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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渝方的和談謀略 

民國二十八年至二十九年間是汪精衛組織政府緊鑼密鼓之時期，為了阻止汪

精衛組織政府，重慶曾給地下工作人員很多指示，民國二十八年六月，國民政府

的華北黨政軍聯合辦事處曾電當時中央黨部秘書長兼「中統局」局長朱家驊1，

該電稱汪精衛正派人至北方活動，汪預計於七月附日，該辦事處已派人打入汪系

活動，準備破壞2。八月三十一日，朱家驊再電上海特別市黨部主委吳紹澍及委

員吳任滄等，朱要市黨部人員對汪精衛召開之國民黨「六全大會」及參加份子，

力為設法徹底破壞，嚴行制裁，至少亦予以重大打擊
3。九月十一日，朱家驊再

電吳紹澍稱汪精衛的中央政府即將成立，對內及對外都將造成重大傷害，朱要其

力為設法破壞、集中力量制裁4。十一月六日朱再電上海，稱日本竭全力進行所

謂偽中央政權，意圖造成既成事實，俾利其與美英俄之談判，以亂國際聽聞，動

搖國內人心，朱希望上海市黨部人員加緊破壞之，甚至對汪制裁，朱保證負責籌

措經費
5，可見重慶對於汪精衛之組織中央政府是非常擔心的。 

重慶除了要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員盡力破壞甚至制裁汪精衛之外，還曾利用與

日本和談的機會，設法破壞日汪間的合作，達到了延緩汪政權成立及阻撓日本對

汪政權的承認的作用。這樣出於謀略的和談，至少有兩次是由「軍統」及「中統」

所主導完成，其中一次是民國二十八年下半年及二十九年，「軍統」香港區人員

曾政忠、劉方雄、張治平等人秉承戴笠之命與日方萱野長知及今井武夫、臼井茂

樹等人的和談，另一次則是被日方所捕的上海市黨部執委姜豪，也秉承戴笠及朱

家驊之命於二十八年底在香港與日方人員今井武夫等人和談。 

由於軍統香港區及上海市黨部姜豪與日方的和談都帶有延緩汪政權成立的

目的，所以一定程度上也在重慶與汪精衛的地下鬥爭中發揮了作用。不管雙方是

否出於真意要和談，重慶的這兩場和談謀略發揮了一定作用。 

一、將計就計、姜豪路線 

抗日戰爭前姜豪原擔任上海市黨部監察委員，日軍攻佔上海後，民國二十七 

                                                 
1 朱家驊於民國二十七年四月開始擔任中央執行委員會秘書長兼「中央執行委員會祕書處調查統

計局」局長，民國二十八年冬調任組織部部長。見朱傳譽主編，《朱騮先傳記資料》，(台北:天

一出版社，民國 68 年 11 月)，頁 3。 
2〈華北黨政軍聯合辦事處電朱家驊－民國 28 年 6 月 26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

驊檔案》，第八十三函:滬市制裁(制裁漢奸)。 
3〈朱家驊電吳任滄吳紹澍－民國 28 年 8 月 31 日〉《朱家驊檔案》，第八十三函:滬市制裁(制裁漢

奸)。 
4〈朱家驊電吳開先吳紹澍－民國 28 年 9 月 11 日〉《朱家驊檔案》，第八十三函:滬市制裁(制裁漢

奸)。 
5〈朱家驊電吳紹澍－民國 28 年 10 月 6 日〉《朱家驊檔案》，第八十三函:滬市制裁(制裁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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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一月國民黨於上海設立地下的市黨部，姜豪為五個執行委員之一，當時主任為

童行白，蔡洪田為書記長
6。民國二十七年十月，日人小野寺奉其參謀本部之命

抵達上海，為指導對華作戰提供參考，小野寺至上海後即開設「小野寺辦事處」，

辦事處中的首要人物為吉田東祐，十二月，日本大本營陸軍省授權小野寺同國民

政府和談
7。當時日人扶助之「維新政府」督學楊鵬搏及朱泰耀向姜豪提供了日

軍和「維新政府」的情報，楊鵬搏原為留日學生，透過楊之介紹，姜豪認識了吉

田東祐，楊擔任吉田東祐之秘書
8。日本軍部有一派人認為汪精衛無作用，然影

佐禎昭的「汪精衛工作」進展順利，為此小野寺急於尋找重慶方面的人。朱泰耀

建議姜豪與小野見面，姜豪電重慶朱家驊請示，但未得答覆，沒有見成
9。民國

二十八年二月姜豪曾回到重慶參加國民黨中央訓練團黨政訓練班第一期受訓，三

個星期後的五月姜豪回到上海，五月九日中午姜豪在公共租界福來咖哩飯店被日

本便衣憲兵綁架
10，被架上汽車後的姜豪被送至四川北路中國銀行大樓的日本金

谷憲兵隊，一週後朱泰耀、楊鵬搏及吉田東祐營救出姜豪，吉田帶姜豪去見小野

寺
11。 

小野寺告訴姜豪，日本政府之元老、財閥和一部份軍人主張中日之糾紛和平

解決，並稱目前是中日進行和談之時機，若重慶願和日本和談則日方可以放棄汪

精衛。最後小野寺將姜豪送至法租界去尋覓國民黨在上海的負責人，十幾天後吉

田東祐不斷催促姜豪，姜豪告訴吉田國民黨上海負責人躲起來了，唯有至香港才

可能找到線索。民國二十八年六月，姜豪夥同楊鵬搏、朱泰耀及吉田東祐赴香港，

姜豪在香港見到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及原上海市長俞鴻鈞，港澳特派員吳

鐵城，他們都要姜豪回到重慶向政府匯報請示，七月姜豪回到重慶並向朱家驊做

                                                 
6 姜豪，〈我向日方探和經過〉，收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料工作委員會

編，《文史資料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年 8 月)，總第 33 輯，頁 119。 
7 沈飛德，〈一次流產的秘密和談－姜豪先生談姜豪路線始末〉，《檔案與史學》，1995 年，第 2

期，頁 65。 
8 姜豪，〈我向日方探和經過〉，收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料工作委員會

編，《文史資料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年 8 月)，總第 33 輯，頁 119。 
9 沈飛德，〈一次流產的秘密和談－姜豪先生談姜豪路線始末〉，《檔案與史學》，1995 年，第 2 

期，頁 65。 
10「市委姜豪同志及職員吳雨縈等五人今午在英租界被日人綁去，情節離奇，顯有內線，正偵察

及設法營救」見〈吳紹澍電朱家驊－民國 28 年 5 月 9 日〉《朱家驊檔案》，第六十一函:京滬陷

害。該電為姜豪被捕吳紹澍電知朱家驊。 
11 事實上姜豪與吉田的聯絡極可能是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主委吳紹澍所授意。周佛海於

民國 33 年 10 月 12 日日記中曾提到：「接見李贊侯、吉田東祐及向井三人，分別各談半小時，

吉田與吳紹澍有聯絡，但恐亦係謀略關係，非內地以次為和平線索也。」可見吉田與吳紹澍的

關係。見蔡德金編著，《周佛海日記》，(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 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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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匯報，朱一時未做表示並請姜豪等待安排工作12。 

    等了三個月一直沒得到朱家驊安排工作的消息，原來朱家驊正與「軍統局」

副局長戴笠在討論著是否將計就計，派姜豪至香港與日方遂行「和談謀略」。九

月五日戴笠曾函朱家驊，對於由軍統指揮派姜豪赴香港活動一事，因歐洲情勢變

化及日本內閣變動，故需再觀察幾天才能決定
13。九月二十七日戴笠告訴朱家驊，

擬派姜豪赴香港偵察日本意圖以及汪精衛一夥人的活動
14。在取得蔣中正的許可

下，戴笠在重慶曾家岩軍統辦事處會見姜豪兩次，戴笠要姜豪至香港聽聽吉田東

祐講些什麼，隨時向他匯報，但不能講國民政府有什麼意見。見了戴笠後姜又見

朱家驊，朱要姜也要將會談情形隨時匯報，並給姜一本密碼本，請姜屆時將電報

翻成密碼後由「港澳特派員」吳鐵城轉發。姜豪此行主要任務在分化汪精衛內部

意見，阻止汪精衛組織政府
15。十一月姜豪到了香港，軍統香港區人員劉方雄來

找，劉稱以後由其負責聯絡16，此後姜豪與日人的會談都由劉方雄及吳鐵城分別

轉電戴笠與朱家驊
17。 

二、要蔣下野、會談觸礁 

本來日本方面「小野寺機關」的姜豪路線遭到「梅機關」影佐等人的反對18，

小野寺已經關閉該機關回到日本，但「中國派遣軍總司令部」的總參謀坂垣征四

郎及其屬下今井武夫卻仍支持該活動，於是今井先派香港領事鈴木卓爾與姜豪見

了兩次面，鈴木要求姜豪出示代表重慶政府的文件，姜稱其只是個人行動不能代

表重慶，於是會談無結果，十天後吉田東祐奉今井之命至香港，姜豪乃與吉田東

祐、朱泰耀及楊鵬博在澳門展開會談，姜豪出示朱家驊的信及有蔣中正本人蓋章

的蔣照片以取得信任，十一月十四日姜豪將會談結果電朱家驊，該電內容： 

坂垣已派高山來晤，藉悉敵方現決全力扶植汪逆，但亦知偽中央成立後

                                                 
12姜豪，〈我向日方探和經過〉，收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料工作委員會

編，《文史資料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年 8 月)，總第 33 輯，頁 122。 
13〈戴笠函朱家驊－民國 28 年 9 月 5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驊檔案》，第四九七

函:姜豪、姜琦、姜夢麟、姜壽春、姜立夫、姜卿雲、姜亮夫、姜斌、姜又安。以下有關姜豪

之電報皆出此函，不再贅引出處。 
14〈戴笠函朱家驊－民國 28 年 9 月 27 日〉《朱家驊檔案》。 
15 姜豪於後來朱家驊命其停止工作後曾電朱稱：「職工作原意本在分化對逆內部意見與阻止汪逆

組府，二月來尚見成效」〈姜豪香港電朱家驊－民國 28 年 12 月 6 日發電〉《朱家驊檔案》。  
16 民國二十七年至三十年間劉方雄任軍統「香港區」秘書。〈國民政府文官處人事調查表〉國史

館檔案 侍從室檔案 檔號 1000037795。 
17 姜豪，〈我向日方探和經過〉，收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料工作委員會

編，《文史資料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年 8 月)，總第 33 輯，頁 123~126。 
18 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今井武夫回憶錄》，(北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年

8 月第一版)，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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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作為，故仍思取巧謀和，高山所談和平辦法，據謂撤兵無問題，程序與

時間，視吾實行親日反共之程度為比例⋯⋯所要求事，除反共經濟合作外，

最重要在委座退隱，同時對汪逆須予面子，至於滿洲問題則不談，職告以中

國在求本身之獨立生存，為此而戰、為此而和，目前環境益佳，無須求和，

但為謀二國之真誠，永久親善合作，覺日本若能放棄侵略，當為言和，其原

則在不損傷領土主權之完整，至於委座係全國信仰權威之所集，退隱根本不

能談，至於汪逆為全國人士無法寬容，故上述見解完全錯誤，彼繼謂此情亦

所深悉，但為面子覺不得不如此，惟尚可商量，若委座退隱改為短期休養，

汪逆問題亦可設法，職告以停戰撤兵之後，個人問題再行考慮，最重要事，

在談判期間不能成立偽中央，否則即無誠意，談判無法進行，彼乃允設法阻

止，最後約定，待雙方請示後，再行約期續談
19。 

由該電文可窺知中日雙方此次會談的真正意圖，他們都有謀略的考慮，不是

單純的僅是要罷兵言和。渝方是想藉和談阻止汪政府之成立，日方則要求蔣中正

要下野，雙方開出的條件其實都是對方難以接受的，於是姜豪及高山(應為吉田

東祐)只得再向其高層請示。姜豪之電文最後提到對日方之觀察，認為日本內部

意見不一，應繼續虛與委蛇，以動搖其內部，並吸收汪係以外之漢奸使與汪對立，

若能藉與日方和談機會徹底處決汪精衛為最佳20。 

姜豪與鈴木及吉田之會談都透過劉方雄及吳鐵城電告戴笠及朱家驊。戴笠一

直無進一步指示，但十一月二十五日姜豪接到朱家驊一電要其儘速返渝21。二十

九日姜豪回電稱遵命準備返渝，但擔心戴笠方面是否尚有其他任務，同時姜又提

到今井要求若重慶真的想談應該派出要員至香港，今井亦將赴港一談，但今井希

望姜豪能先至上海與其一晤
22。然而十二月二日朱家驊再電姜豪稱奉總裁指示和

談不得繼續進行並速返渝23。然而姜豪似乎捨不得放棄，十二月五日姜之回電稱

坂垣已加派人員會同吉田將於七日至港，姜欲先與晤談後再行赴渝，姜再提因戴

笠一直未來電，故擔心戴笠之態度24。隔日，姜再電朱家驊解釋因為七日日人將

由上海至香港與其會談，為顧全擔任其與日人聯絡之楊鵬博與朱耀泰之安全，不

                                                 
19 〈姜豪香港電朱家驊－民國 28 年 11 月 14 日發電〉《朱家驊檔案》。姜於該電稱與其會談者名

為「高山」，核對姜豪之回憶文章，「高山」應為吉田東祐之化名。 
20〈姜豪香港電朱家驊－民國 28 年 11 月 14 日發電〉《朱家驊檔案》。 
21〈朱家驊電姜豪－民國 28 年 11 月 25 日〉《朱家驊檔案》。 
22〈姜豪香港電朱家驊－民國 28 年 11 月 29 日發電〉《朱家驊檔案》。姜豪曾在其回憶文章駁斥今

井回憶錄中有關今井曾要求其至上海一談為虛構，今以檔案證實今井說法為真。 
23〈朱家驊電姜豪－民國 28 年 12 月 2 日發電〉《朱家驊檔案》。 
24〈姜豪香港電朱家驊－民國 28 年 12 月 5 日發電〉《朱家驊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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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不再與日人一晤，待朱楊二人料理好家務出走後即絕往來，姜再引戴笠為藉口

稱待將情形報告戴笠得其核准結束其他事務即赴渝。最後姜豪自評其此次藉和談

阻止汪精衛組織政府之工作尚見成效，但以仍未達最後目的為憾
25。於是日方所

謂「姜豪路線」在民國二十八年十二月初以蔣中正之反對而結束
26。姜豪於朱家

驊催電兩三天後即回到重慶結束此次工作27。按蔣中正之所以反對，應該是得到

姜豪與吉田會談內容中顯示日方不僅不願放棄汪精衛，且竟要其下台，既然達不

到阻止汪政府之成立，日方又作此無理要求，則此種和談就重慶而言已失去意義。 

但是姜豪雖然結束其與日方在香港的工作且回到重慶，而早在姜豪離開上海

後，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委吳紹澍及在上海主持國民黨地下工作的組織部副部長

吳開先卻聯繫上姜豪的舊關係朱泰耀，朱轉向二吳提供所謂「日偽」情報
28。吳

開先還派出一位女情報員鄭蘋如打入「小野寺機關」，鄭蘋如告訴小野寺，重慶

要與日方和談，但會妨礙和談的是汪精衛，倘若汪的所謂新中央政府建立以後，

日華和平就沒有希望了，鄭還詭稱戴笠已來到上海，希望小野寺能與戴笠直接商

談，不久小野寺終於與「戴笠」會面，這位「戴笠」出示蔣中正的委任狀稱要達

到和平除與蔣中正談之外，擁立汪精衛是沒有用的，小野寺深受鼓舞並回報東

京，但不久汪精衛的特工首領李士群即查明小野寺所見之「戴笠」是吳開先等派

人冒充，於是小野寺黯然回到東京，失去「小野寺機關」保護的國民黨地下工作

人員遭到李士群的大搜捕
29。然而軍統利用和談阻止汪政府成立並不僅止於此，

早在姜豪與日人在香港會談之前，軍統「香港區」的劉方雄、杜石珊、曾政忠及

運用人員張治平等人也正與日人進行著類似的「謀略戰」。該次和談於姜豪工作

中止後仍繼續進行著，其目的主要也是為了要破壞汪精衛政府的成立。 

三、阻滯汪府、香港會談 

早在民國二十七年七月，日人萱野長知即到香港活動中日和平，戴笠經過蔣

中正之同意後派軍統「香港區」人員與之周旋，但戴笠之目的是要探取敵國對戰

和的真實態度，是採情報立場，要深入搜取敵情30。就在萱野來到香港的同時，

                                                 
25〈姜豪香港電朱家驊－民國 28 年 12 月 6 日發電〉《朱家驊檔案》。 
26〈朱家驊致戴笠函〉《朱家驊檔案》姜豪在其回憶文稱其工作因朱家驊與戴笠爭權而中止，但

事實上朱家驊於此函件中曾向戴笠解釋是總裁的指示。 
27 姜豪，〈我向日方探和經過〉，收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料工作委員會

編，《文史資料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年 8 月)，總第 33 輯，頁 126。若參考檔案則

姜豪說法較接近事實，而今井回憶錄中稱姜豪於一月曾再會見鈴木恐怕是記錯了時間。 
28 沈飛德，〈一次流產的秘密和談－姜豪先生談姜豪路線始末〉，《檔案與史學》，1995 年，第 2

期，頁 66。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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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戴笠曾由香港致電向蔣中正報告：「關於萱野長知自去年七月來港活動中日和平經過，前已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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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笠調派劉方雄擔任「香港區」書記，十月劉方雄羅致廣東台山籍之曾政忠，曾

原為華裔美僑，畢業於加州大學，曾追隨李濟琛，劉認為曾政忠熟諳英語，可與

英美駐港情報人員交換情報，民國二十八年初，曾政忠又介紹粵東人杜石珊參加

工作，杜為留日之士官學校學生，日文造詣深，且與當時在華日軍將領多為士官

學校同學，常有書翰往來，對日軍在華序列及其移動，多有所知，於是在劉方雄

及香港區三位前後區長郭壽華、李崇詩、王新衡的協助下展開了與日方的和談。 

    民國二十八年春杜石珊向戴笠回報稱目前日本陸海軍部及外務省，甚至在野

黨派，均堅決反對擴大對華戰爭，力主積極謀和
31。三月十七日軍統香港區再電

報戴笠關於杜石珊與萱野長知的談話內容，萱野稱其回到日本時訪問朝野要人，

多對中日事變表惋惜，頭山滿且有來華謁蔣委員長之意32，萱野又說中日兩國應

同時發表和平停戰宣言，兩國政府互派大員會議於約定地點，議明逐步退兵接防

之地點
33。四月戴笠親赴香港指導軍統人員、面授機宜，戴笠轉述蔣中正的指示

稱日本早晚將南進掠取資源，是時將與英美為敵，情勢於中國有利，最後勝利必

屬中國，故此時與日本絕無和平可言，即使運行謀略，亦須絕對保密，免致影響

與英、美、俄之關係。戴笠再對劉方雄等人說： 

你們須以熱衷和平姿態為餌，以遂行吾人之謀略。首要之圖，為阻滯汪

偽組織，不使於短期內成立，蓋汪偽如迅即登台，國內不穩份子，將如蟻之

附腥，聲勢浩大，立即形成國家分裂之局面⋯⋯阻滯越久，則汪逆身價越降，

日本益越加藐視，並予我以策反分化之時機⋯⋯故你與萱野晤談之初，必須

斬釘截鐵，堅決要求其對汪偽之阻滯，作一確切之保證，否則雙方洽談將立

告中斷
34。 

戴笠的指示說明了重慶願與萱野會談之真正目的。四月戴笠在香港時曾向蔣

中正回報香港區與日人的會談情形，戴笠再一次重申派杜石珊與日方和談是假

                                                                                                                                            
經呈報在卷，生處為探取敵國對戰和之真實態度，故商討假裝參與活動之反間杜石珊不斷與之

聯絡，蓋在情報立場，盡我深入搜取之義。」〈戴笠香港電侍從室－民國 28 年 4 月 4 日〉國史

館檔案 蔣中正總統文物 08A-229 特交檔案 中日戰爭 檔號 080103 第 028 卷。以下所引檔案

皆為國史館特交檔案，故不再贅述僅列檔號。 
31 劉方雄口述，裴可權筆錄，〈抗日戰爭中軍統局謀略戰一例〉，《傳記文學》，第 39 卷第 2 期，

民國 70 年 8 月號，頁 97。 
32 頭山滿為日本浪人組織「玄洋社」及「黑龍會」領袖，與犬養毅(犬養健之父)、萱野長知等都

是國文孫中山及蔣中正之舊友。鈕先銘，〈日本的布衣王侯：頭山滿〉，《中外雜誌》，第 11 卷

第 5 期，民國 61 年 5 月號，頁 22~30。 
33〈戴笠呈侍從室－民國 28 年 3 月 20 日〉檔號 080103 第 028 卷。 
34 劉方雄口述，裴可權筆錄，〈抗日戰爭中軍統局謀略戰一例〉，《傳記文學》，第 39 卷第 2 期，

民國 70 年 8 月號，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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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乃為了「反間」，三月萱野長知將日華會談情形報知東京後，日方求和迫切，

再派出貴族院議員小川平吉於三月中旬至香港，擬做進一步活動，小川透過萱野

轉給杜石珊親筆書一通。戴笠請示蔣中正是否可派小川認識的人與之晤談，藉以

刺探日方對和平之真實態度
35?然而五月蔣中正卻命令戴笠不准杜石珊再與小川

來往，但小川仍不死心，五月間小川透過杜石珊轉給蔣中正一函，小川於該函首

先表達自己是同情中國的，「八國聯軍」其首倡中國保全之議，俄軍佔滿洲，亦

強烈主張俄兵撤退，遂至日俄開戰，其又稱顧慮中日兩國之將來，宜速確立東亞

和平之基，免受「第三國際」之禍也，中日兩國如唇齒輔車，關係密切，相持不

下將如鷸蚌相爭，漁翁得利，並稱其不遠千里而來，實欲與中國有所面議，並希

望蔣派人至香港會談，不然其也願挺身赴渝
36。然而重慶並不為所動，蔣中正再

次命令不得再與小川往來，且命令將小川來函退回，當杜石珊將函件退還時，萱

野嘆息，小川則莞爾而笑稱與所料者同。香港區回報小川及萱野預定於六月離開

香港，小川返東京，萱野暫留上海
37。 

    蔣中正下令不准再與小川晤談，香港區也回報小川及萱野將回東京及上海，

但事實上卻不然，戴笠並未完全遵照蔣中正的指示，因為香港區人員在五月之後

還不斷與萱野會談，遂行其謀略戰。四月戴笠由香港回去重慶後，軍統人員與萱

野曾在「半島」、「告羅士打」、「香港」三大酒店開始會談，研討如何阻滯汪精衛，

如何互保機密等，萱野承諾汪政權之成立與否，為洽談能否持續之關鍵所在，其

將先回日本與各方協調此點，預計絕無問題，十天後將再度來港。萱野再度來港

時，雙方至軍統所租之「九龍塘別墅」密談，萱野欣然相告日方同意，在洽談未

絕望前，保證不讓汪政府成立，軍統且將之做成書面，請其簽名，以昭憑信，此

後雙方討價還價，折衝樽俎，直至八月初，萱野宣告日方可讓步至「九一八事變

以前狀態」，並表示此為最後條件，無可再讓，戴笠指示軍統仍以保持中國領土

完整，主權獨立為原則，萱野稱其與其師頭山滿曾贊助孫中山先生之革命，深愛

中國，目前條件中國反較戰前爭回不少權利，希望中國政府盡快同意。但直至民

國二十九年二月重慶皆未為所動，於是萱野知道難以談攏，準備離港赴滬，臨行

前劉方雄告萱野若重慶有何轉機，將再聯絡。萱野離開前乃將其上海聯絡地址抄

交曾政忠，於是劉方雄、曾政忠、杜石珊等人以破壞汪精衛組織政府為目標的對

                                                 
35〈戴笠香港電侍從室－民國 28 年 4 月 4 日發〉檔號 080103 第 028 卷。 
36〈戴笠呈侍從室－民國 28 年 5 月 22 日〉檔號 080103 第 028 卷。 
37〈戴笠呈侍從室－民國 28 年 5 月 31 日〉檔號 080103 第 028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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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談宣告結束38。 

    劉方雄等香港區人員結束與萱野的接觸後，民國二十八年末至民國二十九

年，透過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的介紹，再與日本駐香港領事館武官鈴木卓爾、「中

國派遣軍總司令部」今井武夫及大本營第八課長臼井茂樹展開和平談判。在這次

的談判中歷來皆引日人《今井武夫回憶錄》一書為據，稱有所謂「宋子良工作」，

例如日本學者藤井志津枝的《日本對華諜報工作－誘和》，其中有一章探討「桐

工作」即所謂「宋子良工作」，該書引用大量日文資料，對該會談之前因後果敘

述頗詳
39。有關該次會談一直以來僅被史家定義為中日雙方的秘密和談，然近年

來由於《國史館檔案》的解密，新的證據顯示並不如此簡單，日方的說法不一定

正確，大陸學者楊奎松，台灣學者許育銘等人，都曾對這個日人所謂的「宋子良

工作」的香港會談有新的研究成果，他們都引《國史館檔案》證實了這是一次雙

方的「謀略戰」或「情報戰」，楊奎松之文拋開大陸固有之意識形態，跳脫出大

陸方面一貫認為「宋子良工作」是蔣介石政府的「投降主義」，而重新認識到蔣

堅定的抗日意志。許育銘之文則引用大量日文檔案與中文檔案比對，從中尋求最

正確之史實，本文將在前述二文之基礎再做進一步發揮，但是在拾二人牙慧之

餘，本文再運用了二文未提到的原「軍統」香港區人員劉方雄之口述文章，這份

資料頗為重要，尤其它將為誰假冒宋子良提供重要線索。因為在劉方雄這份回憶

文章中，劉堅稱所有「軍統」在港與日人之會談皆曾參與，劉文對於戴笠有否派

員冒充宋子良一事態度曖昧，僅稱要予澄清
40，並未正面否認該事。 

下文將在前述二文基礎下，再核對今井、劉方雄之回憶文章及國史館檔案三

份資料，將「軍統」主導的這次和談謀略作一簡單敘述，但本文重點仍僅落在本

論文主題，亦即僅著重於中日雙方在有關汪精衛政府成立之攻防，然而本文另有

一意外收穫，即推測出今井言之鑿鑿的「宋子良」的身份。不管人們對該會談如

何定義？參加者又是誰？宋子良又是否參與其中，但該談判確確實實曾發生而且

主要目的也是為了讓日本取消已經成立的汪精衛政府，阻止日本對汪政府的承

認，甚且由資料研判日方也以該和談為謀略，故意洩露和談消息， 打擊重慶之威

                                                 
38 劉方雄口述，裴可權筆錄，〈抗日戰爭中軍統局謀略戰一例〉，《傳記文學》，第 39 卷第 2 期，

民國 70 年 8 月，頁 98。 
39 藤井志津枝，《誘和－日本對華諜報工作》，(台北:文英出版社，1997年 11 月)，頁 196。 
40 劉方雄口述，裴可權筆錄，〈抗日戰爭中軍統局謀略戰一例〉，《傳記文學》，第 39 卷第 2 期，

民國 70 年 8 月，頁 97。劉於二十七年七月由軍統「香港區」助理書記升任副區長，三十年香

港淪陷後再升任區長，劉謂與日方謀和之事，但凡涉及戴先生者，無一不終始其事，對於派員

冒充宋子良一事，實則有傷戴先生之令譽，似有義務予以澄清。該文發表於民國七十年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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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民國二十八年十一月鈴木卓爾繼任為香港領事館武官，當時「中國派遣軍總

司令部」擬與重慶和談，乃派鈴木主其事，鈴木與當時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有舊，

鈴木造訪張治平並希望覓取重慶和談路徑，於是張治平找到軍統人員曾政忠，曾

政忠再介紹另一軍統人員盧沛霖予張。於是三人在香港「金城酒家」密商，會後

盧沛霖電重慶請示，重慶指示允許張、曾、盧等於特工與情報範圍內與日人周旋

41，張治平乃成為「軍統」運用人員，二月張治平通知鈴木一談，日方再派出今

井武夫及臼井茂樹至香港負責，二月八日張治平偕曾政忠與今井及臼井見面，由

於張與今井為舊識，即為今井及臼井介紹曾政忠，隨後日方向張、曾等提出「八

項覺書」
42，盧沛霖(或即為劉方雄)將該覺書內容電重慶，二月十七日，重慶將張

治平召回，張至重慶後詳呈談判經過，戴笠訓斥該覺書荒謬，對於其中所談「偽

滿問題」、內蒙駐兵問題及「汪精衛問題」，認為是日人妄想，戴並要張向日人說

欲談和平，須先撤消「汪偽組織」，張回香港後乃將重慶意思轉達鈴木，鈴木遂

再赴東京及南京請示日方意見，三月中旬，重慶再召回張治平有所指示
43。蔣中

正下令：「如敵方不能先行解決汪逆，則張治平不能再與鈴木輩有任何接洽」44，

大約是三月間汪精衛政府就要成立，重慶憂心如焚，蔣乃下此最後通牒，利用該

和談急於阻止45，然三月三十日汪政府仍然成立了。 

    五月初日人再要與張會談，張秉持重慶意見以日人無誠意不與談，五月四日

鈴木派秘書增田迭相求見，增田提出和平意見五項，其中有「日本對汪政權，擬

於一、二個月內不予承認，預為中日和平之最後時機」，可能因為取消汪政權燃

起一線生機，於是張再得重慶允許與鈴木會談，但張治平秉重慶之命，仍以撤銷

汪偽組織為條件，於是鈴木與今井、臼井再與張治平及曾政忠等人於澳門會談，

為取得重慶信任，鈴木出示由「中國派遣軍總司令部」總參謀坂垣征四郎擬就之

「撤銷汪精衛保證書」底稿，張治平抄錄之並交給曾政忠，曾將之攜至重慶，該

                                                 
41〈張治平呈戴笠－民國 29 年 9 月 8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當時張因與日談判事情曝光，

損害重慶聲譽，被重慶疑為反間，遂被戴笠召回重慶，該資料為其辯白書。劉方雄回憶文中提

及，曾政忠介紹張治平予自己而非盧沛霖，全文亦無盧沛霖其人，疑即為劉方雄。 
42〈張治平呈戴笠－民國 29 年 9 月 8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然而今井回憶錄中稱二月張所

介紹之人名為「宋子良」，若核對國史館檔案，則宋極可能是曾所偽裝。 
43〈張治平呈戴笠－民國 29 年 9 月 8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44〈戴笠呈蔣中正－民國 29 年 8 月 12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該內容為戴笠調查張治平事

件時引述蔣之談話。 
45 民國 29 年 3 月 30 日汪精衛國民政府在南京成立。見蔡德金、李惠賢編，《汪精衛偽國民政府

紀事》，(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年 7 月第一版)，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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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書中有「對於汪問題基於內政不干涉之原則處置」之語46，坂垣這樣的保證

仍不能使重慶滿意，因其仍不肯遽然放棄汪，於是戴笠再電張治平指示，如日方

不先除汪，中央斷難與之言和，並斥張今後不可與鈴木等涉及中日和平問題。然

而張並不完全遵守重慶之訓令，六月三日張治平與曾政忠再與鈴木、今井及臼井

於澳門會談
47。鈴木透露坂垣稱若中方有和平誠意，則去汪而後言和亦未嘗不可，

但若於日方佔領區進行去汪，則於日本道義有礙，日本亦將起革命矣，因此坂垣

提出指定適當地點如長沙或重慶，坂垣當偕同汪精衛前來，將汪交給重慶請和，

或者在中立地點如香港、南洋等地會見亦可，關於承認滿洲國及防共駐兵等暫可

不提。七月一日鈴木再見張，告以坂垣將再與中國訂一如同「英日同盟」般的軍

事同盟，提出諸多平等措施。「軍統」香港區人員再將該訊息轉報戴笠，戴笠覆

電稱：「敵方明知汪逆無用，而仍不肯犧牲之，甚至謂將由坂垣偕汪逆來見委座

當面言和等情，是證敵方之無言和誠意，同志以站在採取情報之立場與德國通訊

社記者之身份，可與鈴木見面，但對中日和平之問題，萬不可有任何意見之表示」

48，由於日方遲不取消汪政權，蔣中正早已透過戴笠下令張治平不得再與鈴木談

中日和平，但此處戴笠卻不完全照作，他允許張繼以探取情報及外國人立場與日

方周旋，這與之前，劉方雄等人於蔣下令不得再與萱野會談後，仍得戴笠默許繼

續與萱野周旋一樣，可見戴笠指揮的與日方的和談其方法及策略不見得樣樣報蔣

知道。 

四、謠言四起、渝方查辦 

    七月二十六日張治平又電稱據鈴木轉告，天皇已命令坂垣赴長沙向蔣求和，

坂垣帶汪精衛同赴長沙意在將汪交重慶處置，並非帶其前往參加和平談判，坂垣

與蔣中正會談後，汪政權由中國自行處置，然而同時戴笠又接到「軍統」南京區

情報，南京已盛傳日方與重慶進行全面和談，周佛海並稱願隨汪赴長沙。這樣的

消息令戴笠警覺到日本也在玩把戲，日方將和談大肆宣傳，以圖動搖重慶的抗戰

決心及陣容，面對外界傳說蔣即將與坂垣及汪精衛於長沙會談一事，於此戴笠才

向蔣說明曾繼續要港區與日方接洽，並請求蔣作進一步指示49
。 

    八月二十八日鈴木由東京及南京返回香港，鈴木告訴張治平等人其此次無論

                                                 
46〈戴笠呈蔣中正－民國 29 年 9 月 15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47〈張治平函鈴木卓爾－民國 29 年 9 月 15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今井武夫回憶錄中亦提

到六月三日曾與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陳超霖、重慶行營參謀處副處長章友三及宋子良於澳門

會談，由張治平接送日人至中方指定地點，三人出示蔣中正之委任狀。見該書，頁 148。 
48〈戴笠呈蔣中正－民國 29 年 9 月 12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49〈戴笠呈蔣中正－民國 29 年 9 月 12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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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東京均極力要求先毀汪組織，再與中國議和，然日政府以迄未能與中國

代表正式晤談，毀汪之後向何人交賬為慮，於是日政府請鈴木攜來坂垣親筆保證

書及近衛致蔣中正之親筆函，鈴木轉述近衛首相稱其前此不以國府為對手之宣言

失去有效性，先前五月，鈴木之「坂垣親筆保證書」就曾先以底稿出示張治平，

當時張治平曾抄其保證「汪問題」日方不干涉內容交曾政忠攜回重慶。此時鈴木

稱此二份正式文件為對中國最高當局誠意之表示，再談及汪問題，鈴木稱汪為日

本政略之工具，可有可無，惟中日如無和平可覓，亦只有暫時利用之耳，故九月

為中日和談之重要時期
50。然而鈴木當時雖攜帶二份文件但並未出示其內容，張

治平曾就此請示重慶，重慶稱希望張索閱內容後再決定是否攜來重慶，然鈴木一

直不肯出示兩份文件內容，僅表示適當時機才能交張51，但是九月外界將重慶派

「宋子良」與日方會談的事傳得沸沸揚揚，蔣中正接到一份情報甚至稱有人在香

港持蔣之委任狀與日方談和，該有蔣簽名之委任狀還令日方攝印帶回，蔣中正懷

疑張治平除有偽造蔣親筆文件之嫌外並認其有「反間」嫌疑。於是九月七日在蔣

中正命令下，戴笠召回張治平並將之軟禁，戴笠又派「軍統」第三處處長徐業道

訊問張
52。張治平之所以被蔣懷疑為反間不無原因，一來何以其和談盡皆曝光，

而參加和談者竟還有所謂宋子良、章友三、陳超霖等三人，且外界及汪政府都傳

說蔣將與坂垣及汪精衛會晤，然而事實上蔣根本一直未曾理睬日方相關提議，再

者竟有人敢偽造蔣之親筆。 

九月之期已屆，日方履行承諾，於是曾政忠終於由鈴木處抄到坂垣有關取消

汪精衛之保證書，張治平乃將之攜回重慶，然令重慶吃驚的是，這份「坂垣保證

書」(正式文件)其內容竟與當初五月時張治平所抄「坂垣保證書底稿」不同，五

月底稿稱日方不干涉的是「汪問題」，然而九月張攜回的正式文件卻是日方不干

涉「蔣、汪合作」53，這暴露了日方某些陰謀，若五月重慶中計以為「坂垣保證

書底稿」是真的，亦即以為坂垣將帶汪精衛赴長沙，並將汪交給重慶處置而答應

由蔣赴約，那日方將拿出九月的正式文件證明他們僅答應汪同赴長沙是談「蔣汪

合作」，即他們從未答應放棄汪精衛。對於以上諸多疑點都是重慶 懷疑張治平替

                                                 
50〈戴笠據葉遇霖電呈蔣中正－民國 29 年 9 月 4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按張治平稱其電皆

由港區盧沛霖轉戴笠，但戴笠呈蔣之電皆稱名為葉遇霖者所轉，故盧沛霖、葉遇霖可能皆為劉

方雄之化名。 
51〈戴笠關於張治平與鈴木洽談和平一事呈蔣中正－民國 29 年 9 月 15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52〈戴笠關於張治平有反間重大嫌疑一案呈蔣中正－民國 29 年 9 月 7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53〈戴笠關於張治平有反間重大嫌疑一案呈蔣中正－民國 29 年 9 月 7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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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縱反間之因，然而張對以上諸點卻一一提出理由反駁，且稱若有偽造委座親

筆，「一經查出，願受極刑」
54。 

    由日方所謂「坂垣保證書」前後內容不同可推知，日方可能亦非真欲和平，

他們亦有謀略考慮，觀日方將與重慶和談一事之假消息洩露於汪政府亦可知，周

佛海曾於其民國二十九年六月七日日記寫道：「據云今井於第二次赴港後，此次

又與臼井赴港，對方仍為宋子良等三人，並云有使重慶派代表來滬與吾輩接洽之

可能，告以余所得消息，則完全相反，其中必有謀略，未可樂觀。」
55周佛海已

點出重慶不是真要和談，日本為何還要繼續?周佛海六月二十二日日記又稱：「影

佐及今井來，談重慶方面望汪、蔣及坂原三人晤商談和平問題，地點望在長沙。」

56，長沙會談是日方提出來而絕非重慶主動，重慶根本亦未答應，蔣五月已令不

准張治平再與鈴木談判，如此今井又怎會說出重慶主動要求會見長沙？是否故意

放假消息?七月八日日記又載：「堀場密告坂原與蔣會於長沙一事，刻正候蔣之親

筆簽覺書⋯⋯大約一週後必有消息。並謂重慶可派蔣之親信而為日本所同意之大

員至漢口接坂原赴湘，堀場詢余要何人來接最佳，余主吳忠信。」
57今井把長沙

會談說得這樣篤定，似乎一週後就將談成，這樣完全昧於事實。 

然而會不會是張治平及「軍統」香港區偽造重慶同意書使日方誤信呢？這是

不大可能的，因為檔案顯示六月二十六日及七月二十六日張治平曾兩度轉來坂垣

希望重慶考慮「長沙會談」之建議58。而鈴木且於五月及八月兩度攜來坂垣關於

不干涉汪問題之保證書，以希望得到重慶的同意。這樣五月至八月間日方是完全

知道重慶對「長沙會談」沒有反應的！七月二十六日影佐竟向周佛海出示其於「香

港會談」所抄蔣中正之覺書，其中載明「長沙會談」之地點、日期、方法等，且

有重慶軍委會的關防，周佛海看了之後覺得蔣中正之署名筆跡不像，且偷攝來請

周鑑定之宋子良照片亦不像宋子良本人59。這個蔣中正之覺書若非張治平等軍統

人員所假造，就是日方所杜撰，但即使是日方被軍統所欺，周佛海的懷疑加上日

方的調查，他們根本是知道宋子良為假，那為何還要繼續與重慶和談?今井說是

                                                 
54〈戴笠關於張治平與鈴木洽談和平一事呈蔣中正－民國 29 年 9 月 15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55 蔡德金編著，《周佛海日記》，(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 317。 
56 蔡德金編著，《周佛海日記》，(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 324。 
57 蔡德金編著，《周佛海日記》，(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 339。 
58〈戴笠關於張治平報告敵方企圖與我言和一事呈報蔣中正－民國 29 年 8 月 12 日〉檔號 080103 

第 028 卷。  
59 蔡德金編著，《周佛海日記》，(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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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放棄與重慶溝通的管道60，但恐怕雙方根本是諜對諜61，日方刻意將和談消息洩

露，以打擊重慶之威信，此舉確也造成重慶之緊張及蔣之震怒。 

五、「子良」身份、呼之欲出 

    再者究竟有無所謂「宋子良」參加會談？民國二十九年九月蔣中正因向戴笠

追問張治平之招搖撞騙行為62，戴笠將張召回重慶軟禁後再將劉方雄與曾政忠召

回，詢問宋子良是否為張所串演，劉向戴笠說：「甚有可能，但無實據，且與本

局絕無關係。縱認確係張之所為，則張之功過，似乎可相抵銷，且事過境遷，已

無法深究，亦無足深究。」劉的話頗耐人尋味，似乎不否認有串演「宋子良」之

事
63，劉方雄在這篇民國七十年的回憶文章又提到，在其與萱野長知進行「和談

謀略」期間，曾政忠曾介紹張治平與其晤面，後張治平再介紹今井武夫與臼井茂

樹、鈴木卓爾與劉、曾會談，劉首先以延滯汪偽組織為請，今井答應洽談期間，

絕不容許汪政權之成立，因當時正值第一次長沙會戰，劉方雄與曾政忠曾要求日

方以暫停新墻河進攻為和談誠意之展現，最後竟獲日軍同意及實現，為此使日軍

於第一次長沙會戰大敗。劉稱該次和談最後因為張治平被召回重慶而停止工作

64。劉又稱「軍統」與日方在香港的會談他都有參加，故由劉方雄之記述可知，

日人所稱的「桐工作」或「宋子良工作」，重慶的參加者至少有劉方雄、曾政忠、

張治平，劉文又指出軍統「香港區」前後任區長王新衡、李崇詩、郭壽華等人都

曾加以指導，故前述三人為主要參加者，後三人應是協助及指揮者，當然背後有

戴笠的同意及遙控，若核對檔案，則劉方雄極可能是檔案中的盧沛霖或葉遇霖。 

但劉文竟稱其與今井、臼井及鈴木等人之會談是在民國二十八年八月，這

與檔案有年代之出入，檔案中顯示該次會談應是民國二十九年二月以後直到九

月，劉所記會不會是另一場會談？答案是劉文可能記憶有誤或故意說錯時間，因

為檔案中張治平稱其民國二十九年一月以後才歸附重慶，成為軍統香港區運用人

                                                 
60 今井稱日方當時懷疑該「宋子良」為軍統「香港區」區長王新衡。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協

編譯委員會譯，《今井武夫回憶錄》，(北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年 8 月第一版)，頁 146。 
61〈張熾章呈陳布雷－民國二十九年九月二十五日〉，張為重慶派在香港人員，其提供的情報稱

有關宋子良和日方會談蔣與坂垣會談長沙之事，確定為鈴木所捏造，坂垣等人繼續不斷造謠，

圖續控制日本軍權，破壞重慶聲望，支持汪政權。檔號 080103 第 030 卷。 
62 唐縱，《唐縱失落在大陸的日記》，(台北: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87 年 3 月出版)，頁 136 
63 劉方雄口述，裴可權筆錄，〈抗日戰爭中軍統局謀略戰一例〉，《傳記文學》，第 39 卷第 2 期，

民國 70 年 8 月，頁 101。 
64 劉文若核對檔案則所述日期有問題，劉稱其偕曾透過張與今井會面為民國二十八年八月，但

檔案及今井回憶錄都說是在民國二十九年一、二月間，且「中國派遣軍總司令部」成立於民國

二十八年九月，鈴木於十一月才被其任命為駐香港武官，八月間是不可能與劉會談的，劉所記

與萱野談判之時間與檔案極吻合，但與今井等人之談判則提早半年，是否為否認「宋子良」之

說而有意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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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中國派遣軍總司令部」是在民國二十八年九月才於南京成立65，今井之回

憶錄稱鈴木於民國二十八年十一月才被「中國派遣軍總司令部」任為香港領事館

武官，且今井民國二十九年二月才第一次見到「宋子良」，才開始與重慶進行「桐

工作」，可見劉文時間有誤，劉文稱其與曾政忠於二十九年夏天被召回重慶詢問

「宋子良」之事，但檔案顯示應是九月，即是秋天。 

再者張治平在民國二十九年九月被召回重慶軟禁後，九月七日其自白堅決

否認有如外傳宋子良、章友三及陳超霖參加會談，稱只有他與曾政忠兩人，張稱

日方都認識他，他不可能假冒宋子良，而章友三可能是曾政忠被日人譯錯之名

字，因「曾」、「章」二字音近66，然而九月十五日張竟改口稱有讓曾政忠化名章

友三之事，但仍堅持無宋子良及陳超霖67。由張治平反覆之供詞可知他必隱瞞了

某些事情，且至少劉方雄也曾參加該會談而張竟堅稱只有他與曾政忠?然而果真

無「宋子良」嗎?張治平雖堅決否認但卻曾說：「敵人等對之雖有對象之錯誤感覺，

職等未有加以矯正，此所以不令其對我等有懷疑，致使工作發生阻礙」68，這樣

的話表明了如果日方誤認他們為誰，他們也不會否認。曾政忠被戴笠召回重慶

後，被與張治平隔離訊問，曾肯定張於二十九年二月投效中央後，工作熱心，對

張是否偽造文件，冒充人員，曾稱「毫無所聞」69。曾的話與張根本產生矛盾，

因為張最後是承認曾政忠冒充章友三，所以兩人勢必還隱瞞一些事。 

其實萱野與今井於工作失敗結束後都曾與劉方雄約定日後派曾政忠至上海

擔任雙方聯絡員，按劉方雄回憶文章的說法，民國二十九年冬劉方雄派曾政忠赴

上海，加入軍統「滬二區」，民國三十三年夏天曾政忠被日滬西憲兵隊逮捕，後

來被今井武夫所保釋，因當時今井為「中國派遣軍副總參謀」正急於覓路線與重

慶和談，今井遂撥一住宅及電台予曾政忠與重慶聯絡之用70。無獨有偶的在今井

的回憶錄中亦曾記錄這件事，但今井稱被捕的人名字是曾廣，今井進一步指出這

位曾廣就是當年與他們進行香港會談的「宋子良」，今井詢問這位曾廣是否還有

當年的熱情為中日和平而努力？曾廣答稱考慮成熟後再提出計劃71。對照劉方雄

                                                 
65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台北:綜合月刊社，民國 63 年 2 月)，頁 573。 
66〈徐業道與張治平談話呈戴笠－民國 29 年 9 月 7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67〈戴笠呈蔣中正－民國 29 年 9 月 15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68〈張治平補充徐業道晤談內容呈戴笠－民國 29 年 9 月 7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69〈戴笠呈蔣中正－民國 29 年 9 月 15 日〉檔號 080103 第 029 卷。 
70 劉方雄口述，裴可權筆錄，〈抗日戰爭中軍統局謀略戰一例〉，《傳記文學》，第 39 卷第 2 期，

民國 70 年 8 月，頁 101。 
71 對於曾政忠被今井所救之事，今井之回憶錄亦提及，但主角名「曾廣」，然而由於情節與時間

同劉文所述極相似，故應是同一事件，「曾廣」極可能是當年張治平及劉方雄口中的「曾政忠」，

然而今井卻指出他就是參與會談的「宋子良」。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今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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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今井的說法，則曾廣不是曾政忠又會是誰？劉方雄文章又提到戰爭末期，透過

曾政忠，劉方雄一直與今井有聯繫，日本投降時，戴笠曾要劉方雄與曾政忠告訴

今井，請今井轉告岡村寧次不要讓共軍進入京滬杭地區，否則重慶將視其為頭號

戰犯72，今井也在其回憶錄中提到：「八月十五日戰爭結束，曾廣以戰勝軍的幹

部恢復了自由，而我則因戰敗關係，被剝奪了自由，拘留在南京，這時他曾一度

特意從上海來訪問我。」這兩段記述又有吻合，所以可以肯定曾廣即是曾政忠。

大陸變色後，民國四十四年曾政忠(曾廣)在香港為台灣做情報，曾經寄一封信予

今井，曾政忠(曾廣)感謝當年在上海今井解救他，且對於自己曾冒充「宋子良」

一事感到抱歉73，再者有關「宋子良」即曾政忠(曾廣)的說法還有一個證據，因

為今井當年見到的「宋子良」是「英語說的很好，時常把雪茄煙拿在手裡」74，

對照劉方雄所描述的曾政忠：「擅英語，僑居美國三藩市」75確有相似之處，宋

子良是受美國教育的，找一個擅英語的美國華僑曾政忠來假扮他是很適合的。歸

納今井及劉方雄的說法，那也許可以這樣推測，當年曾政忠冒充「宋子良」，劉

方雄可能是章友三或陳超霖，而張治平應不致假冒別人，因為他跟今井是舊識。 

雖然劉方雄的回憶文章把自己參加該會談情形寫得煞有介事，但其實「劉

方雄」這個名字並未出現在檔案中，然檔案中卻有一位重要人物即盧沛霖(葉遇

霖)，這位仁兄負責「香港區」與戴笠的電報聯繫，而劉方雄之回憶文章亦不時

顯示其打電報向戴笠彙報的角色，故盧沛霖是否即為劉方雄呢？而章友三、陳超

霖又會是誰？只能留待更多證據來解開這個謎團。話說回來，如果「軍統」人員

真的假冒這些人，戴笠絕不可能不知道，蔣早就要「軍統」別再與萱野及今井等

人會談，但戴笠都未完全遵守，仍讓其「香港區」人員繼續以不同身份與日人周

旋，所以等到消息外洩，影響重慶及蔣之聲譽，蔣才會為此事震怒要戴笠調查，

戴笠對蔣的報告顯示其不知冒充之事應該是戴笠有所保留。 

「軍統」所主導的這兩次和談，是否有達到延緩或阻止汪政權之成立呢?

其實日方之所以急於進行他們所謂的「桐工作」，是在已掌握汪精衛後，試圖再

使重慶屈服，以便最終進行「蔣、汪合作」，民國二十九年三月間，今井、臼井、

                                                                                                                                            
武夫回憶錄》，(北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年 8 月第一版)，頁 162。 

72 喬家才，《浩然集(1)》，(台北:中外圖書出版社，民國 70 年 10 月初版)，頁 462~464。 
73 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今井武夫回憶錄》，(北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年

8 月第一版)，頁 163。 
74 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今井武夫回憶錄》，(北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年

8 月第一版)，頁 129。 
75 劉方雄口述，裴可權筆錄，〈抗日戰爭中軍統局謀略戰一例〉，《傳記文學》，第 39 卷第 2 期，

民國 70 年 8 月，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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鈴木等與「宋子良」等人的談判已有頭緒，於是日方責令犬養健通知周佛海，中

央政治會議可按預定計劃召開，但組府必須延期，犬養告訴周佛海，希望組府能

延至四月十五日76。為此周佛海急於找影佐會談，告之利害，要求組府最遲不能

超過三月三十一日，影佐表示同意77。三月三十一日汪政府建立後，因為日方仍

與重慶在香港會談著，於是日方再推遲對汪政府的承認78，尤其六月還傳出坂垣

可望與蔣中正會面於長沙，然而十月「桐工作」宣告失敗而結束，日方才於十一

月正式承認汪精衛政府79。軍統的「和談謀略」對汪政府的建立起了延宕的作用，

但根本上沒有阻止汪政府成立，日方最終還是承認了汪政府，這是因為雙方各有

謀略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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