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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的心靈深處是否蠻類似“影子” 和“風箏”的？ 
 

俞劍鴻 

國立金門大學特聘教授暨一點理論研究中心主任 

 

 

前言 

 

2005 年 3 月，《反分裂 國家法》是被中國大陸第 10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3 次會議 通過 的。之後，由中國大陸投入資金、拍攝有關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

產黨之間的戰爭與間諜電影片和電視影集都會比較客觀和貼近事實。1換言之，

我們能夠時常看到由中華民國國防軍隊在大陸各地所主要領導的 8 年 2抗戰的可

歌可泣畫面。3 

                                                      
1 例如在《偽裝者》 (Disguiser) 的第 37 集，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的王天風

處長說上層（指戴笠）“爛透了。”像是這種話在這 2005 年 3 月之後說應該比較接近實事吧！？！

（也觀看第 28 集和 33 集。在第 28 集，我們看到軍統不惜犧牲自己的手下來進行走私軍火、藥

品、紅酒和香煙的勾當來換取雙方的最大利益；如果不同流合污的話，必將早晚被内部的派系斬

草除根。）如果是在戴剛死時或者幾年之後，中國共產黨就有可能是在 100%地抹黑戴。在《地

下地上之大陸小島》的第 31 集，我們也看到中共組織爲了要得到底細也會給對方黃金。”間諜工

作其實是反人性的….寫出在人性與反人性之間的掙扎，才是精品的諜戰劇或是臥底戲。”參閲

http://new.qq.com/omn/20171226/20171226A0ZGVS.html, accessed on March 22, 2018.《風箏》 (Kite) 
的不少畫面帶有人情味，例如第 45 集的第 11 分鐘；第 14~16 分鐘和第 31 分鐘以及第 46 集的第

5 分鐘和第 13 分鐘。第 41 集的第 15 分鐘和第 42 集的第 11 分鐘很講人性。在《密使》(Secret Agent) 
的第 20 集，吾人看到愛情與諜報工作之間的糾葛。在《決戰江南》(JueZhanJiangNan) 的第 8 集，

我們看到一個中國國民黨的特派員說她聽説信仰共產黨的人不講親情。不過，這個南京政府的特

派員也大義滅親，抓捕了她加入了共產黨的妹妹。《密使》這部電視影集是有關渡江戰役又稱京

滬杭戰役。於 38 年 4 月 21 日至 6 月 2 日，中共中國人民解放軍強渡長江並向中華民國國軍發起

大規模戰略進攻的戰役。之後，解放軍佔領南京。 

2 在第 27 集，“影子”沒有說 14 年。 
3 根據軍統局重要人員的沈醉回憶，在抗日戰爭中時期，軍統犧牲者達 18，000+人之多，而當

時全部註冊人員僅為 45，000+人。參閲 https://zhuanlan.zhihu.com/p/20280638, accessed on March 
22, 2018.與 1949 年 5 月上海市淪陷之後和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也就是“新誕生的政權“有

關的《獵豺狼》(Hunting Wolf) 的第 1 集說有幾千個（第 37 集說上千個）人員（和 17~18 個武

器、彈藥庫的藏匿/hide out 地點）留在上海。（在第 26 集的第 25 分鐘還能看到“立功獎狀”上

的中華民國 38 年這 7 個字。）不過，在在《獵豺狼》的第 9 集說浦江市的公安人員說誰參加過

例如保密局“根本就查不清楚。”在《獵豺狼》的第 37 集說，重慶市還在國民黨的手中。第 42
集(大結局)的第 39 分鐘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在《獵豺狼》的第 17 集說，廣東省還在國民

黨的手裏。又第 5 集提到在上海的浦江市有“敵人的散兵游勇好幾萬。”在第 11 集，觀衆聽到

“敵對的特務份子”(hidden enemy agent) 在浦江有上萬人。離開舟山群島不遠的泗礁島是各方

勢力必爭之地，也是潛入浦江的第 1 站。當時，這個島上有國民黨的泗礁島救國軍, 舟山群島中

央軍有國軍陸軍 87 軍、21 軍和 75 軍，還有臨時編制暫 1 軍，下轄 4 個師，兵力 6 萬多，再加

上 1 個海軍艦隊，有 60 多條艦艇。第 7 集看到一個軍統局人員在上海的大都會舞廳的外面掏出

一把手槍。第 8 集看到另外一個軍統局人員在上海掏出一把手槍，一個公安人員說他私藏槍支。 

http://new.qq.com/omn/20171226/20171226A0ZGVS.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5%B1%E4%BA%A7%E5%85%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5%85%B1%E4%BA%A7%E5%85%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F%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6%B0%91%E5%9B%BD%E5%9B%BD%E5%86%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8%E7%95%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8%E5%BD%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E5%B8%82_(%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uanlan.zhihu.com/p/2028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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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這幾年觀看了無數的國、共鬥爭、競爭和合作的電影片和電視影集。

其中一個半虛構、4改編自一部小説的《風箏》 (Kite) 是一部由中國大陸拍攝、

具有深度和最值得我們繼續探究與討論的電視影集。5這部片長達 46 集的電視劇

講述的是從 1927 年 4 月到 1979 年底所發生的事情。6《風箏》在 2012 年 4 月開

始拍攝 ，2013 年 5 月殺青。不過，到了 2017 年 12 月，它才被允許 7在北京衛

視 8和上海東方衛視 9播放。 

影集中的兩個主要的角色分別為共產黨的“風箏”[男,從 1946 年春天以鄭

耀先 10這個名字臥底 11在西南重鎮山城里 12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

                                                      
4 2018 年 5 月初，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刊出專文抨擊，大陸各電視台最近幾

年出現多部「抗日神劇」，不僅不合常理、不合史實，也扭曲並消費了嚴肅的中國抗

日戰爭歷史。參閲

https://udn.com/news/story/7331/3120341?from=udn-catel istnews_ch2。在《決戰江南》

(JueZhanJiangNan) 的第 11 集的第 16 分鐘，我們看到錯誤離譜的東吳報日期亦即中華民國 15 年

5 月 12 日。這部電視影集是有關 1949 年初，國民黨政府預先感覺其政權行將垮臺，制訂了 AM
計畫。當時的保密局是毛人鳳的天下。 
5 《風箏》改編自周喬，他的軍統生涯。在扉頁寫的是獻給她最愛的父親。換言之，作者向她的

父親亦即“風箏”懺悔。在大結局的最後，熒屏上出現了 11 張照片，潘漢年、李克農、錢壯飛、

胡底、張露萍、閻寶航、陳璉、熊向暉、朱楓、沈安娜、黃慕蘭這 11 位中共歷史上傑出的情報

人員被致敬。秘密戰線的領導人周恩來就將那些出生入死的人員比喻為戰鬥在“龍潭虎穴”之中，

“龍潭前三傑”錢壯飛、李克農和胡底，以及“龍潭後三傑”熊向暉、陳忠經和申健。一個叫袁

殊的“紅色特工”除了是中共情報系統的工作人員之外，還同時有著中統、軍統、侵華日軍以及

青紅幫(青幫、紅幫的並稱)的五重少有身份。在《偽裝者》，明樓的原型就是袁。 
6 《風箏》的第 43 集的時間點為 1965 年 7 月。 
7 “…文革結束不久，反映地下工作的影片還屬於敏感題材。”參閲

http://www.cctv.com/program/ljsy_new/14/29/index.shtml, accessed on April 20, 2018. “從題材公

示到劇本，到完成片，都經過了浙江廣電和國安部的審查，初審、複審、再審，反覆聽取領導

和專家意見後，多次修改，始終嚴格執行着有關審查制度和規定，最終拿到發行許可證。”參

閲

https://hk.saowen.com/a/68cd363f0140608ad0dc7651066f8b2f52a8509acb82550ceca9b6fd4d0b808
0, accessed on March 20, 2018.不過，另外一個評論家認爲由於在幾個集中講了“雞毛，”《風

箏》被禁了幾年。參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XrC6frZ0hM 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kfReUPCHkE, accessed on March 24, 2018.   
8 北京電視台旗下的綜合衛星頻道。《風箏》原定 2014 年 6 月在北京衞視、浙江衞視等開播，

卻突然被換掉。 
9 上海文化廣播影視集團旗下的綜合衛星頻道。 
10 6 哥由柳雲龍執行、導演和主要演飾。抗日戰爭期間，中共地下黨員張蔚林、張露萍、馮傳慶

等七人打入軍統，他們發展了組織，之後被軍統發覺殺害。不過，他們仍被認定為軍統特務，這

7 個特務的墓前還書寫著「軍統特務不列名。」在戴笠的心腹愛將有 4 大金剛，分別是陳恭澍、

趙理君、沈醉和王天木。他們又被稱為軍統四凶。不過，戴也時常考驗他們，以防變節。沈醉背

叛了戴。《風箏》的第 3 集和第 6 集提到戴的八大金剛。鄭耀先被視爲“老 6。” 戴也時常考驗

他，例如在第 3 集戴對鄭耀先的同夥說在延安一旦發現鄭耀先是共產黨員就地正法、格殺勿論。

1949 年 10 月之後，老 6 叫周志乾。在那個時間點，“在全國有 3 分之一的基層單位的領導權不

是掌握在中共的。”觀看第 43 集。 
11 《風箏》的第 19 集的時間點為 1947 年 5 月。共產黨袁農書記說鄭耀先也許就是“風箏。” 
12 重慶人依山而居，重慶也被人叫做「霧都。」在第 20 集，我們得知在 1949 年 10 月山城有一

百萬人口，其中 9，000 是特務；故，該地方是全中華人民共和國敵對勢力的特務案件最頻繁和

發生的地區之 1。在《暗算》 (Plot Against) 的第 1 集，我們得知於在”解放”初期國民黨有將近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A%97%E6%97%A5%E6%88%B0%E7%88%AD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A%97%E6%97%A5%E6%88%B0%E7%88%AD
https://udn.com/news/story/7331/3120341?from=udn-catelistnews_ch2
http://www.cctv.com/program/ljsy_new/14/29/index.shtml
https://hk.saowen.com/a/68cd363f0140608ad0dc7651066f8b2f52a8509acb82550ceca9b6fd4d0b8080
https://hk.saowen.com/a/68cd363f0140608ad0dc7651066f8b2f52a8509acb82550ceca9b6fd4d0b808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XrC6frZ0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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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或者 2 處）13]和到第 44 集的第 10 分鐘才讓觀衆知道真實身份的軍統局的“影

子”（女,被戴笠局長要求以韓冰這個名字潛伏40多年 14在於1935年10月至1948

年 3 月期間被中共盤踞的根據地亦即延安市）15。“影子”的膽子大到在 1949

年 10 月之前 16使用了中共頻率 (wavelength) 而非她自己的（游動）無綫電發報

機器和設備把一些情報傳送到山城的軍統局。17 

一開始，《風箏》的觀衆得知戴老闆的核心機密也就是一個 73 人臥底在延安

的名單已經被中共拿到。其實，當時還有其他的軍統局間諜被安插在延安，例如

                                                                                                                                                        
10 萬的潛伏特務在大陸。在《暗算》所講的大陰山應該是在四川省、雲南省或者貴州省，中共

花了幾年的時間才殲滅殘餘的國民黨軍隊和特務。在那一段時間，《暗算》的第 1 集說大陰山的

那一帶有 108 部的敵人無綫電臺和臺灣聯係。到 107 年 3 月，戴雨農紀念館内的忠烈堂供奉

了 75 座在國內、外殉職情報人員的靈位，收錄 4，903 位先烈事蹟與革命先烈紀念

冊。館內記載，若含抗戰，被犧牲的軍事情報人員達到 4 萬 4，434 人。  

13 在《風箏》的第 5 集，觀衆得知軍統喜歡使用酷刑來逼供，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

查統計局（中統）則力主說理勸降。不過，有時，中統還是會給與中共地下黨實施電（擊）酷刑。

進入軍統就是生進死出、站著進來躺著出去。另外的説法是只有 3 種可能也就是為黨國盡忠、被

處決和自然死。不過，第 2 集告訴我們說軍統内部派系林立、相互傾軋。“軍統正式成立後，局

本部（軍統術語稱內勤）與各地組織（外勤）急劇擴張。1938 年[3 月]，軍統正式在編人員有 6721
人，至 1945 年已發展至 24725 人，而這一數字，尚未包括軍統掌握、運用的諸多公開、半公開

單位。經過抗戰時期的發展，軍統把自己的觸角深入到國統區、淪陷區乃至海外地區，布建了廣

泛的特務網，成為戰時中國最龐大的特務組織。”參閲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n56bl63.html, 
accessed on March 17, 2018.另外的一個資料來源指出“抗戰期間，軍統局的正式在冊人員和學員

在抗日戰爭中犧牲者就達 18000 人以上，而抗戰結束時全部註冊人員為 4 萬 5 千餘。其他附屬人

員犧牲者更眾。此處有不同說法，軍統所說的犧牲人員，部分很可能沒有犧牲，而叛變投靠汪精

衛政權，汪偽曾經招收軍統游擊隊，編為兩個步兵旅，大約 1 萬五千人。”參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B0%91%E6%94%BF%E5%BA%9C%E8%BB%8
D%E4%BA%8B%E5%A7%94%E5%93%A1%E6%9C%83%E8%AA%BF%E6%9F%A5%E7%B5%
B1%E8%A8%88%E5%B1%80, accessed on March 17, 2018. 
14 第 37 集和第 44 集告訴我們說她是被中共懷疑的。演員的名字叫羅海瓊。陳華是被戴笠所器

重的女軍統局間諜。在 1946 年 3 月 17 日之前，陳與戴在一起。她認爲戴在那架飛機上槍殺了飛

行員。 
15 1938 年 4 月，戴笠指示程慕頤，搞一個專門對付中共根據地的“特別訓練班。”程副主任把這

個班辦到緊臨延安的陝西省漢中東郊 18 里鋪的陳家營村，對外掛出“天水行營遊擊幹部訓練班”
的牌子。從 1939 年 9 月到 1941 年 3 月，這個班開辦了 9 期，一共培養與訓練了大約 450 人。戴

是班主任。沈之岳是政治指導室主任。沈在 1938 年 4 月打入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辦公室，他擔

任秘書，是最有特色的一位。1940 年 3 月，他逃離延安並且回到了軍統。另外的一個資料來源

說到 1941 年冬天，他回到了重慶，深入中共組織及中央核心部門歷時 9 年。一個作者認爲沈之

岳是否為“影子？”參閲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fd1ad10102xik0.html, accessed on March 
22, 2018.我在以前的一個同事也是這麽地認爲。來自他的 2018 年 3 月 24 日和 4 月 8 日的電子郵

件。沈欺騙了一些人，其實，他並非毛澤東的秘書。參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cI6WMW1H3M.他也並非”影子”的原型。不過，以下的連結說

他是被國民黨稱爲“藍色 007”的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zaMhd3GvEc。又中共

的前國防部長張愛萍曾經寫下以下的文字，說過世的沈是：文武全才、治國有方、一事二主、兩

邊無傷。由此推論，沈是否被中共策反，成爲雙面臥底？ 
16 不清楚之後。 
17 如此才能躲開中共監聽部門的察覺，不露頭。如果不能使用電臺，對面的同志就變成了聾子，

而自己就成爲了瞎子。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B4%80%E5%BF%B5%E9%A4%A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8A%97%E6%88%B0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n56bl63.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AA%E7%B2%BE%E5%8D%AB%E6%94%BF%E6%9D%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AA%E7%B2%BE%E5%8D%AB%E6%94%BF%E6%9D%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AA%E4%BC%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B0%91%E6%94%BF%E5%BA%9C%E8%BB%8D%E4%BA%8B%E5%A7%94%E5%93%A1%E6%9C%83%E8%AA%BF%E6%9F%A5%E7%B5%B1%E8%A8%88%E5%B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B0%91%E6%94%BF%E5%BA%9C%E8%BB%8D%E4%BA%8B%E5%A7%94%E5%93%A1%E6%9C%83%E8%AA%BF%E6%9F%A5%E7%B5%B1%E8%A8%88%E5%B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B0%91%E6%94%BF%E5%BA%9C%E8%BB%8D%E4%BA%8B%E5%A7%94%E5%93%A1%E6%9C%83%E8%AA%BF%E6%9F%A5%E7%B5%B1%E8%A8%88%E5%B1%80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fd1ad10102xik0.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zaMhd3Gv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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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理想和信念 (ideal and belief) 的第 74 位。18不過，戴並沒有把被他稱爲女諸

葛或者第 74 位的韓冰寫入那個名單之中。 

第 27 集讓觀衆得知於 1932 年 19以狡猾、機智、心狠手辣而聞名的鄭耀先接

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 20的委任與派遣滲透和打入了軍統局。從

1946年初起，“風箏”就要查出和證明誰是這個敵對勢力具有特別任務的份子，

亦即“影子。”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鄭耀先還是要繼續潛伏非常深在大

陸，以便找到“影子。”21在第 44 集，鄭耀先推論與斷定應該還有另外一個軍

統局的間諜亦即江萬朝是在代替“影子”或者充當著“影子”的替身。22江的任

務就是一旦察覺到當真“影子”是在面對著危險時，他這個棄子就要被喚醒，23

也就是馬上要犧牲掉自己，以便讓真”影子“存活下去。“此話的意思是要讓中

共錯誤地以爲說江才是真”影子,”別無其他人。 

當知道對方的底細之後，互相欣賞、心靈契合的他們兩位 24到最後都完成了

各自組織 25所賦予的個別任務，也就是“影子”從 1946 年春天要找出誰是“風

箏，”而“風箏”在共產黨内部則要挖出“影子。”不過，在第 46 集的第 13

分鐘亦即接近尾聲的一幕，“影子”於 1979 年底在“風箏”的面前喝下她自己

放了毒藥的紅酒身亡，26因爲她知道已經有很多於 1949 年 10 月成立的中央人民

政府公安部 27的幹部和人員正在屋子的外面等著抓捕她。 

 

 

                                                      
18 王慶蓮是軍統局的最後一個譯電員。她是一個“有歷史問題“的人，被中共劃為”反革命。

“不過，她在 1980 年代初被平反。她的上司是在日本發動偷襲前一個星期破譯了珍珠港秘密電

報的軍統局譯電組組長姜毅英，是首位女少將。 
19 一個軍事歷史者認爲研究“風箏”的真實原型吻合接受周恩来的指揮與命令的程一鳴。1931
年 5 月之後，程算是斷綫重連。參閲 1979 年 7 月由特殊部門公安部下轄的群眾出版社出版《程

一鳴回憶錄》“內部發行”和 http://m.guancha.cn/guangting/2018_01_16_443292.shtml, accessed on 
March 20, 2018. 
20 1931 年 11 月，在瑞金成立。 
21 在《決戰江南》（JueZhanJiangNan）的第 32 集，我們也看到另外一個就在南京政府特派員身

旁工作的中共間諜。她的名字叫孫彩蓮。這位忠實追隨蔣介石的特派員當著她的 2 個共產黨妹妹

選擇了服毒自裁的歸宿。 
22 在《地下地上之大陸小島》 (Mainland and Island) 的第 34 集和 35 集，我們看到以下的文字：

我們的組織結構是我們 10 個潛伏者都是老 A 的影子。 
23 中統的用語為喚醒，而中共的則是激活。但是，在一些畫面也看到中共用的是喚醒。 
24 在《風箏》第 46 集的第 5 分鐘，雙方互相叫了對方的代號。 
25 有可能是指 2 個人或者全黨。 
26 “風箏”並未阻擋，成全了她，因爲前者知道後者的意志堅定 (not weak-minded)；不過，前

者流眼淚了。換言之，雙方並未要求對方歸降或者歸順另外一個黨。 
27 特殊部門。在《獵豺狼》的第 16 集,觀衆得知浦江公安局政治局部長也是軍事部政治部副部長。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4%BA%BA%E6%B0%91%E6%94%BF%E5%BA%9C%E5%85%AC%E5%AE%89%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4%BA%BA%E6%B0%91%E6%94%BF%E5%BA%9C%E5%85%AC%E5%AE%89%E9%83%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7%9C%E6%AF%85%E8%8B%B1
http://m.guancha.cn/guangting/2018_01_16_44329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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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衛是否為“影子”和“風箏”的翻版？ 

 

不過，本文主要針對的是汪精衛。28《諜戰古山塘》(Spy Game in Ancient 

Soochow)是和汪精衛有關，銀幕有以下的文字：1938 年秋，國民政府的抗日戰

場節節敗退，汪偽逆流喧囂塵上，形勢岌岌可危。國民黨給他貼的標簽為（大）

漢奸 29而中共對他的評價和定位也是漢奸投降派。30一位對推動兩岸中國的和平

統一有實質、大貢獻的觀察家認定他是 100%的大漢奸：“汪在「寧[南京]、漢[武

漢]分裂」時，已被。。。國民黨中央宣判為「叛黨叛逆。」31而汪於抗戰中期更

在日本人的扶持下成立偽南京國民政府(如同溥儀的偽滿洲國)以華治華，這時

汪。。。腳下踩著 30 萬人民百姓及 5 萬守城戰士被日本人屠殺未乾的血肉，這

是千百年歷史中，無法洗清的屠城恥辱，怎能說是黑白臉，倒像是汪逆子孫在為

自己開脫歷史罪[名與]責[任]。[(熟知日本人的戰略及心理)的]蔣介石以空間換時

間的戰略，1.東三省被日俄戰火蹂躪多年，為日本關東軍(強勢戰力)佔據，並移

民日韓台人來供應戰略物資。所以蔣先引進德國新軍事裝備(裝甲師)．訓練及向

俄國貸款軍機(含志願軍．訓練)，全力發展工商業．建設基礎．引進外匯(黃金十

年)．以訓政的精神教育來強化戰力。2.抗戰時避開日本的「由北向南」的鐵路戰

略，開闢我方主導「由東向西」的焦土戰略，使日本只能佔點(城巿)，使日本軍

                                                      
28 On December 7, 1941, Imperial Japan attacked the United States.  On December 11th, Adolf Hitler 
declared war on the United States. 
29 (Hidden) traitor to one’s country or one who betrayed his or her country in general or China in 
particular.  其它更激烈的言詞有「走狗/running dog」、「賣國賊/traitor」等等。叛國罪的英文 treason。
在文革以前，就有“四類分子”這樣一個稱呼，這是對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的統稱。

劃分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標準：將反革命分子分為十一類：⑴特務間諜；⑵反動黨團骨幹分子；⑶

反動會道門頭子；⑷惡霸；⑸土匪；⑹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⑺托匪分子；⑻漢奸；⑼蔣匪軍、

政、警、憲人員中的反革命分子；⑽敵對階級中的反革命分子；⑾其他現行反革命破壞分子。今

天，還是有人在談“漢奸：”黃智賢發文後引來大批支持者按讚留言加油，他們痛批新

浪胡亂刪文封號，並質疑是台獨、漢奸在背後搞鬼。參閲

https://udn.com/news/story/7332/3085410?from=udn-catehotnews_ch2, accessed on 
April 14, 2018.在《風箏》的第 8 集，看到了以下的概念，也就是變相的漢奸。這個片語的一

個例子是：中統出各 US$3,000 給 9 位職業軍人去延安殺 1 個共產黨首腦。當時的軍隊並不歸中

統管。1 個中華民國軍人說共產黨殺日本鬼子 如要他殺 1 個共產黨首腦 不就等於是變相的漢奸

嗎？在第 11 集，只有 1 位軍人存活。茅于軾是一位大陸的自由派經濟學家。他也被貼了

標簽：「漢奸」、「賣國賊」。參閲

https://udn.com/news/story/7332/3206460?from=udn-hotnews_ch2, accessed on June 20, 
2018. 
30 在《風聲》（The Message）這部電影，看到了以下的文字：汪偽漢奸。在《僞裝者》的第 1
集，看到了以下的文字：汪偽政府。。。。 
31 民國 15 年 7 月，北伐開始，中共轉守為攻。民國 16 年北伐期間，中共在上海、漢口策劃與

發動罷工、倒蔣遊行，並由左傾人物汪精衛取得國民大會、國民政府的領導權。該年 4 月，國民

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下令清除軍隊中以及黨部内的中共分子，定都南京。因寧、漢各有 1 個國民

政府，歷史上稱為「寧、漢分裂」。 

https://udn.com/news/story/7332/3085410?from=udn-catehotnews_ch2
https://udn.com/news/story/7332/3206460?from=udn-hotnews_c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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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交通補給線也非常不穩定，拖住 3 百萬日軍，這是拖垮日軍使其戰敗的主因。

3.當日軍窮途深入內地時僅能騷擾，已完全無力佔領，而我方因美國加入戰局美

援助力，陸續在湘桂鄂紛紛突破日軍佔領，光復失地，並以空軍時常轟炸廣州．

香港．臺灣的日軍基地。這 8 年全力抗戰中，倒只見汪偽(漢奸)如同溥儀成為日

本「太東亞共榮圈」的宣傳傀儡而已。蔣不會與心中只有個人權力(利)的汪去演

戲的。“32簡言之，這個觀察家的立場等同於《風箏》的宮庶。33宮在第 35 集說

他最恨叛徒降將可納叛徒難容。 

嘗試要提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吾人是否只需要找出一個有分量的例子來證

明汪的確有提供情報給蔣就足以推翻 (falsify) 這個 100%的大漢奸觀點？須知，

在《黑室》 (Black Chamber) 這部電視影集當中，我們得知黑室主任的妻子就是

汪的人馬。 

另外一個極端的觀點則是汪是一心救國、救民的「長江 1 號」,34亦即中華民

國的「大英雄。」352013 年 1 月，《蔣介石與汪精衛的絕世祕密》出版了。36這

本專書的作者張有朋 37透露汪並非漢奸，可以說他是被冤枉的。38汪於 1938 年

12 月脫離陪都重慶市的國民政府，走上跟日本帝國「和談救國」或者「曲綫救

國」39之路，當時的蔣均知情汪是在犧牲自己。40該書“首度揭露汪。。。與戴

                                                      
32 來自。。。的電子郵件，  107 年 2 月 11 日 下午 10:44。 
33 宮庶從頭到尾都認定鄭耀先是效忠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他是鄭耀先的得意門生。1949 年 10
月之後，由於選擇留在山城為山城站站長，被授予少將這個頭銜。一個在上海市工作的日本司令

官也這麽地說。他也說他會利用這個叛徒。觀看《5 號特工組》(Agents on the Fifth Group) 的第

26 集。 
34 《風箏》也提醒觀衆說到處有長江 1 號。戴笠很重視他的 1 個叫陳一新的手下。這個世界也

有其他的陳一新。在《決戰江南》的第 5 集的第 30 和 32 分鐘，我們看到“汪洋”為在東吳市（靠

近寧波市）要被處決/槍斃/槍決的 38 名中共政治犯。 
35 這是王新衡說的。 
36 印刻出版社。 
37 張為臺灣地區的資深媒體人並結識蔣介石的分身李登科，“視其為令人尊敬的長輩與知己，

常聽其閒聊當年蔣公祕史，於震驚之餘誓言寫作出版，以還原歷史黑白、重現大義，並冀望以此

為人生志業而無憾。” 
38 在《上海的秘密戰》的第 9 集，我們看到一個中共諜報人員也被認爲有問題。正在停止審查

的他自認為變成了人不人、鬼不鬼。 
39 在《偽裝者》的第 39 集，我們看到汪的 76 號大本營，裏面有以下的標語：反共 剿共 曲綫

救國。蔣中正和汪都是反共的。這也就是爲何戴在 1943 年夏天就策反了要求「戴罪立功」的財

政部長周佛海。1942 年 10 月，周背著汪，派人向重慶輸誠，提供給重慶方面不少重要情報。參

閲 http://www.baike.com/wiki/%E5%91%A8%E4%BD%9B%E6%B5%B7, accessed on March 17, 
2018. 為了加強同周的聯絡，戴派周鎬赴南京擔任潛伏站站長。1943 年 7 月，周終於同周鎬會面，

地點在汪的迎賓館。參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9%95%90_(%E6%B0%91%E5%9B%BD), accessed 
on March 17, 2018.抗戰勝利之後，戴需要周來打擊中共。蔣是否也需要汪呢？早年周參加中共的

創建，是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之 1。中共也嘗試策反第 3 號大漢奸周。陳公博為第 2 號。

他也是中共 1 大代表。在《決戰江南》的第 2 集，我們看到那個國民黨的司令說雖然他投靠了日

http://www.baike.com/wiki/%E5%91%A8%E4%BD%9B%E6%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4%E7%AC%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AA%E7%B2%BE%E5%8D%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9%95%90_(%E6%B0%91%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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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的祕密接觸，汪。。。忍辱負重的過程，還原歷史真相，說明他為國家的犧牲

與愛護同胞的心情，成立南京政府乃是他審度形勢後為保全人民的具體作為，而

非背叛。汪。。。一生恩怨牽扯最重要的對象，既非日本人也不是共產黨，而是。。。

蔣。。。，文中詳述他成為「漢奸」的本末。”以下的文字應該更加的能夠讓部

分或者更多的讀者採納與相信：該書根據軍統局編號 21306 李登科所述，1952

年初從前軍統局少將處長王新衡 41口中得知：“當年戴。。。曾祕密接觸汪。。。

[幾次]，為了救中國而希望汪。。。犧牲自己。汪。。。接受了約定才脫離國民

黨，跑去越南以營造他和蔣介石不合的氣氛，取信於日本人。戴。。。曾有文件

指出「汪之出走，原意為緩兵之計，並照顧淪陷區人民，此是最高度的祕密。」”42  

同樣的道理，試問：這個觀點能夠讓那些在抗戰時期被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

槍殺、酷刑、鞭刑、拷打 43、折磨[例如施以近乎虐待的水刑 (waterboarding)]44

等等的成千上萬位苦難的中國軍人和男、女、老、少以及他們的後代接納嗎？ 

筆者曾經於 107年 2月對本文第 7段文字所提到的觀察家說只要汪他本人或

者由他信任得過的屬下傳個信或者遞個話給蔣，汪就並非 100%的漢奸。45我的

靈感、直接的感覺和判斷主要來自觀看撲朔迷離、高超迭起的《風箏》和其他的

電影或者影集。 

107 年 3 月 17 日，我終於看到了以下的兩段重要文字：王提到：「汪。。。

也是三民主義的信徒、總理的信徒，他是為了救中國，所以脫離國民黨、跑到越

                                                                                                                                                        
本人也為後者幹過事但是他也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對一位曾經在紐約市的招商局代表處做過事的

趙錫成，一個作者寫了以下的文字：“由於政局關係，當時想從台灣直接回大陸是“不可能完成

的任務（電視劇）”，很多人曲線救國，從台灣去美國發展，然後再從美國回到大陸。趙錫成的

父母都還在老家，於是他也動了這樣的念頭。 “在一次演講中，華人船王趙錫自稱爲“貧下中農。”

參閲 http://www.CRNTT.com   2018-06-01 11:10:06, accessed on June 4, 2018.  
40 http://forum.hkej.com/node/98747 和
https://tw.news.yahoo.com/%E6%B1%AA%E7%B2%BE%E8%A1%9B%E9%9D%9E%E6%BC%A2
%E5%A5%B8-%E8%94%A3%E6%B1%AA%E7%A5%95%E5%AF%86%E8%A7%A3%E8%AC%
8E-213000420.html, accessed on March 17, 2018.在《密室》，我們看到那裏的探子/偵察人員破獲了

有關汪要成立他的政權的密電。 
41王新衡曾經和蔣經國同時留學蘇俄也就是在通稱莫斯科中山大學（Moscow SUN Yat-sen 
University）的「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共產主義大學」（SUN Yat-sen Communist University of the 
Toilers of China）。 
42 
https://tw.news.yahoo.com/%E6%B1%AA%E7%B2%BE%E8%A1%9B%E9%9D%9E%E6%BC%A2
%E5%A5%B8-%E8%94%A3%E6%B1%AA%E7%A5%95%E5%AF%86%E8%A7%A3%E8%AC%
8E-213000420.html, accessed on March 17, 2018. 
43 在《風箏》的第 1 集或者 1946 年初還有刑具使用遍了。 
44 觀看《密使》的第 5 集的第 30 分鐘。《密使》的第 15 集的時間點為 1948 年 8 月。 
45 107 年 3 月 17 日，首次看到以下的文字也印證了我在這一天之前的推論，也就是汪扮演”影子”
和”風箏”的角色 

http://forum.hkej.com/node/98747
https://tw.news.yahoo.com/%E6%B1%AA%E7%B2%BE%E8%A1%9B%E9%9D%9E%E6%BC%A2%E5%A5%B8-%E8%94%A3%E6%B1%AA%E7%A5%95%E5%AF%86%E8%A7%A3%E8%AC%8E-213000420.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B1%AA%E7%B2%BE%E8%A1%9B%E9%9D%9E%E6%BC%A2%E5%A5%B8-%E8%94%A3%E6%B1%AA%E7%A5%95%E5%AF%86%E8%A7%A3%E8%AC%8E-213000420.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B1%AA%E7%B2%BE%E8%A1%9B%E9%9D%9E%E6%BC%A2%E5%A5%B8-%E8%94%A3%E6%B1%AA%E7%A5%95%E5%AF%86%E8%A7%A3%E8%AC%8E-213000420.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B1%AA%E7%B2%BE%E8%A1%9B%E9%9D%9E%E6%BC%A2%E5%A5%B8-%E8%94%A3%E6%B1%AA%E7%A5%95%E5%AF%86%E8%A7%A3%E8%AC%8E-213000420.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B1%AA%E7%B2%BE%E8%A1%9B%E9%9D%9E%E6%BC%A2%E5%A5%B8-%E8%94%A3%E6%B1%AA%E7%A5%95%E5%AF%86%E8%A7%A3%E8%AC%8E-213000420.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B1%AA%E7%B2%BE%E8%A1%9B%E9%9D%9E%E6%BC%A2%E5%A5%B8-%E8%94%A3%E6%B1%AA%E7%A5%95%E5%AF%86%E8%A7%A3%E8%AC%8E-2130004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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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去，這是和[戴]。。。講好的，那是要取信日本人，讓日本人以為他和[蔣]委

員長是真正不合。汪。。。後來提供很多日本方面的情報，像長沙[會戰]大捷 46

就是汪。。。給的情報正確，讓我們佔了有利先機。」47王在閒談中還提到了川

島芳子。後來日軍幾次戰役失敗，川島對汪產生了強烈懷疑，經過暗中調查，認

定汪是間諜、洩漏日軍的情報給重慶國民政府。48此外，戴為何要挑選汪進行諜

報工作？王的講法是，和日本侵略者談和平的工作有助於情報的吸收，而汪是最

適合人選，因為大家都知道他的政策是以和平談判代替抵抗，汪又和蔣不合，日

寇更不會懷疑前者，跟日本鬼子和談甚至合作從而獲取有利情報，就能增加抵抗

日本軍國主義的成功機會。。。。49107 年 4 月 6 日，在《忠誠與背叛》 (Loyalty 

and Betrayal) 這部電影 50的第 71 分鐘，作爲觀衆的我得知汪把一份共產國際的

秘密電報副本 51交給了蔣的人馬亦即吳稚暉。就這樣，蔣一網打盡了中共第五次

全國代表大會於 1927 年 4 月 27 日至 5月 9 日在武漢召開的部分代表。52 

 

 

其他的觀點 

 

還有其他的觀點可以提出來，有助於我們說汪並非 100%的大漢奸。第 1，

汪追隨國父孫中山的時間要比蔣早了 3 年，當汪已經大大揚名、成為孫的信徒的

時候，蔣才剛進入革命領域。一般而言，政治人物追求的是更高一層的頭銜。從

以下的文字可以判斷說汪到最後覺得要能夠取得被日本稱之爲「南京國民政

                                                      
46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軍隊在 1939 年 9 月、1941 年 9 月、12 月 3 次進犯中華民國第九戰區的

長沙。這是以湖南、湖北、江西 3 省接壤地區打擊日本倭寇進行的防禦戰役。這次戰役是繼世界

第 2 次大戰歐洲大戰爆發後日軍對中國正面戰場的第 1 次大攻勢。 
47 http://forum.hkej.com/node/98747, accessed on March 17, 2018. 
48 同上。它自 1937 年 11 月起開始辦公，到 1946 年 5 月 5 日爲止。 
49 http://forum.hkej.com/node/98747, accessed on March 17, 2018.   
50 這部電影的拍攝是爲了紀念王荷波。被他的 Bolshevik 同志出賣了王在北平市的地壇附近

“就義。” 
51 在第 74 分鐘，觀衆得知是當時共產國際代表 (representative of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羅易 

(Manabendra Nath Roy) 把這個密電交給汪精衛的。He was a member of the Comintern's Presidium 
for eight years and, at one stage, was a member of the Presidium, the Political Secretariat,the 
Executive Committee,and the World Congress.1926 年底，羅易被奉派去中華民國。次年 2 月底抵

達廣州，4 月初到達武漢。在國、共關係瀕臨破裂的關鍵時刻，他在 6 月把共產國際的“5 月指

示”交給了當時正準備積極反共的汪看，這就是歷史上的“羅易洩密事件。“  
52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5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當時中共已經有 5 萬多黨員。當時，汪緊急地下令何鍵的 35 軍 (the 35th corps) 和獨立 14 師師

長夏鬥寅的部隊調往武漢市。  

http://forum.hkej.com/node/98747
http://forum.hkej.com/node/98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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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53主席 54這個頭銜才是真正地划算。易言之，汪有他的其它算計，因爲只有

當上主席才有可能接觸到作爲窮寇的日本的高階層機密；畢竟，當小日本鬼子要

汪配合做一些事情之際，後者就至少大約知道前者的行動方向。順便一提的是，

王對李說，戴第 1 次和汪談合作的事情，是在後者的重慶市上清寺的寓所，大約

在汪經昆明輾轉到越南河內 55的半年前左右，第 1 次汪並沒有答應，後來汪終於

點頭，表示願意犧牲掉自己來救中國，顯然汪的心靈深處是在忍辱負重並且極度

掙扎地知道說他將背負著「（大）漢奸」這個歷史罪名。56就“影子”和“風箏，”

筆者認爲汪比較像前者；57畢竟，他的内心深處還是國民黨的黨員,而戴在第 2 次

世界大戰尚未結束之前的 1943 年夏天開始重用了汪的手下，例如第 3 號大漢奸

周佛海。58 

第 2，《霧都魅影》59 (Phantom of the Fog City) 的第 1 集就讓觀衆聽到以下

的話：敵中有我 我中有敵 60 自古以來就是這樣。61《獵豺狼》 (Hunting Wolf) 的

第 1 集也有 真真假假 不可全信 這句臺詞。在《密使》(Secret Agent) 的第 25

                                                      
53 成立於 1940 年 3 月。 
54 看到大陸拍攝的電視影集指出汪的老婆（馬來西亞華人）推他了一把，她認爲如果汪現在不

當南京新政府的頭頭以後就沒有機會了。我同意說汪有很大的權利慾望，但是他要冒風險，有這

個就沒有那一個，也就是會被貼上一個（大）漢奸的標簽。 
55 1938 年 12 月。1939 年 3 月 19 日，根據蔣的指示，戴從重慶給河內的陳恭澍發去急電：“立

即對汪逆精衛予以嚴厲制裁。” 被稱為“十八羅漢”的陳和 17 個殺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務在河内

曾經 3 次採取刺殺行動皆以失敗告終。1940 年 3 月，汪正式成立偽國民政府。參閲

http://culture.people.com.cn/BIG5/40479/40480/9944896.html, accessed on March 20, 2018. 
56 http://forum.hkej.com/node/98747, accessed on March 17, 2018. 
57 1927 年 4 月 12 日，南京的蔣中正與西山會議派的反共國民黨元老，由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

員會在上海發動「412 事件」，下令以武力清除中共。汪發表講話，痛批蔣的行為。參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AA%E7%B2%BE%E5%8D%AB, accessed on March 20, 
2018.但是，在《忠誠與背叛》（Loyalty and Betrayal）這部電影的第 13 分鐘，我們首先是看到汪

的曖昧態度 (WANG Ching-wei’s position is quite ambiguous)。之後，在第 53 和第 59 分鐘，汪決

心站在共產黨的對立面 (he stood “i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58 《偽裝者》的第 26 集說戴和周的關係匪淺。也觀看第 22 集。後者是否有在想戴罪立功、加

官晉爵這個美夢呢？在《密令 1949》(Secret Mission 1949) 的第 4~5 集，我們看到保密局在北平

“和平解放”之前還是和不少的日本留在大陸的間諜合作。不過，至少其中的 1 個日本人加入了

美國的中央情報局海外支隊北京分隊。由於保密局在北平的人手不足加上經費的短缺，保密局和

這個日本人共同執行被臺灣批准的 X 計劃。中央情報局也派了一個王牌特派員攪局中共的第 1
個國慶。 
59 Phantom of the Fog City 的簡介為：“1950 年初[或者 3 月]，蔣介石因不甘心在軍事上的徹底

失敗，同時也是為了顛覆我新生的紅色政權，阻撓國際社會對我共和國的承認，他命令潛伏在西

南重鎮山城裡代號‘神風’的特務組織頭目‘聖母，‘利用 3 月到 5 月約五十天的時間，制定一

起重大軍事打擊活動，名為‘雷霆計畫。’該計畫旨在山城 51 遊行集會來臨之際，製造一系列

白色恐怖，炸毀山城，以此來削弱我們新生的共和國的鞏固，並在國際上產生惡劣的影響。。。。” 
60 敵指的是黑手。這是中共在 1950 年 3 月使用的語言。 
61 在《孤影》的第 2 集，觀衆得知在 1944 年 6 月之前重慶不少官員身邊安插了日寇間諜 他們

隨時會要他們性命。《紅樓夢》有一句話叫假做真時真亦假。換言之，一個人只要相信自己是真

的，他/她的對手就會覺得他/她的懷疑是假的。觀看《5 號特工組》的第 18 集。 

http://culture.people.com.cn/BIG5/40479/40480/9944896.html
http://forum.hkej.com/node/9874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B1%B1%E4%BC%9A%E8%AE%AE%E6%B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D%E5%85%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D%E5%85%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6%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4%B8%80%E4%BA%8C%E4%BA%8B%E4%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AA%E7%B2%BE%E5%8D%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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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問到：合理的表現、解釋和話語就是真相嗎？我們也時常聽到別人說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假戯真作、密碼本是一真一假、亦真亦假或者這一切都可以反過來說。

在《風箏》的第 12 集提到“風箏”到底是真是假或者亦真亦假。在《風箏》的

第27集有以下的文字：假的肯定是假的 鬼子六的 那肯定是假的比真的還要真。

在第 38 集，蔣說派往大陸的部分（藍色）特別/特殊工作人員向臺灣傳遞的情報

是自相矛盾的。在第 45 集的第 30 分鐘，“影子”說“幹咱們這行的 什麽都可

以是假的 只有得不到 那才是真的。”爲了完成任務亦即要搞清楚誰是“影子”

並且維持在戴的心目中的老 6 地位就必須要不暴露身份。62作爲紅色特工的“風

箏，”他的雙手其實是迫不得已 100%地沾滿了殺死在敵營（暴露的）共產黨人

的鮮血，更加不用說在抗戰時期，鄭耀先要為軍統局出生入死，以贏得戴對他的

信任。在第 16 集，鄭耀先說鄭介民和最低調的核心人物唐縱還要利用他來鉗制

毛人鳳。在第 28 集，我們得知毛人鳳由於擔心鄭耀先會投靠鄭介民而幾次打算

幹掉鄭耀先。在第 46 集，吾人看到的畫面是“風箏“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還遭到

（革命）造反派的迫害。 

第 3，107 年 3 月，懂得掌握犀利話語權/論述的李敖過世。他曾經指出，共

產黨人為了國家變強，會犧牲自己 63、犧牲別人 64都在所不辭、不惜。65套用他

的觀點，汪的處境不也是和“影子” 與“風箏“蠻類似的？“風箏”說十年了，

我已經分不清楚自己是紅是白，是人是鬼。這樣下去，敵人不收拾我，我自己也

要崩潰了。讀者有聯想到苦肉計嗎？作爲共產黨員的鄭耀先也直接或者間接地幹

掉了已經暴露的共產黨人。66易言之，汪爲了中華民國能夠贏得最後勝利，只有

忍耐、忍耐再忍耐地讓他的手下 67嚴厲地制裁抗日分子、反日危險分子或者潛伏

在各日軍佔領區的地下抗日成員？  

 

 

                                                      
62 幹那一行的，最忌諱的是魯莽。觀看《密使》的第 7 集。 
63 觀看《密使》的第 29 集的第 25 分鐘。密使》的第 30 集有以下的文字：共產黨員之間 捨生

忘死 相互依存的革命友誼。 
64 在《地下地上之大陆小岛》的第 1 集，國民黨的保密局把 12 名國軍的爆破專家滅口。在《密

使》的第 14 集,保密局的極機密文件被中共得到。在南京工作的毛人鳳知道天庭震怒，他為了自

我保護，就要下面的人當替罪羔羊。此話的意思是下面的某一個非共產黨員的情報人員後來被挑

選為犧牲品。在《密使》的第 14 集的第 21 分鐘,觀衆得知那些防止中共橫渡長江的軍人是在幫

中共做事的。 
65 http://www.cna.com.tw/news/ahel/201803180122-1.aspx, accessed on March 19, 2018. 
66 保密局也會制裁那些被暴露而且逃跑的諜報人員。觀看《獵豺狼》的第 2 集的第 23 分鐘。 
67 在喋血孤島 (Bloodbath Island) 的第 2 集，76 號被日本的梅機關罵的一文不值。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yOTc3NDI4NA==.html?spm=a2h1n.8261147.point_reload_1.5%7E5%7E5!2%7E5%7EA&s=9459072afd7211e2b8b7
http://www.cna.com.tw/news/ahel/201803180122-1.aspx


11 
 

結語 

 

本文的結語有七點。首先，期盼本文的描述、解釋和推論有助於我們能夠更

加地接近事實，當然，和其它的出版品一樣，多處有待考查、驗證。我的解讀是

比較傾向於說當蔣和汪在面對日本鬼子時是被客觀情勢所逼迫要演戲。68汪的内

心深處就像“影子” 和“風箏“從頭到尾都是把黨國放在第 1 位，只不過爲了

強化日寇對他的信任不得不打擊、抓捕抗日分子和端掉他們的據點。69如果談百

分比的話，當面對小日本人和汪時，蔣表演的戯分別佔 10%和 20%，而當面對

小日本鬼子和老蔣時，汪則分別是 80%和 20%70。他們兩人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以

拖待變、打垮日本帝國主義，而戴就是他們兩人之間的調和者或者潤滑劑。易言

之，我們是否可以說雙方明裏並不一起合作，而暗地裏並不下絆兒？在《偽裝者》

的第 28 集的第 27 分鐘，我們看到軍統局和汪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務

委員會 特工總部 71在進行合作。72在《5 號特工組》(Agents on the 5th Group) 的

第 1 集，吾人聽到以下的對話：一個做生意的老闆說：上海看來也是朝不保夕呀。

回應他的是一個前國民政府駐東京領事館武官人員，他說放心 這上海還是中國

人的上海。這句話是否吻合汪的心態呢？需要知道的是，該劇是根據真實歷史材

料改編的。劇情是從 1937 年 7 月開始的。 

其次，本文的第 7 段文字提到了一個觀察家，他指出有些“歷史事後的「馬

後砲」，沒有學術資料研究及當時人．物．文件的第一手佐証。純粹只是鄉野的

嫪誤閒談，連野史都不如的肥皂史劇，甚至於是有意左右，或誤蔑正史的手段。

連正式公開都不是，只放在網絡亂傳。打[發]時間看看就忘了吧！”73問題是：

絕大多數的學者和專家通常連文件的第一手佐證也都拿不到。如果少掉一塊等同

                                                      
68 《偽裝者》的很多片段在告訴觀衆說各方人馬（含戴雨農）其實是在演戲，爲了得到情報。

一個作者指出：“演戲是[卧底]的最基本修養，有時候演著演著就忘了自己是在演戲，還是真的

如此。”參閲 http://new.qq.com/omn/20171226/20171226A0ZGVS.html, accessed on March 22, 
2018.也觀看《獵豺狼》的第 11 集的第 19 分鐘和第 35 集的第 22 分鐘和《密使》的第 3 集和第

14 集。在《黑狐之風影》(Wind Shadow for Black Fox) 的第 3 集的第 39 分鐘，我們看到日本皇

軍說演戲這 2 個字。 

69 這是汪的南京政府或者“新政府”的使用的語言。 
70 1942 年 10 月 10 日，汪偽政府也慶祝了雙十節。 
71 位於上海市的極斯菲爾路（Jessfield Road） 76 號（現在的萬航渡路 435 號）；但是，“76 號”
的真正主人，卻是日本特務機關亦即「梅機關。」《偽裝者》的第 6 集讓觀衆得知在汪的 76 號地

盤也有中統。汪也建立了華東陸海軍聯合剿匪司令部。 
72 在《黑狐之風影》的第 1 集，我們看到軍統和中共新四軍的黑狐突擊隊於 1940 年代初在上海

的合作，也就是共同對付日本人的松機關、大日本帝國駐上海警備司令部、憲兵司令部以及南京

的 1644 部隊。 
73 來自。。。的電子郵件，  107 年 2 月 13 日 下午 12:15。 

https://nam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youtube.com%2Fwatch%3Fv%3DpAF9tg-u3Mk&data=02%7C01%7C%7Cedb0dc2ae7f84fc49b0708d5729bcaf0%7C84df9e7fe9f640afb435aaaaaaaaaaaa%7C1%7C0%7C636540935807221862&sdata=wRoLoWNzdubgp9BJJTKltsYhS2Tbzz7kWHtzSr2R7vM%3D&reserved=0
http://new.qq.com/omn/20171226/20171226A0ZGV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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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大前提的核心資料，推論的結果肯定是會走偏的。與此有關的是，即便是看到

了我們的國史館在 106 年 5 月公佈的 8 年抗戰資料也還是片面的，74因爲歷史的

記載者也會有壓力亦即不可以在當時撰寫一些敏感事實。有時，他們也會忽略或

者遺漏了一些重要的細節。還有，單綫聯系的結果也會出現脫斷綫、無法啓動蘇

醒，其結果是某一方只好（永遠）蛰 75伏不出，變成所謂的閑（棋冷）子 76；

因此，長期潛伏在汪政府的軍統局（或者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

稱中統）特務也有可能被錯誤地認爲是應該要被槍斃的漢奸或者組織的叛徒。77

                                                      
74 保密局的制裁不是兒戲，觀看《獵豺狼》 第 23 集的第 10 分鐘。106 年 5 月，國史館首次公

佈了戴的文件。28 年 11 月 8 日，“戴笠電毛人鳳轉蔣中正報告汪兆銘談及新政權成立之事日方

僅允其暫編警備兩師另其堅決保留三民主義及青天白日旗又新政權於二十九年元旦成立日本是

否會撤兵將保留及華北與維新兩政權因興亞院等支持故將協商改組統一政權。”參閲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
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
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
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601-620, accessed on May 10, 2017. 在《風聲》（The 
Message）這部電影，看到了以下的文字：汪私自與日本媾和。xx 年 4 月 1 日，“戴笠電曾澈關

於制裁汪兆銘之三條路線以韓志清能與汪接近之路線最好但須顧慮此人是否忠實以及孫旭仙是

否有犧牲決心應請詳加考慮與鼓勵。”參閲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
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
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
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1081-1100, accessed on May 10, 2017. 29 年 3 月 29 日，” 
戴笠電平原查汪偽政府至遲四月十五日成立而滬上金融界潛伏漢奸甚多情勢危急故對吳啟鼎汪

曼雲丁默邨湯良禮之制裁務期成功。”參閲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
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
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
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1161-1180, accessed on May 10, 2017.xx 年 2 月 14 日，” 
戴笠批示速電復蒼生關於張李均有電呈蔣中正否認與戴星炳之行動有關希速告戴萬不可再用李

名騙逆方以免弄巧成拙丁默邨有殺汪兆銘以成名之可能但丁無實力應請戴多方設法拉攏李士群

惟戴之應付技術不甚高明務請特別留意兄之行動尤望特別審慎。”參閲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
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
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
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1341-1360, accessed on May 10, 2017.29 年 1 月 1 日，“戴

笠電燕驥稱丁默邨上月被刺未予當場擊斃領袖甚為不滿丁之傷勢如何吾人有無再進行可能與陳

明楚何行健兩逆制裁後王道成近日之情狀如何等盼詳查電示。”參閲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
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
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
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1361-1380, accessed on May 10, 2017. 
75 Zhé。蛰伏不動。沉睡細胞（ sleepercells） .  
76 觀看《風箏》的第 10 集和第 45 集的第 32 分鐘。在第 38 集，蔣欽點“風箏。“時間點是 1960
年的清明節之前。緊接著，第 1 任國家安全局局長鄭介民就準備把“風箏“這個死子變成活子。

不過，前者也質疑後者是否有改變。鄭局長死於 1959 年 12 月。死子的意思是指沒有上級、沒有

任務。《偵查記》(Reconnaissance Across the YangTze) 的第 1 集說梅花這個“休眠者復活了。” 
77 在《天擊計劃》的第 34 集和第 35 集，我們看到說爲了保全組織、迷惑日寇於民國 32 年夏天

不得不潑給一個忠（國民）黨愛國的諜報人員“漢奸叛徒”的髒水。後者的弟弟要求把他的哥哥

名列保密局的英烈榜。有時候，一個諜報人員的任務是要跟對方 2 人“雙向對接，”而後者之間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601-620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601-620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601-620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601-620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1081-1100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1081-1100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1081-1100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1081-1100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1161-1180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1161-1180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1161-1180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1161-1180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1341-1360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1341-1360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1341-1360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1341-1360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1361-1380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1361-1380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1361-1380
http://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search/eyJxdWVyeSI6W3siZmllbGQiOiJ6b25nX25hbWUiLCJ2YWx1ZSI6IuaItOesoOWPsuaWmSIsImF0dHIiOiIrIn1dLCJkb21jb25mIjp7InF1ZXJ5X2hpc3RvcnlfY29udGVudCI6ImJsb2NrIiwicG9zdF9xdWVyeV9jb250ZW50IjoiYmxvY2siLCJmYWNldHNieSI6InpvbmdfbmFtZSJ9fQ%3D%3D/1361-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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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是，社會科學的研究者都基本上是在拿不到 100%的一手資料之下撰寫專書,

論文和論文手稿 (working paper) 的。 

再者，在第 36 集，“風箏“為“影子”鳴冤抱屈。不過，在第 45 集，“影

子”被平反照雪。78那個時間點為 1978 年底和 1979 年 1 月。試問：汪要被平反

嗎？爲何要提出這個問題？這是因爲戴的愛將沈醉於 1979 年春天被中共徹底地

平反。這也是因爲鄭耀先在第19集說了他的心中話：脫斷了綫的風箏覺得痛苦 79、

絕望、80糾結、自責。。。。更加糟糕的是，他不知道歷史會如何看待他。“風

箏“的女兒更是以他為恥辱。81又在第 39 集，“風箏“講了他的處境：“因爲

你是個共產黨黨員 是一切都屬於國家的特殊職業者 勝利了 不能宣揚 失敗了 

不能解釋 誓言無聲 英雄無語。82“在同一集，他說他並不是類似土豪劣紳的歷

史反革命。 

還有，其實，真正忠黨、愛國的國民黨人和中共人有不少，他們對各自的信

仰之深、紀律之嚴，無話可説。可是，只要有一方開始講究眼前利益，組織早晚

會瓦解、崩潰。83在《獵豺狼》(Hunting Wolf) 的第 42 集，為保密局工作的豺說”

成王敗寇 你贏了 是非由你們來書寫 我是被拖累了 如果沒有武中奇 。。。你…

永遠都抓不到我 。。。。“審訊豺的公安局的工作人員說：”你錯了 你們的組

織看似嚴密  可是一旦出現問題 就會互相殘殺 你們以正義為敵 你們與人民為

敵 不講道義 不擇手段 而我們忠誠於我們的信仰 忠誠於我們的人民 忠誠於黨  

                                                                                                                                                        
絕對不能暴露身份，以防全軍覆沒。觀看《密使》的第 2 集。在《密使》的第 27~28 集，忠黨

愛國的保密局人員被冤枉。在民國 40 年代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中，我國的保密局也強迫審

問了許多被屈打成招的無辜民眾關入監獄。參閲

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3070999?from=udn-catelistnews_ch2, accessed on 
April 5, 2018.在《密使》的第 26 集，我們看到一個中共的諜報人員冤枉了一個軍統

的工作人員。前者成功的把所有罪名扣到了後者。後者當天被槍決。  
78 戴的心腹愛將之 1，沈醉於 1960 年 11 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特赦（第 2 批特赦人員，為前

2 期特赦人員中唯一的前軍統重要人員）。他也在 1979 年春天被中共徹底地平反為起義將領、享

受副部级待遇。參閲 http://xmwb.xinmin.cn/html/2017-05/24/content_26_1.htm, accessed on March 
19, 2018 和 http://www.wikiwand.com/zh-tw/%E6%B2%88%E9%86%89, accessed on March 24, 
2018. 起義、投誠、被俘、退役/解除職務返鄉，閒居或從商都是選擇的項目。 
79 在《風箏》的第 15 集，鄭耀先說他必須要殺掉一個共產黨員，否則機密會被洩漏。他也說這

個抉擇讓他苦不堪言。 
80 在《天擊計劃》的第 44 集，我們也看到了男主角的絕望。 
81 She denied her father, until writing the book.  Stephen Hawking said science does not deny religion.  
Discovery, dated March 23, 2018 at 7 pm.   
82 在《風箏》的第 36 集，鄭耀先說：“國外的同行 有個不成文的規矩 派出去的特工 不管你

能不能回來 全當你死了 即便是命大 僥幸地回來了 你也不會再得到完全的信任 直到死。“中

共認爲只要當過間諜就有可能再度扮演那個角色。 
83 在《密使》的第 12 集,廉潔的軍統人員也是會被懷疑為共產黨的。 

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3070999?from=udn-catelistnews_ch2
http://www.wikiwand.com/zh-tw/%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B7%E7%BE%A9
http://xmwb.xinmin.cn/html/2017-05/24/content_26_1.htm
http://www.wikiwand.com/zh-tw/%E6%B2%88%E9%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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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做的一切 都是爲了黨和人民。。。。你們因爲奸計一時得逞 而我們 會

因爲最終的信仰 贏得最後的勝利 這就是我們的區別。“ 

第 5，在第 46 集的第 5 分鐘，雙方互相叫了對方的代號，也就是“風箏“和

“影子。”不過，在那個年代或者更早期，從不同的電影片和電視影集得知各方

人馬（含國民黨；84中共、85汪的 76 號大本營、86日本人 87和在香港的英國警方 88）

都(很)重視證據，通常不會僅凴推斷和猜測就給人定罪。這是值得我們肯定的。89 

第 6，在兩岸中國酷刑、拷打自從 1949 年 10 月之後減少很多。之前，雙方

皆會隨時亮出手槍頂著對方 90或者自己（不被信任的）人的腦袋。91易言之，雙

方變得更加文明。92這也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最後，在今天 21 世紀的各行各業，還有人在扮演影響軍心和民心的漢奸、

公共知識份子[公知（public intellectual）]、推牆黨 93/帶路黨、在敵人的眼皮子底

下蒙混過關和間諜的角色嗎？值得一提的是，早期只要是能夠偵查和掌握對方的

（游動）電臺的頻率、呼號、時間、周期、音質和方法就足以編出一部“字典”

了。94今天隨著科學與技術的進步，那是不夠的。2009 年底發行的《密戰》是首

部和保密題材與高等科技有關的電視影集。從這個大陸的劇本可以得知只掌握多

種武器和爆炸裝置再加上野外生存能力極強是不足夠的。在這個年代，不懂高等

科學與技術的人是無法被挑選為情報人員的，因爲馬上就會被擁有靈敏和準確的

監測 (surveillance) 設備的對方識破和逮到。 
                                                      
84 觀看《決戰江南》的第 8 集。 
85 觀看與 1949 年 5 月上海市淪陷之後和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有關的《獵豺狼》的第 2 集、

第 7 集、第 19 集和第 25 集以及與 1950 年代初有關的《地下地上之大陸小島》的第 12~14 集。

也觀看《上海的秘密戰》的第 10 集。 
86 《偽裝者》的第 10 集和第 15 集。 
87 《偽裝者》的第 12 集和 41 集、《黑狐之風影》的第 3 集和和平飯店 (Peace Hotel) 的第 4 集。

和平飯店是和東北有關。 
88 《風箏》的第 35 集。 
89 在《勝算》（ShengSuan/The Odds of Winning） 的第 1 集，我們就得知在 1940 年代初的大陸，

一個人不可以侵犯另外一個人的隱私。在《獵豺狼》的第 31 集，我們得知在 1949 年 5 月之後的

大陸，中共也會區別“私人的話。” 
90 在《忠誠與背叛》（Loyalty and Betrayal）這部電影的第 13 分鐘，我們看到 Bolshevik 王荷波

做了這個動作來對付一個製造長槍 (rifles) 的老闆。在《獵豺狼》的第 28 集也看到一個公安局

的人員拿著手槍對著對方的頭。在《決戰江南》的第 27 集也有這個畫面。在《越獄計劃》（Dash 
Out of the Moon Island）這部電視劇的第 4 集，我們也看到一個日本護士拿著手槍頂著一個中國

犯罪人的腦袋。 
91 上海淪陷的前夕，位於東江市的保密局滬城站的內部也時常出現互不信任的畫面。觀看《保

密局的槍聲》，一共 35 集。 
92 在《上海秘密戰》的第 11 集，中共的一個工作人員對一個被蔣經國和葉祥之所器重的國民黨

行動特務說：“在對待犯罪上 決不採取嚴刑逼供。“ 
9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z72VN4Yok8, accessed on March 25, 2018. 
94 觀看《暗算》第 3 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z72VN4Yok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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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就本文有關汪的 3 個觀點，亦即大漢奸、大英雄和游走在那 2 個極端

的政治人物，誰的推論與判斷乃比較接近事實呢？筆者同意黨性高於人性但是也

被共產黨的重慶地下組織恨的牙癢癢的鄭耀先在第 15 集所說的話：入行的那天

起 他就認爲他已經死了 沒有這樣的信念 這往後的日子 怎麽熬得住呢。。。。

我看 6 哥的話反映了周旋在各方政治勢力之間的汪的憋悶、委屈以及氣悶難受，

就像《偽裝者》的第 41 集說汪的手下也知道說“日本人不拿咱們當人看，”只

不過汪也許沒有策劃一個死間 95計劃，也就是說策劃者按照進度自己到最後爲了

組織也要悲壯地死去。96 如果有的話，蔣應該會在有生之年平反遊戲玩的很大

的汪，因爲作爲一種忠誠的考驗只有這麽做才能夠取得蔣對汪的信任。97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95 無間道是佛經講的 8 大地獄中最苦的一個或者民間所言的第 18 層地獄。無間道 （Internal 
Affairs） 是一部香港的電影，指的是間諜、臥底。在《天擊計劃》的第 40 集的劇情有以下的文

字：“埋伏在呂宅外的狙擊手將呂燕婷當成了戰守安，一槍打穿了呂燕婷的胸膛，呂燕婷當場便

暈了過去。呂耀庭這才後知後覺地發現自己的錯誤，眼看著女兒倒地，呂耀庭什麼都管不了了，

立刻沖了出去。戰守安到達後，只看到一個悲傷的父親和自己生死未卜的妻子，他頓時驚呆了。

呂耀庭滿眼絕望和憤怒地看著戰守安，怨怪他害了自己的女兒，立刻拔出腰間的槍，對準戰守安

的腦袋，戰守安根本沒有時間反抗。可是就在此時，呂耀庭突然被擊斃，根本沒有人知道，是誰

開的槍。”在《天擊計劃》的第 41 集的第 20 分鐘和第 42 分鐘，我們看到一些爲了打入中共軍

方的核心而犧牲掉的保密局工作人員。在同一集，觀衆得知擊斃呂耀庭的是一個保密局的工作人

員，亦即她是按照天擊計劃的一環也就是死間章節所進行的苦肉計，因爲呂的死會使所有人均以

為天擊計畫就前功盡棄了。擊斃呂的説“是他自己要求我這麽做的。。。“因爲呂得了癌症。呂

對擊斃他的人説如此一來“讓這個假的行動 更加逼真。” 
96 觀看《偽裝者》的第 46 集。在暴露之前，有可能被（上峰）封口，觀看與 1949 年 5 月上海

市淪陷之後和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有關的《獵豺狼》的第 19 集和第 20 集。 
97 在天擊計劃/潛伏在黎明之前的第 15 集的第 35 分鐘，為中共做事的一個保密局醫生對另外一

個保密局的官員說他是被冤枉的不過一定會有一天有一個人會為他平冤昭雪。在《天擊計劃》的

第 19 集的第 29 分鐘，我們看到一個起義的國民黨旅長還是繼續被中共組織觀察，因爲“敵人”

並沒有放棄這個常勝將領。這個旅長過的很舒服，配有一棟很好的房子。不過，他只管後勤，當

個處長也是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