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寧渝的特工組織
第一節 渝方的特務組織
在重慶與汪政府的地下鬥爭中，重慶方面主要是「中央執行委員會秘書處調
查統計局」與「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兩個特務機構，這兩個組織分別被簡稱
「中統」與「軍統」
，其最早皆可追溯至黃埔軍校時期，抗戰開始時曾一度合併，
後又分別發展，這兩個組織在國民政府對抗中共與消滅軍閥的過程中發揮頗大的
作用，對日抗戰爆發後，「中統」與「軍統」的任務除原先對抗奸黨(中共)外，
再增加與所謂日偽的鬥爭。
「中央執行委員會秘書處調查統計局」的產生與陳立夫關係最大，民國十四
年夏，陳立夫在美國獲採礦工程碩士學位，同時並在舊金山加入國民黨，九月回
到上海，陳立夫是陳其美的姪子，陳其美是蔣中正的革命夥伴，於是民國十五年
元月九日陳立夫被蔣中正任命為黃埔陸軍官校校長辦公廳機要秘書，從此陳立夫
為蔣辦理其私人重要機密文件，民國十七年二月，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行委員會
「二屆四中全會」通過蔣中正為組織部部長，但是三月八日因蔣中正往前方督師
不能兼顧，故由陳果夫代理組織部部長1，具體事務皆由陳果夫辦理，陳果夫對
組織大量精簡，並成立了「調查科」，在得到蔣中正的同意下，以陳立夫為調查
科科長從事特務活動，該科的主要任務為對付共產黨的活動2。組織部調查科成
立後，不久就破獲了若干共黨秘密機關，青年共黨來歸者每月逾百人3。民國十
七年十二月蔣中正在江西剿共時，命令陳立夫率領上海、南京、武漢等地區特務
配合軍事行動，後來陳立夫調職，「調查科」科長歷經張道藩、吳大鈞、葉秀峰
等人。民國十八年四月八日陳被選派為國民黨中央執行委員會秘書長，調查科科
長也改由陳立夫表弟徐恩曾接任4。調查科成立之初，在全國各地還不曾設立直
轄的下級機構，民國十九年以後為擴大其活動範圍，派出三個特派員，配備工作
人員和電台，分別常駐上海、武漢、開封，後來在各省、特別市、鐵路普遍設立
特務室5。徐恩曾接任後頗獲蔣中正之信任，於是從此開始了徐恩曾對「中統」
長達十五年的領導。
徐恩曾，民國前十一年出生，浙江吳興人，交通大學畢業後留學美國卡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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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6，在徐恩曾擔任「調查科」科長期間最大的成績就是所謂「顧順章案」
的破獲，顧順章是中共中央保衛小組負責人，等於是中共特務組織首腦，民國二
十年五月他被「調查科」兩湖調查員蔡孟堅逮獲7，顧後來投降國民黨，同一年，
中共第三任總書記向忠發亦被「調查科」逮捕，此後「調查科」接連破獲南京、
上海、杭州、蘇州、天津、北平等地的中共組織8，後來陳立夫、徐恩曾等人又
偵破了民國二十四年十一月十二日發生在南京丁家橋國民黨中央黨部前的「刺汪
案」，於是徐恩曾在國民黨的地位升高，當選為中央執行委員9。
調查科在處理了顧順章案後再加上江西剿共之需要，蔣中正指示陳果夫與陳
立夫兄弟擴大該組織，民國二十一年「二陳」命徐恩曾成立了「特工總部」，它
是個完全秘密的組織，對外活動不用該組織名義，徐恩曾為主任，他是最高領導
人，被手下稱為「徐先生」或「徐老闆」，特工總部成立後，即在各省市、各黨
部內成立特務室，在上海、南京等地設立秘密行動區10。「特工總部」一直到抗
戰爆發後，民國二十七年春天，「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即「中統」正式成立後
才取消。但是在「中統」前身「調查科」成立同時，「軍統」的前身組織及領導
戴笠也漸漸發跡與嶄露頭角。
戴笠，字雨農，譜名春風，一名徵蘭，浙江江山人，清光緒二十三年四月出
生，民國二年，入浙江省立第一中學肄業，二年後投筆從戎，棄學入浙軍第一師
潘國綱部充志願兵，民國十一年任江山縣保安鄉學務委員，旋任自衛團團長11，
民國十五年九月底戴笠考進黃埔軍校，當年戴笠三十歲，被編入第十七連，民國
十三年國民黨行容共政策，此後中共即全力滲透，其目標除國民黨組織之外，就
是黃埔軍校。民國十五年七月，國民政府任命黃埔軍官學校校長蔣中正為國民革
命軍總司令，蔣於軍書旁午之際，特派學生胡靖安等人，調查共黨實況，聯絡非
共學生，共謀安定軍校，民國十六年四月十二日，國民黨實行清黨，戴笠開始展
露才能，他早已留心中共活動，學校根據他平時所做調查紀錄，迅速將戴所屬之
第十七連共黨份子全部肅清12。蔣中正下野時，胡靖安為蔣主持一個聯絡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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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搜集情報，戴笠為胡之情報員。民國十七年一月蔣復職後，胡靖安被派往德國
留學，戴笠遂接替胡之任務，奉派為總司令部上尉參謀，且接任聯絡組組長，然
聯絡組並非一正式機構，故戴笠之地位仍甚低，名氣亦小，為了引起校長蔣中正
之注意，戴笠常演出「攔車投書」，為蔣提供重要情報13。民國十八年中原大戰
發生，十二月二日唐生智在河南叛變，後來戴笠成功策反唐之營長周偉龍，使唐
之軍隊內部不穩，於是中央軍成功敉平叛變，周偉龍從此加入戴笠之特務組織，
而戴笠亦越益受到蔣之重視14。
民國二十一年春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家形勢危急，除東北被日本佔據外，
兩廣有反蔣割據勢力，贛南又有中共紅軍在擴張地盤，且當時蔣中正隱退浙江奉
化，南京中央呈現空虛混亂，為了挽救危局，黃埔軍校的畢業生們遂籌組了一個
「三民主義力行社」，黃埔軍人們所謂的民族復興運動開始發展，他們要「安內
攘外」，即對抗日本，消滅共產黨，參加者有蕭贊育、滕傑、賀衷寒、劉誠之、
鄧文儀、胡宗南、康澤、彭孟緝、戴笠、干國勳等人，該社曾受到蔣中正的同意
及支持，後來該社改以「復興社」之名對外活動15。在「復興社」之下曾設立了
幾個組織，其中蔣中正親自點名由戴笠任「特務處」處長，於是民國二十一年四
月一日南京徐府巷成立了「特務處」16。從此戴笠成為中國家喻戶曉的情報領袖
人物。
對於「特務處」的出現，頗令陳立夫與徐恩曾系統的「調查科」產生疑慮，
認為蔣是否不夠信任他們，於是民國二十四年蔣中正命令陳立夫主持一個統合各
方的情報組織「調統會報」，蔣正式命徐恩曾為該會報第一組主任，著重偵查共
產黨在社會之活動；戴笠為第二組主任，注重共黨在軍事方面之活動；並派後來
投汪的丁默村為第三組主任，掌理會報方面之總務事宜17。然而陳立夫、徐恩曾
方面與戴笠的情報系統一直不合，民國二十六年九月七日戴笠曾向蔣中正埋怨他
的組織歸入陳立夫領導後，陳立夫與徐恩曾想要架空他的職務18。不久戴笠又向
蔣提到「調統會報」一、二兩處人員編製及任務疊床架屋，狙擊華北偽政權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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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一案，徐恩曾的手下甚至與他的手下爭功19。大概因為兩個情報系統勉強合併
後摩擦更多，於是民國二十七年一月，蔣調陳立夫為教育部長，調統會報取消。
民國二十七年六月三十日將調統會報第一組改稱為「中央執行委員會秘書處調查
統計局」
，簡稱「中統」
，局長由朱家驊擔任，朱家驊是以「中央執行委員會秘書
長」職務兼任，副局長則由徐恩曾擔任20；第二組改稱「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
簡稱「軍統」，局長由賀耀祖擔任，戴笠為副局長。第三組被取消，於是導致丁
默村改投靠汪政權21。「中統」與「軍統」之名正式出現，而這兩個組織在全國
各大都市都有外勤組織，「中統」的外勤機構為各省、市及鐵路部門的「調查統
計室」
，簡稱「省室」
，省室的特工人員多少不一，少至十幾人，多達百餘人，省
室在所屬各縣設「調查組」或派出「調查員」，但早在民國十七年南京區及上海
區已設立，抗戰後主要是這兩區與汪方特工展開鬥爭22，另外就軍統而言，華東
方面也成立了上海、南京兩區，以王天木及錢新民分任區長，又成立杭州、屯溪、
安徽、浙江四個「站」，其他華中、華北及華南都有設置「區」及「站」23，於
是「中統」及「軍統」上海區在黃浦灘上開始了與汪政府的特務組織「七十六號」
展開腥風血雨的惡鬥。
但是在與汪方特工的鬥爭中，除了「軍統」及「中統」之外，渝方各政府機
關其實在上海都還有代表，尤其在國民黨組織部方面，他們在各省還有黨部，這
些在淪陷區的黨部同樣是汪方要鏟除及拉攏的對象，他們受著重慶國民黨秘書長
朱家驊的指揮，利用地下電台以密電和重慶黨中央聯繫著，從事破壞汪政府的宣
傳與行動，其中尤以上海特別市黨部最重要。朱家驊在抗戰時曾任中央執行委員
會秘書長、
「中統局」局長、組織部部長，故他實際指揮著「中統」
、各省市、區
黨部的地下工作，是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重要的特工首領之一。朱家驊，字騮先，
浙江吳興人，生於民國前十九年，柏林工科大學畢業，地質學博士，曾任廣東省
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國立中央大學校長、教育部長、交通部長、中央執行委員
會委員、浙江省政府主席，抗戰期間的民國二十七年至二十八年任國民黨中央執
行委員會祕書長，民國二十八年到三十三年任國民黨中央執行委員會組織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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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又任考試院副院長、行政院副院長等24。
汪精衛等人到達京滬後就積極吸收原上海市黨部人員，使得上海市黨部陷入
癱瘓，重要幹部紛紛投汪，總裁蔣中正對這樣的狀況至為震怒，於是命吳開先及
蔣伯誠赴上海主持黨務，民國二十八年八月吳開先抵上海25，
「秘書長」朱家驊給
吳一電稱：
「聞除行白兄等三人外多已附逆，總裁為之震怒，果、立二兄亦極關
心……該市黨部自應澈底予以改組，不容稍事延緩更增困難，兄對滬方情形較
熟，尚祈迅即委籌辦法，工作同志尚可挽回者，請剴切勸導之，否則去之不惜」
26

。民國二十八年底杜月笙及吳開先等人建議重慶在上海設立「統一委員會」
，以

統一中央各地下組織在上海的工作27，於是民國二十八年底「上海統一委員會」
正式成立，其中戴笠、吳紹澍、蔣伯誠、杜月笙、吳開先為常務委員，錢新之、
28
潘公展、陸京士、馮有真、吳任滄、童行白諸先生為委員 。最重要的是因為戴

笠及杜月笙均不在上海，於是由吳開先擔任書記長，實際負領導工作，由組成份
子可知該會包含了「軍統」及「中統」
、渝方駐滬的宣傳組織、杜月笙幫派勢力。
故「上海統一委員會」實際上成為重慶在上海最重要的特務組織29。該組織成立
後對汪精衛政府產生很大威脅，吳開先、蔣伯誠、吳紹澍等人成為汪方特工之眼
中盯30。
國民政府雖已撤退至重慶，但事實上除了「軍統」及「中統」、市黨部等特
工組織外，例如第三戰區也在上海派有代表，渝方各部會也都有人員駐在上海，
上海的公共租界及法租界成為他們潛伏之處，他們負擔收集情報與繼續指揮著上
海租界內的渝方法院、銀行等機構，同樣也與隨時伺機攫取租界資源的汪方特工
對抗著。
徐恩曾及戴笠二人皆在抗戰勝利前後離開他們經營多年的特務組織。民國三
十四年二月一日徐恩曾因故被解除「中統」代局長的職務，結束其執掌「中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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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檔案 侍從室檔案 檔號 0000000785 朱家驊。
有關吳開先至上海重整黨務之經過可參考邵銘煌，
〈戰時渝方與汪偽的地下鬥爭－以吳開先案
為例〉
，
《近代中國》
，第 128 期，民國 87 年 12 月，頁 71-76。該文引用《朱家驊檔案》
，對該事
有詳實之描述。
26
〈朱家驊電吳開先－民國 28 年 8 月〉
《朱家驊檔案》
，第五十六函:上海黨務(二)蔣伯誠、吳開先
報告。
27
吳開先，
〈抗戰期中我所見到的杜月笙先生〉收在沈雲龍主編《杜月笙先生紀念集》，(台北:文
海出版社，民國 65 年 2 月影印版)，頁 33。
28
吳開先，
〈抗戰期中我所見到的杜月笙先生〉收在沈雲龍主編《杜月笙先生紀念集》，(台北:文
海出版社，民國 65 年 2 月影印版)，頁 34。
29
有關「上海統一委員會」成立及發展，可參見楊天石，
〈吳開先等與上海統一委員會的敵後抗
日工作－讀台灣所藏朱家驊檔案〉
，《民國檔案》
，1998 年 4 期，頁 58-59。
30
有關「上海統一委員會」領導人與汪方的鬥爭及最後之破滅，以下章節將有詳盡敘述。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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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年的歷史31，民國三十五年三月十七日戴笠乘飛機在南京近郊的板橋鎮岱山
失事32，一代特工王因而殉職，
「軍統」乃於民國三十四年底改組，改稱為「國防
部保密局」33，「中統」則於民國三十六年四月十七日改稱為「黨員通訊局」34，
35
民國三十八年四月國府遷到廣州時，黨員通訊局再被改為「內政部調查局」 ，

等到國府遷至台灣後，內政部調查局先被改為「司法行政部調查局」再改為「法
務部調查局」，民國四十四年三月一日「國防部保密局」也被改為「國防部情報
局」。於是「中統」成為現今台灣「法務部調查局」前身，主要負責台灣內部保
密防諜任務；「軍統」則化身為「國防部情報局」，專門從事大陸的特務活動36。

31

柴夫，
《中統興亡錄》，(台北:地球出版社，民國 84 年 2 月一版)，頁 150。
費雲文編纂，
《戴雨農先生全集(下)》
，（台北:國防部情報局，民國 68 年 10 月初版）
，頁 988。
33
柴夫，
《中統興亡錄》，(台北:地球出版社，民國 84 年 2 月一版)，頁 94。
34
劉維開編輯，
《中國國民黨職名錄》，(台北:國民黨黨史會，民國 83 年初版)，頁 198。
35
楊者聖，
《特工老闆徐恩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年 12 月第一版)，頁 433。
36
陳楚君、俞興茂編，
《特工秘聞：軍統活動紀實》
，(北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1 年 10 月一版)，
頁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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