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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解放後在蘇聯的支援下握有北韓大權的金日成，以將北韓社會帶向蘇維埃體制來完成韓半島

統一的手段，並以蘇聯提供武器裝備，中國提供兵力的型態，構想著發動南侵戰爭的計畫。為

此，他在1949年訪問史達林時，徵求史達林同意南侵的行動，但是卻被以所謂加強準備、等待機

會的「準備待機論」的理由給拒絕了。準備待機僅是表面上的理由，存在史達林內心的理由是，

他不想打破保障蘇聯遠東地區既得利益的雅爾達體系，還有與蔣介石政府所締結的舊中蘇條約的

框架。 

想要取得史達林同意卻遭受到失敗的金日成，因而轉向中國提出成立亞洲反帝同盟，想以此

來試探毛澤東對南侵戰爭的意向，但最後仍被毛澤東以時機尚早的理由給拒絕了。但是毛澤東雖

然反對即刻派兵南侵，但是他原則上並不否定韓半島赤化戰爭本身，因此他勸告金日成到中國平

定臺灣，有能力介入戰爭的1950年初之前，靜待情勢好轉。中國也揭示屆時若日本介入的話，將

以軍事介入的可能性。毛澤東在準備的環節上，雖然大舉將中國所屬的韓人兵力交付給北韓，但

是在最終開戰的決定上，他卻斟酌以讓史達林做決定的方式，和史達林商議並把問題丟給了史達

林。 

史達林之所以會同意之前一直拖延的南侵戰爭的背景與動機，是因為毛澤東以席捲中國之態

所促使的新中蘇同盟締結，以及考量到有必要重新調整以這個同盟為基準的蘇聯東北亞戰略。雖

然在金日成獲得史達林同意的過程當中，我們看到他利用毛澤東這張牌，向史達林表示將會就南

侵戰爭問題與亞洲情報局的設立問題跟毛澤東商議，但是關於這點我們需要發掘更多的史料與考

證資料。 

中蘇同盟的締結，不僅清楚地改變了當時國際關係中的勢力地形圖，同時也可說是讓史達林

重新思考東北亞政策，及戰略重新排版的主要原因。中共掌握大陸，雖然很明顯是中蘇同盟提前

締結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但是讓史達林重新全盤性思考亞洲戰略，並決定締結新中蘇同盟的決

定性契機，仍是毛澤東所主導的給予史達林的壓力。因此再怎麼樣我們也不能忽視，主動性運用

那種狀況的史達林的意志。因此毛澤東稱霸中國大陸，是提前讓史達林承認金日成戰爭發動的原

因，這既存學界的一部份主張，提醒我們只有部分妥當的事實。 

受到毛澤東壓力而締結新中蘇同盟的史達林，因為要歸還在中國的軍事戰略據點，因此他想

消除那些即將喪失的據點的戰略機能，或以韓半島來替代那些據點。史達林為因應在韓半島對美

戰爭，制訂了三階段的對應策略。 

第一階段、最好的方法就是利用北韓占絕對優勢的軍事能力，以速戰速決的方式對南韓展開

進攻，不給予美國介入的時間。第二階段、在萬一美國為了介入而派遣軍隊的情況下，為使毛澤

東決定南侵的行動，蘇聯會讓中國軍陷入一個跳脫不出來的圈套，而投入韓戰。史達林把中國設

定成，為達目的不擇手段的抗美鬥士。第三階段、防備中國軍抵抗不了美國軍力的情況。萬一美

國軍事介入成為事實，那麼即使投入中國軍力，也明顯不可能迅速地使美國敗退。為了因應那樣

的假定情況，在史達林投入中國軍力仍無法如願擊退美國，及麥克阿瑟真的將戰爭擴大至中國東

北區域的情況下，史達林預計將美軍引誘至貝加爾湖以東，即連貫蘇聯遠東地區－中國東北地區

－北韓一帶巨大的戰略地區，使美軍陷入廣闊的沼澤，並予以戰略性的打擊。 

就史達林的立場而言，即使把美軍誘引至戰略性地帶，並對美軍進行戰略性打擊的計畫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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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願，讓中國把軍力投入韓半島，至少可以讓中美雙方的軍事力量長期集中於戰場上，藉此不僅

可以削弱美國的力量，同時也可以抑制可能挑戰自身權威，具有潛在威脅的中國軍事力成長，可

謂一舉兩得。 

然而，史達林在表態蘇聯軍不直接介入的原則後，同時也保證倘若中朝決定發動戰爭的話，

將會提供武器、裝備等後方支援。他把決定發起戰爭的主動權丟給北京，把美國介入與否的問題

本身交由中國首腦部來判斷與行動，最終讓毛澤東陷入一個無法逃脫出來的戰爭。 

另一方面，毛澤東為了保障與史達林在談判後，好不容易獲得承諾的國家利益，而勉強同意

了發動戰爭。然而，他在同意後雖然積極地支持金日成，但是對於金日成斷言美國不會介入戰

場，以及想早日投入戰爭的躁急心理，一直無法理解。 

毛澤東從三個方面來判斷介入戰爭後對美擁有勝算。第一、毛澤東雖然「勉強」、「非欣然

地」同意了發起戰爭，但是他對於金日成能夠速戰速決贏得戰爭勝利的樂觀想法，抱以期待。第

二、他似乎期待著蘇聯依據中蘇同盟積極介入，或至少是軍事支援。第三、在決定戰爭中，中朝

本身的關係雖然是次要的，卻是卻不能不考慮到的因素。 

雖然說毛澤東是在考慮以上的因素後，才同意了金日成的構想，但那卻不代表，是由他直接

決定派兵進駐韓半島。 

在戰爭的遂行上，所謂的戰略可以定義為，可以使戰爭邁向勝利的長期指導方針。但是戰略

最初的內容並非都是固定不變的。實際上在遂行戰略的過程中，必須隨著政治外交情勢、戰況、

物質條件與地理環境等的變化，不斷地來作自我調整。 

毛澤東對於韓戰的戰略，亦是隨著整個戰爭環境的變化，而經歷過幾次階段性的調整。戰爭

爆發後，毛澤東與金日成、史達林都抱有赤化韓半島的目的。為了達成戰略目標所做的角色分配

雖然不是很明確，但是基本上就是由史達林提供武器裝備，毛澤東支援韓人兵力，而由金日成來

履行戰爭所形成的三角互助體制。 

在策劃戰爭的階段，儘管金日成拍胸脯保證地說美國絕對不會介入戰爭，然而毛澤東在同意

金日成發動戰爭時，對於美軍的介入與否，仍舊抱持著懷疑態度。毛澤東也曾經提到假使美國真

的介入戰爭，中國將會派兵支援北韓。但是毛澤東所謂的派兵是屬於機動性的，即仍舊得視中國

派兵當時所處的戰略環境，來做參戰與否的最終決定。因此即使美軍介入戰爭，中國也不會即刻

派兵支援，而是會觀望一陣子後再做決定。 

在美國地面部隊投入韓半島，與美海軍第七艦隊開始進駐臺灣海峽後，中國政府馬上打破了

一向沈默的態度，並正式出面對應。中共之所以採取這樣的措施，是因為充分了解臺灣戰略地位

重要性的美國，不僅派兵韓半島，還急速派遣美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同時發表了將對駐越南

法軍進行支援，與對共產黨敵對行為等的宣言所觸發造成的。 

我們不確定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首腦部，是否看穿美國有想將臺灣從中國分離出去的意圖。

然而，從杜魯門政府不僅在政治外交方面不承認新中國與毛澤東政權，在經濟方面，也對中國採

取封鎖、禁運等措施看來，毛澤東認為美第七艦隊封鎖臺灣海峽，與美軍派兵至韓半島等措施，

不僅是要使韓半島完成政治軍事上的統一，而且美國想利用這樣的方法，再度進入韓半島與臺灣

對岸的華東沿海地區，準備攻擊中國。這是以美國為主軸的帝國主義國家，欲從臺灣、越南與韓

半島三面進行包圍攻擊，所謂的「三路包圍論」。這也是中國政府將美國軍事行為，視為侵犯中

國領土主權及日益遽增的安全威脅的背景。因此，我們可以說美第七艦隊的進駐臺灣海峽，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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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牽扯進了戰爭，讓中國不再是局外人，而美軍派兵至韓半島則可視為次要的因素。 

中國首腦部雖打算在美軍越過38度線時即刻介入戰爭，但最終的結論還是得視整個時勢來決

定。戰後一直擔心美國會再度進軍中國的毛澤東，認為韓戰有演變為長期戰的趨勢，因此，為了

因應東北地區的防禦作戰，與韓半島的軍事介入，毛澤東向史達林詢問了屆時蘇聯是否會提供空

軍支援。史達林暗示對抗美軍的問題是中蘇兩國的共同課題，萬一中國決定在中朝邊境配置大規

模兵力的話，蘇聯方面將會提供一個戰鬥機師來掩護中國軍隊。 

在判斷蘇聯會提供空軍支援後，毛澤東立即將以中國軍隊中最精銳的第四野戰軍為主力的第

十三兵團所屬部隊，共廿五萬多名的兵力，編成東北邊防軍，並將其配置於東北地區中朝邊境鴨

綠江對岸一帶。這是為了對美進行防禦，也是為了在必要時能夠即刻地介入戰爭，所採取的事前

措施。同時，毛澤東並沒有停止為了解放臺灣所精心策劃的攻擊準備，為了探索美國的對應意

志，臺灣的解放作戰仍是依計畫在實行。與俄羅斯文獻內容，或是以其內容為基準的學界主張所

不同的是，中國在韓戰爆發的同時，並沒有即刻決定延緩佔領臺灣。 

就如同美國太平洋軍司令官兼聯合國司令官麥克阿瑟訪問臺灣，以及美國倡導臺灣問題脫中

國化、國際化所象徵的意圖一樣，美國方面所展現的一連串軍事、外交動作，都使得毛澤東對美

國的疑懼更為增加。從宏觀的角度來看，美國的軍事動作，提醒了毛澤東美國不單是要阻止解放

臺灣，而且準備要攻擊中國大陸，由此我們也可將其視為使韓戰擴大的一個主因。而美軍在派兵

後，斷然決定北進的行動，亦是使中國成為戰爭參與者的催化劑。在中國最高首腦部經過兩次討

論，而決定延期解放臺灣的計畫後，隨著韓半島的戰況急遽變化，攻擊臺灣的可能性也隨之減

低，相對地，對韓半島軍事介入的可能性則日益升高，並且隨著時間的推進，逐漸成為既定事

實。 

與初期勢如破竹的攻勢不同，此時在韓半島的北韓軍隊，則完全陷入了僵局，形成了敵我雙

方反覆一進一退的洛東江戰線。毛澤東把美國空軍對中國東北地區的轟炸、聯合軍進入韓半島，

以及美軍後方的登陸作戰準備等，視為是仁川登陸的前兆。毛澤東判斷韓半島的戰況會有持續惡

化的趨勢，因此除了已經配置在第一線的東北邊防軍之外，毛澤東盡可能迅速地將軍隊往中國東

北地區移動，並將後續兵力配置於第二線與第三線等機動區域內。 

美軍與韓國軍仁川登陸作戰的成功，與收復首都首爾後所形成的戰鬥有利局面，不僅切斷了

敵方的補給線與後方支援，並使敵人在南方戰線的戰鬥力量完全陷入動彈不得的狀態，一舉逆轉

了整個戰況。仁川登陸作戰的成功，雖然可歸功於麥克阿瑟豐富的戰略想像力，但是從另一方面

來看，這也是因為金日成反應不夠機靈所導致的結果。在事前儘管毛澤東已經給予忠告，但金日

成事後過於遲緩的對應機制，讓韓美聯合軍順利登陸仁川並進擊首爾，也因此對中國的安全造成

了致命的威脅。而且，美軍似乎沒有在38度線就停下來的意圖。 

聯合國軍仁川登陸的成功使得金日成敗色漸露，因此金日成也首次向中國領導層請求軍事支

援。但是，眼前韓美聯合軍已將首爾收復，而在南方，欲後退北上的北韓軍主力也被團團包圍，

在如此緊迫的情形下，毛澤東沒有立即派兵的理由，是他仍舊期待透過聯合國以和平的方式來解

決問題，美軍是否會越過38度線北進仍不明確，另外還有尚未做好衝突準備、不確定能夠勝券在

握、黨內意見不一致、蘇聯立場不夠明確，與不確定能否獲得軍事支援等。 

中國指導部所謂的和平解決方式，是撤收韓半島與臺灣的美軍、承認臺灣歸屬中國、與美國

建立正常的外交關係，以及爭取中國在聯合國的代表權等。雖然和平解決的期待，事實上在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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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就因為美國行政部完全無視於中國的對美警告而落空，但中國政府一直到最後仍抱持著一絲

希望。而中國首腦部想要讓美軍在38度線停止攻擊的構想，也未能如願實現。毛澤東將軍事介入

的準備期間延長到9月末的原因，是黨內反對參戰的意見仍為多數，且自身的準備仍不充分的關

係。 

中國軍出兵準備不充分，與不確定能否戰勝等問題，基本上只要在確定蘇聯空軍參戰後，這

些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因此我們可以知道，蘇聯空軍支援的不明確性，是造成毛澤東猶豫是否

派兵的根本原因。就如同不確定中國駐囤蘇聯的飛行師是否會介入韓半島一樣，蘇聯空軍萬一真

的參戰，究竟會參與到什麼程度，以及史達林答應的武器裝備支援，與軍機能提供的掩護範圍，

在雙方之間仍舊是個未知數。 

從聯合國軍在仁川登陸後，到38度線北進開始前約十日左右，毛澤東一方面希望韓半島的情

況不要再繼續惡化，並冀以現況來收拾解決，另一方面為因應美軍的北進，也從心理、實際層面

等來著手進行準備。韓美聯合軍在仁川登陸後，所發生的一連串情勢變化，是促使毛澤東將原先

於中國現地防禦的戰略，改為所謂派兵介入韓半島的前陣防禦戰略的決定性契機。 

當首爾被聯合軍奪取後，感到驚慌失措的金日成與朴憲永則直接向史達林請求，希望在美軍

突破38度線的情形下，蘇聯能夠派遣軍隊支援。在蘇聯無法派兵的情況下，那就懇請中國等共產

圈的國家軍隊組成國際義勇軍來支援北韓。因先前毛澤東拒絕派兵支援，北韓因而試圖轉向史達

林請求支援。 

無暇一直等待的金日成在得到史達林的回音前，向中國請求了派兵支援。但是中國首腦部因

不確定蘇聯是否會支援空軍戰力，以及中國中央政治局尚未通過將確定基準的派兵介入原則列入

黨論，因此對於金日成的派兵請求，並無法給予一個明確的答覆。也因此中國再次讓金日成在指

揮北韓軍往38度線以北後退之際，同時展開在南部後方的游擊活動，以牽制聯合國軍，使其無法

北進。 

另外，從金日成那邊收到派兵請求的史達林，在拒絕並表示不可能投入戰場後，也向毛澤東

提議，希望中國可以派遣五～六個師，以義勇軍的名義即刻投入到38度線的戰場，同時希望中國

可以擔任阻止美國北進並使美國停留在38度線的角色。史達林也向金日成表示，為了阻擋美軍及

聯合國軍越過38度線，北韓務必動員所有的力量來阻止其北進，同時蘇聯將會提供所有的武器裝

備，不僅可以增強現在的軍事武裝能力，也可以組織後備軍隊。史達林希望北韓在韓半島南方敵

陣內展開大範圍的游擊作戰。這是史達林對未開發國家的共產黨常用的一貫的、典型的以夷制夷

手法。 

就維持38度線的這一個想法，毛澤東也無異議。毛澤東也因為將38度線設定為決定介入戰爭

的「引爆線」的關係，使得中蘇雙方有了一致的共識。這個事實亦告訴我們，毛澤東曾希望能恢

復到戰前的狀態。 

雖然蘇聯與北韓幾乎同時提出派兵的請求，但是毛澤東對於金日成提議成立國際義勇軍的方

案，在很早以前就已經表示時機尚早，及明顯反對的意願。再者，考慮到美軍的北進行動將造成

對中國自身的安全危機，此時無關於從外部來的派兵請求，或是其他外界的壓力，中國得靠自己

的判斷來決定派兵與否。這與中國學界所認為的中國介入韓戰是毛澤東因應蘇聯與北韓請求正式

支援的見解不同。 

當美國決定越過38度線北進的同時，美國透過印度政府向北京傳遞訊息，並表示將保障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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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希望中國不要以武力介入韓半島。但是華盛頓傳遞給中國首腦部的想法，怎麼看都像是

依據美國恣意解釋的片面通報。中國首腦部不但不相信美國，反倒闡明了自身積極的對應意志。

這個時期在中美間的溝通上，儘管雙方對了解彼此所做的努力與真誠度不足，但是負責傳遞訊息

者個人的作為也是使事態惡化原因之一。在韓半島安全環境並無太大變化的今日，這給予我們的

教訓為，在解決韓半島問題上，中美間的對話應該以相互信賴為基礎，並以此來作為真正的擔

保，且到最後都不能放棄對話。 

中國雖然期待美國適切的回應，以及與美國秘密對話的機會，但始終無法如願。麥克阿瑟的

北進計畫在獲得杜魯門承認之後，中國政府發表了若美國北進中國將不會坐視不管的對美聲明，

這是中國首腦部在與美國對話管道斷絕後，因沒有適切的抑制政策，而在不得不公開自身立場的

狀況下，所採取的行動。 

中國首腦部的對應，就如同史達林將38度線視為美蘇兩陣營的警戒線一樣，毛澤東也將38度

線視為維護中國安全的最終防禦線，並將其設定為決定派兵與否的最後警戒線。因此，從邏輯上

來判斷的話，我們可以說如果美軍不北進的話，中國也將不會介入這場戰爭。或許如果當初是按

照美國行政部所建議，由韓國軍單獨北進的話，那麼說不定這場戰爭就會變成南北韓之間的戰

鬥，而中美雙方只是各自在兩韓背後提供支援而已。然而，歷史並不是單靠理性、邏輯來形成

的，有時候也是順應當時的情勢來發展的。美國與韓國政府眼看北韓政權崩潰在即，他們實不可

能放棄這統一韓半島的絕好機會。特別是對於受到南侵的韓國國民們而言，在情緒上他們對於北

進是無法做出任何讓步的。 

中國政府的對美警告在美國國內形成了肯定與否定兩派聲浪，然而最終結果仍是由否定中國

警告的這一派勝出，總之，就如同蘇聯將北韓擺在首位，並對南韓施行回滾戰略一般，美國也越

過了38度線並對北韓展開回滾策略。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指導部，在受到金日成與史達林派兵請求開始，就覺悟到若中國與美國

在韓半島展開戰爭，那就等同於美國將對中國宣戰，而中國對此必須做好萬全準備。此時中國亦

絞盡腦汁地思考，該如何防範美國空軍轟炸中國各大都市與工業基地，以及該如何因應美國海軍

對中國沿海地區的攻擊。再者，若中國在韓半島內無法有效大量地殲滅美軍的話，中國與美國將

會正式地進入戰爭狀態，如此的話，中國推展中的各種經濟恢復措施與既存的重建成果將會受到

破壞，而以民族資產階級為首的民眾對中共政權的不信任等問題也將接踵而來，中國政府也因此

憂慮著該如何防止這些問題產生。 

在中共黨內也不是沒有因上述問題而反對參戰的人，在反對參戰論與立即派兵論兩造之間，

前者的意見佔了壓倒性的多數。反對參戰論者與懷疑論者所持的論點為，恢復經濟、土地改革、

掃蕩中國國民黨殘餘勢力、透過討伐土匪取得政治安定、收復民心與解放佔領臺灣等政治、領土

的統一更為急迫，而且這次與擁有優越性能武器與裝備的美軍作戰，跟以往在中國國內所打的戰

是完全不一樣的，因此需要更為慎重才行。總而言之，恢復經濟、政治上的安定與收復民心等積

累已久的問題迫在眉梢，實不應該再介入與強國之間的戰爭中。 

反對參戰者另一個反對的理由，是擔心此舉會延擱國防建設，另外從軍事角度上來看，美國

似乎不會即刻侵犯到中國領土上來，即使美國真的想把北韓置於其勢力範圍，而向鴨綠江一帶的

東北區域進攻的話，也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反對派兵者據此而主張目前應避免與美國的戰爭，

暫時把重點置於國家經濟與國防建設上，蓄積未來與美國發生戰爭時的對抗能力。在今日中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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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上，中國一向採取所謂的韜光養晦政策，即與此主張相同。 

針對反對派兵論者的主張，支持派兵論者認為美國在取得北韓政權後，下一步就是進攻中

國。毛澤東在強調這一點的同時，並向反對派兵論者闡述，想要恢復經濟、改革土地、掃蕩中國

國民黨殘餘勢力、討伐土匪以及解放佔領臺灣的話，絕對要先保障政治的安定與邊防的安全，與

其坐著等待敵人的侵略，讓國內成為戰場，倒不如派軍隊到外地，讓戰爭境外化。 

因遭受到黨內穩健派多數的反對，使得毛澤東派兵提案無法付諸實行，毛澤東只好暫緩派

兵，在透過史達林協助摸索出路的同時，毛澤東為了扭轉黨內反對參戰的聲浪，於是將擁有卓越

軍事能力及值得自身信賴的彭德懷叫來北京，並想藉此貫徹自身的參戰意志。 

毛澤東的派兵提案，雖然遭受到黨內多數人的反對，但毛澤東反倒利用這一點來迫使史達林

履行先前所承諾的蘇聯空軍支援。在將派兵與否問題提出至黨高層討論之前，毛澤東為了想要確

定能獲得蘇聯的支援，因此在個人決心參戰的階段上，毛澤東構思著如何將史達林牽扯進韓半島

的戰略。 

但是無論在任何情況之下，史達林仍舊維持他一貫性的原則，即避免與美國有任何直接性的

武力衝突，史達林並向毛澤東表示即使北韓政權垮臺，蘇聯也不會介入戰爭。進一步來說，萬一

真的免不了一戰，以戰略性來講，也沒有必要等到幾年之後，現在打仗還是最有利的，再者，史

達林以中蘇一旦聯合作戰，必能制服美國與英國的邏輯來慫恿毛澤東的中國軍投入戰爭。史達林

又特別強調美國目前把臺灣當成自身基地，並以此來煽動中國參戰，同時保證在對美戰爭中蘇一

定可以聯手合作，這些論點對於拉攏毛澤東參戰相當具有說服力。 

儘管如此，史達林仍舊沒有對中蘇聯合的具體內容，以及支援的程度來做一個詳細的說明。

因此不同於中共黨內主戰派的主張或參戰意志，對美戰爭的勝算其實並不明朗。以中國的立場來

看，如果按照史達林的請求，派遣中國軍至38度線的話，不僅會馬上面臨到軍隊輸送的問題，還

會有武器裝備不足的顧慮。再來，抵抗美軍最需要的空軍戰鬥機的戰鬥支援目前也還沒獲得保

障。中國若要參與韓戰必須得考慮到究竟會消耗多少資源，以及會有多少的人命損傷，再來就是

如果想要勝券在握，就必須得獲得蘇聯的戰爭物資、武器裝備與空軍戰機。中國軍在參戰時唯一

能夠減少雙方戰力落差的，就是蘇聯的空軍戰機支援。 

因此如何獲得蘇聯空軍的支援保障，就成了中國首腦部最先要解決的課題。毛澤東對於史達

林先前承諾的空軍支援相當寄予厚望。史達林與毛澤東在先前締結的中蘇同盟裡提到，當兩國中

有任何一國受到其他國家的攻擊時，另一國應向遭受攻擊的國家提供軍事支援，因此蘇聯的空軍

戰機若能向中國提供掩護支援，那麼就表示真正實現了雙方先前的約定。這次事件也是在中蘇同

盟條約締結之後，測試兩國關係的第一個實驗平臺。 

史達林在戰爭初期的時候，對於毛澤東的期待總是給予肯定性的回答。他從8月中旬開始，也

派遣了一個蘇聯的飛行師駐囤在中國東北區域。但是與史達林先前的承諾不同，蘇聯的空軍戰機

支援從美國開始北上的1950年10月起，這個約定的履行開始變得不確定。在10月初正式開始進行

的中共黨內會議上，在不可能與蘇聯的地面軍隊共同參戰的前提之下，中共開始就中國單獨參戰

與否、參戰後蘇聯空軍支援與否及支援程度為何，以及要以何種條件來獲取蘇聯所提供的大炮、

坦克、彈藥等武器裝備等問題來做討論。在整個過程中，毛澤東、周恩來、彭德懷與高崗四人一

方面誘導黨員支持參戰，一方面操作與決定相關的具體意見。 

毛澤東在10月6日與7日間，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後，即刻向史達林表達中國的參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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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並希望蘇聯能夠提供空軍戰力與武器裝備給中國。此時史達林提及促請中蘇兩國共同對美

作戰的言論，給予毛澤東相當大的鼓舞。毛澤東也向史達林說明，想要與美國打仗，就必須現在

打，想要與美國對抗，以中國目前空軍戰力與武器裝備嚴重不足的情況下，六個師稍嫌不足，至

少要派遣九個師才行。毛澤東構想打一場中蘇兩國各司其職的戰爭，即中國負責提供地面部隊，

蘇聯則負責提供能支援中國軍戰力的空軍戰力、炮兵、坦克兵、輸送兵、其他具有專才的技術兵

與輸送工具，另外中國向蘇聯購買空軍戰機與武器彈藥等的債款，也由蘇聯方面負責吸收。最重

要的，蘇聯空軍戰機不僅要保障中國地面部隊進入北韓時的安全，在韓半島境內與美軍作戰時也

應給予支援，另外還要協助保護中國境內各主要工業重心都市。 

美軍越過38度線開始北進之際，毛澤東從三個方向來思索因應之道。第一、急速派遣周恩來

與林彪至蘇聯，與史達林談判派兵時是否提供空軍支援等問題。第二、正式任命彭德懷為「抗美

援朝人民志願軍」司令官，並將他派遣到瀋陽，準備前進北韓。第三、向北韓高層通報派兵的決

定，並讓彭德懷與北韓就實際作戰方案進行討論。若將上述內容的相關研討結論，按照順序重新

組織的話，則可得到以下結果。 

我們可以推測，為了讓史達林對蘇聯空軍支援與否，及武器裝備提供等問題做出最終決定，

毛澤東把周恩來急速派遣至蘇聯，讓他先把中蘇同盟拿出來討論，並提議中蘇共同參戰等。這點

雖然在目前所公開的相關資料裡頭並未提及，但是在未來的研究中，是相當需要嚴密考察的部

分。總之，史達林雖然同意應該救援北韓政權，但是他認為應該由國家安全正受到威脅的中國出

面派兵支援，同時史達林也揭示即使中國無法派兵支援，而致使金日成政權有垮臺的危機，蘇聯

也不會直接涉入的基本立場。而在協商的次階段，中國方面表示，蘇聯若同意出動空軍戰鬥機來

支援韓半島作戰，則中國就會派兵支援，反之，蘇聯若不同意，中國也將不會出兵，中國以這兩

個選項脅迫史達林於兩者之間作一抉擇。 

當時在制空權完全被美國空軍掌握的情況下，對於毛澤東而言，開戰時能否獲得掩護，以及

開戰後能否獲得蘇聯空軍支援等問題，有如燃眉之急，因此，當他與史達林做意見交換之時，他

實有必要針對這些模糊且不確定的問題，再重新明確地討論一番。反正，毛澤東已經知道蘇聯不

會直接派兵參戰，就他的立場而言，他至少要確認蘇聯空軍究竟能支援到什麼程度，與武器裝備

的支援形式等。 

而史達林表示，只要中國參戰，那麼蘇聯將會支援所有的武器與裝備。不論是中國所需要的

坦克、大炮、飛機與裝備，或是機械化部隊、特種部隊等，甚至連中國指導部掛心的各兵種的規

範化、一體化與現代化等支援，都將予以協助達成。蘇聯以這些條件來慫恿中國派兵參戰。但是

他也表示，蘇聯無法在韓半島提供1950年7月向中國首腦部承諾的空軍戰機支援。 

談判後，史達林向毛澤東表示蘇聯將不會參戰，但承諾會在中國領空提供蘇聯空軍戰機支

援，並以此作為這次會談的結論。然而，史達林也告知中國，蘇聯空軍無法提供全面性與立即性

的支援。隨後，因見中國有參戰的困難性，因此勸告金日成將殘餘兵力撤到中國與蘇聯境內，並

透過聯合國駐蘇聯大使，以對美讓步為條件，來終止美國繼續北進。換言之，從一開始就為蘇聯

衛星國的金日成政權，在中國與蘇聯的交易之下，隨時都會面臨遭遇到被放棄的命運。從這裡我

們必須再次回憶，於大韓帝國末年之際，在只顧自身利益的強國交易下，韓半島隨時都面臨被犧

牲的歷史教訓。 

毛澤東、彭德懷等主戰派在面臨蘇聯改變立場的情況下，仍舊極力地向反對派勸說參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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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表示現在不參戰，中國就會喪失良機，即使蘇聯不提供戰鬥機支援，此時出兵仍對中國有利。

最後在主戰派宣稱擁有勝算與戰略提示下，「即刻派兵」的準備已蓄勢待發，原先採取消極態度

或是抱持觀望立場的人，現在也都依附大勢支持參戰。毛澤東判斷美軍在無任何抵抗勢力的情況

下，在數日內即可北進至鴨綠江，在如此緊迫的情勢下，若有所遲疑，那麼未來戰略地帶的確

保，將會變得更為困難，從戰略上來看，為了確保防禦區域，毛澤東決定即使沒有蘇聯空軍戰機

的掩護，也要參戰。 

從戰術層面來判斷，毛澤東認為若繼續遲疑而不趕緊做決定的話，他與彭德懷所構思的作戰

計畫，在還未付諸實行前，可能就會化為幻影，同時也會喪失佔領位於平壤以北，背靠妙香山脈

的德川戰略地帶的先機。 

在確定參戰方針之後，毛澤東立即向史達林通報謂，即使蘇聯不提供韓半島的空軍作戰支

援，中國也決定派兵。同時，讓原先待命的第二線兵力，重新往第一線移動。周恩來也依照毛澤

東的指示，在莫斯科多停留了二～三天，同時就毛澤東想詢問的有關於中國沿海的空軍支援，以

及供應武器裝備等問題與蘇聯方面協商。針對於此，史達林承諾將會按照中國所要求的予以支

援。最後，毛澤東接受了史達林僅限定在中國境內的武器裝備提供，與二個月或是二個半月後才

能獲得空軍支援。 

在確定蘇聯將提供中國境內的空軍戰機支援後，毛澤東決定開始渡鴨綠江，並迅速地將軍糧

與軍需品輸送至北韓境內，同時派遣先鋒部隊。此時中國的先鋒偵察隊與一部兵力已經越過輯安

鐵橋開始進入北韓，並到達北韓的滿浦地區。總之，中國在10月19日之前，就已經將一部份的中

國軍力投入到北韓境內。 

史達林此時也立即把中國的參戰決定告知金日成，同時指示他暫時不要撤退逃亡，又特別強

調蘇聯將會提供給中國參戰時所需的一切技術裝備，而與中國派兵的相關具體問題，在與中國指

導部商討後，都將會獲得解決。藉由讓金日成與中國商討的方式，這次史達林也採取將中國投入

第一線，而蘇聯隱蔽在其後的固有手法。 

毛澤東在聽取了從蘇聯返國的周恩來的報告，知道史達林的決定將不會再有所變更後，便機

密地向駐守在鴨綠江準備渡江的指揮官指示，維持安全的同時，仍按照預定計畫於19日晚間發動

「抗美援朝志願軍」的主力進入北韓，準備開始作戰。此舉將原本只是制限戰的韓戰，擴大轉變

為切斷韓半島的統一，並造成之後廿年以上中美關係僵化與冷戰局面的廿世紀最大的戰爭。 

毛澤東決定介入韓戰的動機包含以下三點，第一、為阻止如風中殘燭般的北韓政權崩潰，第

二、為了保障國家安全，第三、防止國內戰場化，讓戰場境外化。從地緣政治的角度來看，第一

個動機包含在第二個動機的概念中，當然這也是毛澤東自身對於韓半島認知的產物。 

轉變為現實主義者，以國家利益為優先，並掌握新中國大權的毛澤東，由中國與周邊國家的

關係與機能，他體悟到歷代中國王朝所重視的中國特有的地緣政治性安全觀，即所謂脣亡齒寒的

關係。從脣亡齒寒觀點來看，有必要在美國、日本勢力的橋頭堡，即韓半島的北端，讓一個反

美、親中國的政權存續下去。另外，只要日本帝國主義敗亡，那麼中共就可期待在韓半島掌握一

個追隨毛澤東革命路線的親中國勢力。中共指導部從韓戰開始，就利用金日成的派兵請求，分好

幾次把韓籍士兵與親中共的幹部送往北韓，其實就是為了讓這些人進入北韓政權內，形成親中國

的政治勢力，同時這也是中國傳統與韓半島間脣亡齒寒關係的現代翻版。 

1949年毛澤東雖然以時機未到的理由，首次拒絕了金日成的南侵行動，但是對於南侵行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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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代表著「民族解放革命戰爭」這一點，則表示了支持的意思。這裡反映了中國應然性期待著依

賴北韓政權來掌握韓半島，但這並不代表中國會立即介入戰爭。然而在一年後，毛澤東在史達林

決定發動南侵的壓迫之下，為了保障自身的國家利益，而不得不向金日成與史達林做出「非欣然

接受」的點頭同意。 

從國家安全層面來看，為了防止北韓政權崩潰，以及提升自身的安全保障，中國有需要維持

位於緩衝地區的北韓政權，並保護東北地區與鴨綠江水豐大壩及發電廠的安全。在防止國內戰場

化，並讓戰場境外化的動機裡，包含了有事先阻斷蘇聯進駐中國東北地區的可能性，與避免戰爭

擴大至國內時，將面臨的危險局面等。 

與第一個動機相關聯，中國東北地區不僅是關係到首都北京與華北地區的戰略要塞，而且還

是當時大部分中國近代工業設備集中的地區。東北邊境地區為保護核心地帶的外部地區，所以與

核心地區有著脣亡齒寒的關係，同時又緊挨著韓半島邊境，因此與韓半島也存在著脣亡齒寒的關

係。因此，出於防禦中國戰略核心地區則應首先防禦其周圍的唇亡齒寒觀點，為了保障中國東北

區域的安全，就必須先維持北韓的共產政權。北韓政權是確保中國國防安全的前哨。毛澤東的軍

事介入是出於防患於未然的預防措施，即預防金日成政權崩潰時北韓政權領導人的逃亡、北韓軍

與居民大量流入等給中國政府帶來政治負擔所採取的措施。同時，也是為了保護新中國恢復經濟

的基礎—東北地區工業設施，與保護供給這些設施持續啟動所必需的電力來源—鴨綠江水豐大壩

及發電廠才介入的。 

這個事實告訴我們，在今日韓半島有事時，仍有再次出現的可能性。即當北韓政權垮臺時，

金正日政權對中國的救援請求、大量難民流入中國、中國在北韓境內的經濟利益與華僑的保護，

或者更進一步，中國的安全本身受到威脅等問題發生時，中國是不會坐視不管的。 

與第三個動機相關聯，鑒於過去進駐中國境內的蘇聯軍撤軍問題成為兩國關係矛盾根源的歷

史前例，毛澤東認為若史達林按照中蘇同盟介入戰爭的話，不僅有損於其建設獨立主權國家的國

家政策目標及尊嚴，還會再次受到蘇聯壓迫而使國家主權受到侵蝕，因此，這具有防備蘇聯參

戰，並誘使其向北韓而非中國進駐的意圖。同時也是為了預防美軍越過鴨綠江、豆滿江邊境進入

中國東北地區時可能發生的諸多狀況。例如防止企圖反攻大陸的蔣介石國民黨軍的介入與大陸攻

擊，以及防止大陸各地中國國民黨的抵抗勢力重新組織反共活動，防止包含土匪在內的反革命勢

力，於各地反對土地改革，並事先避免顯露敵對情緒的反政府武裝鬥爭轉變為政治勢力。進而以

所謂反美帝國主義戰爭的「危機狀況」為名義，誘導動員，積極推進新中國政治課題。 

當然其中有兩個前提。第一，毛澤東懷疑美國介入韓半島的最終目的並不在於韓半島的政

治、軍事統一，而是試圖再次進軍中國，因此毛澤東認為美國的北進以成既定事實，未來不可避

免地將隔著國境線與美國遭遇。第二，毛澤東堅信美國因為擔心蘇聯會根據中蘇同盟條約而全面

介入戰爭，所以並不會將戰爭進一步擴大到全中國。但這與他所強調美軍將會進攻中國東北地區

的事實相互矛盾，這點其實是出於國內政治目的考量，與試圖就政治層面來宣傳美國威脅的動機

有關。 

對於毛澤東來說，美軍接近中朝國境，意味著保障中國安全的國境緩衝地帶消失，是個相當

嚴重的安全威脅。毛澤東在面對恢復經濟、土地改革、掃蕩國民黨殘餘勢力、討伐土匪、解放佔

領臺灣等政治、領土等刻不容緩的統一課題，在即將擺脫長期內戰的此時，應該避免另一場戰

爭，尤其是應該避免與強大的美國打一場毫無勝算的戰爭。但是與其他指導者不同的是，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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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美國的戰爭中，絲毫沒有退卻之心。 

因此，毛澤東認為，這場保衛國防安全的戰爭若不可避免，那麼戰場不應該在中國境內，而

應該在中國境外。並且在不能排除美軍可能進入東北的情況下，毛澤東採取了積極介入的方式，

來取得勝利先機的戰略。因此在美軍接近鴨綠江之前，不僅要先確保前陣防禦區域，另外，還為

了在聯合國軍北進路途中埋伏，並予以敵人痛擊，因此選擇了前陣防禦而非現地防禦的先制攻擊

戰略，也就是選擇了保衛本國領土的戰場境外化戰略。 

毛澤東除了國家的軍事安全之外，也不得不綜合考量包含國內政治目的、北韓政權的救援、

與史達林的關係維持等對外因素所集結起來的複合要因。這當中對外因素不僅直接與國家利益相

關，同時也促使中共的理念一致化。但真要計算兩者比重的話，毛澤東與史達林都不將他們公開

宣傳的共產主義意識型態當成最終目的，他們優先考量的是國家利益與對外關係的現實政治。 

從這樣的觀點上來看，在北韓政權的存續與中國安全的函數關係中，全都貫穿著為保障自身

國家利益的動機。第一、北韓政權瓦解的話，中國的安全也會受到威脅。第二、金日成政權並非

追隨資本主義理念，而是親中國並傾向於共產主義，因此必須支援北韓政權使它存續下去。另

外，支援北韓之後，若能使中國對北韓政權產生影響力的話，那就更為理想了。然而，對北韓政

權產生影響力，並非中共首腦部派兵支援北韓的最初目的。在維持北韓政權存續的動機裡頭，存

在著中國與北韓間的歷史背景，這也是中國決定軍事介入的另一個因素。 

在中共與北韓密切的歷史背景裡頭，存在著兩國共同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鬥爭，與日本

帝國主義敗亡後所謂的國共內戰時期，支援中共的報恩意識。許多的韓人鬥士們不僅參與了中國

的反軍閥鬥爭，還以各種不同的形式直接參與了中國的共產革命與抗日運動。韓人們不僅對中共

政權的創立有很大的貢獻，就連金日成也就曾國家層面，支援過中共對中國國民黨的軍事作戰，

北韓不吝惜地間接或直接地提供各項協助，不僅讓中共軍安全受到保障，也幫助中共取得國共內

戰勝利，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在這樣的歷史背景下，遑論一般人民，就連國家高層人士也因為北韓過去長期支援中國的革

命，而自覺中國現在有必要站出來援助北韓。身為大國，並以中華主義等文化、歷史觀念自豪的

中國人，特別是主張四海平等，並支持弱小國家獨立的共產主義者，例如毛澤東與周恩來等中國

領導人，若是佯裝不知過去曾從朝貢的藩屬國那裡獲得幫助的話，這樣對潛藏有大國意識的中國

人來說，是有失顏面的事。 

中共指導部從金日成準備南侵的1949年到1950年，至少派了五萬名以上曾在中共軍隊服役的

韓人兵力到北韓，這就是中共指導部為了維護中華主義顏面而做的報恩行為。原屬中國軍隊的韓

人們，在來到北韓後擔負起樹立北韓政權的重責大任。那些與北韓最高領導人金日成一起建立北

韓政權，並擔負起政治、軍事等領域重要角色的人物，大多數都在中國經歷過對日抗戰與對國民

黨的武裝鬥爭。大約有將近97%的軍官都擁有在中國作戰過的經歷，而這些在北韓政權與北韓軍

內佔有重要一席之地的中國要因，亦是推動金日成南侵行動的主軸之一。 

毛澤東軍事介入的動機，除了追求中國本身的利益，與過去曾從北韓政權那邊獲得支援，即

所謂的負債意識之外，存在其他有關理念性因素的可能性並不大。與此相關，對於中國的對北支

援，說是依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理念，為了全體共產國家的利益，而決定派兵反對美國的世界

霸權，即學界既存學說所主張的，派兵是為實踐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戰略性手段，這樣的說法就

沒有掌握到事件的本質。中共僅是在表面上賦予對北韓軍事支援「履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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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意義，實際上中國的首要目的是挽救北韓政權，而非支援北韓政權的共產主義運動。 

毛澤東所指的「國際主義」的具體內容，就是指新中蘇同盟條約，即包含了當中國遭受到攻

擊的時候，可以向蘇聯請求協助的含意。毛澤東欲透過對北韓的軍事支援來獲取蘇聯支援的理由

是，在建立新中國前毛澤東採取向蘇聯一邊倒的政策，因此他必須靠蘇聯來克服因西方世界斷

絕、孤立所帶來的困境。毛澤東也因為選擇了蘇聯來當自己的後援者，因此在與蘇聯的外交關係

上，中國不得不採取被動的低姿態。而當具相同理念的弱小國家遭受到帝國主義攻擊威脅時，中

國就必須要派兵支援。在這樣的脈絡下，中國對同樣是無產階級的北韓共產黨就有支援的義務。

從這樣的角度來觀察，中共指導者在對日抗戰結束後，對於北韓的革命採取積極支援的態度，這

也不是什麼奇怪的事情。而且這對中國來說可謂一舉兩得，不僅可以赤化韓半島，同時又確保了

自身國家的安全。 

但是在反帝理念對決的架構當中，若主張中國對北韓的派兵行動，是為了促進中蘇兩國提倡

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而做的角色分擔的話，那麼這種非邏輯性思考只描繪出事情的其中一面罷

了。我們從毛澤東拒絕金日成共同作戰的提議，即在韓戰中以共產陣營來對抗資本主義陣營的事

實，就可以知道，我們應該警惕「讓蘇聯留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麥加」，與「在亞洲促進

革命運動是中國的義務」等非邏輯性的思考。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中國在認識與蘇聯關係時，不能不強調的理念，同時也是在認識史達

林與中國的關係時，最先要強調的東西。它是為了對抗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世界的口號，而非中

蘇同盟本質上的目的。在對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理念因素裡頭，存在著中蘇兩國無法一致的另

一面。 

在新中國建國後，中蘇兩國雖然締結了中蘇同盟，但是在中蘇同盟締結的過程中，史達林表

現出的高姿態與優先考量自身利益的傾向，讓毛澤東無法完全減少對史達林的宿怨，因此也留下

了一些心理上的疙瘩。在韓戰爆發整個期間，史毛兩人之間存在於檯面底下的緊張心理與反目情

緒，其實是過去歷史所遺留造成的。 

與史達林只在符合自身利益才支援他國的情況不同，中國首腦部對於無產階級國際理論，不

僅考量到其理論自身的理念、脣亡齒寒的國家安全概念，以及與蘇聯關係中雙方有條件的支援

等，同時也從與這些動機摻雜在一起的角度來掌握理解。與其說毛澤東是依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的理念，倒不如說他更注重與史達林間的關係維持。因為毛澤東深知若不償付之前向史達林所借

的各種債務，而想繼續依靠史達林，來支援新中國在國家建設上，急待獲得的各種外交支持、軍

事能力增強、國家防衛與經濟支援等是不可能的。所以為了償付舊債，並重新獲得史達林信任的

唯一方法就是馬上出兵。因此，與其說毛澤東是為了支援在落後國家裡「時機尚早」的共產革

命，倒不如說他是想藉由支援救濟北韓政權，來獲得蘇聯的各種軍事武器、裝備與軍事支援，並

透過蘇聯的經驗將落後的中國軍隊帶向現代化。 

把蘇聯當成中國現代化標榜的毛澤東，想把蘇聯的武器裝備引進人民解放軍，並以此為根

基，創造出符合中國國情的軍事技術與兵種，同時促使中國的軍事工業發展起來。由此讓中國剛

著手不久的經濟復興變得更有彈性，同時也將其發展結果當作解放臺灣的原動力。即從國內、國

際層面來看，中國藉由挽救北韓政權崩壞危機，來顯現自己共產主義政權的道德性，但另一方面

則試圖從其中來獲取自身的利益。這裡所稱的利益，是蘇聯所提供的軍事裝備與經濟支援，及透

過軍事顧問團的派遣所獲得的國家利益總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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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不能排除在毛澤東積極支持派兵行動的原因裡面，有著避免讓自己遭受到使中國脫離社

會主義陣營，而採取南斯拉夫狄托路線等批判的意識存在。我們也無從斷定毛澤東是否有想藉由

派兵，來改善兩國互不信任緊張關係的意圖。但若仔細斟酌的話，我們可以做出毛澤東其實是想

藉由派兵的行動，來消除史達林對自身疑慮的解釋。 

但是毛澤東在決定參戰時首要的考量，並非是為了消除史達林的疑慮。而是他必須極力避免

北韓政權瓦解，以保障中國的國家安全與政治外交。中國指導者們對強國蘇聯的態度，是出於一

種看不見的顛倒機能的感情，但是對於北韓則不同，這當中存在著從大國「義理」意識所衍生出

來的理念同質性、出於同文同種的歷史親緣性、以及基於想報答曾投入抗日運動與中國革命的韓

人的兄弟愛。因此要說毛澤東是基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精神來投入韓戰的話，這一點是有點難

以說服人的。但是我們也無法斷定全然沒有這樣的目的存在。若真要說有那樣的目的存在的話，

那也只是以此之名來行實現國家利益之實罷了。 

總之，我們不能否認中國的韓戰介入，扭轉了整個情勢，不僅將韓戰變成由中國、美國相互

對抗的國際戰，一直到停戰前，中國也持續扮演著支撐北韓政權的重要角色。 

透過以上的探討，我們可以了解今日在環繞北韓政權的東北亞國際關係中，韓國政府對中國

或是對俄羅斯利害關係的派別，為超越中蘇、中朝、俄朝之間的利害關係，外交關係的多邊化與

持續地掌握管理是極為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