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結論
只要有戰爭，就免不了暗鬥；只要有對抗，也難免角力。第二次中日戰爭，
引出汪精衛政權，三方為了勝局，接二連三展開爾虞我詐的特工戰，為這一場民
族生存之戰添附幾許玄秘恐怖。由民國二十七年十二月十八日，汪精衛離開重慶
潛往河內開始，直到民國三十四年八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降為止，重慶與汪政府
的特工戰持續六年半有餘，幾和整個抗日戰爭相終始，然而這個地下戰場卻長期
隱沒於抗戰歷史之中，經由本論文探究，其激烈的程度實令人側目，而其對戰局
的影響，有時甚至到了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地步。
寧、渝雙方的地下鬥爭可以歸納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汪精衛出走到汪政
府成立之前；第二階段是汪政府成立到「太平洋戰爭」發生為止：第三階段是太
平洋戰爭發生到日本宣佈無條件投降。太平洋戰爭是雙方特工戰的一個轉折點，
因為此後汪日可以進入租界，租界是渝方特務組織的最後堡壘，租界淪陷後，渝
方重要的地下組織不是被消滅就是陷入癱瘓狀態。
在第一階段，當汪精衛叛離後，渝方一開始還傾全力要挽回，希望汪若不能
回重慶至少能暫避歐洲，最後汪不接受，渝方就開始用特務手段對付他，雙方的
特工戰肇始於此，「軍統」的河內刺汪讓雙方正式攤牌，但後來也促使汪精衛與
李士群的「七十六號」結合，於是汪方轉守為攻。汪政府成立前，雙方重要的特
工戰其性質不是流血暗殺而是破壞掣肘。當獲知汪精衛急於組織政府時渝方用盡
各種辦法阻止，
「中統」與汪精衛對吳佩孚的爭奪戰，高宗武與陶希聖的反正，
「軍
統」與今井武夫在香港的和談謀略，這些手段都讓汪方吃足苦頭，對汪方所造成
的損害有：
「汪、吳合作」破局，
「汪日密約」曝光，日方延遲承認汪政府，然而
這些事件雖然起了干擾汪精衛組織政府的作用，卻未能成功阻止汪政府的成立。
直到民國二十九年三月底，渝方最不願見到的事發生了，那就是汪政府成
立，於是雙方進入第二階段的鬥爭。汪政府成立不僅對重慶方面造成某些心理層
面的打擊，甚至在其成立過程中，也吸收到不少重慶份子，在「七十六號」的威
脅利誘與嚴密搜捕下，渝方上海特別市黨部與「軍統」上海區都面臨瓦解，重慶
在上海的根眼見就要被刨光，逼使重慶不得不派出吳開先、蔣伯誠等人潛赴上海
重建黨組織，而河內刺汪主角之一陳恭澍也奉命抵上海，重建「軍統」上海區，
這些人終能不負使命讓渝方在上海的特務工作又活躍起來，尤其他們藏身租界的
保護傘下，讓汪政府及「七十六號」寢食難安，他們多次謀殺汪精衛雖然都功敗
垂成，卻成功暗殺了幾名汪政府要員，包括上海市長傅筱庵、上海大亨張嘯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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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然而汪方也非省油的燈，他們在工部局內與渝方爭奪華董席次，接收渝方的
租界法院，但雙方最激烈也最血腥的鬥爭，要算是渝方暗殺「中儲」行員與「七
十六號」對「四行」的集體屠殺。此役雙方皆犧牲了不少無辜的性命，但最後以
渝方喊停而告終。畢竟「七十六號」有強大的日軍為後盾，相對於渝方特工的孤
立無援，這樣的毀滅戰渝方是承受不住的。
民國三十年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戰局出現戲劇性的發展，渝方所盼望
的英美介入中日戰爭終於出現，於是寧渝雙方的特工戰也進入第三階段。太平洋
戰爭發生對雙方特工戰的影響又可分成兩個階段，前半段是渝方特工組織的瓦
解，後半段則是汪方人員暗中向重慶倒戈。太平洋戰爭發生前，租界風聲鶴唳，
是年十月「軍統」上海區首先被破獲，區長陳恭澍被捕；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日
軍開入租界，於是以租界為掩護的渝方特工組織立刻陷入甕中捉鱉的困境，民國
三十一年三月「七十六號」終於捉到渝方最重要的特工領導人吳開先，三十三年
五月再捉到蔣中正委員長駐滬代表蔣伯誠，而上海市黨部主委吳紹澍也因日方搜
捕甚急，最後避居安徽。在領導人都不能公開活動的情況下，於是「上海統一委
員會」亦陷入癱瘓。至此雙方的特工戰始告一段落，因為渝方的重要地下組織多
已遭破壞，渝方特工遭到最嚴重打擊，同時由於租界已經淪陷，渝方特工無立足
之地也難以重建。
迨太平洋戰爭的後半期，日本優勢漸消，汪政府也出現敗象。民國三十三年
十一月十日汪精衛病死日本名古屋後，汪政府要員紛紛尋覓管道向重慶輸誠或戴
罪立功。就渝方而言，除了對汪方採取血腥制裁之外，對汪方要員的策反也是另
一種鬥爭形式，其中周佛海、任援道以及奉派潛伏的唐生明都是顯著例子。
渝方以唐生明花花公子的形象為掩護，再利用其與「改組派」的舊關係派他
潛入汪政府1，於是唐生明在「軍統」香港區人員協助下乘船抵上海，民國二十
九年九月底唐與李士群見面，由於原來「改組派」的淵源，唐很快就得到汪精衛
的信任，十月四日汪政府宣佈唐生明為「軍事委員會」委員。民國三十年五月汪
政府開始清鄉時，唐又被任為軍務處處長，在李士群手下協助清鄉工作。有了唐
生明作內線，渝方蔣委員長乃透過秘密電台要唐利用汪日軍隊消滅「新四軍」。
唐在清鄉期間更不時通知渝方有關汪日軍隊的動向，使戴笠的「忠義救國軍」能
事先轉移、減少損失2。然而百密一疏，民國三十年十月底「軍統」上海區被破

1
2

沈醉，〈花花公子唐生明(上)〉，
《傳記文學》
，第 64 卷第 4 期，民國 83 年 3 月號，頁 79。
唐生明偷偷通知渝方的「忠義救國軍」
，李士群則暗暗知會中共的「新四軍」
，前文已有詳細說
明，然而汪政府內部這樣多「內奸」怎能不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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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七十六號」由上海區與重慶來往的電報中搜出一張疑似唐生明所寫之電報，
於是唐生明臥底的身份被揭穿。然而身份曝光的唐生明卻反而得到「中國派遣軍
總司令部」保釋，因為「總軍」想開闢與渝方和談的路線，遂保護唐及其電台，
所以唐身份雖已曝露，但仍能繼續公開與重慶聯絡3。渝方所派的內線成功打入
汪政府，且成為清鄉工作的重要官員，最離奇的是身份暴露後還能全身而退，真
可謂特務工作的一項奇蹟。
渝方除了派出唐生明潛伏汪政府內部外，也成功拉攏到汪政府海軍部長任援
道。任援道，民國二十七年三月維新政府成立時，擔任綏靖部部長；二十九年三
月底汪政府成立後，先後出任第一方面軍總司令、海軍部長、江蘇省主席、江蘇
省保安司令等職務4。
民國二十九年春天，重慶方面派出任援道的堂弟任西萍至上海策反任援道。
任西萍至上海後告訴任援道中樞長官期望他能反正，半個月後任西萍就帶著其堂
兄給渝方的覆信回到重慶。三十年秋天，渝方策反任援道轉趨積極，再派任西萍
赴上海，但此次重慶中央指示任西萍受戴笠指導5，戴笠乃將任西萍安置於「滬
二區」
，接受區長姜紹謨的指揮。在「滬二區」的協助下，任西萍成功說服任援
道，任援道最後終於親筆上書蔣委員長，表示其身在曹營心在漢，決心擁護重慶
中央，並且表示等候國軍反攻，他一定捉汪自效，率汪軍反正6。
民國三十二年任西萍進入任援道之部隊擔任訓練工作，並策動任軍剿匪，三
十三年任西萍與任援道密謀爭取江蘇防地，為渝軍反攻時呼應之用。他們還成功
策動汪方部份海軍幹部。任西萍不僅策反其兄，還暗中與已向重慶秘密輸誠的周
佛海聯絡7。民國三十四年日本投降後，渝方乃命令任援道負責京蘇防奸治安任
務，軍委會且給予南京先遣軍司令名義，任奉命向宜興、溧陽、金壇三縣挺進8。
渝方對任援道策反成功，讓渝方掌控了部份的汪軍，使得戰後渝方得以用這
支部隊來保護京滬地區，免得被中共趁火打劫，對渝方戰後恢復京滬地區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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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生明，
〈我奉蔣介石命參加汪偽政權的經過〉
，
《文史資料選輯》
，(北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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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紹唐主編，
〈民國人物小傳－任援道〉
，
《傳記文學》
，第 75 卷第 1 期，民國 88 年 7 月，頁 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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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西萍報告與任援道之工作經過－民國 34 年 4 月〉
，《朱家驊檔案》，第三百一十二函：任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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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蔡德金編著，
《周佛海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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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是很大的。
渝方策反工作中最出色及對時局影響最大的，要算是對周佛海的策反。「軍
統」成功策反周佛海的主要人物是程克祥。他早期曾奉于右任之命打入「滿洲國」
搜集情報9，並將在「滿洲國」的所見所聞悉數寫成報告，深得器重，後來于右
任就將程克祥介紹給戴笠10。程克祥加入「軍統」後，擔任南京直屬情報組組長，
汪精衛來到上海後，戴笠即下令程克祥打入汪組織。程克祥透過關係結識羅君強
與周佛海11，取得周信任後，再將其副組長彭盛木推薦給周。彭盛木是台灣人，
精通日文，也曾替日本人做事，於是彭成為周的日文翻譯。民國二十九年三月底
汪政府成立後，程克祥擔任「軍委會參議」兼「點編委員會總務處長」，利用職
務關係掌握汪方各種動態，隨時向戴笠匯報12。
民國二十九年十一月十五日午後，「軍統」南京區長錢新民被「七十六號」
逮捕13。由於程克祥所屬「南京直屬情報組」都是借用南京區的電台與重慶聯絡，
南京區破獲後程遭連累，三十年一月，與彭盛木雙雙被捕14；四個月後，靠著周
佛海及楊惺華的保釋，才獲釋放15。程保釋出獄後卻仍然暗中為「軍統」工作，
而且興起策反周佛海的念頭。他們知道周佛海是個孝子，建議戴笠利用周佛海的
母親。戴笠在取得蔣之同意後，乃於三十年夏天將他們從湖南接到貴州息烽縣軟
禁起來16。周佛海聞後憂心忡忡，拜託香港的杜月笙及錢新之幫忙營救17。不久
戴笠還在周佛海母親同意之下，請軍統人員用周母的語氣寫一封信予周佛海，該
信通過「滬二區」人員送給周佛海18。
民國三十年九月，程克祥告訴周佛海，他要回重慶。此時周佛海一方面想知
道母親的消息，另一方面亦已決心向重慶輸誠，因此不僅不反對，反而要程向渝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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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克祥口述，黃曜隆編著，
《京滬區長》，
（中壢:慈恩書局，民國 71 年 6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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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表示感謝戴笠對其母親的照顧，並代向委員長請罪19。三十一年初，程克祥抵
達重慶20，二個月後，他帶著文書、譯電及報務員各一位回到南京。程被戴笠任
為「京滬區長」，並擔任聯絡周佛海的任務21。此後周佛海不僅供應程克祥特務
活動經費，還把程的電台設在其妻舅楊惺華家的三樓。不久，周佛海竟取得「中
國派遣軍總司令部」川本芳太郎的諒解，川本發給周一張電台的證明書作為護身
符，於是周索性將這個秘密電台移到自己上海的公館裡22。重慶終於成功策反了
周佛海。
除了周佛海之外，丁默邨也早已暗中與渝方聯絡。民國三十年夏天，陳立夫
曾派趙冰谷至上海見丁默邨，趙督責丁設法離間汪日關係，使汪政府離心分裂
23

。三十三年秋天，周佛海與其手下羅君強託「第三戰區駐滬聯絡專員」張子羽，

攜二人函至江西鉛山戰區長官部見第三戰區司令長官顧祝同，羅表示「深悔前
非，擬辭去偽安徽省長，改就偽滬市府秘書長職務，以便協助周佛海暗中培植實
力，作相機反正準備」24。事實上周佛海被渝方策反後，二人就與渝方聯絡，接
受某些渝方的指令。
得到周佛海超級大內線，是渝方對汪政府特工戰最致命的一擊，其重要性已
經超越渝方特務組織瓦解所造成之損失。所以民國三十四年八月日本宣佈投降
後，渝方能立刻命令周佛海擔任「上海行動總隊」總指揮25，負責維持南京治安，
尤其防範中共奪取京滬，對於渝方順利接收京滬地區是很重要的關鍵。因此，在
雙方特工戰第三階段的後半段，汪方因為周佛海已向渝方輸誠，使得汪方的特工
不僅不再與渝方對立，且將目標對準共黨，符合渝方的期待。而渝方對汪政府重
要人員的成功策反，不僅保護了被捕的渝方人員，最後也為渝方收復京滬地區產
生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就汪政府而言，原來他們認為抗戰是沒有前途的，應該在還未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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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前趕緊與日本妥協，以爭取最有利的條件。然而等到汪政府成立後，中日戰事
曠日持久，仍然沒有短期結束的跡象，加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先盛後衰，
戰局波雲詭譎，他們才警覺竟然錯估形勢，然而一切都已來不及。就雙方的特工
戰而言，汪方本已破壞「軍統」上海區，攫奪租界的渝方資源，後來又將「上海
統一委員會」要員一網打盡，渝方的特工已被剷除殆盡，一蹶不振。然而隨著戰
局的逆轉，汪特工先是被迫將目標轉向中共，末了更隨汪政權的崩潰而消散，寧
渝雙方特工戰的勝負於焉判定。
限於若干條件，本論文僅將焦點鎖定在幾個大案上，也獲致一些成果。關於
吳佩孚之爭奪拉鋸戰、愛國與漢奸之評價及死因之謎，均根據原始檔案，作客觀
論述與分析。其次，關於「桐工作」宋子良身份，綜合各方論證，確定為曾政忠。
再者，震撼淪陷區的汪政權特務首領李士群之死，赫然發現其與中共暗通款曲實
為致死原因之一。此外，關於「上海統一委員會」成員蔣伯誠、吳紹澍及杜月笙
管家萬墨林被汪日捉放的過程，謝晉元被暗殺的內幕，以及寧渝雙方在租界工部
局、法院、新聞界、銀行方面的鬥爭，本論文抽絲剝繭，還原其原委，而明其慘
烈暗鬥。惟囿於難以克服的因素，仍有諸多問題一時無法解答，期盼日後繼續努
力。如與戰時「中統」
、
「軍統」有密切關連的「法務部調查局」和「國防部軍事
情報局」兩機構所收藏大量珍貴檔案能開放使用，當能使此一領域之研究更形寬
廣，引領企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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