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鐵血制裁行動
重慶的破壞一直是汪政府的一大威脅，汪政府中的要人都是重慶狙殺或逮捕
的目標，甚至遠在江西及廣東，都有重慶地下人員伺機行動，在重慶對汪政府人
員的暗殺中除了李士群被毒殺較戲劇化之外，重慶也多次派人行刺汪精衛，然終
未得手，而汪政府特工的另一首腦丁默邨也差點命喪重慶的「美人計」，但是上
海市長傅筱庵、廣東省長陳耀祖就沒前述兩者好運，他們雙雙被重慶特工殺死，
對汪政府造成頗大的震動，除此之外，擬赴任汪政府江西省長的蕭叔宇被重慶特
工捕捉最後自殺，汪政府廣東省的特工首腦黃公潔被重慶人員捕獲又逃脫，這些
都對汪政府造成頗大的威脅，也是重慶對汪政府宣告任何依附汪政權並與日本合
作的人都會受到重慶的嚴厲制裁。曲突徙薪，重慶若能先將汪精衛殺死，那麼汪
日的「和平運動」應該就沒戲唱了。

一、前仆後繼、刺殺汪氏
民國二十八年下半年是汪精衛積極活動組織新政府的時期，此期間重慶向各
地下工作人員下了好幾次制裁汪精衛的命令，民國二十八年六月汪精衛飛到天
津，「中統」天津站站長吳世仁馬上佈置除汪工作，吳給祕書長朱家驊這樣的電
報：「汪精衛到津，王克敏特由平飛津歡迎，張書城來告奮勇，擬利用渠領導之
忠義團內同志，過去與改組派有關之忠實同志設法打入，趁機對汪制裁」1，朱
家驊的回覆是這樣的：
「對汪制裁必須積極進行，並請張同志對王克敏亦特別設
法鋤去之」2。同年八月汪精衛正在召開所謂國民黨第六次代表大會，準備成立
「對汪逆召開之偽全
黨中央3，八月三十一日朱家驊電令上海市黨部主委吳紹澍：
大會及參加份子，務須力為設法徹底破壞，嚴行制裁，至少亦予以重大打擊為要。」
4

，九月十九日朱又連發二電：
「對汪制裁工作有無進展，此事只求辦到，費用可

不計多少，團員或可覓勇敢志士先使設法投汪與之接近，俾益制裁，務須集中力
量確實進行為要。」
。
「汪逆行動不可輕視，希設法布置，嚴予制裁，費用兩三千
萬亦可，只求事能辦到」5。九月二十三日吳紹澍回電：
「制裁汪逆工作早在布置
中，並已派員參加彼警衛隊，因汪常住虹口江灣路，其第一、二層警衛者均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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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時無法近身，當繼續督促佈置，以期早日實現。」6朱再覆電：
「對汪逆制
裁務須加緊，期於最短期內辦到，經費當負責照撥，大規模動員忠實同志，放手
做去」。
由朱家驊這些命令可知，他們對於除汪已到迫不及待之地步，理由無他，因
為眼見汪政府就要成立，這對重慶國民政府殺傷力非常之大，朱曾電告吳紹澍等
人為何急於除汪，朱電稱：「敵竭全力進行偽中央政府企圖，造成既成事實，俾
利其與英美俄之談判，而亂國際聽聞，動搖國內人心，事關國家民族前途至鉅，
希加緊破壞之，對汪制裁尤須集中力量，經費一層，弟當負責。」7所以重慶用
盡各種可能方法阻止汪政府之成立，除了前文所述和談謀略的辦法之外，暗殺汪
精衛應該是一勞永逸的根本辦法。除了「中統」之外，「軍統」的除汪工作也早
已展開，而有些人民更是對汪精衛的行為無法茍同，民國二十八年三月戴笠曾指
揮陳恭澍及王魯翹等人在河內刺汪未果，同年七月九日，戴笠收到一名為金濟美
的函件要求「軍統」予以協助其刺汪計劃，金濟美要求「軍統」提供最烈性而無
味之毒藥四兩，並推薦其妻擔任通訊聯絡工作，由金混入敵方見機行事，金要求
「軍統」提供電台並擬訂出發路線圖，決定追蹤汪精衛至南京8，同一日又有名
為趙億者函呈蔣委員長稱找到汪之親信，可利用關係打入汪組織，自願擔任刺汪
工作9。可見重慶隨時派人暗地裡要置汪於死命，以下所述為其中較重要之行動。
「軍統」的除汪工作也進行了數次，民國二十八年九月「軍統」衡陽辦事處
主任吳賡恕少將入中央黨政班受訓，與軍委會少將參議戴靜園成為同學，二人常
談到汪之賣國求榮常憤然涕下，適巧戴靜園與汪精衛手下陳石生有舊，戴亦是「改
組派」舊人，戴後來接陳石生之來信稱要替汪延攬人才，因此吳賡恕及戴靜園二
人乃請見戴笠，自請前往南京擔任除汪工作，不久二人抵達南京順利打入汪政
府，汪精衛任命戴靜園為社會部委員10，民國二十九年一月汪精衛曾請戴靜園帶
信給重慶駐廣東韶關的軍政長官張向華、李漢魂、鄧龍光等，汪稱可代向日軍疏
通停戰，張李等人若因與日軍停戰，遭中央軍壓迫則請日軍代為抵抗，張等人則

6

〈吳紹澍電朱家驊－民國 28 年 9 月 23 日〉《朱家驊檔案》，第八十三函:滬市制裁(制裁漢奸)。
〈朱家驊電吳紹澍－民國 28 年 11 月 6 日〉《朱家驊檔案》，第八十三函:滬市制裁(制裁漢奸)。
8
〈金濟美函戴副局長－民國 28 年 7 月 10 日〉國史館檔案 抗戰史料 檔號 1031 3132.01-04 微卷
號 440。
9
〈趙億呈蔣委員長－民國 28 年 7 月 10 日〉國史館檔案 抗戰史料 檔號 1031 3132.01-04 微卷號
440。
10
費雲文，
〈戴雨農鋤奸記略-戴雨農其人其事又一章〉
《中外雜誌》
，第 19 卷第 6 期，民國 65 年
6 月號，頁 8。
7

117

將軍隊改駐廣州11，戴趕緊將汪煽動廣東軍人的訊息向戴笠報告12。此後戴靜園
時與汪手下陳石生往還，由於探詢汪之生活狀況過於積極，引起陳石生之懷疑，
於是戴靜園與吳賡恕雙雙被捕，二人被捕後並未馬上處死，丁默邨及李士群了解
二人身份皆為上將，層級頗高，想通過二人與戴笠取得聯繫，以便日後留條退路，
戴笠佯裝答應但卻暗中命戴靜園伺機殺丁、李。丁、李截獲戴笠與戴靜園密電，
獲悉二人圖謀後乃報告汪精衛，二人於三月初再度被捕13，汪最後於二十九年三
月二十一日將二人處死14。
戴靜園及吳賡恕失敗後，戴笠又派出陳三才刺汪，陳三才為江蘇吳縣人，
「清
華學堂」畢業後赴美留學習電機工程，民國十四年歸國於上海創辦「北極電氣冰
箱公司」
，汪精衛附日後，陳向友人稱：
「不寢汪逆之皮，食汪逆之肉，非大丈夫。」
於是在「軍統」戴笠的指揮協助下，陳三才購求線索準備刺汪，後來陳找到一位
「白俄」，該「白俄」再買通汪精衛之看護，想利用某日汪精衛赴北四川路福民
醫院醫治肝病時施以毒劑，後來該日汪精衛因故並未就醫，該名「白俄」卻仍向
陳三才堅索工作費，在工作費談不攏的情況下，「白俄」竟向日軍告密，於是陳
被汪日逮捕，民國二十九年十月二日陳三才在南京雨花臺被槍決。陳死後戴笠及
陳之清華校友為其在重慶舉行一個非常隆重的追悼會15。
陳三才死後，「軍統」再派出邵明賢刺汪，邵因曾任梅思平下屬故很容易就
進入汪政府，出任浙江省黨部書記長，然不久亦被識破，民國二十九年十一月十
七日被殺16。邵明賢死後「軍統」還有一次重要的刺汪行動，主角為黃逸光，黃
逸光，廣東赤溪人，墨西哥華僑，身強力壯，曾與老虎肉搏，民國二十四年與好
友組團進行環遊世界之壯舉，當該團抵巴黎時，遇見正在法國養病的汪精衛，黃
遂與汪相識，當時汪尚未投敵，黃向汪述說想參加抗敵，以盡國民天職的希望。
汪精衛投日後，黃逸光亦已回國並投入「空軍軍官學校」讀書，黃對汪之行為切
齒痛恨，乃加入「軍統」，戴笠因黃與汪有舊，乃施以短期訓練，密派他肩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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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任務，黃乃赴南京，汪任命他為中宣部編審兼教育部專員，常與褚民誼、林柏
生等往返，然每欲親見汪精衛，言辭情態過於急迫，乃被察覺，終於被捕，黃與
邵明賢同一日被殺17。

二、清除門戶、美人計施
「軍統」自從河內刺汪以後前仆後繼幾次暗殺汪精衛皆宣告失敗，但行動雖
未達到預定目標，卻也足夠令汪精衛寢食難安，草木皆兵了，除了汪精衛之外汪
政府其他人也不時活在重慶恐怖暗殺的陰影中，其中「中統」派出鄭蘋如對汪特
工領導人丁默邨施展「美人計」，差點讓丁默邨命喪靜安寺路街頭，也是頗驚心
動魄的一幕，由於「美人計」並未得手，鄭蘋如慘遭槍斃，戰後鄭之家人還曾以
此案向法官控訴丁默邨之罪狀，鄭蘋如在當時算是個傳奇人物，戰後不少人皆繪
聲繪影為文傳述這位「中統」女間諜的精彩事蹟。而丁默邨雖於此役倖免，戰後
仍被國民政府處死。
鄭蘋如是鄭英伯的女兒，鄭英伯清末時期留學日本，加入「同盟會」
，追隨
國父及于右任奔走革命，曾參加辛亥革命，民國二十四年擔任上海高二分院首席
檢察官，抗日戰爭爆發，日軍佔領上海後對之極盡威逼利誘，鄭英伯即避門謝客，
並以雪恥救國諄諄告誡其子女。鄭蘋如是上海法政學校畢業，民國二十六年經嵇
希宗之介紹加入「中統局」。此後即幫助「中統」在上海獲取汪日情報及從事破
壞工作 18 。鄭曾混入日軍報導部新聞檢閱室中任職，並在日本軍部電台任播音
員，繼入上海特務機關長片山大佐處任翻譯19。鄭蘋如因母親是日本人所以能說
日文，外表又生得美豔20，上海著名之「良友畫報」封面曾兩次刊登其玉照21，
所以鄭能穿梭於上海交際圈。民國二十八年鄭在吳開先的指示下打入日軍在上海
的情報機關「小野寺機關」，由於鄭提供不少共產黨之情報，故取得小野寺之信
任，
「中統」人員竟因而得以出入「小野寺機關」
，可見鄭蘋如的能耐。她又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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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日軍尋覓重慶和平管道的心理，安排一次假的戴笠與小野寺見面，後來被李
士群偵知報告「特工總部」後台老闆晴氣慶胤，小野寺驚覺被騙，
「小野寺機關」
也因而關門22。
不僅如此，為了向「中統」證明自己的能耐，鄭蘋如還曾經與當時日本首相
近衛文麿的長子近衛文隆搭上線，近衛文隆本來就讀美國普林斯敦大學，但因為
花費太兇，成績又不佳，近衛文麿遂將他召回國並進入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
23
就讀，因為近衛乃該校名義上之校長 。但近衛文隆惡習未改，仍然每天爬出「同

文書院」圍牆到賽馬場與靜安寺路遊玩，後來在舞廳結識了鄭蘋如24，鄭蘋如是
中日混血，說得一口流利的日文，二人乃每天膩在一起，夜夜在夜總會流連。某
天晚上鄭把近衛文隆帶到一個朋友家裡，讓他整夜未回宿舍，造成日方恐慌，以
為又發生了恐怖事件，隔天日本滬西憲兵隊找了一整天才找到這位首相的「公子
哥兒」，近衛家十分吃驚，立即讓近衛文隆回到了東京25。
鄭蘋如的手段這樣厲害，後來終於結識了極司斐爾路「七十六號」汪精衛「特
工總部」主任丁默邨，因為鄭蘋如曾就讀「民光中學」，而該中學的校長適巧為
丁默邨，鄭蘋如得以藉此關係與丁接近，一開始丁默邨警告鄭蘋如，他要鄭蘋如
告訴她擔任高二分院檢察官的父親鄭英伯趕快加入和平運動，否則「七十六號」
要對她們不利，但鄭家並不為所動。民國二十八年鄭蘋如接到「中統局」密令要
她伺機除掉丁默邨，鄭乃與嵇希宗等人密謀除丁計劃26。此時鄭蘋如不但已成為
丁默邨的情婦，丁甚至將鄭帶進「七十六號」讓她擔任自己的秘書。到了二十八
年的年終歲末，鄭蘋如向丁默邨央求一份聖誕節禮物，希望丁默邨送她一件時髦
27
的大衣 ，於是十二月二十一日午後五時，二人一同坐上汽車離開「七十六號」

往靜安寺路直駛，來到了西伯利亞皮貨店，然而「中統」卻已經暗中在附近埋伏
幾個殺手，在丁默邨挽著鄭蘋如來到皮貨店門口時，由於「中統」之行動人員不

22

23

24
25

26

27

晴氣慶胤，
《上海テロ工作七十六號》，(東京:每日新聞社，昭和 55 年)，頁 145~148。有關吳
開先及鄭蘋如打入「小野寺機關」及小野寺與姜豪密談和平經過可見前文「渝方的和談謀略」
一節。
「東亞同文書院」的創辦人是近衛文麿的父親，該校所收多半為日本學生，是日本對華侵略
的高級幹部培養所。詳見吉宜康，
〈關於東亞同文書院〉，
《上海文史資料選輯》，第 17 輯，頁
15-31。
張露生編著，《舊上海十大交際花》，(瀋陽:瀋陽出版社，1995 年 1 月第一版)，頁 211。
犬養健編，任常毅譯，《誘降汪精衛秘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 年 10 月第一版)，
頁 186-187。
南京市檔案館編，
《審訊汪偽漢奸筆錄(2)－鄭華君為丁默村殺害鄭苹如致首都高等法院函(1946
年 11 月 16 日)》，（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年 7 月第一版），頁 718。
晴氣慶胤，《上海テロ工作七十六號》，(東京:每日新聞社，昭和 55 年)，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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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丁默邨，所以丁入門時並未開槍，鄭蘋如見行動同志未出手，乃掉頭向門外
觀看，丁默邨頓時起了疑心，於是進了皮貨店的丁默邨馬上甩開鄭蘋如向馬路另
一邊的汽車衝去，等到兩位殺手回神發現後立刻開槍射殺，然而時機已失，馬路
上來來往往的人潮及車輛阻隔下，最後只打中丁默邨座車，但其座車有防彈玻
璃，丁乃急忙飛車逃離現場28。
本來當天丁默邨與周佛海等汪派要人要參加影佐及犬養健等人辦的新年酒
會，遲到的丁默邨向大家說明原因後，引起一陣虛驚。然而丁默邨這件桃色醜聞
立刻成為人們的笑柄，
「七十六號」本已產生李士群派與丁默邨派的鬥爭，如今
丁默邨竟被自己的女秘書暗算，李士群一派人即以此事為藉口，將丁默邨排擠出
「七十六號」。丁默邨對於鄭蘋如的背叛極為生氣，派人四處搜查鄭之下落，後
來查得鄭蘋如躲在陳三才所開設的重慶地下工作據點「北極冰箱公司」29。十二
月二十六日鄭蘋如被「七十六號」逮捕，鄭蘋如被捕後，汪方曾派人告訴鄭蘋如
之母，要她勸說其丈夫鄭英伯加入汪政府，即可釋放女兒鄭蘋如，為鄭英伯所拒
30

，丁默邨及李士群、吳世寶三人之妻皆極力主張將鄭處死，幾天後「中統」女

間諜鄭蘋如終被槍斃31。
「中統」清除門戶的工作功敗垂成，一位傳奇的女間諜香
消玉殞。

三、暗殺首長、汪府恐慌
「軍統」及「中統」對汪精衛、丁默邨的暗殺雖然都遭致失敗，但卻成功做
掉了上海市長傅筱庵及廣東省長陳耀祖。傅筱庵，名宗耀，浙江寧波人，清末擔
任招商局總辦、江南造艦所監督等，民國成立後任上海總商會會長、中國通商銀
行總經理、國務院高等顧問等，是一個長袖善舞的政商兩界活躍份子，盛宣懷在
上海置業和經營，皆由其全權辦理，於上海商界中有領導力，上海商界聞人多數
追隨其左右，民國十六年國民政府北伐正如火如荼進行著，傅當時為「上海總商
會會長」，因援助孫傳芳購買軍火、效忠北洋軍閥而遭國府通緝，國民政府勢力
深入租界又沒收其浦東住宅，傅筱庵乃秘密向日本大使館求援32，最後傅搭日本

28

29

30
31

32

東郭牙，
〈鄭蘋如傳補正〉
《春秋雜誌》
，第 12 卷第 2 期，民國 59 年 2 月 1 日，頁 30。作者稱
鄭之事蹟曾在台北西門町「紅樓劇場」搬演，且該劇曾得鄭之家屬認可內容，作者曾觀賞該劇。
犬養健編，任常毅譯，《誘降汪精衛秘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 年 10 月第一版)，
頁 192。
經盛鴻，
《民國暗殺要案》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年 2 月第一版)，頁 363。
南京市檔案館編，
《審訊汪偽漢奸筆錄(2)－鄭華君為丁默村邨殺害鄭蘋如致首都高等法院函
(1946 年 11 月 16 日)》，(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年 7 月第一版)，頁 718。
胡鮑淇，
〈投敵附逆的傅筱庵〉《文史資料選輯》，第 106 輯，頁 15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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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船逃往天津及大連的日本租界，託庇日本勢力的保護，和日人來往活躍33。抗
戰前傅派人向國民政府疏通，得國府諒解後得以回到上海，傅回上海後擔任中國
通商銀行總經理，該銀行是官商合辦之銀行，董事長是杜月笙，於是傅筱庵和杜
月笙結為朋友。抗戰爆發上海淪陷後，日人派一位會說日語的台灣人蘇錫文擔任
「上海大道市政府」市長，不久傅筱庵憑著與日人的關係繼蘇為市長34。民國二
十九年三月汪精衛組織政府之後，傅筱庵的上海市政府併入汪之國民政府。
「軍統」副局長戴笠與上海商界聞人杜月笙一直關係良好，抗日戰爭爆發
後，杜曾資助戴笠成立「忠義救國軍」在上海近郊從事游擊戰，而為免日人的威
脅利誘，杜月笙本人則避居香港，民國二十八年八月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
及蔣委員長駐滬代表蔣伯誠奉命至上海整頓黨務，民國二十九年夏天為了統一上
海的敵後工作，重慶在上海成立了「統一委員會」
，該委員會以杜月笙、蔣伯誠、
吳開先、吳紹澍、戴笠五人為常務委員，杜月笙被推為主任委員35，於是「中統」、
「軍統」與杜月笙的力量結合起來。杜雖不在上海，但上海仍留下不少門生弟子，
杜命他們必須協助重慶的地下工作，其中萬墨林是杜月笙法租界公館的管家，實
際上是杜月笙的駐滬代表之一，為了進一步協助戴笠在上海的地下工作，
「軍統」
上海區組織之下有一個行動第二大隊，該大隊的主要幹部都是杜月笙的學生或門
下，是杜給戴的一種支持。故上海區的第二行動大隊受戴笠指揮，但亦事事透過
萬墨林而秉命於杜月笙36。民國二十八年八月陳恭澍奉派擔任「軍統」上海區區
長，重慶方面下了密令，要上海區不惜一切代價，即速處決傅筱庵，此後「上海
區」不斷尋覓機會。民國二十九年九月的某一天，上海區的第二行動大隊向區本
部來了書面報告，稱已買通傅筱庵身邊的傭人朱升，但朱升要求事成之後能得到
37
五萬元，此後該事即由第二行動大隊分隊長陳默指揮進行著 。陳默是杜月笙的

得意門生，軍校畢業，奉杜月笙之命加入「軍統」上海區，他曾執行過多項轟動
一時的制裁案38。
民國二十九年十月十日晚上傅筱庵坐了裝甲汽車，去應日本人的宴會，散席
後又到盛老三(盛宣懷姪兒，當時亦附日)家裡聽戲，喝得酩酊大醉之後於清晨三

33
34

35
36
37
38

陳存仁，
〈日偽上海市長傅筱庵及其他〉
《傳記文學》
，第 59 卷第 1 期，民國 80 年 7 月，頁 86-98。
蔡德金、尚岳編，
《魔窟－汪偽特工總部 76 號》
，(北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 年 11 月第一版
頁 111。
楊天石，
〈吳開先等與上海統一委員會的敵後抗日工作〉
，
《民國檔案》
，1998 年，4 期，頁 58-59。
陳恭澍，
《上海抗日敵後行動》
，(台北: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3 年 11 月 1 日初版)，頁 329-330。
陳恭澍，
《上海抗日敵後行動》，(台北: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3 年 11 月 1 日初版)，頁 360。
章君穀著，陸京士校訂，
《杜月笙傳(4)》
，(台北: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91 年 11 月 1 日第三版)
頁 153。陳默還曾執行制裁上海另兩位商界聞人張嘯林及俞葉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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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鐘回到家裡，房門未關就倒頭大睡，被陳默買通的僕人朱升利用此大好機會，
拿著菜刀掩進傅筱庵的臥室，對著傅之喉嚨連砍三刀，這位堂堂的上海市長竟然
連呼救都不及就被砍死在自己的床上，完成任務的朱升騎著腳踏車從容逃出市長
公館，公館的警衛及日本憲兵都知道朱升是市長僕人並未攔阻39。朱升乃山東人，
當時年四十一歲，乃傅被國府通緝避居大連時所僱，隨傅已十三年，來滬後擔任
傅筱庵臥室清潔工作。傅被殺後，汪日方面甚為震驚惶恐，嚴緝兇手，懸賞五萬
元，日軍並令京滬火車停駛，以便搜緝。事後陳默將五萬元交給朱升，「第二行
動大隊」也獲得二萬元的獎賞，朱升則在「軍統」的協助下搭漁船出海，預定由
鎮海登陸轉道重慶40。
這件制裁案轟動一時，報紙爭相報導，因為一位堂堂的上海市長竟被重慶處
死，重慶此次的重擊讓淪陷區的人民及汪日結實的感受到它還存在著，對汪政府
人員的威信及心理都造成莫大打擊。周佛海獲得消息的反應是這樣的：「五時為
電話驚醒，士群報告上海市長傅筱庵為其跟隨十餘年之僕從用刀殺死，人心難
41
測，為之寒心。」 。但是重慶成功「制裁」汪政府首長不僅這一樁，民國三十

三年四月四日下午六時，汪政府的廣東省長兼廣州綏靖主任陳耀祖赴長堤日軍
「南支部隊」，途中經過文德東路一家骨董店下車購物時被著軍衣者三人用左輪
手槍及手榴彈狙擊，其衛士當場斃命，陳身中四槍被抬送醫院，因彈中要害，無
法救治，延至晚上二時不治身死42。這次的行動是渝方「軍委會參謀本部特務工
作團」潛伏廣東的人員李伯秋及劉建緒等所為，二人後來因另一案件在廣東被逮
43
捕 。

三、全面制裁、向汪宣戰
除了以上的制裁行動之外，「中統」與「軍統」在民國二十八年至三十年間
在京滬地區還有諸多轟動一時的暗殺行動，且早在「維新政府」時代就執行過多
次的制裁案，民國二十八年二月十七日「軍統」上海區的劉戈青率領手下朱山猿、
平福昌、尤品山、譚寶義、徐國琦等人，潛入當時「維新政府」外交部長陳籙位
於百老匯大廈的公館，劉等制服衛兵後將陳籙射殺於沙發上，該刺殺事件令「維

39

萬墨林，
《滬上往事(1)》，(台北:中外圖書出版社，民國 63 年 5 月初版)，頁 72-73。
陳恭澍，
《上海抗日敵後行動》，(台北: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3 年 11 月 1 日初版)，頁 364、
373。
41
周佛海民國 29 年 10 月 11 日日記，參見蔡德金編注，《周佛海日記》，(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1988 年)，頁 389。
42
〈陳素曲江電吳鐵城秘書長－民國 33 年 4 月 11 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特種檔案》類 21 號
1.2。陳素當時是國民黨「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吳鐵城是中央執行委員會秘書長。
43
〈偽廣東省政府處理偽省長陳耀祖被刺檔案〉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特種檔案》類 715.1 號 347。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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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人員大為驚恐44。因為竟然連外交部長都排除不了重慶的恐怖暗殺。日
本海陸軍駐滬當局，乃向公共租界總辦佛蘭克林提出要求，雙方並成立協定45。
但是不久「軍統」又執行更大規模制裁案，民國二十八年六月十日，軍統南京區
乘「維新政府」與日軍要員在南京宴會之機會，派出幹員黃蘊明等滲入其廚房，
偽充侍役在其食物下毒，毒死「維新政府」南京市長高冠吾及日本南京領事館書
記官船山46。
汪精衛投日以後舉凡附汪的政界、商界、學界及各領域領導人也都成為是「中
統」行動的對象，民國二十八年九月「三青團」上海支團部制裁了丁默邨與李士
群的「老頭子」季雲卿47。民國二十九年二月，火腿業同業公會常務委員兼秘書
蔡曉和附汪後大肆活動，不少同業公會成員隨其附汪，汪政府成立後又擬充任社
會部第三處職員，
「中統」曾予警告，但蔡曉和不予理會，二月十日晨間「中統」
派人在其跑馬廳寓所將其暗殺48。民國二十九年三月「中統」人員因缺乏槍械，
竟思太歲頭上動土，市黨部主委吳紹澍派出第三隊人員聯絡汪方特工，佯裝投汪
並密告「中統」人員在法租界逍遙池洗澡，汪方特工總部立派第二處領班汪駿率
領幹員二人攜槍二支，開車馳至所報地點，當場「中統」預伏五人冒充法租界捕
房人員對汪方特工實施檢查，將其二支手槍繳下，並立刻當場將王駿擊斃，「中
統」攜戰利品兩支槍凱旋而還，全體無恙，該案給汪「特工總部」莫大威脅49。
在殺人奪槍的幾天後，因大上海播音台台主張利用附汪，不斷散播屈服日本之理
論，三月七日凌晨五點，被「中統」第二隊行動人員尾隨至虞洽卿路處死50。三
月十三日清晨商界聞人馬少荃也被「中統」暗殺，身中六槍，汽車夫及保鑣均受
51
重傷，同一時間汪政府「兩路黨部委員」薛顯揚亦被暗殺身死 。

前上海市黨部社會科幹事陸蔭初附汪後被任為社會運動委員，負責工運事
44

Frederic Wakeman,Jr. The shanghai Badlands: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1937-194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P53-65。另可參閱喬家才，《浩然集(2)－戴笠將軍和他的同
志》，(台北:中外圖書出版社，民國 70 年 10 月初版)，頁 10-13。喬家才為來台之軍統人員，
該書對劉戈青其人其事有詳細介紹。
45
《良友畫報－滬西越界區域之恐怖潮》
，第 141 期，民國 28 年 4 月號，頁 32。該報還刊出日方
代表因此事往見公共租界總辦佛蘭克林之照片。
46
〈戴笠報告－民國 28 年〉國史館檔案 特交檔案 軍事:特種情報 光碟編號
08A-00493(002-080102-037-001)。但另有一說，該件毒殺案是名為詹長麟所為，被毒死者有日本
官憲多人，但不包括高冠吾。見蔡德金，
〈日本南京總領事官邸中毒事件〉
，《江蘇文史資料選
輯》，第 11 輯，頁 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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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紹澍電朱家驊－民國 28 年 9 月 19 日〉《朱家驊檔案》，第八十函：滬市制裁(制裁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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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紹澍電朱家驊－民國 29 年 2 月 15 日〉《朱家驊檔案》，第八十函：滬市制裁(制裁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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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紹澍電朱家驊－民國 29 年 3 月 8 日〉《朱家驊檔案》，第八十函：滬市制裁(制裁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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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紹澍電朱家驊－民國 29 年 3 月 13 日〉《朱家驊檔案》，第八十函：滬市制裁(制裁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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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因其對各工會情形熟悉，為害甚大，市黨部人員得到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同
意後，於民國二十九年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將之槍殺於法租界52。六月「中統」
再刺殺一名日汪之女間諜王寶賢，王為日特務機關首要間諜韓人何開讓之弟婦，
寓居法租界呂班路，時常往返港滬，專事刺探重慶消息，
「中統」行動人員佈置
一個月餘，於六月一日早晨將之擊斃53。民國二十九年十一月三十日汪日要在南
京正式簽訂雙方間的「基本條約」
，戴笠得到情報汪日高級人員將乘「天馬號快
車」，由上海赴南京參加簽字典禮，戴笠下令軍統蘇州站中途襲擊，當時蘇州站
站長為顧偉，蘇州站自從中日戰爭發生以後，為了擾亂日軍生命線京滬鐵路，曾
破壞達十七次，炸毀其火車頭十個以上，日軍為防破壞，於鐵路兩側挖掘深溝，
54
架設電網，駐兵防守，所以「軍統」若要破壞鐵路須在碉堡視線以外 。十一月

二十九日蘇州站派出一個行動組到達「李王廟」附近埋置地雷炸藥，三十日九時
「天馬號快車」開到，特工人員按鈕引爆，快車觸雷爆炸傾覆，炸斃日軍官陸軍
省駐滬專員山田松次郎大佐、外務省情報局駐南京專員草島信夫中佐等人，「軍
統」則僅有一人被日軍擊斃55。
有一「三井洋行」職員俞蘭亭專門代日人搜集上海之金屬原料，且有購盡滬
市鋼鐵原料之舉，若有商人不從，俞即加以恐嚇，民國三十年一月初，俞被「中
統」人員用利斧砍死56。民國三十年七月七日的蘆溝橋事變紀念日全上海娛樂場
所均停止營業一天以資紀念，獨「米高梅舞廳」在報端刊登巨幅廣告，大事招攬，
且代汪方向各娛樂場所征收娛樂捐，於是吳紹澍派人向該舞廳投彈警告57。同年
八月二十日京劇業大舞台主范恆德因倡向汪繳稅之議，吳紹澍派出隊員六人將之
58
擊斃，吳並以愛國團體名義分函各娛樂業忠告勿附和繳稅之議 。

重慶對各方面投汪者的制裁確實發揮了很大的效果，有不少名人因被迫與汪
派人員接觸又擔心成為重慶暗殺的對象，紛紛向吳開先等人澄清。民國二十八年
十二月上海商界聞人虞洽卿、林康侯、徐寄廎三人至吳開先處向吳表示，他們與

52

〈吳紹澍電朱家驊－民國 29 年 5 月 24 日〉《朱家驊檔案》，第八十函：滬市制裁(制裁漢奸)。
〈吳紹澍電朱家驊－民國 29 年 6 月 1 日〉《朱家驊檔案》，第八十函：滬市制裁(制裁漢奸)。
54
喬家才，
《浩然集(二)－戴笠將軍和他的同志》
，(台北:中外雜誌社，民國 70 年 10 月初版)，頁
355。
55
費雲文編纂，《戴雨農先生全集》，
（台北:國防部情報局，民國 68 年 10 月初版），頁 131。
56
〈吳紹澍電朱家驊－民國 30 年 1 月 2 日〉《朱家驊檔案》，第八十函：滬市制裁(制裁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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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紹澍電朱家驊吳開先－民國 30 年 7 月 21 日〉
《朱家驊檔案》
，第五十七函：上海黨務 吳紹
澍報告。
58
〈吳紹澍電朱家驊轉戴季陶－民國 30 年 8 月 20 日〉
《朱家驊檔案》
，第五十七函：上海黨務 吳
紹澍報告。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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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褚民誼、梅思平等人見面純係商業立場，不代表任何意義59。民國二十
九年二月吳紹澍向朱家驊匯報著名之宗教界人士圓瑛法師已被汪方所攏絡60。得
到消息的圓瑛異常緊張立刻寫一封「昭雪信」給戴季陶轉朱家驊澄清，該信提到
抗戰發生渠即從事社會救濟，並至東南亞募捐，謠傳其附汪為不實指控，其與徒
弟明暘是被汪方綁架，且遭刑求療養月餘才告痊癒，現已釋放並潛心整理詩稿並
未附汪，前此情報係誣陷61。
重慶這些制裁行動不僅對附汪者產生嚇阻效果且間接告訴汪日，重慶或許失
去了不少土地，但侵略者踏在中國的土地上也絕難得到安穩，隨時都讓汪日寢食
難安。尤其重慶除了在京滬地區有破壞行動之外，其他各地亦佈滿重慶地下工作
人員，在敵明我暗的有利形勢下，重慶在京滬以外地區與汪日之鬥爭亦頗激烈。
民國三十一年五月，重慶人員曾逮捕欲赴任的汪政府江西省長蕭叔宇，蕭最後在
解送途中畏罪自殺。
蕭叔宇，江西永新人，同濟大學肄業，留學德國習政治經濟，曾任國民政府
62
63
立法委員及政訓處長 ，早年曾參加「改組派」，與汪精衛、陳公博有淵源 。民

國三十年六月蕭派已附汪的廣豐縣長劉競渡赴南京與汪精衛接觸，蕭因而得到汪
精衛及漢口日軍阿南司令允為江西省長一職，但汪日要蕭至日軍控制的南昌就
職。蕭氏夫婦本在江西吉安辦學校「建國中學」，吉安當時尚是重慶勢力範圍，
夫婦二人遂於「建國中學」與其手下召集會議，討論赴南昌就任省長一事，其中
該校教務主任秦強反對投汪，蕭妻熊大蕙竟持槍脅迫，秦強遂將蕭夫婦預備投汪
64
之事密告重慶所屬吉安警備司令部 。警備司令部主任參謀鮑越浪乃請求「中統」

之江西省調查室協助跟蹤，「中統」派人至蕭之「建國中學」寓所附近監視，也
派人至蕭所搭輪船之渡口監視65，五月二十七日蕭叔宇夫婦自禾埠橋寓所乘人力
車赴吉安，蕭夫婦擬由吉安經永泰赴南昌就任省長。吉安警備司令部派五名士兵

59

〈蔣伯誠吳開先電朱家驊轉庸公立公－民國 28 年 12 月 3 日〉《朱家驊檔案》，第七十八函：京
滬情報(一) 日軍及汪偽政府。
60
〈吳紹澍電朱家驊－民國 29 年 2 月 21 日〉《朱家驊檔案》，第六十一函：京滬附逆。圓瑛於一
八七八年生於福建古田縣，十八歲出家於福州鼓山湧泉寺。先後擔任過七屆「中國佛教會」主
席或理事長。相關事跡見 明暘，
〈先師圓瑛法師事略〉，
《上海文史資料選輯》，第 45 輯，頁
140。
61
〈戴季陶函朱家驊圓瑛請昭雪書－民國 29 年 3 月 8 日〉
《朱家驊檔案》
，第六十一函：京滬附逆。
62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特種檔案》類 715.1 號 323。
63
〈中秘處文件蕭叔宇附逆被發覺後畏罪自戕及辦理經過情形〉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特種檔案》
類 30 號 281.1。
64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特種檔案》類 715.1 號 323。
65
〈中秘處文件蕭叔宇附逆被發覺後畏罪自戕及辦理經過情形〉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特種檔案》
類 30 號 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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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中追隨，蕭等至吉安後下榻「大陸飯店」，警備司令部人員乃於該飯店將蕭氏
夫婦一干人等逮捕，在將蕭夫婦押解至警備司令部途中，蕭叔宇竟拔槍自戕，彈
中太陽穴，半小時後氣絕66。後經「中統」查明蕭潛逃南昌曾有精密之準備，原
計畫分三批出發，第一批為蕭之家眷，第二批為蕭氏夫婦二人，第三批為蕭之手
下，他們決定於五月二十八日先集中黃沙港再轉南昌，南昌汪日人員擬在途中迎
接。
事後「中統」與「警備司令部」搜獲了蕭叔宇之物品有現鈔六萬餘元，黃金
四十餘兩、手槍兩支，再清查蕭之住宅，發現蕭逆囤積居奇，布琔五千餘釘，漂
白粉十餘桶，汽車及人力車之內外胎五十餘套，肥皂百餘箱，棉花四十餘包，燒
鹼二十餘桶，絲襪六大箱，公文皮包百餘個，汽車兩輛，尚有押存各銀行之貨物，
67
共計不下二百餘萬 。內定為江西省主席的蕭叔宇竟然也在重慶的制裁下喪命。

這件制裁案再次讓我們瞭解到日軍雖橫掃中國大半江山，但是與重慶的地下鬥爭
卻佔不到多少便宜。相信越往內地汪日的控制力是越來越弱而重慶的勢力卻越來
越明顯。各省不管是不是淪陷區都佈滿重慶的特工人員，除了長江下游之外，這
種鬥爭在廣東也是如火如荼，尤其港澳地區，重慶「中統」在當地設有一個「港
澳總支部」，該總支部與汪政府廣東地區特務人員的特工戰激烈程度不下於京滬
地區。這裡的特工戰重慶曾有一大嶄獲，即是逮捕了汪政府特工首領黃公潔。
民國三十二年間黃公潔在澳門組織「中流社」
，社員有六十七人，黃任社長，
該社為澳門日軍特務機關的外圍機構，汪政府廣東省政府有一駐澳辦事處，黃公
68
潔兼任其下之密偵組 ，黃公潔對「中統」於澳門之地下人員多所搜捕破壞，民

國三十二年間殺害國民黨「澳門支部」常委林卓夫及委員梁彥明，並劫持重慶在
澳門所屬之「西安輪」，自從林卓夫與梁彥明被殺害後，對國民黨「澳門支部」
人員心理造成很大之打擊，各級負責人員咸認環境惡劣不能繼續主持工作多潛伏
伺機或相率內渡，導致最後組織鬆散，領導乏人，「中統」深知欲恢復工作須先
能應付汪日之威脅，幾經商量結果決定先翦除對重慶地下工作破壞最甚的「中流
社」
，本來「中統」想先策反其負責人黃公潔，然而黃並不買賬，
「中流社」對「澳
門支部」仍無情的加以打擊，三十三年間「澳門支部」設計委員麥孔檀又差點遭
黃派人暗殺，於是國民黨「港澳總支部」乃決定殺黃，「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
66

〈曹浩泰於泰和電中秘處－民國三十一年六月二十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特種檔案》類 029
號 5.12。
67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特種檔案》類 715.1 號 323。
68
〈陳素曲江電吳秘書長轉海外部長－民國 33 年 4 月 9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特種檔案》類
21 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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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素69乃請「挺進第三隊司令部」派出兩位幹員赴澳門執行制裁黃公潔之任務，
後來發現黃打算進入內地探重慶方面軍情，遂將計就計派「澳門支部」探員將黃
引誘至江門加以逮捕70。黃被捉後供出不少日軍的兵力佈置，
「中統」及挺三司令
部將黃解送至「六十四軍部」準備押解至「第七戰區司令長官部」，不料日軍特
71
務機關以兩百萬元使黃公潔之妻賄賂監視黃之隊兵，黃竟被暗中釋放 。黃逃抵

廣州後，立刻派人槍殺洩露其行蹤的某澳門商人，並加緊搜索重慶份子72，於是
這次的制裁行動最後功敗垂成。
除了廣東之外，重慶與汪精衛的地下鬥爭也延燒到國民政府的陪都重慶，重
慶能隨時在京滬地區制汪政府人員死命，但汪政府亦非省油的燈，他們也派出很
多特工人員潛伏於重慶政府各部門搜集情報。戴笠由汪日對外廣播內容猜測其對
重慶之消息非常靈通，其在重慶必有所謂漢奸組織及地下電台，乃命屬下加緊查
緝。終於民國三十一年五月間查獲汪政府潛伏在重慶的地下組織。民國三十一年
三月有一軍統人員叚文齡得到線索，重慶之資源委員會電台台長潘毅及其台員袁
喆人，常利用職務上之便利與汪政府秘密通報，後查出袁喆人為汪在重慶地下組
織之領導人。叚文齡與袁喆人為舊識，叚於民國二十八年曾奉派潛伏在京滬，知
悉當時袁喆人為丁默邨、李士群之「特工總部」蕭山站站長，於是叚乃密訪袁喆
人，叚故意表現出對重慶之不滿，袁乃給予叚重酬希望叚能提供美國志願空軍在
重慶之情報，袁另一屬下彭君竿也不時向叚詢問湯恩伯軍隊入緬甸之情形，袁並
稱其人員已滲入重慶、成都、盧州三地的政府機關。
叚將此線索報告戴笠後，戴笠親授機宜，飭叚多方活動，後更查出袁等人除
在資源委員會有一電台外，竟亦有一秘密電台設在游龍山二十五號立法院長居正
之公館，且由居正之次媳徐萱為之掩護，該電台係與漢口日軍通報，所使用之電
台係一小型電機，尚有一大電機在歌樂山國庫局呂成局長家內，袁喆人徐萱等常
至呂宅會議。袁喆人也打入「鹽務局」，袁曾將其黨羽黃晶介紹給鹽務總局公益
費保管委員會主任委員丁慕韓，將黃晶安插於鹽業公會籌備處，黃晶成為袁與丁
之聯絡人。汪政府人員竟連重慶之院長、局長公館都能滲透，可見其組織之威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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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素，字無那，廣東潮安縣人，廣東法政專門學校畢業，曾參加同盟會，抗戰開始後，陳素
擔任國民黨「港澳總支部」執行委員兼書記長，後又擔任主任委員。國史館檔案 個人檔案 檔
號 0000003149 陳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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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素曲江電吳秘書長轉海外部長－民國 33 年 2 月 13 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特種檔案》類
21 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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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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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容小覷。由於該地下組織牽涉不少重慶重要官員之親戚朋友，戴笠乃密呈蔣中
正請示進行搜捕73。
重慶對汪日所使用之手段或失之殘忍，以現在眼光看，重慶份子不啻為所謂
恐怖份子，然而這些行動若與日軍對中國的暴行比較起來就不算什麼了，一個跑
到人家家裡亂殺人的強盜，主人用什麼方法來自衛都是天經地義的，所以重慶的
暗殺行動是被逼的，是不得已的做法，試想八年抗戰中犧牲在日軍槍砲刺刀下的
中國軍民又有多少？重慶這些行動讓中外人士看到其堅強不屈的抗日意志，搏得
的應該是同情及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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