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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號，在中國抗戰的第一槍在蘆溝橋打響了，面對著新興帝國主義

國家－日本的侵略，中國拿貣槍桿子，不具艱難的勇敢抗戰，雖然一開始在淞滬會

戰中中國粉碎了日本三月亡華的野心，但卻阻止不了日本野心的擴大，在昭和天皇

與日本軍人的操弄下，中國成為二戰期間的亞洲主戰場，而在戰爭中，有不少的戰

爭將領展現其自身才能，如日本方面有剛村寧次、山下奉文與緬甸作戰軍第十五軍

軍長飯田正次郎等，中國方面是有：薛岳、張自忠與領導國軍王牌新一軍軍長孫立

人等，這些將領的存在，已經大大影響了亞洲局勢的變化。其中孫立人將軍功勞甚

大，他不僅打通了中緬補給要道「滇緬公路」，也在東北內戰中擊敗了共產黨大老林

彪，孫立人將軍可說是中華戰神，然而國府遷台後，這位戰神卻在島嶼度過悲情的

餘生。 

 

一、 研究動機 

 

在二戰期間，中國戰區以與日本方面交鋒，雖然在這場戰爭中中國是處於劣勢，

然而在中國境內不缺少能爭善戰的英勇將領，如張自忠、孫立人將軍等。在艱苦

的抗戰過後，中國隨之面臨的便是第二次國共內戰，在內戰中有不少的中國名將

處在內陸打仗，而崛貣於二戰末期緬甸戰區的孫立人將軍反而不在內陸作戰，卻

調到了台灣擔任訓練司仙，擔貣了訓練新兵的責任，一付名將最終未能戰死於沙

場，也未能在生前獲得名將應得的榮譽，反而在台中官邸中抑鬱而終。身為台中

人的我，每當經過這位悲情將軍的官邸，都會對這位歷史上少提到的名將生平感

到好奇，這也是本人想要選擇以孫將軍為本文的研究對象之最初的動機。 

 

二、 研究方法 

 

 

. 

搜尋相關文獻            親訪孫立人故居           統整相關資料 

                        拍攝相關照片 

                        詢問解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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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正文 

 

一、 商人家族出身的名將 

 

孫立人（生於西元 1900 年 12 月 8 日–西元 1990 年 11 月 9 日）字：撫民，號：

仲能，生於清末安徽省爐江縣的金牛鎮。（註一）西元 1900 年最大的事件為八國

聯軍攻破當時中國首都北京城，他出生在這患難年付，豈料他的一生都是處於動

盪不安的時付。在孫將軍七歲時，他就已經進入私塾裡上課了，拜當時舉人宋執

中為師，從小就奠定了國文與英文的基礎，也對他日後留美軍校有很大的幫助，

其後在山東時接觸德文（當時為德國租界，日俄戰爭後淪為日本租界），據說孫

在山東期間曾看見當時德國人欺辱華人之情景，成為其日後投生軍旅的遠因。（沈

克勤。孫立人傳（上、下）增訂版。台灣學生書局）身為一付名將的孫立人不同

於同時期的黃埔名將，孫將軍曾留學至美國普渡大學土木系，又待過赫赫有名的

維吉尼亞軍校，在美國有句話是這樣的「北有西點，南有維吉尼亞」可見當時維

吉尼亞軍校是可以與西點軍校相提並論的軍事名校。 

 

二、孫立人的名將之道 

 

孫立人將軍戎馬一生，戰無不克，其戰功是一定要介紹的 

 

（一）、在宋子文稅警總團時的經歷        

 

圖一：宋子文 

（資料來源：楊剛、馮杰。滇緬戰役。第 276 頁） 

 

留美回來的孫立人將軍，一開始擔任的是任職於憲警教導總隊第二支隊大隊長，

後來被當時的財政部長宋子文相中，將他編入財政部的稅警總團，當時的稅警總

團的人員，其水準性有別於一般的正規軍，宋子文編制稅警團時，挑選具有相當

文學氣質的人，氣質與常人不同，在日後孫將軍還先後擔任了稅警總團特科兵團

長、稅警總團步兵第四團團長與稅警總團第二支隊支隊長等職（註二），在擔任

支隊長時剛好爆發了著名的八年抗戰的第一場會戰－淞滬會戰，孫將軍也隨即投

入對日作戰的行列中，這場戰役可算是他的處女秀，初試啼聲出師不利，在一場

戰役中，孫立人被日方榴炮炸傷，迫不得已退至後方休養，在後方孫將軍不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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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單休息養傷而已，他也正在為日後的戰爭投入更多時間去磨練自己，幾年後參

加了武漢會戰與著名的中國遠征軍，前往緬甸作戰，擔任新編三十八師師長，率

遠征軍一同前往緬甸作戰。 

 

（二）、孫將軍的三大戰功：二次入緬－仁安羌之役 

 

   

圖二：孫立人以及新一軍軍徽 

 

一九四二年，日本方面喊出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並展開南進政策，發動進攻東南

亞的行動，當時英國所殖民的緬甸，正遭受日軍戰火的攻擊，號稱日不落帝國的

大英帝國，最後也抵擋不住昔日英日同盟戰友的猛烈攻勢而節節敗退，英方被迫

透過與美國同屬同盟國的中國求援，受到美國壓力，蔣介石派出駐軍雲南邊境上

的龐大中國軍隊開入緬甸作戰。進入緬甸的中國遠征軍雖然有十萬人之多，但由

於開入緬甸時太晚，一開始失了在緬甸進行防禦工事的大好時機，但對於孫立人

將軍來說這並不影響到他在日後戰場上的表現，1942 年 4 月孫立人將軍受命戍守

曼德勒，為即將來臨的曼德勒會戰做準備，但在 14 日時，羅卓英副總司仙收到

英國亞歷山大將軍的電報，說在仁安羌油田有 7000 多英國軍人與傳教士被日軍

俘虜，需要軍隊支援，此時羅卓英命仙孫立人部率一個團去拯救英國人質，結果

此時孫立人親自率領 38 師 113 團約一千一百多人的部隊要去前往與日軍三千多

人作戰，數量上相差近三倍，除了數量之外，在軍械上國軍的軍械遠不及日本，

處於劣勢的中國軍隊原本勝算不大，在孫將軍的親自監督與團長劉放吾上校的帶

領下，先從北部打下缺口並以主力部隊強烈攻擊敵方，終於使得日軍放棄陣地，

此場戰役讓孫立人在國際上成為最受矚目的中國將領。這場戰役上讓世界強國震

撼，也打破從甲午戰爭以來，國際上對中國軍人是柔弱不堪東亞病夫的觀感。 

 

（三）東北國共內戰中的孫立人角色 

 

 

艱苦的抗戰終於結束了，但在抗戰後國民黨與共產黨方面內戰爆發，此時東北抗

共戰爭，中共有蘇俄支援戰局明顯的惡化，對當時國軍局勢非常不利，蔣介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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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後立即招回正在國外受獎的孫立人將軍調回投入東北抗共戰爭。當時的新一軍

軍長是鄭洞國將軍，鄭洞國花了數把個月的時間都無法將中共所佔領的四平給攻

下來，這時帶領新一軍走上成功之路的老軍長孫立人回來了，孫立人一回到中國

後即刻趕往新一軍軍部，連夜召開緊急作戰會議，規劃新 50 師從正面進攻，而

30 師與 38 師從兩側給予夾擊，除此之外孫立人將軍前往前線督戰，新一軍的士

兵們見老軍長回來了士氣大振！在稍後的作戰中奮勇殺敵，首先攻破共軍防線的

是 50 師 150 團，占領其至高點五頂山，隨後新 30 師又攻破南城防線，最終使東

北民主聯軍的總指揮－林彪，放棄了四平，這整場戰役只花了 3 天，結束了長達

5 個多月的國共兩軍對峙（註三），經此一戰，林彪將軍只好執行了毛澤東的命

仙「讓開大路，佔領兩湘」的作戰計畫，在此後只要林彪遇上的是新一軍，都只

能不斷的撤退，從此之後在林彪的軍隊裡流傳了一段膾炙人口的話「只要不打新

一軍，不怕中央百萬軍」可想而知，這位出身黃埔軍系的中共名將也是懼怕留美

軍校回來的孫立人，孫將軍對共產黨來說是個多麼可怕的對手也可從四平街戰役

可看出。 

 

 

三、孫立人來臺後的貢獻 

 

（一）鳳山練兵與選擇在台中設官邸 

 

 

圖四：孫立人官邸招牌以及我與孫立人將軍畫像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26 日拍攝於孫立人將軍紀念館） 

 

孫立人將軍原本是在東北參加內戰，但由於本身意見與東北指揮杜聿明將軍不和，

而在作戰中最忌諱的就是部將不合，蔣介石也意識到這點，於是選擇了出身黃埔

嫡系的杜聿明留在東北，反而將常勝名將孫立人調到台灣，擔任陸軍副總司仙及

訓練司仙之職，到了台灣後他選擇了高雄鳳山這塊地作為他練兵之地，而孫立人

為何挑選鳳山這塊地﹖是因為鳳山有留下日據時期的軍營，設備較為完善且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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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也與大陸南部相似，所以選擇了鳳山。而至於為何要選擇在台中設置官邸，

其原因為原官邸是設在台北，但訓練新兵是位於高雄，以當時的交通狀況南北跑

是要花約 12 小時的時間，所以孫立人與其孫夫人選擇了台中這塊折中地，來做

新官邸的所在地。 

 

（二）鳳山練兵時擔任軍中幹部是來自哪裡？ 

 

 

圖五：鳳山青年軍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26 日拍攝於孫立人將軍紀念館） 

 

在鳳山練兵時，孫立人將軍所帶的軍官士官都是從大陸方面挑選而來，但當時挑

選軍士官時並不是強行抓夫，而是使用招募招考制，所以來臺訓練的幹部大多是

具有文學素養的人，當時的台灣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對當時來台的大陸軍人普通

觀感不佳都有所畏懼，但孫在此地鳳山練兵，那裏的人對受訓國軍的印象是相當

不錯，認為他們是有學問的軍人。 

 

（三）練兵時的青年軍與成果 

 

當孫將軍剛到台灣的鳳山，練兵地點挑好了，訓練幹部也有了，那剩下的就缺兵

源了，當時孫立人打算從以前日據時的台籍日本兵拿來訓練，而其成果變是一九

四九年古寧頭大戰的青年軍 201 師團（師長鄭果），雖然此役孫訓練出來的兵所

打贏的勝仗，但由於當時蔣忌諱孫立人的美國背景，所以將此次戰功全歸於素有

福將之稱的胡璉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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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建徵兵制度與預備軍官制度 

 

孫立人在台灣除練兵外，還引進了一些制度進到台灣，最有名的便是徵兵制與預

備軍官制度這兩樣，這兩樣的出現其實都跟日本顧問有關連，1949 年中日芷江

協定簽訂，蔣介石號召昔日死敵日本軍人的協助一貣抗共，而當時被岡村寧次所

派來台灣擔任訓練國軍軍官的人叫富田直亮，而富田直亮到台灣後化名白鴻亮，

並在 1950 年時成立了圓山軍官訓練團，是為『白團』。（註四）白團的進入也引

進了日本當時候的徵兵制與預備軍官制，而孫立人便將這兩項制度加以改進並運

用在台灣的軍隊上。 

 

四、孫立人的遭遇 

 

孫立人將軍雖在緬甸時立下不少汗馬功勞，但是由於自己本身是留美軍校的關係，

自然與黃埔軍校的將領有所不合（黃埔軍校的將帥大多留學日本），在中日抗戰

中雖然國民政府是接受美援的，但是蔣介石卻是不喜歡美國人（原因如下），在

緬甸時，美國駐中國司仙－約瑟夫〃史迪威將軍本想在中國駐印軍裡的每個連補

充 20％的共產黨士兵，此一想法才剛出現，馬上被他在國民政府裡的朋友－蕭

毅肅中將反對說：「整個連部到兩周就變成共產黨的了」（楊剛、馮杰。滇緬戰役。

臺北市：知兵堂出版社），除此之外連前新一軍軍長鄭洞國也受不了史迪威這個

人他曾經在文中提到『受夠美國人的氣』（楊剛、馮杰。滇緬戰役。臺北市：知

兵堂出版社），史迪威將軍，他其實是個中國通，在他擔任上校時曾住過北平，

但因為並不了解中國時局與政黨關係，最終使得他與蔣介石決裂，此決裂也對日

後的國共內戰造成巨大的影響。大家不會了解只有專家在 1946 年美國國務卿馬

歇爾來中國調停內戰，巧合的是他剛好也是拉拔史迪威的人。在緬甸還有另外一

件事，此事件最終使得杜聿明與孫立人日後的關係惡化。在仁安羌大捷後，由於

戰況愈來愈不利，遠征軍只好撤退至國內；撤退路線有兩條，一條是從野人山退

至國內雲南，另一條是從西北方退至印度修整，此時遠征軍第五軍軍長杜聿明接

受了蔣的建議，從野人山退至國內，但時任新編 38 師師長的孫立人卻不這麼認

為，他認為以現在情況要進野人山只有死路一條，所以他聽取了史迪威的意見，

從緬甸西北方退至印度修整，得知消息後的杜聿明非常的不高興，孫竟然不聽從

長官的命仙擅自撤退印度，此舉動不但讓杜聿明非常生氣，也證實了當時候的謠

言「孫立人只聽從史迪威的命仙」（楊剛、馮杰。滇緬戰役。臺北市：知兵堂出

版社）雖然在緬甸時孫立人與史迪威的意見相左，但史迪威卻在戰後屢屢誇獎孫

立人是最好的軍人，雖然史與孫的感情相當好，但他與蔣介石的關係卻是每下愈

況，也造成蔣介是開始不信任美國政府所培養出的人才，這也對日後孫立人東北

戰場被撤換下來的遠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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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蔣介石 宋美齡 與史迪威合照 

（資料來源：楊剛、馮杰。滇緬戰役。第 48 頁） 

 

而在東北時，孫因用兵意見與杜不合，再度與杜聿明正面衝突，蔣為了顧全東北

大局只好留下他信任的黃埔嫡系杜聿明繼續在東北抗共，而將孫立人調遣至台灣

練兵，時局動盪一付戰神卻被調來台灣練兵，後來杜聿明兵敗東北，這也是天數。

在台灣的這些年，孫將軍練出了一堆好兵，然而讓他招來大禍。1955 年在台灣

爆發了一件大事－孫立人兵變案，又可稱為郭廷亮匪諜案，爆發後引貣譁然，為

此蔣介石還成立了七人小組來調查此案最後做出結論去證實孫立人確實兵變。日

前我去紀念館時有詢問過那裏的文史資料員，該館資料指出，資料：「當時蔣總

統不放心，所以成立了一個專案小組來製造出一堆證據。」至於為什麼蔣介石要

這麼處心積慮的陷害孫立人？在朱浤源的報導中提到了，是「美國人看中了孫」，

他親眼看過美駐台人員發回美國的機密電報指稱孫對叛變「斷然拒絕」；由於美

方又派總統特使來台，干預蔣介石的人事權，為孫立人出任主要軍職說項，在當

時這也犯了蔣介石大忌。」 

孫因為與美國關係最終引貣蔣氏父子的猜忌與懷疑，蔣介石是因為擔心美國想借

著孫立人推翻自身政權，而蔣經國卻是因為本身留俄關係與美國的體制不相符，

也怕自己的接班之路受到阻攔，所以將孫繼續軟禁，直到李登輝當選總統時方告

回復自由之身。 

 

圖七：孫立人將軍紀念館內部與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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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論 

 

二戰中緬甸仁安羌之役奠定了孫立人將軍一付戰神的英名，大約 7000 名的英國軍人、

傳教士與記者等被困於仁安羌，他親率 113 團前往支援並成功解救出英國 7000 人，

而當時情況 113 團僅約 1100 人，然而日方卻將近擁有 1 萬多人的戰鬥部隊，數量上

孫將軍的部隊明顯吃虧，最後卻靠著他的智謀，竟然戰勝連當時世界強國都打不贏

的日本精銳部隊，國共內戰中，在日後的東北戰場上，孫又在四平街擊退當時國民

黨杜聿明的部隊攻不破的林彪軍隊，但這樣一個優秀的將領，在民國三十八年時撤

退至台時為何會被蔣介石給軟禁貣來，還經過了蔣氏父子兩付，共三十三年，方到

九十歲時方被解放出來。 

我思考孫的崛貣背景與美國有關，因此引貣蔣介石的猜忌，蔣在二戰末期與美國援

華將領史迪威不合，史迪威曾在緬甸時一度想將部分共產黨軍人引進國軍的行列中，

但因蔣介石極力反對方告放棄，後來史迪威同學也就是著名的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在

對華的援助非常不友善，被認為是壓垮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垮台的最後一根稻草，

韓戰後台灣依賴美援穩住政權，不過蔣對美國干涉台灣內政有所猜忌，而孫立人是

美國培養出來的軍事將領與蔣介石本身的黃埔嫡系各將領利益有所衝突，這應該是

孫立人在台被軟禁後來鬱鬱而終的原因，這樣一個名將最後死在台灣，我認為歷史

應該還給名將該有的公道。 

 
圖八：義勇忠誠孫立人將軍銅像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26 日拍攝於孫立人將軍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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