第 179 號(1950 年 7 月 15 日)，45 頁。 轉達國內民

間人中的氛圍的資料收錄在收集全國各地上報的資料以中共高級幹部為對象的國內外形勢的新聞報紙『內部

參考』上，很難一一地進行列舉。在這兒作為典據的資料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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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員參戰攻擊韓半島北部。在 1950 年 8 月 25 日就已經判斷臺灣的國民黨軍隊襲擊大陸沿海的可

能性比較大。878 第四，與國民黨有關係的殘存在各地的「反革命分子」的蠢動會變得更加讓人憂

心。第五，戰爭既是局限在韓半島，與美國進行長期戰爭的可能也很濃厚，這樣不僅會產生莫大

的人命犧牲也需要大量的物資，所以經濟重建就會變得更加遙遠。第六，蘇聯以中蘇同盟條約為

依據參戰的話，駐紮在中國東北地區的可能性很大，預想在戰爭進入長期化的情況下會增強對蘇

聯的依賴，蘇聯會對中國進行干涉。  

黨內多數的反對參戰派所提出的反對參戰道理的核心也是考慮到了這一點。即在政權建立還

沒有多長時間國內重建比較緊急的時期，對外必須避免戰爭特別是和最強國美國之間的戰爭的主

張是大體的立場。並且因為進行了長期戰爭，必須要給與培養元氣的休息時間。並且在建國還不

到一年，要進行的課題都已經選定，主張不到萬不得已不要介入戰爭是最好的。879 這是因為在美

軍攻擊東北地區的情況下必須要阻止招來上面所說課題延遲進行的有可能發生的事態。  

Goncharov 主張毛澤東的幾種參戰的動機中包含想誘導蘇聯參戰的成分。880 根據 Goncharov

的主張，無論是毛澤東達到了其想誘導的結果，還是蘇聯根據自身的判斷決定參戰，不論怎樣毛

澤東都想過蘇聯的介入。但是毛澤東判斷即使是蘇聯軍隊介入也不能夠進入中國，而有誘導其進

入北韓而不是中國的必要。  

綜合這些所有的因素來看，毛澤東判斷不僅有在美軍到達鴨綠江之前必須確保防禦陣地的需

要也有透過在聯合國軍北進的道路上設置埋伏給予敵人重大打擊的必要。這種戰術相當於地緣政

治上的對自己國土進行雙重保護的 Glacis 概念。Glacis 原來是指為自己國家的防禦越過作為國

境的山或山脈的頂峰來確保防禦的地盤。一個國家在面臨外侵的時候，如果在國境內部進行防禦

戰的話很容易就會被突破國境，所以越過國境確保一定程度的防禦地區在該地區進行防禦作戰，

這叫對自己國家的領土實行雙重保護(double projection)，這個地區就稱為 Glacis，也意味著

相同的防禦戰術。881 毛澤東在戰略上選擇了通過像這種先制攻擊的防禦戰略。   

除了這種軍事上的顧慮，毛澤東好像有想透過戰爭作為手段來確保和促進有效率的實現上述

課題的政治意圖。即通過用武力介入戰爭來使社會保持持續的緊張態勢，利用「美國威脅論」，

把進入群眾動員體制的群眾投入到實現政治性目的的事情中來。並且活用孫子的以兵嘗敵概念，

利用外部的威脅喚醒國民的中華主義意識，動員他們成為社會主義國家體制改革的基礎，同時構

想著把他們融合為符合社會主義國家理念的公民。即毛澤東為達成自己所構想的政治性目的，透

過在外部製造敵人造成威脅來達到內部的團結或使自己很容易的進行民眾動員。實際上毛澤東在

介入戰爭不久就發出「抗美援朝， 保家衛國」的號召，在全國不間斷的展開各種群眾大會，誘導

                                            
878 毛澤東，「軍委關於準備對付敵軍可能向潮山及海陸豊登陸襲擊的電報」(1950 年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

文獻硏究室編，『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年)，第 1冊，480 頁。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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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 Goncharov 主張毛澤東在決定派兵介入的時候考慮了幾種事項作為參戰的決定要因。即中國領導人相信中

國和蘇聯簽訂了中蘇同盟條約在東北亞成為事實的情況下可以預防美軍對中國重工業中心地東北的轟炸。確

定這一點的前提條件雖然在蘇聯方面，但是中國具有這種想法並且為此才參加戰爭。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82.  
881  任德淳，『地政學─理論과 實際』(首爾：法文社，1999年)，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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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獻不僅包括購買飛機等武器的費用甚至還有購買軍糧米等軍需品等的費用，得到了數量龐大的 

「獻納」。882  

 

第四節 中華主義的「報恩觀念」與大國意識的結合 

 

毛澤東介入韓戰的出發點在於優先考慮國家安保問題。這是理所當然的動機與目的。所有國

家都將抵禦外侵保全（Integrity）本國領土作為國家的首要目標，毛澤東也不例外。嚮往民主福

利的國家，則會將提高國民生活品質作為其次目標。 

但是在對外關係上，正如國家首腦個人的政治行為成為戰爭原因的情況非常少見一樣，毛澤

東介入韓戰其首要動機為國家安保，但也不僅限於這一動機。除國家安全以外，毛澤東不得不考

慮國內政治目的、救助北韓政權、與史達林維持關係等綜合因素。即除了政治目的等國內因素以

外，要綜合考慮對外因素。其中對外因素既與國家利益緊密相關，又是中共在理論上統一自身所

必備的因素。就其比重而言，毛澤東與史達林都沒有將他們公開宣傳的共產主義意識形態作為終

極目標，他們首先考慮的是國家利益與現實政治。 

前面深入探討過北韓政權的存續與中國安保之間的關係問題，最終得出結論，即它們始終貫

穿著為保障本國利益的動機，具體內容如下。第一、因為斷定本國安保危險。第二、因金日成政

權沒有追隨資本主義，而是嚮往共產主義理想，並且是親中國的，所以支援北韓使其政權得以延

續。這一點與中國不支援李承晚的理由一致。支援的結果，若中國能夠向北韓政權行使影響力則

錦上添花。但是對北韓政權行使影響力並不是中國進入北韓的最初目的。中國的歷史背景作為決

定介入的另一因素，在第二個動機形成的背後存在著。現在將闡述與此相關的問題。 

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共同武裝鬥爭是中共與北韓金日成政權聯繫緊密的歷史背景。在日帝失敗

後國共內戰時表現為對中共的支援。第一、無數韓人志士不僅參加了中國的反軍閥鬥爭，還參加

了中國共產革命。第二、以各種形態參加抗日運動。第三、解放以後國共內戰期間金日成一直站

在中共一邊，積極支援中共對國民黨的軍事作戰。 

日本帝國主義侵佔韓半島以後，無數愛國志士離開韓半島前往中國，正是這一時期韓人參加

了中國的反軍閥鬥爭與抗日鬥爭。這是因為韓中兩國同病相憐，均處於被帝國主義侵略並侵犯國

權的時代。韓半島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略，大韓帝國遭到滅亡，中國正處於因臭名昭彰的「二

十一條」而喪失國權的狀態。所謂「二十一條」指日本迫使中國北京政府接受保障日本在中國的

各種權益，並將中國變為日本保護國的規定條約。 

前往中國的韓人的抗日鬥爭始於十九世紀末的義兵活動，主要有兩種形式。一種形式是大韓

帝國滅亡以後，抗日義士為爭取獨立，逃亡到中國東北地區西間島、北間島及沿海州，開展武裝

鬥爭。另一種形式是到中國上海地區，為了爭取獨立利用外交手段，將重點放在構築與中國政府

的關係上。前者具有代表性的抗日獨立活動主要有：由洪範圖、徐一、金佐鎭帶領的北路軍政署

的活動與以李靑天為主的西路軍政署開展的各種武裝鬥爭。後者由韓半島合併後即刻前往中國的

曹成煥、申圭植等人以廣東、上海為中心，參加了打倒同意日本「二十一條」要求的反民眾賣國

                                            
882 這個事宜為毛澤東在決定參加韓戰時考慮的所謂唇亡齒寒的地緣政治因素以外的一個層面，一句話來說就

是國外的｀國內的政治因素＇，實際上這是與本論文的主題有密不可分的關係。但是這個必須要個別的單獨

論述才可以，因為是範圍很大的主題在這裡只是簡單的提一下。對此會再找機會進行詳細的論述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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賊袁世凱政權的活動，並在三一運動及在上海成立大韓民國臨時政府後開展了各種抗日活動。他

們受到了包括與北京軍閥政府對立的中國國民黨在內的在野人士的支援。883 

支持韓國獨立的在野人士不僅包括孫中山、戴季陶、胡漢民、唐紹儀、宋敎仁、陳果夫、朱

執信、鄒魯等中國國民黨內領導人，後來成為中共建黨發起人的李大釗、陳獨秀、周恩來等人也

通過『每週評論』，『天津學生聯合會報』，『覺悟』等各種雜誌與報紙來表明自己的立場。在

第一節已經闡述過孫中山等國民黨人士表明支持韓國獨立與毛澤東等中國共產主義者具體對韓國

獨立的支持與支援，這裡不再贅述。不論是中國國民黨還是中共建黨前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只要

是反對北京軍閥政府的在野政治勢力都發表了支持1919年三一運動的各種宣言與文章，其後繼續

從政治、經濟、道義上支援中國的韓人獨立義士。 

韓中兩國的抗日鬥爭是從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爭取獨立這一共同的目標下出發的，正因如此，

自從 1910年至1940年約卅年間，主要政治勢力的國民黨與共產黨才有可能排除中國軍閥政府，互

相協力支援。滯留中國境內的韓人獨立鬥士們按照個人的思想與政治取向，既有著重搞好與國民

黨之間關係的團體，也有在抵抗日帝的同時認為只有中國革命成功才能提前實現韓國獨立，而投

身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派別的人物。 

滯留中國境內的韓人於1920年代進入中國以來還參加了推進國共合作的北伐。不管是民族主

義還是共產主義，對中國革命宗旨感到共鳴的韓人從滿洲、西伯利亞、莫斯科、日本以及韓國大

舉聚集。因作品『阿里郎』而為我們熟知的韓國革命家金山具體揭示了這一時期為參加中國革命

前來的韓人人數。根據金山介紹，1925年僅廣州就有六十多名韓人在活動，二年後的1927年增至

八十多名。其中有不少人從象徵國共合作的黃埔軍官學校畢業後，參加了為反對向帝國主義列強

打開中國門戶的北京軍閥政府而推進的北伐，在異國為了中國革命光榮犧牲。884韓人在國共合作

的北伐期間，活躍於戰功最大的第四軍，1927年蔣介石的上海政變以後，仍支持國民黨左派的南

京政府，同年8月1日參加了中共組織的南昌起義。 

中國的韓人獨立鬥爭隨著其所依靠的中國國民黨與中共的分裂，自然地呈現出理念上的分裂

狀態，並在地域上被分散了。國共分裂以後，中共成為不合法的反政府團體轉入地下鬥爭，同時

受到國民黨軍的追擊，以滿洲為中心的日本也將侵略延伸到關內。受此影響，中國境內韓人的抗

日武裝鬥爭從1930年開始以滿洲為中心開展了起來。滿州地區的韓人武裝鬥爭中混雜著民族主義

與共產主義派別。共產主義派別的韓人參加了中共的各種組織，開展了韓中兩國的共同鬥爭。 

共產主義派別的韓人在1931年日本公開侵略東北的「九一八事變」以後，或參與中共以滿洲

為舞臺的抗日義勇軍885，或聯手開展抗日武裝鬥爭。886 1931年11月東北地區中2,000多名共產黨員

中韓人占85%以上。中共滿洲省委員會在東滿洲、北滿洲、南滿洲地區各縣持續組織了縣委員會，

許多韓人擔任縣委書記。887 1935年創立的東北抗日聯軍成為抗日聯軍第一軍、第二軍、第三軍、

第五軍、第六軍與第七軍的原型，保有廿多萬兵力與各種輕重武器。部隊裡有許多韓人，有不少

人擔任重要職務。由抗日聯軍第二軍發展成的東滿游擊隊中東滿洲地區的韓人占絕大多數。磐石

                                            
883 至於具體事實，參照胡春惠，『韓國獨立運動在中國』 (臺北：中華民國史料中心，1976年)，第二章。 
884 尼姆韋爾斯、金山，『在中國革命隊伍裡』(香港：南越出版社，1977年)，76~79頁。 
885 是中共旗下1933年5月以「東北人民革命軍」為名，結成的中國東北人民抗日武裝組織。其後於1936年2月

更名為「東北抗日聯軍」。 
886 具體事例參照김한규，『韓中關係史』，(首爾：아르케，1999年)，第2卷，950~954頁。 
887 『廷邊日報』 (1991年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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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擊隊是1932年中國人與韓人在哈馬河子一帶的抗日暴動中組織起來的，組織並指揮此部隊的人

就是韓國人中共黨員李紅光。李紅光日後擔任了抗日聯軍第一軍參謀長，在與日軍、滿洲軍的作

戰中犧牲了。金日成是抗日聯軍第一軍所屬師長。金策在趙尚志將軍麾下的抗日聯軍第三軍擔任

政治部主任，李福林擔任第一師長。抗日聯軍第六軍第一師師長馬德一、政治部副主任徐光海也

是韓人，在與日軍作戰中犧牲了。888 抗日聯軍日後改變為抗聯敎導旅團（又名國際旅或88旅），

中共領導人任命周保中為旅長，張壽籛為副旅長兼政治委員，崔石泉(即崔庸健)為參謀長。同時

教導旅成立了中共東北黨委員會，崔石泉任書記，周保中、馮仲雲、李兆麟是委員。889 1945年7

月，中共東北黨委員會重新改編時仍由周保中擔任書記，新東北臨時委員會由李兆麟、崔石泉、

金策、金光俠、王明貴、馮仲雲、彭施魯、魯東生、姜信泰與王一知等十三人組成。890 其中崔石

泉、金策、金光俠、姜信泰為韓人共產主義者。 

中共為了達成韓中兩國共同的抗日目標，沒有和民族主義隊伍的大韓民國臨時政府為敵且沒

有拒絕雙方的合作關係，但是解放後隨著國際政治形勢和理念上的分歧，中共斷絕了和韓國政府

的交流而和北韓政權結成了密切的關係。對於此已經在緒論部分有過論述。 

曾是東北抗日聯軍核心人物的周保中對中國和韓籍人在中國革命中的同志關係的淵源作過如

下的敍述。他說「十月革命後，朝鮮同志們逃往中國，投入到中國革命中。當時曾在日本艱難地

學習軍事知識的很多朝鮮同志在中國的雲南，黃埔，保定等地的軍事學校裡學習。1927年12月廣

州暴動時，891 崔庸健的屬下約一百六十多名韓人幾乎都犧牲了。他們在中國人的心中樹立了一塊

人工無法建造的紀念碑。」892 金日成也回顧說 「在中國的抗日戰爭中培養了許多朝鮮革命幹部

和義勇軍。」893，稱中共和北韓是「兄弟之邦」中共和北韓勞動黨是「兄弟黨」，這超越了古來

的東北亞作為歷史共同體的地緣政治關係，而是強調現實的共同利益關係。 

引導中國抗日戰爭勝利的韓籍人士的貢獻不止這些。他們在1945年終戰後的國共內戰中發揮

了更大的作用。國共內戰時和共軍站在一起和國民黨戰鬥的韓人有六萬2,942人。這其中延邊地區

有三萬4,855名，這個數目占了延邊地區參戰總人數的85%。換句話說，延邊地區和國民黨對抗的

武裝組織中韓籍人占了85%，這意味著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少數民族只占了15%。參加國共內戰犧牲

的韓籍人很多，有3,550名。僅是在吉林省就有2,262名。894   

除了居住在中國東北地區的朝鮮族加入共軍外，北韓政權還直接派兵對抗國民黨軍，把北韓

地區當成共軍的後方基地，提供訓練基地兵員等。朴明林解放後曾追溯過國共內戰時中共軍把北

韓作為後方基地或是作戰的必經之地的各種情況，據此，中共軍為了避開國民黨軍，從1946年下

半年開始通過滿浦鎭、惠山鎭、茂山、會寧等朝中國境的鐵路進入北韓後駐屯在從滿浦鎭到咸興

北道的淸津，從平安道的定州島到平壤和沙裏院一帶。不同的時期其兵力規模有所不同，到1946

年10月至少有一萬兵力，1947年至少從五萬名增加到七萬5,000名。北韓得到蘇聯的同意和協助，

                                            
888 超祺、林洪，「中朝人民的革命友情」『人民日報』(1950年11月13日)。 
889 楊蘇、楊美淸，『周保中將軍』(雲南：民族出版社，1998年)，406頁。 
890 「周保中」『解放軍將領傳』(北京：解放軍出版社，1985年)，242~245頁。 
891 1927年12月11日中共在廣東省廣州發動的反對國民黨的武裝起義。這武裝起義12日12日立即遭到國民黨軍

的鎮壓而失敗。 
892 趙素芬，『周保中將軍傳』(北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年)，484頁。 
893「金一成將軍會見記」『新華月報』(1951年4月)，1227頁。  
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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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頁。 



 237

給駐屯在這裡的共軍提供地方，同時還給予了機械，衣服和武器的支援。中共軍利用北韓作為軍

事作戰基地，這對於東北地區的中共軍的安全起了很大的作用。895  

除此之外，北韓從1946年起還直接派軍隊到中國支援共軍。在北韓到處設立了共軍支部。被

派往中國的北韓軍到達東北的集合所後，在可以認出是韓人的標誌都被清除掉後加入了共軍部

隊。同時，北韓還和共軍設立了軍事合作委員會，負責駐屯在北韓的共軍基地的工廠和休養地的

管理，共軍的移動和休息，北韓和共軍部隊的交替統治等業務。此軍事合作委員會由二名蘇聯軍

官和五名共軍軍官以及五名北韓軍軍官構成，武亭是北韓方的團長。1947年春天把在北韓的保安

幹部訓練所，結束訓練的士兵送往中國。有不確定的統計說其規模達到了三萬名，但當時正處於

創設軍隊的北韓是否有這麼大的兵力值得懷疑，據說統帥北韓軍的是北韓政權的實力者金策。總

之，曾為北韓合作委員會北韓方團長的武亭在1947年5月中旬和共軍軍官的討論中主張「在滿洲鬥

爭中朝鮮人流了大量的鮮血，作為代價中國應該向朝鮮轉讓間島」，從中可以看出很明顯的北韓

政權在東北地區從多個方面支持共軍和國民黨順利作戰。896  

在這樣的歷史背景下，很自然得到中國的大多數勞動者，農民和革命者們認為北韓曾經這麼

久的幫助過中國，中國也應該幫助北韓。897如果中國的一般階層這樣認為的話國家的領導層也會

感覺到一種國家義務感。作為大國以文化、歷史的自負感為基礎的中華主義觀念極強的中國人過

去從朝貢的藩屬國那裡，即使得到了很大的幫助也裝作不知道，這樣大國意識完全不被看重且傷

了自己的面子。一般，中國人的大國意識比鄰近其他民族優越的意識較為強烈。898在這一點上毛

澤東和周恩來也不例外。實際上雖然他們是主張四海平等並支持弱小國獨立的共產主義者，但是

像他們直接聲稱「中國是大國」那樣沒有去除大國意識。899  

中國首腦部從中華主義的報恩觀念上認識到應該支援北韓在很多方面都顯示出來了。中國領

導層基本上把曾經派遣到中國的韓籍士兵（至少有五萬名以上）幾乎全部都在金日成1949年準備

南侵時返還給北韓了。這在人道的觀念上並不是說把他們都返還到自己的祖國，而是為了實現國

家戰略性的目的採取的措施而已，實際上中國領導層並沒有爭取曾投身中國革命的這些韓半島南

北各地的士兵們的意思，而是通過把他們全部返還到北韓，讓北韓把幫助中國革命的功勞全部奪

去了。 

戰後返回北韓共軍隊伍的韓籍人士，在北韓政權建立的過程中擔當了主要角色。作為北韓最

高實力者的金日成與北韓政權的建設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崔庸健、金策、李福林和傳奇人物李紅光

是在中共領導下進行抗日鬥爭的代表性人物。除此之外，武亭、朴一禹、方虎山、金雄、金光

俠、姜健、崔賢、金昌德、金一、安吉等在北韓的政治軍事核心領導層形成中擔當主要角色的，

也是指導過抗日戰爭的一部分人。武亭是參與中共長征生存的韓籍士兵中的最高層人物。在韓戰

中和中國領導層的聯繫中起主要作用的朴一禹也是與中共幹部有著親密關係的人物。初期許多中

                                            
895 丁雪松、李思敬等7人，「回憶東北解放戰爭期間東北局駐朝鮮辦事處」，中共中央黨史資料徵集委員會

編『中共黨史資料』，第17輯，204頁。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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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247頁。 
897  예프게니  바자노프 ,  나딸리아  바자노프  著， 김광린  譯，『소련의  자료로  본  한국전쟁의 

전 말 （ 以 蘇 

聯的資料來看韓國戰爭的始末）』(首爾：圖書出版 열림，1998年)，115頁。 
898 「中華우월의식의 형성과정과 배경（中華優越意識的形成過程與背景）」，丁世鉉，『中蘇硏究』，第 

7卷 第1號。 
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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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輯，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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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層幹部們也有著在滿洲作戰的經驗。他們幾乎都根據一國一黨原則加入了中共，在短有十年長

則有廿年的時間裡，以共軍的身份在黨軍組織中作為同志形成了部下和長官間關係，或者是與中

共的革命家們聯繫擁有共同組織展開抗日的戰鬥經歷。 

按照詳細推測北韓軍支援中國軍的朴明林的研究，1949年當時的人民軍軍官的統計詳細地記

述了上述情況。即以「極密」檔保存的人民軍文化軍官的整體統計資料，1949年12月現在人民軍

文化幹部四百四十二名中有抗日聯軍的五名（1.1%），八路軍有四百四十二名(95.5%)，地下運動

有九名(2%)，其他有六名(1.4%)，大部分都是在中國進行過抗日鬥爭的人。即曾參加過中國抗日鬥

爭的軍官能達到97%，特別是占北韓軍總文化幹部95%以上的第八路軍隸屬於中國國民黨，軍需物

品從中國國民政府那裡得到供應，但是作戰過程等部隊運營方面受毛澤東的領導，像朴明林指出

的那樣，在北韓的文化幹部中96%以上和中共有著密切的關係，說北韓軍幹部的「全部」是共軍

出身也不過分。特別是文化軍官是曾經當任過國內的政治和思想教育的人，所以軍內受到的中國

影響更大。這其中最少90%以上，而且8%都是有著五年以上的抗日戰爭經驗和國共參戰經驗。900而

且被編入北韓軍的至少五萬名以上的韓籍出身的士兵們支持著這些人。   

中國國家副主席劉少奇在1950年1月末會見北京大使李周淵時說「中朝兩國， 國境毗連， 同

受帝國主義之壓迫，並爲反對帝國主義進行了長期的共同鬪爭」，並強調兩國有著共同的利益。

1950年8月周恩來也強調說「朝鮮民族是勤勞而勇敢的民族，與中華民族有著血肉關係」，朝鮮民

族（此時的朝鮮民族就是指北韓政權）曾幫助過中國人民，現在也在抵抗著帝國主義的侵略，中

國當然應該支持支援他們。901周恩來說到的應該幫助北韓政權理由有兩條。首先中韓兩民族有著

血緣關係，其次過去曾幫助過中國的北韓現在正受著帝國主義的侵略，1950年9月22日中國外交部

答辯人的聲明更加直接的明確了中國的報恩意思。即「在中國革命的各個時期中，居留中國的朝

鮮人民曾參加了中國革命戰爭，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爲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反動勢力而

鬪爭，中國人民對他們這種俠義行爲，永遠感念不忘」，中國現在勝利了「以後將永遠站在朝鮮

人民這邊，正如數十年來朝鮮人民站在中國人民這邊一樣，堅決地反對美帝國主義侵略朝鮮的罪

行，堅決地反對美帝國主義擴大戰爭的陰謀」。902   

關於中國支援北韓被當成一種義務他回答說北韓政權和中國有著共同的血脈意識和理念上的

同志關係。與此相關，北韓領導層的認知在擔任駐中國北京大使李周淵發給劉少奇的文書中就很

完善地表現出來。「朝中兩國，疆界毗連，在歷史上我兩國人民物質生活與文化之交流原甚密

切，由於殘暴的帝國主義之侵略與反動統治，使我兩國之友善關係在長期間無由充分實現」，但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聯在歐洲和東方通過打敗德國和日本帝國主義，解放了許多被壓迫的

民眾，隨之北韓擺脫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建立了新的國家，中國也在「反對帝國主義及其

走狗蔣介石反動統治的人民解放戰爭中獲得了偉大勝利，並建立了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兩

國在為了建立獨立自主國家的鬥爭中曾經互相幫助過。現在兩國在共同利益的基礎上，應該建立

更加密切的友好關係。903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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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頁。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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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頁。 
902 『新華月報』，1950年 9月22日，新華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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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48~49頁。 
903 「李周淵大使向劉少奇副主席遞交國書時所致的頌詞」(1950年1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

人民畵報社編輯，『解密外交文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檔案交』(北京：中國畵報出版社，2006年)，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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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領導層在戰爭前的準備階段，和戰爭爆發後一直把中國東北地區的朝鮮族徵集起來作為

北韓軍派到北韓。韓籍士兵進入北韓增強了北韓軍的戰鬥力，在金日成準備南侵的過程中起到了

幫助作用。看起來朝鮮族是自發地擁護兵力募集，因為朝鮮族擁護徵集的比率比東北地區所有的

居民還多到二倍之多。904   

有人主張中國支援北韓是對抗帝國主義戰略手段中的一環。為了整體共產主義國家的利益，

即根據反帝國主義的理念而決定出兵反對美國的世界霸權。905這一主張實際上在毛澤東談到關於

支援北韓的意義時說到「朝鮮是我國友好隣國」，所以從 「我們給予支援是履行自己的無産階級

國際主義義務」的事實上來看也是妥當的。906從毛澤東的言談中可以看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觀

念。 

然而，這一觀點還需要重新考慮，因為在第二章中已經提到，毛澤東與金日成締結了亞洲反

帝同盟之後，收到了發動對美戰爭的請求，並以時機尚早的理由予以拒絕。從這一事實我們可以

瞭解到，以上觀點是避開了本質的主張。與此相比，中國軍事介入的首要目的是援救北韓的政

權，而不是對北韓政權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支援。當然中國與蘇聯共同標榜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援助

具有相同共產政權的北韓，這件事本身是符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行為。依照馬克思、恩格斯的

「共產黨宣言」，無產階級應該超越自身祖國的範圍，團結全世界的勞動者，所以具有國際性。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自從馬克思與恩格斯時代以來，一直被當作理論的精髓，它認為世界不應該按

照國家與民族來劃分，而應按照階級來劃分。Zagladin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與所有國家的工

人階級和工人的利害關係相連的共同體，即其表現為在爭取具有革命性的社會變革團結一致」。
907在現實中的意義為，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間的對決鬥爭中，工人階級歸屬與那一陣營的問題

上，與本國政府無關，應盡力支持和援助社會主義國家。 

眾所周知，中共的理念出發點是1920年創黨時標榜的黨綱中提到的，「徹底的無產階級共產

主義革命」將一直進行下去，直到階級鬥爭終止。908中共在從國民黨手中奪取政權的過程中，也

是通過共產國際得到蘇聯的指導、人才培養和金錢支援。特別是初期建黨後幾年間，如沒有得到

蘇聯的集中經濟支援，有可能不會成為一個大眾政黨。新中國成立後，雖然中國的經濟困難，但

是作為執政黨，每年還需要履行通過蘇聯共產黨聯絡部向其他國家共產黨提供經濟支援的義務。

其中也可能包含了對蘇聯報答的含義。909新中國成立後，毛澤東所謂的「國際主義」的具體內容

就是指新中蘇同盟條約，在帝國主義勢力企圖攻打中國時，可以向蘇聯請求援助。910同一脈絡，

當作為兄弟國的弱小國家受到帝國主義的威脅時，中國也可以支援他們。毛澤東在新中國成立前

後的「蘇聯一邊倒」表明了向蘇聯請求支援的理由，在與蘇聯的外交關係中，也只能以一種隨同

                                            
904 徐澤榮，「“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之始末與目標＂分章摘要」『傳記文學』，第77卷第4期(2000年10月號)，

49頁。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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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頁。此外還有沈志

華的主張。 
906 同上書，71頁。 
907  V. V. Zagladin ed., The World Communist Movement：Outline of Strategy and Tactics(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 

1973), pp.441~442. 
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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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頁。 
909 楊尙昆，『楊尙昆回憶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年)，296頁。 
910 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六次會議上的講話」(1950年4月11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建

國以來毛澤東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年)，第1冊，2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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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姿態來處理。 

同樣的觀點，事實上中國也有支援無產階級兄弟黨北韓共產黨的義務。特別是認為日本帝國

主義的中國侵略戰爭是從韓半島開始的毛澤東，韓半島的共產革命不僅是對抗日本帝國主義鬥爭

的最終階段，而且確定了抗日戰爭的勝利與韓半島革命的不可分割的關係。出於這樣的原因，中

共領導層在抗日戰爭後預測了北韓革命，並有積極支持的意圖是正常的。這樣既赤化了韓半島，

又自動鞏固了本國的安全，是件一舉兩得的事。毛澤東曾期待如果日本戰敗，韓半島將成為追隨

毛澤東革命路線的親中國政治勢力。與此相關，在過去學術界一直提起的主張，即如果北韓被美

軍佔領，不僅北韓的社會主義革命會失敗，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也會變得很困難。進一步說為防

止亞洲整個地區的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受挫，中國才加入戰爭的說明，也是妥當的。911 

然而，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跳躍到以下的主張就有些困難。認為中國對北韓的軍事支援是出

於反帝理念的構想，是分擔促進中蘇兩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作用的一環，這一主張只注意到了事

物的一個面。事實上，在1949年7月劉少奇訪問莫斯科，史達林在與劉少奇對國際局勢交換意見

時，曾建議為促進世界革命與亞洲革命，最好蘇聯以西歐的革命運動為重點，中國負責亞洲弱小

國家的革命運動。並以此試探毛澤東的意思。912史達林在與美國在全世界範圍內的競爭中已經疲

憊，為得到片刻的休息，將對亞洲共產革命的支援交給中國。事實上，蘇聯是想把力量集中在恢

復經濟與鞏固以莫斯科為代表的蘇聯安保核心地區在歐洲方面的安全。以此為依據，學術界有的

學者認為中國似乎同意了蘇聯的這一構想，913從原則的立場出發，中國對於這一提案沒有反對。

但也沒有明確地回應接受這樣的角色。劉少奇對史達林包含著贊成意義的提議，並沒有一味地接

受，避開了對贊成與否作直接回答。如上所述，毛澤東也拒絕了將韓戰發展成為共產陣營與資本

主義之間的戰爭。雖然認證了對亞洲弱小國家的共產革命進行鼓勵和支援的義務性，但對於不得

不先考慮國內情況的中國領導層來說，史達林的提議時機尚早。所以我們必須警惕那些認為蘇聯

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促進亞洲革命運動是中國的任務的主張。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在認識中蘇關係時必須強調的概念，同時也是在認識史達林與中國的關

係時首先要強調的。它是為對抗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國家，是相互約束的名義，並不是中蘇同盟

的本質目的。對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理念性原因的含義理解，中蘇兩國存在著差異。首先，蘇

聯在反西方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名義下，將其他共產國家活用為謀求本國利益的工具。 

「蘇聯以掌握所有國家的無產階級權利為目的，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推動力⋯⋯作為在掌握了

全世界無產階級政治權力時應樹立的榜樣⋯⋯是所有生活在領土內的國家和民族間的兄弟情的原

型⋯⋯對蘇聯來說，國際無產階級組織了為征服帝國主義政權進行的勇敢而堅決的大眾活動與鬥

爭⋯⋯所有的共產黨都應該忠實地跟隨莫斯科。」914 

蘇聯以上述的共產國際的綱領作為金科玉律，在1920年代建黨開始，通過共產國際無視中國

的實情，教條地指導了中國革命。但在由於對中共採取敵對政策的蔣介石導致了第一次國共合作

                                            
911 Peter van Ness, Revolu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Peking's Support for Wars of National Liberatio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12.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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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413頁。 
913 金東吉，「三國同謀論分析：朝鮮戰爭的起源的再思考」，2006年 第1回 中國近現代史學會 定例發表

會，提出論文42頁。 
914 벤둘카 쿠발코바, 알버트 크뤽샹크 共著， 김성주 譯，『마르크스주의와 國際關係論（馬克思主義與 

國際關係論） 』(首爾：한길사，1990年)，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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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他們則把責任都轉嫁給了中共的領導人。915隨後，1930年代蘇聯不僅不斷通過共產國際進

行教條的軍事指揮，並在1940年代慫恿毛澤東不要推翻國民黨，在蔣介石領導的聯合政府裡行使

一定的權利。在1949年4月中蘇決定追擊國民黨時，甚至勸說中共不要渡長江。 

新中國成立後，中蘇兩國雖然締結了中蘇同盟，但在締結過程中史達林表現出的高壓姿態和

本國利益優先的傾向，沒能完全消除毛澤東對史達林的舊怨，留下了心理上的陰影。在韓戰前期

隱藏在兩者間的緊張也是由此產生的。如果史達林中斷在之後的以世界無產階級共產主義化的理

念為前提，為謀求本國的利益利用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意圖，這一不良影響可能會消失；但因為

沒能中斷所以沒能完全解除。而且，蘇聯在實現共產主義思想之前採用和平的手段解決與資本主

義國家間的階級矛盾，所以接受了「和平共存」的原則。與為防止世界範圍內的階級矛盾和核戰

爭相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起到了盾牌的作用。916 

史達林只在符合本國利益的範圍內對別國進行支援，這一點在他與Milovan Djilas的對話中

可以明顯的體會到。 

「莫斯科在中國革命、西班牙革命、南斯拉夫革命的關鍵時刻，總是以各種方法中斷援助，

主要的主張認為這是由於史達林反對一般的革命。但這不一定就是對的。只有當其他國家的革命

超越了蘇聯的利益，當蘇聯的利益受到損害時，他是反對的。他本能地認為在莫斯科以外建立的

革命中心威脅到了他對世界共產主義的最高指揮權。這就是他對其他地區的革命，只在可以控制

的範圍內進行支援的理由，當革命脫離了他的控制，他總是做好了隨時將其棄之不理。我現在依

然主張關於這點，蘇聯政府的政策沒有根本的變化。」917 

相反，中國是從以下角度認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理念的：唇亡齒寒的國家安保概念，與蘇聯

關係中的互利共存。所以這說明，中國不只是從蘇聯繼承。毛澤東表現出與立足於無產階級國際

主義的理念相比，更重視維持與史達林的關係。因為毛澤東清楚地知道，如果他不清算與史達林

的債務，繼續依靠史達林的話，史達林是不會提供新中國國家建設中急需的各種外交支援，軍事

保護，經濟支援等。因此立即派兵就是償還舊債，獲得新任務的唯一辦法。918與支援時機尚早的

落後國家的共產革命相比，更重要的是在援助北韓政權的名義下，接受蘇聯的軍事武器和裝備，

利用蘇聯的經驗使落後的中國軍隊現代化。當時中國將蘇聯作為中國的國防、工業、農業、科學

技術四個現代化的模型。毛澤東在1950年2月17日完成蘇聯訪問，離開莫斯科的告別演說中，描述

了他在停留期間視察的工廠、農場等地的先進面貌，並評價說這些「偉大的」成果均是由於史達

林的指導的結果，蘇聯的工業化都是史達林的功勞，讚揚了蘇聯的社會主義建設。 

隨即，毛澤東闡明通過這次訪問，中共能確定對所信仰的社會主義宗主國的認識的正確性，

中國在經濟，文化及國家建設等方面將以蘇聯為榜樣。919中國的人民海防軍將引進蘇聯的武器裝

                                            
915  關 於 史達林為了維持或擴大本國的國家利益而利用中共的事實已有不少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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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lin, “To Molotov and Bukharin", 

Stalin's Letter to Molotov, 1925~1936, edited by Lars T. Lih, etc,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Catherine A. Fitzpatrick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39~142. 
916 벤둘카 쿠발코바, 알버트 크뤽샹크 共著，김성주 譯，『마르크스주의와 國際關係論（馬克思主義與 

國際關係論）』(首爾：한길사，1990年)，113頁。 
917 Milovan Djilas,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New York：Harvest Book, 1962), p.132。 
918 徐澤榮，「“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之始末與目標＂分章摘要」『傳記文學』，第77卷第4期(2000年10月號)，

46頁。 
919毛澤東，「在莫斯科車站的臨別演說」（1950年2月17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來毛澤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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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並在此基礎上建立符合中國國情的軍事技術和兵種，發展軍事工業。最終，中國著手沒多久

的經濟復興推動了軍事工業的發展，並將軍事工業的發展作為臺灣海防的原動力。為了幫助處於

崩潰危機中的北韓政權，在國內及國際上顯示共產主義的道德性，並從中獲利。當然那時的利益

是指，可以從支援軍事裝備、支援經濟、派遣軍事顧問團等活動中獲得的國家利益的總稱。 

基於上述內容，可以很自然的得出，毛澤東向北韓派兵是消除史達林對自己的疑心的一種手

段。中國學術界持這一觀點的代表學者有楊奎松和沈志華。他們認為這一舉動也有改善中蘇兩國

共產黨間互不信任的緊張關係的意圖。依照沈志華的看法，毛澤東決定向北韓派兵的理由是「避

免被人指責走上狄托式的道路，而新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中處於孤立地位」。920如同在第二章我

們已經提及，史達林把毛澤東看作亞洲的狄托。毛澤東和史達林之間，在過去中國革命過程中就

有恩怨。特別是在從1941年到1942年毛澤東沒有和史達林合作。在1949年4月左右，史達林曾勸說

想要消滅蔣介石政府的毛澤東不要對國民黨進行軍事追擊，慫恿毛澤東進行國共合作建立聯合政

府。在中蘇同盟締結之際，史達林曾對自己過去在中共問題上的過失表示歉意，似乎在一定程度

上解除了舊恩怨，但在毛澤東的回憶資料中表明，由中蘇同盟締結的條件引起的舊恩怨並沒有完

全消除。 

與對強國蘇聯那種不可名狀的感情相比，中國對北韓則具有理念上的同質性、同文同種的歷

史親緣性、對獻身於抗日運動和中國革命的韓人的報答之情，是一種手足情。這樣的意識，在對

西方帝國主義方面轉換為以中華民族文化優越性為代表的排外行為。921 Allen S. Whiting 認為

中國加入韓戰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人具有對外國人的無理仇視（Xenophobia）和強大的排外意

識。922 

 

第五節 檢討戰爭勝算及毛澤東的主戰意志 

 

韓國軍隊與美軍佔領平壤、北韓政權的崩潰危機、史達林勸告北韓首腦部應做好逃亡準備，

要求北京做出重大而堅決的措施。為了在韓半島內阻止北上的「美帝國主義」，防止韓半島被佔

領，中國不僅要挽回北韓政權的社會主義革命成果，更要避免包括中國經濟重建在內的社會主義

革命受到挫折。但這一問題，不能只憑意志來解決。即使中國可以以保障本國安全和支援北韓政

權的名義參戰，但中國首腦部不能不考慮在參戰後是否能取得與美軍作戰的勝利就盲目加入戰

爭。也就是說，雖然已經具備了軍事派兵的必要性和名分，但還需要對參戰後擊退美軍的可能性

進行縝密的分析。在上一章已經充分討論了毛澤東在說服中共內領導層人士時，對參戰的必要性

和名分的說明。這裡我們將討論中國首腦部對勝利可能性的預測。 

如果毛澤東決定參戰，加入戰爭的目的不能由參戰本身得到滿足，一定會對參戰條件及其他

所有可以想到的可能性分析，然後再作出決定，這樣的想法才是符合道理。因為國家的領導人在

做出如對外宣戰或加入戰爭等重大決定時，一定會對成功的可能性和問題進行綜合討論和深思熟

慮。據說，中國首腦部在從1950年5月金日成訪問北京，到同年10月上旬金日成要求北京支援，約

                                                                                                                                
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年），第1冊，266頁。 
920 沈志華，「朝鮮戰爭研究綜述：新材料和中新國看法」『中共黨史研究』，1997年第1期，87頁。 
921 張玉法，『中國近代現代史』（臺北：東華書局，1991年第12版），137∼138頁。 
922 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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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月期間，對於應否介入韓戰一共討論了九回。923 這些討論均在中共政治局會議或中共政治局

擴大會議上進行。在這期間，特別是1950年10月6日前後，在東北邊防軍的主要指揮官的意見，和

在北韓進行偵察的彭德懷的判斷基礎上，毛澤東對預想的情況作了深刻的分析。 

中共軍隊未來戰場的考察情況如下。第四十二軍軍長吳瑞林在1950年7月初，與作戰處長侯顯

堂、情報處長孫熙善及幾名參謀，一起化裝成列車員秘密進入北韓，進行了六天的地形偵查。這

件事情的始末是：6月30日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高崗把吳瑞林召到瀋陽並指示第四十二軍集結在

鴨綠江地區，然後吳瑞林提出了對北韓地區進行偵察的建議，並得到了高崗的批准，事先並沒有

通知北韓領導層。地形調查的路線是從安東坐火車經新義州到平壤，然後在平壤換車經過熙川，

對滿浦鎮、江界與中國的輯安多次考察後，按原路經平壤在安東歸隊。在這期間還考察了中部的

臨江與東部地區。結果得出的結論是，臨江的水很淺，在橋樑被炸毀或崩塌的情況下，可以不需

要浮橋直接渡江。第四十二軍的偵查隊在中國軍進入北韓之前的10月16日還進入北韓地區進行了

偵查活動。924 彭德懷不僅檢查了鴨綠江的渡江地點，還潛入北韓的德川地區，並把測定觀察到的

內容報告毛澤東。 

這樣，毛澤東首先接受了彭德懷等主要野戰軍指揮官的建議，將派兵延期，然後集中分析了

美軍的戰略、戰爭環境及條件。毛澤東分析美軍的弱點有三個。第一，戰線過長。毛澤東把世界

看作共產陣營與民主陣營的對決，這一判斷反映了毛澤東的主觀想法。美國從德國的柏林到韓半

島形成了跨越世界的戰線。第二，由於戰線過長，輸送補給線經過大西洋和太平洋兩大洋。第

三，戰鬥力弱。925毛澤東雖然很慎重地看待與美軍的對決，但樂觀地評價了他們的戰鬥力。即

「要有與美國人打仗的高度思想準備，要有克服一切可能發生的困難的決心，只要做到這些就能

取得勝利，（但是）美軍的戰鬥力不如蔣介石的一些戰鬥力強的部隊。」戰鬥意志也不堅強。 

結果毛澤東得出能趕走美軍取得勝利的結論，大體上可以整理為兩點，即壓制美國的可能

性，與對戰後將要發生的一連串事態的對策。關於對策腹稿如下，首先預測勝利可能性的依據。 

第一，將進行的戰爭定義為「正義的」反侵略戰。實際上，毛澤東將參戰規定為正義的戰

爭。這是對資本家間戰爭的否定，是通過正當的手段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定義的工人與資本家

間的戰爭，或是在緊迫的革命中的戰爭。與將中國的介入定義為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戰爭相

比，由於優先考慮國家利益的成分很大，已經離開了正義非正義的範疇。總之，他認為這是一場

兵力充足士氣旺盛的「正義之戰」，高度評價了中國軍隊以陳舊劣質的裝備，戰勝了裝備精良的

敵人的豐富戰鬥經驗。還討論了他們敏捷的戰術，及不畏懼犧牲和痛苦與其作鬥爭的戰鬥精神。

他對人民戰爭和軍隊精神力量的強調，主要是來自抗日戰爭的勝利中得到的經驗。美國的一位觀

察家評論道，毛澤東取得抗戰勝利的原因不是因為他控制了日本的攻擊，而是理解了他們的本

質，並以此掌握在黨內的領導權，最重要的是掌握了人民的愛國主義與反侵略的所有力量。926 

第二，在戰爭進行時，可以將中國的東北作為解決軍需補給、後勤提供、補充兵力等問題的

後方基地。與此相反，美軍的補給線很長，兵力也分散。 

第三，即使美國利用空軍對中國的沿海地區的大城市與工業基地進行轟炸，利用海軍進攻中

                                            
923 徐澤榮，「“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之始末與目標＂分章摘要」『傳記文學』，第77卷第4期(2000年10月號)，

50頁。 
924 吳瑞林，『抗美援朝中的第42軍』(北京：金城出版社，1995年)，22~24頁，57頁。 
925 逢先知、李捷著，「毛澤東與抗美援朝」『黨的文獻』，2000年第4期，37~38頁。 
926 愛德格·斯諾，『斯諾文集』(重慶：新華出版社，1984年)，第4冊，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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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沿海地區，如同1945年以後的「海防戰爭」末期數年間的經驗，作出了如果做好充分的準備

就能取得勝利的判斷。927 

毛澤東的判斷反映了他的戰爭觀。他相信即使科學技術先進，武器裝備的性能優秀令人恐

懼，無論在哪裡能決定戰爭勝敗的都是人類的精神。事實上，上面已經詳細提示過，當時中國在

經濟、軍事方面都遠遠地落後於美國。雖然沒有充分的進行全力戰的兵力，他還是決定介入對美

作戰。張曙光把這一事實解釋為相信與武器和技術相比人類的精神更優秀的毛澤東的軍事浪漫主

義。928這是毛澤東的「人類精神萬能主義」。 

毛澤東對充滿了自信的戰鬥力的評價設定了積極的戰爭防禦方針和目標，同時將堅守「平壤

－元山線」戰略線作為最早的戰略指導。如同已經在上一章提到的，關於這在10月14日他發給在

蘇聯的周恩來的電文中曾提到。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中國軍越過鴨綠江的國境線後，在平壤－元

山線鐵路以北地區和德川、寧遠以南地區構築了防禦線。毛澤東作出了如下判斷：「如敵來攻則

在陣地前面分割殲滅之」，「如敵人固守平壤、元山不出，則我軍亦不去打平壤、元山」， 或者

「在我軍的裝備訓練完畢，空中和地上均對敵軍具有壓倒的優勢條件之後，再去攻擊平壤、元山

等處，即在六個月以後再談攻擊問題。我們這樣做是有把握的和很有利益的。」這個事實表明了

蘇聯共軍的支援是戰爭的重要變數。從另一個角度看，中國學術界的徐焰主張，也許是毛澤東受

到了林彪的「出而不戰」想法的影響。929 

毛澤東預計，不久通過與美國進行的幾次交戰，將驗證他在對第卅八軍第二次戰區經驗總評

時提到的「對於具有高度優良裝備及有制空權的美國軍隊，是完全能夠戰勝的」。930然而在與美

軍的戰鬥中，由於參戰產生的所有問題並沒有因為有取勝的可能而解決。應在戰略水準上會發生

的各種事態作好防備準備。因為不能說取得與美軍作戰的勝利就可以取得中美戰爭的最後勝利。

毛澤東預想，以對美戰爭為目的向韓半島派兵，以後將會出現如下幾個連鎖情況。 

第一，美國挑起的全面戰會有可能引起使用核武器的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是當時從韓戰爆發

之後起，在中國全國廣泛流傳的中國一般百姓的憂慮。美國在向中國公開宣戰後，對中國的許多

城市和工業基地進行了轟炸，海軍對中國沿海城市進行攻擊，並支援臺灣國民黨進攻大陸。同

時，由於裝備落後的關係在韓半島不能大量殲滅美軍，造成戰爭進入緩和狀態，這影響到了中國

所有的經濟建設與恢復，以致可能招來中國國內非中共的知識份子、名流人士的不滿。這是最不

利的結果。第二，可以預想到即使不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美國至少將轟炸東北的重工業及軍事

設施。第三，一直尋找機會對大陸進行反攻的蔣介石可能從華中、華南地區登陸並實施反擊，或

者國民黨作為聯合國的一員可能加入韓半島的戰爭。第四，有可能引起與國民黨相連的各地殘存

「反革命分子」的蠢蠢欲動。第五，即使戰爭只局限在韓半島內，與美國進行長期戰的可能性較

大，如果這樣不僅造成了巨大的人力犧牲，還消耗了大量的物資，影響了經濟的再建設。第六，

戰爭進入長期化，將導致對蘇聯依靠的深化及蘇聯對中國的干涉。 

對此的對策如下：第一，毛澤東絕對不怕與美國殲滅戰及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也不擔心

                                            
927 胡繩主編，『中國共産黨的七十年』(北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年)，280~281頁。 
928 Zhang, Shu Guang, 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China and the Korean War,1950~1953(Lawrence：University of 

Kansas, 1995), pp.29~30.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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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頁。 
930 毛澤東，「軍委轉發三八軍在第二次戰役中作戰經驗總結的批語」(1950年12月18日)，中共中央文獻硏究

室編，『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年)，第1冊，7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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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使用核武器。毛澤東不信任事前北京領導層傳達的美軍不會越過鴨綠江的說法，認為即使導

致本國軍事介入世界大戰，只要將「人民戰爭」進行到底一定會取得勝利。第二，對美空軍炮轟

東北地區的重工業設備與軍事設施及中國華東沿海地區的可能性作了各種準備。毛澤東在1950年

10月後，指示不僅在首都北京，一直到南方廣州的全國沿海各大城市配置了航空兵師與高射炮兵

團。並於10月31日組成了全國防空籌備委員會，任命周恩來為負責人，並指示周恩來在作防禦準

備的同時增加海岸炮兵的人數。931 並指示將與韓半島相鄰地區的工業設施和戰略物資向內地轉

移。在美軍向東北進軍的情況下，因陸軍的攻擊和美空軍的轟炸導致的工業設施的破損是不可避

免的。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有必要向北韓派兵誘使韓半島成為戰場，以便避免將國土成為戰

場。麥克阿瑟雖然聲稱要轟炸中國軍後方軍事基地的東北地區，對此毛澤東認為因受美國國務院

的制止和蘇聯的牽制，他不會輕舉妄動的。 

第三，對於殘留在中國各地的國民黨殘力和民主黨派等潛在的反共勢力，在開展全國規模的

與抗美援朝戰爭相關的群眾集會的同時，採取誘導他們支援戰爭或孤立他們的方式來解決。1950

年10月下旬中共領導召集了國內的民主人士並聽取了他們的意見。在這裡他們基本上支持政府的

立場，但另一方面提出了為避免中美間的戰爭，當美國宣戰時固守中立的建議，而且大多數人提

出了為什麼蘇聯不與中國一起派兵的疑問。932 毛澤東為說服這些對蘇聯不介入抱有不滿的勢力使

用了各種方法喚醒輿論。第四，對國民黨軍在華東地區登陸及國民黨參戰的可能性，毛澤東並沒

有感覺到太大的威脅。第五，中國軍接受蘇聯的共軍支援，與北韓軍協同作戰擊退美軍及其他聯

合國軍，徹底解決韓半島問題，並盡力將戰爭局限在韓半島內。這是最理想的結果。 

問題是如何對待下列情況：當蘇聯直接介入時，蘇軍有駐紮中國的可能性，隨著戰爭進入長

期化，有對蘇依賴的深化及蘇聯干涉中國內政的可能性。而且，在與美進行長期作戰時導致的巨

大的人力犧牲及物資消耗對經濟在建設的影響。史達林向中國提供武器支援是毛澤東決定介入戰

爭的前提條件中的關鍵，這是毛澤東不得不維持與蘇聯的關係。由於中蘇同盟的生效，毛澤東不

能排除蘇聯參戰的可能性，並基於考慮到以前駐紮在中國的蘇軍撤軍造成問題的歷史前例，毛澤

東不可能沒有預測史達林依據中蘇同盟派兵。再加上，在戰爭進入長期化的情況下，還要思考可

能發生的中蘇關係的變化，對於這些都要進行深思熟慮。十九世紀末甲午戰爭後及廿世紀初的義

和團事件時，俄羅斯軍進入東北不僅給清廷帶來了巨大的負擔，而且超越了中蘇關係，成為俄日

戰爭在中國爆發的背景，留下了很多後遺症。1950年，當時駐紮在旅順港和大連港的蘇聯軍隊也

是因為獲得了蔣介石的許可。毛澤東比誰都更清楚這一點。 

如果因韓戰蘇聯軍駐紮中國再次重演的話，要建設獨立主權國家的毛澤東的國家政治目標和

政治藍圖將化為泡影。不僅如此，中國再次成為受蘇聯壓迫的國家，國家的主權也會遭到侵蝕，

這些都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我們已經反覆強調過，毛澤東當時認為中國仍然是「蘇聯的局部的殖

民統治」，即因為還沒有收回蘇聯手中的各軍事基地及商業貿易港旅順港和大連港，所以中國還

不算是名副其實的「獨立解放的國家」。與此相關雖然毛澤東透過與蘇聯締結新的條約，獲得了

收回蔣介石政府允諾給蘇聯的各種特權的基礎，但由於韓戰的爆發有可能受到影響。為防止蘇聯

進駐中國，中國採取了除空出了咸鏡道地區等戰略措施以外，看不到積極摸索對策的痕跡。 

                                            
931 除周恩來以外，還任命了彭眞、聶榮臻、薄一波、李立三為委員，楊尙昆被任命為副秘書長，他們的任務

是，在有可能發生的美軍炮轟北京時，黨中央的疏散工作。 
932 大韓民國外務部編譯，『韓國戰爭關聯蘇聯極秘 外交文書1949.1~1953.8』(首爾：編譯者)，57~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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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對由於參戰帶來的人員傷亡並不介意。而且，他認為由戰爭物資消耗對經濟重建帶來

的困難可以通過全民動員來克服。以經濟建設為目的的動員群眾確立了戰爭動員體制，為社會主

義社會建設構築了基礎，完成了國民統合，黨、政、軍的體制整備並鞏固了毛澤東在黨內外的權

利。 

那麼毛澤東介入韓戰想要得到的戰略目標是什麼呢？中國領導層分階段地設定了軍事介入戰

略目標，隨著情況的變化而變化。例如，自從1950年5月從金日成向毛澤東提出戰爭支援時起，至

1951年7月的終戰會談開始，各個時期的目標都很明確。在中國掌握戰局之前，極力回避了為美國

提供越過韓半島干涉中國的藉口。向北韓遣還韓人士兵，也是為了防止國民黨通過韓半島，借助

韓國及美國的兵力進入中國的一個手段之一。933 

介入戰爭的核心戰略目標是阻止美國的北上、破壞聯合國軍的軍事力量，恢復戰前南、北韓

的國境。下一階段，為獲得戰爭的主導權，驅逐美國，解放韓半島，東北邊境地區外設置緩衝地

帶交給值得信賴的盟邦。如果美國允許國民黨參戰，按照毛澤東平常善用的戰略戰術來推斷，不

能排除將國民黨引誘到韓半島，實施武力，使臺灣變成空島。這樣的戰略目標在介入後才開始部

分地顯現出來。 

如果毛澤東達成了這一目標，作為附屬結果，中國的傳統的唇齒關係得以持續，中國這顆

「牙齒」不但不會著涼，而且還可以阻止蘇聯進入中國東北地區及北韓地區，同時還增強了中國

對北韓的影響力。再加上，中國會作為當事者參加簽訂終戰協定，要求包括美第七艦隊在內的美

軍事力量撤出臺灣，並使美國承認中國加入聯合國的餘地。毛澤東樂觀地認為，中國在軍事方面

給美軍以充分的打擊，有可能使美國開始摸索韓戰的出口，這樣，臺灣問題的解決以及中國加入

聯合國的問題都有解決的可能性。934 

不僅如此，中國還會有參與北韓地區戰後的復原建設，使兩國關係不僅得到理念上的鞏固，

也為兩國結成政治、外交、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夥伴關係奠定基礎。中國軍潛入北韓地區

後的10月24日，周恩來為了強調參戰的正當性，主張：如果中國不立即對美軍實行抵抗失去了戰

機，美軍一定會一直打到中國本土來。但如果對美軍施以打擊，美軍就很有可能陷入韓半島這一

泥沼，這樣美國不僅不能攻入中國，美向西歐的派兵計畫也會受到影響。同時又強調：「美帝國

主義用武力壓迫別國人民，我們要使他壓不下來，給予它挫折，讓它知難而退，然後解決問題。

我們是有節制的，假如敵人知難而退，就可以在聯合國內或聯合國外談判解決問題，因為我們是

要和平不要戰爭的。」935 

上述目標有可能部分達成，不過附帶的期待效果是缺少空軍和重型武器的中國軍的能力之外

的事情。上述戰略目標當中誘引國民黨軍這一項，在不希望戰爭擴大的美國的反對下沒有得到實

現。與此相關，徐澤榮主張說中國首腦部認為韓戰是完全除去臺灣的蔣介石軍的好機會。他的根

據是毛澤東已有引蛇出洞的策略，早就下令除少數幾個地區外，在沿海各省不要佈置大的防禦要

塞。也就是說意圖迫使國民黨軍登陸後再誘引其至內陸然後殲滅，如果事情按照毛澤東的預想進

                                            
933 徐澤榮，「“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之始末與目標＂分章摘要」『傳記文學』，第77卷第4期(2000年10月號)，

52頁。 
934 예프게니 바자노프, 나딸리아 바자노프著，金光麟譯，『蘇聯의 資料로 본 韓國戰爭의 전말（以蘇聯 

的資料來看韓國戰爭的始末）』 (首爾：圖書出版 열림，1998年)，116~117頁。 
935 周恩來，「抗美援朝，保衛和平」(1950年10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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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卷，75~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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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的話，國民黨的軍事能力會下降，最終能構成解放臺灣的有利條件。936 

就像徐澤榮所主張，美軍情報網捕捉到了毛澤東想誘引國民黨軍的痕跡－戰爭剛剛爆發時，

中國領導層把臺灣海峽對岸的軍隊大舉向東北方向撤移，除此之外沒有明顯的舉動。937 再說臺灣

海峽在美第七艦隊的制海權範圍內，美國也不同意蔣介石軍反擊大陸，誘引國民黨的構想得到實

現的可能性變得很微薄了。無論如何，毛澤東的構想在美國行政部對於第七艦隊封鎖臺灣海峽及

蔣介石參戰的反對下沒有得到實現。 

中國調整對美空軍的對應強度，以便阻止美國對大陸的報復行為的戰略目標。至於上述目

標，也不是沒有部分達成的。但是中國領導層原本也許有這樣一個期望，如果中國放棄介入戰

爭，美國則相應地支持中國加入聯合國，並從臺灣撤軍作為互換條件。也就是說，如果北韓佔領

了包括首爾在內的韓國地區的話，中國將有條件地把它還給李承晚政府，即，美國需從臺灣撤

兵，中國加入聯合國後能夠參與由美國主導的關於二戰有關反對日本的戰後處理問題的協商，最

終的構想是以戰勝國的身份參與對日謀和條約，同時贏得韓半島的終戰。938 

為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在戰術上樹立了「初戰必勝」的戰爭方針。這一戰術是基於把聯合國軍

引到北韓北部地方的話，勝戰機率會比較高的推測之下的。同時，這一戰略是樹立在這樣一個假

說上的：北韓的殘餘兵力和中國的對美警告都無法使美軍停留在38度線上。所以中國不想顯示出

派兵的意圖，因此也未把象徵著介入戰爭的部隊公開派往北韓。而事實上如果當時中國向北韓派

出象徵介入戰爭的部隊的話，或許能提高中國加入聯合國的誠意及對華盛頓的警告的真實性。中

國首腦部沒有那麼做使得自己的多種努力成了對美國來說不具威脅的恐嚇。 

中國的軍事目標被設定為爭取軍事上的勝利而使美國知難而退。這一目標是在一定條件下迫

使美國除了談判之外沒有別的選擇，從而選擇解決韓半島問題。也就像徐焰所說的，在蘇聯空軍

不會出動支援中國軍作戰的情況下，中國軍唯有發揮自身的戰術特長，在韓半島如潮水般不斷地

攻擊除大都市和中型都市以外的地區，從而使美國不得不談判。939 與此目標相關，中國希望韓半

島戰爭局部化，不希望其牽涉到中國大陸或臺灣海峽。由此可見周恩來在10月3日與印度大使潘尼

迦會談時申明了包括立即終戰和撤回外國軍隊等在內的韓戰局部化的主張，並作為優先條件，強

調表明美國不能越過38度線。 

另一方面，中國首腦部同時作了最壞的打算，萬一美軍的攻勢不減，將做好撤退的準備。一

旦這種情況發生，中國首腦部決定把美軍深入誘引至中國內陸，從而展開長期戰。中國領導層作

出了必要的話，從沿海各省退至內地，以西北和西南為基地展開長期戰的計畫。940彭德懷的想法

也是一致的。 

然而以上討論的中國領導層的對美勝戰判斷及防備策略，不能無視毛澤東的個人性格特徵。

換句話說，如果沒有毛澤東的話，中國不會決定介入戰爭或至少保留這一決策的可能性是不可排

                                            
936 徐澤榮，「“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之始末與目標＂分章摘要」『傳記文學』，第77卷第4期(2000年10月號)，

53頁。 
937 1950年7月10日臺灣海峽對岸的中國軍兵力顯著減少。Walter Karig, Malcom W. Cagle, and Frank A. Manson, 

Battle Report：War in Korea(New York：Rinehart and Company, Inc., 1952), p.117. 
938 徐澤榮，「“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之始末與目標＂分章摘要」『傳記文學』，第77卷第4期(2000年10月號)，

53頁。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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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24

頁。 
940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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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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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的。就是說，毛澤東的個人性格因素在戰爭介入這一決斷中佔有重要角色。因為人與人即使生

活在同樣的文化環境下，性別、年齡、階層、職業等都相似，各自的政治行為或政治決定，以及

他們的選擇都有可能不同，而其原因則主要在於政治行為者固有的心理特徵的差異。一國的對外

戰略、政策實行或國際關係受客觀的政治環境影響之外，還受政治行為者，即政治指導者的政治

思想及個人性格很大程度的左右。政治心理學討論的「認知理論」中，在原因歸屬行為中發生的

基本的錯誤的原因，比起在諸多情況因素中尋找，更多的是在個人的特性中尋找。這已經被公認

為從心理要素方面靠近的理所當然的取向。在國際關係方面也同樣，紛爭當事國的政策決定者

們，在分析敵對國的行為時，與使敵對國不得不作出某種行為的環境因素相比，更注重敵對國指

導者的敵對情感、攻擊性、陰謀等性格或國民取向。941 

與此相關，首先我們有必要理解有參戰決定權的毛澤東的戰爭觀。他關於戰爭曾經這樣說

過：「戰爭的目的在於消滅戰爭」，「擁護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942。他還有這樣一個軍事

信條：「人不犯我，我不犯人，人若犯我，我必犯人」。943 因此他主張：「我們的戰爭是神聖

的、正義的，是進步的、求和平的。不但求一國的和平，而且求世界和平，不但求一時的和平，

而且求永久的和平。」944這是毛澤東為了消滅戰爭而發動戰爭，為了實現共產主義理想而發動革

命的悖論。個人的政治思想由於個人性格而被強化，而個人性格註定了是要支持與之相呼應的政

治思想的。毛澤東的這一面在其一生的軍事、外交、政治等全方面的行為中充分體現出來。 

從這些想法中我們能推論出三點。一是人不犯我，我就不犯人的共存意識和正義觀念。二是

除了有對於戰爭勝利的自信感之外，毛澤東還特別重視實質性的軍事能力。毛澤東曾經強調過，

沒有足夠的武裝力量，怎麼能把為了民族以及人民利益的戰爭進行到底，又怎麼能結束十年的內

戰，又怎麼能打得起抗日戰爭。945最後又認為即使武器裝備很落後，但如果人民軍隊得到人民的

支援在戰爭初期可能會有一番苦戰，但最後的勝利者一定會是自己。 

毛澤東與中共的其他領導人不同的幾點性格上的特徵，是對美戰爭的決定性因素。自從1930

年代中後期以來，美國輿論人兼著述家愛德格．斯諾經過多次與毛澤東的面談及觀察瞭解到，毛

澤東自青年時期開始就有很強的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傾向。946自由主義在某種程度上與理想主

義者的部分價值觀是相通的。就像他在廿歲前後的時候表現出來的一樣，這種傾向很容易轉變成

為對既存權威的強烈反抗，從而留下了與強者對抗的氣質。 

根據美國女性評論家斯梅得利和愛德格．斯諾的評價，毛澤東是一個自尊心很強的人物。

1939年在延安，毛澤東對前來採訪的愛德格．斯諾說，「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是完全獨立的，

沒有一天、一小時甚至半分鐘犧牲過自己的獨立；共產黨也從沒有屈服於任何黨派，任何個人，

要讓我們屈服是天下最難的事」。947還有他覺得需要的時候會即刻做出決定，他是個從不猶豫的

                                            
941 金道鍾，『政治心理學：政治行爲의 理解』(首爾：明知大學校 出版部，2004年)，43頁。 
942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北京：人民出版社，1991年)，第1卷，174頁。 
943 毛澤東，「人民公敵蔣介石發出了內戰信號」(1945年8月16日)，毛澤東文獻資料硏究會編集，『毛澤東

集』(東京：蒼蒼社，1983年第2版)，第9卷，316頁。 
944 毛澤東，「論持久戰」(1938年5月26日~6月3日)，毛澤東文獻資料硏究會編，『毛澤東集』(東京：蒼蒼

社，1983年第2版)，第6卷，96頁。 
945 毛澤東，「人民公敵蔣介石發出了內戰信號」(1945年8月16日)，毛澤東文獻資料硏究會編集，『毛澤東

集』(東京：蒼蒼社，1983年第2版)，第9卷，316頁。 
946 斯諾著，汪衡譯，『毛澤東自傳』(臺北：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年)，124、126頁。 
947 愛德格．斯諾，『斯諾文集』(重慶：新華出版社，1984年)，第3冊，3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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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斷的人。948 

他的性格還表現在他強韌的精神力量上，他得知最疼愛的長子毛岸英在韓戰中戰死的消息

時，也絲毫沒表現出任何色變。毛岸英是他與他的第一任妻子楊開惠的兒子。毛澤東在湖南師範

求學時，他的恩師將自己的女兒楊開慧許給他作為妻子。毛岸英是在蘇聯留學期間備受史達林寵

愛的聰明的青年，史達林甚至把自己用的手槍送給了他。當他聽到韓戰爆發的消息的時候非常興

奮，絲毫不顧自己是一國最高統治者的長子身份，當即填寫了志願軍的申請表。毛澤東把毛岸英

託付給剛好來北京報告戰況的彭德懷，讓他帶領兒子親身體驗一下戰爭。彭德懷沒有把毛岸英派

到一線，而是把他留在大榆洞的志願軍總司令部作為蘇聯顧問團的翻譯以便保護，而1951年11月

25日，中國軍拉開第二次戰役的第一天，毛岸英在美軍戰鬥機空襲總司令部時死亡。親信們怕毛

澤東心理受打擊，在毛岸英已經戰死一個多月後的1951年1月2日才通知毛澤東這一消息。儘管當

時受到的打擊一定不輕，他仍說「犧牲的成千上萬，無法只顧幾此人，事已過去，不必說了」。

949 

毛澤東重視打開僵局時必要的決斷力，所以他評價歷史人物時，對具有這一素質的人物評價

很高。他對三國人物袁紹評價是戰略雖好但優柔寡斷，難以成事。他解釋說袁紹在官渡之戰中敗

北的原因就是不夠果斷。 

其次令人重視的毛澤東的特長為集中力。這一點集中體現為勝負慾。毛澤東的秘書林克回憶

說，毛澤東在處理事務時，會把首先需要處理的與次要的事務分類，每段時期都會定出中心課題

集中解決。毛澤東自己也說：「不能同時有許多中心課題」。例如，革命戰爭時期，他主要集中

於革命，經濟建設等則是其次的，要幫助革命的。而新中國建國前夜，他則把如何使從國民黨手

中接管過來的城市恢復，發展生產定為主要課題。950而它一旦確定了主要課題就會廢寢忘食地咬

住不放。據說這樣的時候，他總是埋頭於工作至忘我境界。有時候兩天兩夜忘記吃飯忘記睡覺不

停地工作。951好像他一到要做出重大決定的時候他就會有工作狂傾向和超人的集中力。他把國內

事務的大權交給劉少奇、周恩來等人，自己則專注於冷戰時代與國家安全有直接關係的外交和國

防事務。在這一時期毛澤東則把所有關心集中到派兵和戰爭的介入問題上。不僅如此，他對世界

政治趨勢的分析準確的令人無法相信。比如說他在1938年5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很久就預言

了二戰的爆發。又如同走在前邊看到一樣，令人驚訝地準確預測了美軍的仁川登陸作戰。 

然而，政治指導者具備了果斷的性格，也不能保證某種已經被決定了的國家政策付諸實施。

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調動政策執行者的權力是基礎。在這一方面毛澤東1950年當時已經掌握了黨

內的大權，有壓倒性的權威。正如我們所知，他早在1935年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中，就已經掌握

了黨內的和軍事大權。毛澤東在共產主義革命過程中重視黨權和軍權，黨權由於史達林對中共的

無形的影響，在建黨初期雖並不如意，但在1930年代中期這一點得到解決，後者軍權則自建軍以

來很少脫出他的掌握。並且十年後的1945年6月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和政治局主席，更鞏固了他在黨內權力。 

因此，集黨、軍、政三權於一身的毛澤東的權威和地位，成了誰也無法否決他主張的對美主

戰意識的重要因素。在韓戰中，毛澤東不僅親自制定了戰略性的方針，還親自交待了全部師級以

                                            
948 斯諾著，汪衡譯，『毛澤東自傳』(臺北：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年)，121頁。  
949 楊尙昆，『楊尙昆日記』(北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年)，上冊，69頁。 
950 林克，『毛澤東的人間相：林克答客問』(香港：利文出版社，1997年第3版)，83頁。 
951 林克，『毛澤東的人間相：林克答客問』(香港：利文出版社，1997年第3版)，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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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軍事作戰方針。軍方的領導級人士也都履行他的指示。韓半島戰場的現地司令員彭德懷也只

是按照他的指示執行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