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論
1960 年之後並非沒有國軍與外輪間的糾紛。1965 年 11 月 27 日，時任國防部長的
蔣經國向外交部政務次長沈錡探詢：有一艘載著中共駐印尼大使館職員及文件、船東為
黎巴嫩人的巴拿馬籍輪船正駛往上海，美方已買通船長讓其「迷航」到中華民國領海，
並希望由中華民國海軍出面截捕，是否可行？沈認為沒必要為了幾卷對美國有價值但對
中華民國不知有無意義的文件，開罪黎巴嫩、巴拿馬兩個友邦；外交部條約司從國際法
層面探討，也認為欠缺合法性，最終蔣經國放棄此案。544將近兩年後的一個午夜，美國
大使館人員恆安石(Arthur W. Hummel Jr., 1920-2001)來找沈錡洽商，因為馬祖守軍扣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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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一艘在霧中闖入馬祖海面的挪威輪船，美方希望能即刻放行，以免因此影響聯合國中

立

國代表權問題的討論。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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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政策最初的法令依據〈截斷匪區海上交通辦法〉於 1979 年 9 月 12 日公告廢止，
可以視為關閉政策在法律層面上的確定終點；546至於規範外輪的〈管制外籍船舶資匪航

‧

運臨時辦法〉
，由於是政府內部秘密頒行，筆者目前尚未能找到其廢止日期。至少在 1960
年代初期，政府尚未完全放棄或遺忘關閉政策，如 1963 年的《外交動員計劃》中，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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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要貫澈「自三十八年六月十六日以來實施關閉匪區海上及空中之交通政策」來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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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經濟活動，作為外交動員預定計劃中加強「對匪禁運」的一部份。547但是從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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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史料觀之，1960 年之後國軍對於外輪的干涉活動已經極為零散，筆者僅能在私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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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錄中覓得前述案例，至於相關資料較為集中的幾個典藏機構──國史館、中研院近史
所《外交部檔案》及國防部永久檔案室，均欠缺 1960 年以後國軍干涉外輪的記載。加
上 1955 年後干涉外輪案件急遽減少的趨勢，故筆者將本文下限訂於 1960 年，因為 1960
年代之後即使仍有國軍干涉外輪案件，但其數量當已減少到極為零星，不成其為一有效
「政策」的程度。
蔣介石在 1949 年中倡行「關閉匪區口岸」
，著眼點並非只是內戰初期那種相對單純

544

沈錡，《我的一生：沈錡回憶錄》第五冊(台北：作者自印，2000)，頁 78。
沈錡，《我的一生：沈錡回憶錄》第五冊，頁 613。
546
〈行政院令(台六十八交字第九一五六號)〉(1979 年 9 月 12 日)，總統府第三局編，《總統府公報》第
三五六五號(台北：總統府第三局，1979)，頁 3。廢止前的名稱已修改為〈勘亂時期截斷匪區海上交通辦
法〉。
547
行政院經濟動員計劃委員會編，
《外交動員計劃》(台北：中興山莊，1963)，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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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從軍事層面考量的行動，而是兼具經濟與外交的多重設想，希望能在國際上多維持
一點空間。1949 年初，蔣介石就已認可陳誠的計劃，要利用沿海重要口岸作為據點，窒
息「共匪」的海上交通；中國最大港口上海失陷後，則改以關閉「匪區口岸」為手段，
企求能阻止中共藉由上海的貿易活動與外國建立實質往來。「關閉」一詞就是國際法權
衡之下的產物，而究其本質，也與國際關係密不可分。
關閉政策的目標確實很難達成：斷絕「匪區」外貿最理想的辦法是各國承認「關閉」
，
主動管制船貨進出「匪區」，然而中國內戰的局勢卻使局外各國另有盤算：中華民國在
戰後最重要的盟友美國決定先「靜候塵埃落定」，戰前在中國佔有最大利權的英國，則
力求「保持在華立足點」，以便在任何情況下都能繼續保持在華利益。即使蔣介石企圖
將此舉拉抬至冷戰對抗的層次，但美國與英國固然對共產國家集團有所戒心，其考量卻
與蔣的期盼相左──她們都有意拉攏漸居上風的中共政權，藉由與西方親善的、「狄托
化」的中共政權來對抗蘇聯。因此，中華民國政府以國際法上仍有爭議的「關閉」名義
來行使封鎖，會被包括英美在內的大多數國家拒絕承認，也就理所當然。
此外，國軍為了強調關閉與封鎖的不同，必須自我限縮執行的區域和手段，在兵力
有限、關閉區域卻隨陸上戰事失利而不減反增的頹勢下，重心所在的長江口，在關閉生
效一個多月後便被英輪摩拉號突破。摩拉輪在 8 月下旬的第二次闖關，更讓海軍創下了
攔截後強行扣留的先例，此後闖關外輪遭國軍攻擊的案例時有所聞，反而對中華民國政
府的國際形象造成更大的傷害。1950 年初，關閉區域擴及整個中國大陸沿海，不過在 3
月之後，國軍再也沒有於長江口及以北口岸攔阻外輪的紀錄，隨著海南島、舟山群島駐
軍相繼撤退台灣、蘇聯援軍進抵上海周邊，到了 1950 年年中，國軍真正能控制的，也
只有北起溫州灣、南至汕頭一帶的閩、浙沿海，而阻礙中共政權與外國建立關係的目標，
在英國、印度等民主陣營重要國家相繼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也幾可宣告失敗。
韓戰爆發，美國決心介入台海，促成所謂「中立化」。中華民國政府雖然下令暫停
對外輪的干涉，但除了禁運決議通過後數個月的沉寂之外，整個「台海中立」期間，國
軍的行動自由並未受到嚴格的束縛。儘管一再重申暫停干涉外輪的命令，然而基於各種
理由，國軍對於大陸沿海的外輪仍時有干涉，且總體而言，對於第一線官兵的行為少有
嚴厲管制。這不僅是出於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外島乃至台灣軍事防禦的需求，美國對於「台
海中立」的態度，也具有重要的影響。
「台海中立」原本是為了避免在東北亞激鬥方酣時，國共雙方又在台海周遭節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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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但美國顯然並不甘心讓一個擁有 60 萬大軍和號稱數十萬游擊武裝的反共勢力坐壁
上觀──而在 1950 年 10 月之後，這支勢力的頭號敵人更派兵進入朝鮮半島與美軍交
火。必須注意的是，「美方態度」其實可以視為複數詞──國務院的外交體系，通常採
取較為保守節制的立場，極力避免中華民國的武裝行動引發國際糾紛；但是駐台美軍，
特別是海軍，對於伺機打擊共產中國，就比較熱衷；中情局為首的情治體系，更在大陸
沿海及內地培殖反共游擊隊，藉以牽制共產中國所能投入韓國戰場的力量。總體而言，
外交體系保守穩健的想法在政策面的制訂上較佔上風，但在若干特殊時機中，「美方」
這種多頭馬車的狀況，就給了中華民國政府從中操作、擴展活動範圍的機會。挪威商輪
海后號案便是箇中代表作：在國務院企圖阻撓海后號運貨前往東北亞失敗之後，竟由美
軍駐台人員明示蔣介石，動用國軍於公海截捕。中共介入韓戰之後，即使是國務院體系，
對於國軍截捕「資匪外輪」的行動，也不免「竊表欣慰」。至於由西方公司主導的沿海
反共游擊隊，更是藉「執行關閉匪區口岸」之名，大肆騷擾大陸沿海航運，被外界以海
盜視之。筆者認為，美國軍方及中情局，對於國軍在東亞地區為美國從事代理戰爭的成
效，應該是滿意的，嗣後的截捕波蘭、蘇聯輪船事件、空軍特種情報作戰，乃至 1965
年的密謀，應當視為這一時期國軍活動的延續。
在中國大陸的相關研究中，西方國家對大陸沿海的「封鎖」及「禁運」，這兩個詞
常是連結在一起的；而在 1951 年 5 月聯合國因中共介入韓戰而通過禁運決議時，外間
也預測國軍的封鎖行動將再無顧忌。不過從聯合國禁運決議到〈管制資匪航運臨時辦法〉
實施(1952 年 3 月)，這段期間中國軍先是干涉外輪行動突然沉寂，繼而在實施該辦法後，
以相對溫和的手段勸阻外輪；而在〈管制資匪航運臨時辦法〉頒布後，國軍官兵執勤時
縱然曾發生與英國軍艦互相射擊、以燈號互罵的場面，但總體而言，已可說是回歸到 1949
年關閉政策發動時的原始設計。亦即，「對匪禁運」與國軍攔阻外輪進出頻率之間的關
聯性，並非如時人所預期的那麼密切。這種矛盾並不難解釋：禁運決議並未賦予第三國
中途攔截「資匪物資」的權力，而在國軍當時所能控制的閩浙沿海，較常出現的其實是
從事沿海貿易、載運中國貨物的船舶，不符「禁運物資」的要件。而在禁運決議生效後，
前往中國大陸的船、貨自然減少，國軍即使想為聯合國厲行禁運，也不一定能找到目標。
1957 年英國帶頭取消「中國差別」時，外輪干涉活動則早已呈現銳減的趨勢，很難認定
此舉對於關閉政策有何重大影響。
1953 年 2 月艾森豪宣布解除台海中立，關閉政策也隨之重行啟動，但國軍的行動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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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管制資匪航運臨時辦法〉的制約，少數較為嚴重的案例，則為游擊隊所為。筆者認
為，1953 年 7 月或可視為關閉政策重行實施後的轉折點：韓戰停火，使英軍及解放軍均
得以自東北亞脫身，投入東南沿海地區；同時西方公司主導的東山島戰役並未成功，派
駐外島的西方公司顧問漸次從沿海撤出，反共游擊隊的勢力也因此不復成為海上干涉外
輪的主力。此外，英美等國於 1953 年後也逐漸與中華民國達成了某種妥協或默契，也
使爆發衝突的可能性有所降低。
1953、54 年三度截捕波蘭、蘇聯船舶事件，可說是東亞冷戰史上一大熱點。雖然中
華民國政府自己就以關閉政策作為法理依據，但筆者認為，這幾次截捕案一來是由美國
授意主動實施，二來其截獲地點動輒距離任何中國領土百餘浬之遙，與關閉行動的原意
並不相符，因此，與其說是執行關閉，毋寧說是以關閉政策為名目實施的特種作戰，而
這種特殊行動的源起，至少可回溯到海后輪案。只是美方沒有料到，蔣介石對於這類行
動的意義，以及截獲的戰利品，有截然不同於美方的思考。筆者未能找出蔣介石堅決不
釋放陶普斯號的原因，但這對他來說顯然是直接打擊蘇聯的難得機會，而他利用美國軍
方、情治與外交體系之間的紛歧，終能貫徹其意志，將這幾艘輪船悉數沒收。或許是有
感於陶普斯號事件引發的衝突─包括蔣介石的反應─太過激烈，美方在陶普斯號被截捕
之後，不但緊急中止後續數艘蘇聯輪船的截捕計劃，且之後台海也未再爆發藉蘇聯「資
匪航運」遭到截捕的事件，儘管 1956 年國軍曾有一次失敗的攔捕嘗試，但因缺乏關鍵
史料，筆者也僅能以所知的細節，推測這可能是中華民國政府自己的企圖，而非美方的
又一次冒險。
關閉政策在 1954 年之後漸趨沉寂，在 1960 年代之後，即使有扣船事件，也僅是如
開頭所述的零星意外，毋寧說是守軍的自衛行為。筆者以為，關鍵在於韓戰停火後，解
放軍得以南下壓迫閩浙沿海的中華民國武裝部隊，第一次台海危機與撤出大陳列島之
後，國軍與反共游擊隊的活動空間從此限縮於福建沿海，能控制的主要「匪區口岸」僅
限福州、廈門等處，但這兩處港口在當時並無重要性，加上兩次台海危機與國軍控制金
馬的影響，外輪往往改駛他途。其他的因素，如遠東英國海軍艦隊在韓戰停火後回防、
英、美兩國的外交壓力、西方各國對中國大陸市場的渴望、英國帶頭放寬「中國差別」
的禁運管制使得關閉政策的國際法靠山有所動搖，也都有一定程度的衝擊。最後，中華
民國政府同樣有多頭馬車的軍文衝突，而且與他們在美國的同僚類似，軍方希望以較為
強烈的手段確保任務達成，而外交部的文官則對內部主和，並不樂見過於冒進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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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競爭中，後者似乎較佔優勢，即使在 1955-56 年間蔣介石一度想要拉高關閉政策
的執行強度，但終究未能落實於一線官兵。1955 年後的中英關係發展證明，外交部的看
法應該較為正確。
冷戰最主要的特徵之一是「兩大陣營之間的對抗」
，548但在 1949 年以降的大陸沿海，
同屬所謂「民主世界陣營」的中華民國與英國海軍，卻不時言詞或槍炮相向，英國籍輪
船則與其他身為同一陣營國家(如挪威、巴拿馬)的船舶，冒險與「共產陣營」進行貿易，
這種場面毋寧道盡當時東亞地區國際局勢的複雜，以及國共內戰雙方試圖運用「國際力
量」的用心──中華民國藉由執行關閉來宣示其配合聯合國政策的態度與反共姿態；中
華人民共和國則批准外輪從事沿海運輸，藉以突破「封鎖」。因此，在探討東亞的冷戰
格局時，必須將國共內戰的因素代入，畢竟英、挪等國早已在較為寬鬆的禁運規定下與
東歐共產陣營通商，也就未始不可在遠東遵照較為嚴苛的禁運清單，安穩地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進行外貿──但是這些利益卻受到國共內戰中成形的關閉政策的干擾，釀成「自
由陣營」在台海互相衝突的景觀。筆者認為，冷戰格局的規制，亦即所謂「兩大陣營」
的劃分，在 1950 年代後期的影響才更為明顯，儘管 1957 年英國仍帶頭放寬所謂的「中
國差別」禁運管制，對中華民國的關閉政策帶來衝擊，但英方態度從一開始對於「國民
黨政權」的敵視，到 1954 年底聯合國第九屆大會上的意外相助，再到 1950 年代後期與
中華民國日漸親善的友好關係，其中的盤根錯結，不能不受到由美蘇兩國主導的「兩大
陣營」格局的影響，而英國對「華」政策的變遷，與關閉政策、干涉英輪的瓜葛，仍有
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何燿光對於關閉政策的評價是：以國軍的有限實力及日漸減少的控制區域來說，關
閉政策的目標可說是註定無法達成的，其正面意義，在於證明國家的存在與價值。549確
實，若從關閉政策的初衷著眼，則關閉政策早已失敗；但在國軍得以監控的區域及時段
中，對於「匪區」的鉗制力確實存在。關閉政策施行後，上海市面和物資供應一度陷入
蕭條；1950 年代初期，溫州港的吞吐量大幅下滑；亙 1950 年代，榕、廈兩港的船舶進
出仍要規避「國民黨軍」的巡邏；在中國大陸有關港口歷史及解放軍海軍發展的書刊中，
「1949 年至 50 年代國民黨軍的封鎖」對中國大陸沿海商貿及海疆安全的破壞，總能在
書中佔有若干篇幅。可以說，關閉政策對於中華民國的敵人而言，確實是根必須正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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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總司令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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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刺。
儘管在陶普斯號案後，關閉政策的執行逐步減弱，但筆者認為，國軍在大陸沿海干
涉外輪的努力，不僅證明了中華民國仍然存在，同時也證明了中華民國在東亞冷戰對峙
中仍有價值：從國共內戰格局中成形的關閉政策及海上行動，已經「國際化」成為美國
在東亞冷戰格局中的一種可行手段，而中華民國武裝部隊也證明，縱然本身的能力(如
通信、情蒐)尚有瑕疵，但若能提供適當的指導、資源與情報，他們還是有充當白手套
的能力，為美國在東亞從事代理戰爭。結論開頭所提及的兩宗發生在 1960 年代的案子，
也足以反映，美國顯然並未遺忘國軍這個可靠的代理人，以及台海兩岸之間可資利用的
對抗局勢。與 1949-50 年之交美國政府內部對於國民黨政府的普遍悲觀，認定局勢已無
可挽回，只能靜待塵埃落定相比，1958 年第二次台海危機期間，艾森豪政府迫使英國配
合支持中華民國堅守外島，甚至不惜動用核武以威嚇解放軍的入侵意圖。550這種態度上
的落差，可見中華民國政府及國軍在美方決策者眼中的轉變，已從無藥可救的負債轉而
成為可資利用的盟友。從這個角度出發，筆者認為關閉政策並非只有「知其不可而為之」
的悲壯意象──在台海對峙與東亞冷戰的第一線上，中華民國武裝部隊的海空行動，可
說是在國共內戰之外，找到了另一種較為積極的意義，且為其後中華民國與美國之間的
各項軍事合作與特種活動開啟了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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