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編集室『北支の治安戦〈1〉』朝雲新聞社、1968年、167-169頁。

1．雁宿崖戰鬥的背景

關於獨立混成第二旅團的雁宿崖，黃土嶺戰鬥的背景，戰史叢書『北支的治安戰』中寫道：

1939年8月，獨立步兵第四大隊〈堤赳中佐〉與第110師團的警備部隊交接換防，進駐淶源。淶源縣

被內長城線分斷爲南北兩部，南部地區占縣面積三分之一。大部分爲山地，道路不良。山地內道路

多有兩側爲懸崖絕壁之要所。共産軍利用此地形，經常對我運輸部隊實行襲擊。…居民大半務農，

生活困窮，民度不佳。我政令只能威懾到駐地周圍和主要道路附近。相反，中共勢力滲透全縣，此

地爲楊成武指揮的中共軍獨立第一師的根據地和補充地。居民與敵軍關係密切，頗具有深度親近

感。而我警備部隊，在此軍、政、民渾然一體

的敵占區內，只能勉强保持點、線間聯繫。

1939年秋以後，爲打開此被動局面，討伐肅正淶

源管區內特別是南部山地之敵，旅團制定了《昭和

十四年度第三期治安肅正計劃》，要點是「武力討

伐東部及南部山地內共匪巢穴」。「各區警備隊保

持高度分散配置，分駐於內長城線各地，防止匪賊

侵入警備區內，同時以此爲掃蕩出發地，進行東部

及南部地域的討伐」1。

獨立混成第二旅團，按第三期治安肅正計劃，於

11月初開始了同方面討伐。爲了指揮作戰，旅團長

阿部規秀中將於10月26日從張家口旅团本部出發赴

淶源。計劃以辻村、堤兩個独立步兵大隊的機動兵

力，夾擊走馬驛和銀坊兩地区八路軍第一軍分區指

揮機關。

姜　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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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上莊子戰鬥詳報中的敵情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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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岡部直三郎大将の日記』芙蓉書房，1982年，245，248页。
3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輯《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北嶽區冬季反“掃蕩”要圖，1939年10月25日-12月8日》，

地圖出版社，1980年。
4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編集室『北支の治安戦〈1〉』朝雲新聞社、1968年、173頁。

從以上記錄可看到，淶源南方的討伐作戰，是獨混第二旅團在管區內獨自計劃的作戰，9月12日新

上任的駐蒙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中將，對阿部旅团的出動計劃雖能掌握但幷不甚瞭解細節。岡部日

記中僅記錄了该部與第二十六師團携同作戰的靈丘南方討伐（即上寨，下關出擊），幷沒有觸及淶源

南方討伐計劃。說明前者是駐蒙軍管轄下的携同作戰，而後者是獨混第二旅團計劃的獨立作戰。岡部

於作戰期間11月1日至6日赴南京開會，11月6日回到張家口後，通過幕僚報告才得知雁宿崖戰鬥的慘

敗2。從此點看，國內研究中稱阿部旅團的淶源南方討伐爲「敵分五路合擊我第一分區機關所在地管

頭」的作戰計劃「第一階段」的說法 幷不成立3。真正的北支那方面軍各部協同的「ラ號作戰」，發

生在黃土嶺戰鬥之後11月11日4。

駐蒙軍，本來任務是張家口至大同一帶綏遠境內的守備，之前幷沒有與南方太行山区八路軍作戰的

經驗。隨著守備地域向南推進，開始與八路軍爲對手。1939年7月進行的靈丘附近討伐，可以說是與

八路軍的首次接觸。此戰之後8月，旅團獨立步兵第四大隊（堤赳中佐）與第一一〇師團部隊換防，

進駐淶源。從此才開始正式和晉察冀軍區的八路軍打交道。其大隊主要駐守在以淶源爲中心的各主要

道路沿線。

阿部規秀少將，於是年6月上任獨立混成第二旅團長，之後經歷的初戰即是6月底至7月下旬的靈丘

附近討伐。出擊中部隊討伐處處撲空，山路加天險，大雨附路濘，使往返於山地的討伐隊疲憊不堪，

幷沒有達到捕捉，消滅八路軍主力目的。徒手返回靈丘途中，7月17日在石灰溝附近却遭到突然襲

擊，第一次領受到八路軍「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術洗禮。

10月下旬開始的淶源南部討伐，是阿部規秀中將（10月2日晋升）上任後第二次出擊。按旅團的敵

情偵查結果，八路軍在走馬驛，銀坊方面不過只有千餘人，與獨混第二旅團出動兵力相匹，所以只要

能捕捉到此處八路軍主力，阿部操有必勝自信。

上寨，下關出擊 

淶源南部討伐開始前，阿部旅團的兩個大隊，按計劃與第二十六師團（黑田重德中将）的部隊先進

行了靈丘南方的上寨，下關方面的掃蕩。辻村大隊第一中隊長岡垣重的日記中記載了這次出擊。據岡

垣記載，此次討伐是“計劃中與第二十六師團協同的靈丘南方地區的共匪討伐”。對獨混第二旅團來

講，也有作為旅團走馬驛，銀坊等淶源南部地區討伐作戰的“佯動”之意。岡垣中隊於10月18日在

宣化接到出動準備命令。出動部隊為第一、第二中隊及機槍中隊、步兵炮隊。第三中隊負責留守。21

日，擔任守備的岡垣隊與第三中隊交換了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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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蒙古の黄土、第一中隊戦史』同編集委員会、非売品、1985年，75页。 
6  “晉察冀戰報” 《八路軍軍政雜誌》1939年第11期。（晉察冀人民抗日鬥爭史編輯部編《晉察冀戰報》1982年

9月，50頁）。
7 『蒙古の黄土、第一中隊戦史』同編集委員会、非売品、1985年，78页。

10月22日 0930，部隊于東營房集合，在辻村大隊長訓話後，從宣化乘車出動。行進順序為第一，

第二（永田中尉）中隊，機槍中隊（舟橋中尉），山炮隊（森大尉），步兵炮隊（須網中尉），第四

中隊的一小隊（新井少尉）。傍晚到達蔚縣宿營，翌日（23日）1500到達目的淶源5。

10月24日 1500 受命25日向上寨（淶源西南40公里），下關鎮（上寨西南20公里）方面出動討伐。

《つひ甲第四号》命令如下：

一，敵情通報：在上寨約有敵300名，下關鎮約4-500名。大隊與堤部隊三輪隊組成共同討伐

隊。25日傍晚向上寨，下關鎮方面出擊。三輪隊向龍門方向，大隊主力向灰堡方向前進，偵查

敵情地形。（『蒙古の黄土』，77页）。

辻村部隊10月26日正午到達上寨，與敵300名進行了交戰，經兩小時退敵後在上寨宿營。10月27日

向下關方向前進，正午在下關東北10公里處發生了戰鬥（按楊成武記錄此部隊是八路軍第715團）。

部隊在山炮，步兵炮協助下佔領山地要害，迫使敵退向南方。战斗后入下关镇宿营。28日从下关出发

返回，29日16时到达涞源（『蒙古の黄土』，78页）。此兩次與八路軍部隊的接觸戰規模並不大，辻

村大隊也沒有殲敵或損失記錄。岡部日記稱下關之戰“並未捕捉到敵主力，…也許事先敵軍已探知到

我企圖”。對比之下《八路軍軍政雜誌》的「捷訊彙報」卻記錄了八路軍殲敵的戰果:

二十八日，進至下關附近之敵約千六七百人，向岸底限退去，被我ＸＸ遊擊隊追擊，該部趁敵休

息，出其不意，突向敵衝擊，將敵首尾全部打坍，當斃敵三十餘人，殘敵全部向上寨附近退去6。

從以上史料中可見到獨立混成第二旅團淶源南方討伐戰的計劃，出動準備的情況和辻村大隊的兵力構

成，派兵數量，出動時間等。可以瞭解在雁宿崖，黃土嶺戰鬥之前的上寨，下關出擊，並不是和之後的

走馬驛，銀坊討伐屬於一個整體計劃。前者是駐蒙軍計劃的靈丘南方討伐的大型協同作戰（與第二十六師

團），方向在淶源西，靈丘南。後者是旅團獨自作戰的預定目標（淶源南）。兩者的關係，按第一中隊長

岡垣重的解釋，前者亦屬於之後走馬驛，銀坊出擊的佯動，可達到把敵軍注意力引誘到西方的目的7。

2．淶源南方作戰命令，部署

辻村憲吉資料中的《上莊子附近戰鬥詳報》，記錄了旅團淶源南討伐作戰的命令，部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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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獨立混成第２旅団　獨立歩兵第１大隊　上莊子戦闘詳報」支那-支那事変北支-651 ，537-539頁。(防衛省

防衛研究所) JACAR:C11111448600

獨立步兵第一大隊，在「靈丘南方地區下寨，南下關鎮附近戰鬥結束後，於10月30日再次集結於淶

源」，10月31日12時00分，接到以下淶源指揮所發《とこに作命甲第304號旅團命令》： 

一，走馬驛附近有楊成武獨立第一師第三游擊支隊400至500名，銀坊附近被同師第三團占據，似

無鬥志。

二，旅團計劃以主力奇襲殲滅走馬驛，倒馬關附近之敵，之後對同地域肅清掃蕩。

三，辻村部隊（Ⅰis缺一中隊與兩小隊），配屬BA一中隊（缺一小隊）無線一分隊，堤部隊

（Ⅳis，缺一個半中隊，配屬BA一小隊，無線一分隊）爲討伐隊，按別紙計劃行動。實施討伐肅

正特別注意對敵要實施奇襲。兩討伐隊各配屬一個宣撫班。

四，各討伐隊除携帶規定彈藥口糧外，預備5日用糧秣。

五，余（旅團本部）預定11月3日到達插箭嶺，5日向走馬驛方向前進。田中小隊及無線分隊與本

部同行8。

图2　讨伐出动前独混第二旅团掌握的敌情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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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獨立第三支隊（1939年3月由廣靈遊擊隊改編）又稱曾支隊，支隊長、政委曾雍雅（兼）（YIANXIN《關於晉察

冀一分區的“支隊” 》）。
10  「独立混成第２旅団　独立歩兵第１大隊　上庄子戦闘詳報」542页。 JACAR :Ref.C11111448600
11  關於炮兵的炮數和種類，作戰地圖標誌中有步兵炮2門，山炮2門。駐蒙軍對上級陸軍省報告是“損失”4門。但

從八路軍的繳獲照片看，像是山炮3門，步兵炮1門。步兵炮須網小隊長亦無傷，所以可考慮山炮小隊為3門，全

部被繳獲。步兵炮小隊兩門中一門被繳獲，另一門與須網隊長一起躲過了災難。
12  按「陸軍補充令」（ 昭和 2年11月30日勅令第331号）第64条规定，“兵科現役下士官从在队两年以上，軍教

育隊課程和下士官候補者隊課程修了的兵科下士官候補者中选拔”。

從以上旅團命令中可算出，此次淶源南作戰，旅團全體出動了獨立步兵第一，第四，兩個大隊的約

半部，共5個步兵中隊，附屬1個山炮兵中隊。携帶武器爲山炮6門（一中隊），重機槍約10挺，步兵

炮4門（兩小隊）。兵力總數約1000名（不包括行李隊民夫300名），還有擔任翻譯，宣撫，帶路，聯

絡的僞軍數十名）。作戰計劃爲分兵兩路同時前進。西路第四大隊，從淶源出發經插箭嶺向走馬驛方

向前進，奇襲目標是楊成武第一軍分區的第三游擊支隊9，旅團本部也隨第四大隊後方向走馬驛方向前

進。東路辻村大隊從淶源出發，經白石口，鼻子嶺，上下臺向銀坊方向前進，奇襲目標是楊成武第一

軍分區第三團。成功后两队於倒马关附近合流。

根据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阿部规秀的「とこに作命甲第304号」，11月1日12时，辻村宪吉对独立步

兵第一大队下达「つひ甲第227号」 命令，具体部署了本大队的行动。內容要約如下：

二，大隊（缺一中隊與兩小隊）配屬BA一中隊（缺一小隊），無線一分隊）作爲討伐隊奇襲銀坊

附近之敵，於明日向白石口前進。三，各隊於2日12時前做好出發準備。四，軍隊區分與行軍序

列如下：

1.尖兵：永田中隊一小隊　2.本隊：永田隊兩小隊，新井隊，通信班，機槍隊，步兵炮小隊，

岡垣隊（缺一小隊），森隊（缺一小隊），大行李，岡垣隊一小隊。尖兵隊位置於本部前方500

米，余位置於本隊先頭10。 

此命令中記載了向白石口前進的辻村大隊的全部兵力和行軍序列。可見兵力爲第一中隊全體（岡垣

隊），第二中隊全體（永田隊），下士官候補小隊(新井隊)，機槍隊，步兵炮小隊，和配屬的山炮兵

一小隊。此外還有非戰鬥部分的本部大行李隊，通信班等。

大隊的機槍中隊的武器裝備標準是92式重機槍8挺。但此次作戰中大隊兵力近半的第三，第四中隊

沒有出動，又有守備淶源指揮所任務，所以推測最多携帶5挺。森大尉的山炮兵中隊（編制表爲2小隊

6門）有一半配屬給獨立步兵第四大隊，所以實際數量是一小隊（加指揮班等）約2-3門。此外辻村大

隊所屬的步兵炮小隊，有92式步兵炮（或三一式山炮）2門。

新井隊，是由少尉新井嘉治小隊長指揮的「下士官候補隊」，屬於臨時抽調的編外建制。相當於培

訓班，教導隊。此時共有學員31名。

「下士官候補生」又稱乙種幹部候補生12，是日本陸軍內部從士兵中培養下士官（準尉以下）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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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前出「独立混成第２旅団　独立歩兵第１大隊　上庄子戦闘詳報」547页。 JACAR : C11111448600

拔制度。個人志願申請，完成必要教育訓練課程，有兩年以上在隊經驗者可被選拔爲伍長，軍曹，曹

長（稱下士官）。 

辻村大队11月2日正午从涞源出发，到达南方長城線白石口的时间是1630，到达后又下达了《つひ

第229号命令》，部署了具体作战方案，内容如下： 

一，綜合諸情報敵情判斷如下:  上下臺有三五八旅第三團三營駐屯，其警戒線在戶板石溝，三

岔口一線。上下臺東4公里處司格莊有第二營一連，銀坊有第三團本部和一個營，一個通信連，

一個警戒連。銀坊西4公里吉河村有第三團三營，南六公里玉皇溝門有敵兵器廠，補給場，銀坊

南十公里大花塔有敵軍醫院。

二，大隊本夜開始行動奇襲銀坊之敵。

三，岡垣隊（缺一小隊，配機關槍一小隊，第66號無線一台）爲右翼隊，2000從白石口出發，經

鼻子嶺，北道神辛莊，蛤蟆石塘，婁坊，沙連溝道，向沙連溝前進。迅速占領沙連溝附近高地，

做好攻擊準備，預定於7時前後奇襲吉家村之敵。

四，其餘部隊爲本隊主力，奇襲銀坊。於2400從白石口出發，經上碾盤，三岔口，張家墳進入銀

坊道。按以下部隊區分和計劃行軍序列前進。（行軍序列）1.尖兵：永田隊的一小隊　2.本隊：

本部，→永田隊（缺一小隊，一分隊）→新井小隊，→通信班，→機槍隊，→步兵炮小隊→森隊

（山炮兵小隊）→永田隊的一分隊→大行李→後藤小隊〈注:岡垣第一中隊的一小隊〉

五，岡垣隊（出發前）留一小隊在白石口，作爲大行李護衛隊。

六，機關槍隊派出一小隊於1900在白石口接受第岡垣隊長指揮。

八，大行李隊在護衛隊長指揮下，於本隊後方千米處隨行。

九，余…位置在本部先頭13。

以上記錄的既是11月3日凌晨，進入雁宿崖的辻村大隊的全部兵力和行軍序列。可得知，辻村大隊

中第一中隊（岡垣隊）主力的兩個小隊配兩挺重機槍，作爲「右翼隊」被用於西路迂回， 11月2日，

2000先行出發，目的是奇襲吉河村（三團三營）。本隊2400出發，目的是奇襲銀坊第三團本部。尖兵

爲第二中隊一小隊，在前方500處先行。辻村大隊長位置於本隊最前方。大行李在本隊後方1000米處

隨行，護衛隊是岡垣中隊留下的後藤小隊。

辻村大隊的兵力共多少人？筆者在別論 中有過考證。在此僅將結果揭示如下（概數）

1. 大隊本部   約45名（包括，勤雜，宣撫，行李關係）

2. 永田第二中隊約80名

3. 新井小隊（下士官候補隊）31名（實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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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堤赳『蒙疆回顧録』防衛省戦史資料室、文庫委託360,昭和41年、1383頁。
15  參照《有關陳莊戰鬥的日軍史料分析》『岡山大學文學部紀要』69卷，2018年12月。
16  「独立歩兵第1大隊　霊邱7月討伐行動詳報　昭和14年6月30日～14年7月24日」支那-支那事変北支-649、384

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C11111447400.

4. 後藤小隊（第一中隊所屬）約30名

5. 舟橋機槍中隊（缺2小隊）重機槍5挺，約45名（包括配屬給岡垣隊的一小隊）

6.旅團配屬 森山炮兵小隊（2-3門+指揮班）約30名

7. 須網步兵炮小隊 （1-2門）約24名 

8. 無線分隊  10名

9. 衛生班    15名

10.岡垣第一中隊（缺一小隊， 屬一機槍小隊） 約80名 

即進入雁宿崖的辻村大隊本隊總數約310名（步兵5小隊，炮兵2小隊，機槍2小隊），另外擔任迂回

的岡垣隊約80名（步兵兩小隊，機槍1小隊），合計約390名。重武器總數爲 山炮2-3門，步兵炮1-2

門（總數4門），重機槍5挺（其中本隊方面3挺，岡垣隊2挺）。

沒解决的問題是辻村大隊行李隊人數。普通師團的作戰部隊都有專門的大小行李隊，編制在大隊

本部下，編制數120名，輓馬59，馱馬47匹。對比下守備專門的獨立步兵大隊幷沒有行李隊編制，這

是獨立步兵大隊編制人數（810名）比師團大隊編制（1091名）少的理由。理論上沒有進行運動戰任

務，也沒有運輸用的輓馬，輜重車等裝備。但實際上，像淶源南方討伐作戰一樣，獨立混成旅團一年

中也有一兩次出動兵力總數一半以上，主動進行或配合他部隊進行運動戰的可能。遇到此類作戰任務

時大隊如何搬運行李，彈藥？參照辻村以往的戰鬥詳報可得知，若是平地作戰任務，使用的是駐蒙

軍，或旅團本部臨時配屬的汽車運輸，山地作戰時則徵用民間驢騾爲行李隊。

獨立步兵第四大隊堤赳的記錄也可證實，獨立步兵大隊沒有大小行李隊，運輸手段是旅團配給的6

輛自動貨車。大隊出動作戰時，為了搬運重火器，彈藥，食糧等必須雇傭民間的苦力和驢馬，使軍隊

的行動，企圖很容易洩露14。保密對策是不提前準備，儘量到出發前才突然徵用，徵用者也盡量選擇

可信任的有關係者。一面，此種行李隊 由於為日軍服務也是被八路軍殲滅的對象。在雁宿崖戰場，

堤大隊長曾目睹了“大量散亂的驢馬和支那人苦力的屍體”（1400頁）。9月分賀龍第120師在靈壽縣

陳莊作戰時，也曾擊斃了47名被日軍僱傭的車夫，此時民間人的犧牲竟占日軍方面損失總數的約三分

之一15。這種不幸的苦力之死，之後也會被作為殲滅的日軍，偽軍數用來報功。

辻村行李队的规模是多少？參看和淶源南討伐同樣出動規模（兩個步兵中隊，一個炮隊，大隊本部）的

辻村大隊同年7月於靈丘附近的討伐記錄（此時也是同樣的山地作戰），可得知馬匹行李的數量大致如下：

大行李用馱馬〈驢〉35匹。炮隊用馱馬〈驢〉37匹+乘馬1 匹。第一中隊用 馱馬10匹 +乘馬4

匹。第三中隊用馱馬〈驢〉10匹+乘馬3 匹。本部用馱馬〈驢〉15匹+乘馬10匹16。

岡山大学大学院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文化共生学研究』第18号（2019.3）

7



17  杨成武《 “名将之花”命丧太行山——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纪实》福建党史月刊， 1995年第2期.

合計馱馬〈驢〉107匹，乘馬18匹 。這裡出現的「乘馬」，是屬於裝備數中的軍馬。而「馱馬」則

是徵用民間的驢騾。這次戰鬥出動中，大隊本部人數約45名，超過定員（22名），多餘數推測是組

織，監督運輸大小行李的臨時抽調人員。所以，獨立混成旅團山地戰中的大，小行李隊，主要是由日

軍監督下的徵用的民夫，馱驢構成。雁宿崖戰鬥中楊成武稱八路軍此戰「繳獲騾馬300匹」17。實際不

會那麽多。參考以上數量，可得知最大不過150匹。

民間的馱驢雖裝載量不多，但能適應山路。徵用馱驢時，部隊還要雇傭和驢騾同數以上的民夫。實

際上此部分運輸人員能占日軍行進隊列的約1/3。

從以上《つひ第229號》命令文中的敵情內容也可見到，日軍有很周密的情報網和多種情報淶源，

很多還是來自八路軍內部偵探的情報。但內容幷不一定準確。尤其是有關八路軍主力部隊的位置。

3．雁宿崖作戰地圖分析

下面介紹分析一下有關雁宿崖之戰過程的各種記錄。辻村憲吉資料中留下的『上莊子付近の戦闘詳

图3　雁宿崖附近戰鬥經過要圖

雁宿崖戰鬥過程的實證研究　　姜　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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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雁宿崖付近戦闘経過要図　昭和14年11月3日」支那-支那事変北支-65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JACAR:C11111447800.

報』詳細地記錄了黃土嶺附近的戰鬥，可是關於雁宿崖之戰，除了旅團、大隊的作戰命令，作戰計劃

以外，並不見戰鬥過程記述。即雁宿崖附近戰鬥的詳報，現在內容並不存在。有關記錄只有『上莊子

付近の戦闘詳報』中的一句開頭，稱 :  

翌三日七時十分，在雁宿崖南側，我部與十倍於我之敵遭遇，至四日混戰二十四小時，最終使敵

潰逃於南方及東方。此戰中敵在戰場遺棄約一千屍體。後將第四師第二團一部殘留於戰場附近，

主力運送約五百名負傷者向銀坊方向敗走。

筆者認爲除此之外辻村肯定詳細記錄過雁宿崖附近的戰鬥，即有戰鬥詳報本文的存在。但記錄因爲

總結教訓，或作爲參考戰例等各種理由，之後被從《辻村資料》中抽出。現在，有關雁宿崖的戰鬥，

僅剩下一張『雁宿崖付近戦闘経過要図』18。此圖繪製，記錄的都比較詳細，還有幾處文字說明。可

以說是現存日軍唯一的有關雁宿崖戰鬥過程細節的檔案記錄，其價值連城。以下仔細分析一下此地圖

的內容。先將地圖中的幾處文字說明譯出於下〈括號內是筆者附加解說〉

1.「1100前後，舟橋中尉戰死」。〈MG一小隊，推測兩挺，槍口指向東方，目的是掩護北方高地

的後藤小隊〉

2.「增援部隊爲獨立第百二十師教導隊1500名」〈教導隊從司格莊向後藤小隊堅守的東北方高地

前進〉

3.「死守高地的後藤小隊，對敵手榴彈攻勢掩護下的衝鋒進行了再三，再四的反擊，敵遺尸體約

百五十具。1600 後藤中尉戰死，小隊幾乎全員死傷」。〈標誌兵力數量爲第一中隊的1/3〉

4.「前往救援永田隊的新井隊，小隊長戰死，分隊長以下全員死傷」〈標誌爲15時以後，雁宿崖

南方高地最東端，圈外，敵攻擊來自大張家墳方向〉。

5.「反復再三突擊之敵從四周逼近，從馬脊高地不斷投擲大量手榴彈。永田隊也將中隊携帶的

100枚彈投盡，幷將敵方不發榴彈擲回。努力奮戰結果，永田隊，新井隊大半死傷，陣地前敵遺

尸超過400具」〈描寫的是雁宿崖南方陣地。 最先被來自東南方，南方八路軍部隊堅守。日軍

1100從雁宿崖前進到此高地下方，與守敵接戰之後占領。日軍陣地配有重機槍一挺〉。

6.「此地附近，敵日沒之時突擊中死亡30名，夜間數次突擊中死亡約80名」。〈西方大隊本部所

在高地，兵力爲第二中隊兩小隊，石黑小隊在最西方，新井小隊與大隊本部在中央，重機槍一挺

對向南，步兵炮一門對向東。東方坡下河灘是炮兵隊陣地。設有步兵炮1門，山炮兩門〉。

此圖描繪了午前11時，和日沒前的各部隊所在位置。11時後大隊主力（永田中隊）一部攻擊南方高

岡山大学大学院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文化共生学研究』第18号（2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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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完成占領，重機槍一挺也前進到此陣地。與來自東南，西南方向的八路軍主力激戰。新井小隊最

後陣地，在南方高地的最東端。

從地圖標記和文字記錄中，可判讀出雁宿崖戰鬥的過程大致如下:

戰鬥於午前7時開始，至11時，辻村大隊主力（步兵3小隊，重機槍兩挺，步兵炮一門）已占領了雁

宿崖西方的複數高地，石黑小隊在最西端。幷將大隊本部移動到此地，抵禦南方之敵進攻。 同時，

後衛的後藤小隊，配屬重機槍兩挺，占領了雁宿崖東北與東方高地，抵禦東方之敵進攻。山炮兩門和

步兵炮一門配置於雁宿崖村南河灘地，向南方，和東方進行援護射擊。大隊主力占領了雁宿崖西方高

地後，將永田中隊主力兩小隊携重機槍一挺推進到雁宿崖南方高地前，對高地展開攻擊。以上爲午前

約4小時之間的戰况。可見辻村大隊受伏擊後，主動展開攻擊，基本占領了四周高地，一時穩住了戰

局。

午後，楊成武各部主力從西南（二團），東南（三團），東方（一團，圖中標爲120師教導隊）開

始大量增援，將辻村大隊各部包圍幷展開總攻。在八路軍各部的猛烈攻擊下，日軍陣地相繼陷落。  

15時，北方高地後藤小隊，東方高地機槍中隊一部與從司格莊方向來援之敵發生激戰，後藤小隊長死

亡，小隊大部死傷。

與此同時，占領了南方高地的永田中隊兩小隊也遭到來自東南（三團），西南（二團）楊成武各部

的猛攻。新井小隊奉命救援，進入南方高地東側陣地。激戰結果永田中隊的一部出現多數死傷。新井

小隊陣地失陷，人員全滅。16時前後，南方高地陣地失守。「反復再三突擊之敵從四周逼近，從馬脊

背高地不斷投擲大量手榴彈。永田隊也將中隊携帶的100枚彈投盡，幷將敵不發榴彈擲回。努力奮戰

結果，永田隊，新井隊大半死傷」的記錄，按圖標所指即爲此陣地的激戰。「前往救援永田隊的新井

隊，小隊長戰死，分隊長以下全員死傷」的地點，也在此陣地東側（圖標所指）。

八路軍總攻結果，16時後的辻村大隊陣地被壓縮到雁宿崖西方高地一處。北方高地後藤小隊殘部，

南方高地永田中隊，新井小隊殘部皆撤退，集結於此處（大隊旗標誌處）。石黑小隊陣地也在此高地

西方附近，陣地在日沒之前後、夜間也發生過小規模激戰（沒有陷落）。

地圖記錄了敵遺弃尸體總數爲660具，由於日軍沒有清掃戰場此數幷不可信。另外有關辻村大隊的

死傷數字，和位置於河灘地的行李隊，炮隊全滅的內容本地圖中幷沒有記載。還需要參考以下其它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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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大廟上会編『長城朔風/独立混成第二旅団独立歩兵第一大隊第二中隊史』1988年、16页。

4．永田正男中隊長關聯記錄

永田正男中尉是雁宿崖作戰時日軍主力第二中隊隊長，獨立混成第二旅團組建當時由大阪第四師團

派出的骨幹將校（當時任第一小隊長）。1939年6月繼山本中隊長後就任第二中隊長。上任後在莊司

第五大隊長指揮下參加了6-7月靈丘附近的討伐戰。之後，中隊全體一時配屬給進駐淶源的第四大隊

（堤赳中佐）在淶源警備，9月後奉命進駐張北地區化德警備。10月下旬由宣化出動，作爲辻村大隊

主力經歷了雁宿崖戰鬥。

戰鬥中永田腿部負傷（貫通槍傷），11月5日帶領傷兵隊護送遺骨返回淶源，沒有參加黃土嶺戰

鬥。傷勢恢復之後參加過百團大戰等戰鬥，1941年2月10日返回第四師團原隊，3月復員19。永田一男

有幸一直活到战后，是1988年第二中队誌『長城朔風』的编辑委员长，根据自己保存的「战斗详报」

和自己剪贴的有关雁宿崖战斗的报刊记事，为中队誌『長城朔風』写下「雁宿崖の激戦」一文。從內

容看，使用的原始資料幷不是真戰鬥詳報，應是永田根據自己當時的手記等寫的追憶。因爲是實戰經

歷者和主要指揮官之一，所以其記錄有一定參考價值，可輔助前述作戰地圖瞭解雁宿崖戰鬥細節。下

面是永田「自歴追憶」中「雁宿崖の激戦」部分的内容摘译。 

本中隊作爲辻村部隊尖兵，11月3日零時，與大隊本部一同從白石口出發，…午前2時到達鼻子嶺

山頂，在岩壁上小休後，下山進入河谷地。…沿河床下坡數分，突然山頂閃起敵信號彈。敵兵近

图4　11月3日午前，日軍（藍）和八路軍（紅）的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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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長城朔風』26-27頁。此文章在朝日新聞的東京，大阪版都沒有刊載，推測來自於地方版。

在咫尺。…立即派出以鈴木伍長爲首的一分隊偵查敵情，我也前進到尖兵小隊前端。約20分後，

接到偵查兵報告，說前方上下臺村不見敵影。…命令部隊迅速控制了上下臺。8公里前方是雁宿

崖村，從白石口流過來的溪水與唐河在此地合流後注入南方河北省境內。天色漸明，山峽間空地

逐漸泛白，剛越過溪水合流地點不久，遭到來自前方300米臺地上的敵火力奇襲。我隊〈尖兵〉

雖兵力不多，立即展開攻擊，擊退此敵後，命中隊主力將攻擊目標轉向雁宿崖南方Ａ高地，第三

小隊配置於西方Ｂ高地，交戰正式開始。Ａ高地標高800米，兩側爲60度急坡，形狀類似馬脊。

主力分三個方向出擊，約三十分後占領山頂，使本隊行動得以自如。環視四周，見敵在周圍高地

棱線層層布陣，以天險爲後盾，在槍炮掩護下從四方對我進行反復突擊。一次接一次，幷從低處

逐漸向高處移動，迫擊炮，機槍聲愈急。

我在敵方第二次攻擊中右腿被槍彈貫穿，但步行幷無太大障礙。觀察高處敵陣地，斷定爲敵指揮

所，立即和炮兵隊聯繫，對此目標實施炮擊。同時命野村小隊，吉田小隊，炮兵指揮班前進到山

坡前。…做好對山頂之敵的突擊準備。…正面之敵在我的猛攻下逐漸後退，可是在突擊成功瞬

間，又遭到來自其他高地棱線之敵的猛烈射擊。此時不見我炮火支援。不久，即接到炮兵中隊長

自爆身亡的報告。新井率領的下士官候補隊奉命前來交接陣地。返回本部後不久，又接到新井小

隊全員戰死的噩耗（『長城朔風』26頁）。

此記錄幷不嚴謹，地點，時間序列記錄也不明確。可見不是戰鬥詳報，屬於一般回憶錄類。價值雖

不高，和前述雁宿崖作戰地圖對比，也可以明白部分作戰過程中的事實。

1.作戰開始地點，在雁宿崖村前兩條河流交匯點南方約300米處（臺地）。時間爲天明後（日出時間

0650），作戰開始後永田隊尖兵迅速占領了此地。

2.永田隊長之後將中隊主力分爲兩部，分別向南方Ａ，西方Ｂ高地進攻。占領高地後形勢一旦呈小康

狀態。

3.一面，遠處高地之敵的反復攻擊一直沒有停止。防禦戰以步炮協同方式進行。

4.激戰中，炮兵隊全滅。在與新井小隊交接後，新井小隊在南方高地全滅。

永田记录中引用了一段1939年11月29日《朝日新闻》对雁宿崖战斗的报导，名為「負傷部隊まで

奮進　血まみれ石合戦」20。此文應是當時新聞記者對永田中隊長本人的采訪記錄。因爲是當時的記

錄，基本情報比以上永田的回憶文章要全面，準確。要點如下:

辻村大隊2日午後10時位置於白石口。

永田尖兵隊越過鼻子嶺3日午前7時頃到達雁宿崖。

周圍各高地均有敵陣地，總數3千至5千。

雁宿崖戰鬥過程的實證研究　　姜　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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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小島淸編『雁宿崖 : 小島茂追憶集』私家版、1942年、60-61頁、55頁。

永田隊7時30分對前面南方高地之敵陣地發起攻擊。

舟橋礦一中尉激戰中於午前11時戰死。

與新井少尉的下士官候補隊換防後，新井隊於午後3時頃全滅。

黃昏時分，堅守在主陣地的內田少尉，在危機時揮刀突入敵陣，腹部被彈，負傷後在辻村大隊長

臂中死去。之後辻村大隊長親自率領傷殘兵一隊突入敵陣。

深夜友軍來援，4日清晨敵部隊向南方潰逃。午前11時戰鬥結束，戰鬥整整持續了28小時。

報刊記事中，從當事人聽取的時間，地點等基本情報都比較準確。但人名，地名等一部分內容受到

報導管制。由於是宣傳性文章，報導只觸及到部分戰死將校姓名，省略（掩蓋）了各部隊作戰中潰滅

的事實。

永田一男留下的戰鬥記錄還不止以上兩個，此外還有一個是為部下寫的《小島茂君戰死詳報》，寫

於11月22日，從其中可判明的新情報是戰鬥開始時間為“7時10分，遭到來自雁宿崖南方高地敵重火

器的突然襲擊”，永田中隊立即組織了反擊，在友軍的重機槍，炮火支援下，和中隊的“必死之反

擊”下，戰鬥開始時十分順利。永田隊正面之敵記錄為“千五百名”。不久，“吉田小隊轉入突擊

時，茂君也揮舞槍刺隨隊前進，在刺殺數名敵後，血戰奪取敵據點”，此時小島茂受頭部貫通槍傷戰

死21。

即午後永田隊曾派出吉田小隊進行過小規模的反突擊。從其中的軍醫診斷（死亡診斷書）還可判明

小島的死亡時間為14時20分。與前述永田隊長在『長城朔風』中“我在敵方第二次攻擊中右腿被槍彈

貫穿，但步行並無太大障礙。觀察高處敵陣地，斷定為敵指揮所，立即和炮兵隊聯繫，對此目標實施

炮擊。同時命野村小隊，吉田小隊，炮兵指揮班前進到山坡前。…做好對山頂之敵的突擊準備” 的

記錄對照。可得知小島於午後，參加了此次野村小隊，吉田小隊對高地敵指揮所的攻擊，攻擊時還有

炮火掩護。進攻開始時間應在14時，奪取時間推測在小島陣亡的14時20分前後。此後形勢才急轉直

下，八路軍部隊開始大規模反擊，河灘的炮兵隊全滅，永田隊也被迫退回大隊本部所在地死守，來援

接替戰鬥的新井小隊不久全滅。

午後二時的反突擊，永田中隊出現大量死傷，此為辻村大隊長派出新井小隊增援的理由。辻村大隊

長也在不遠的後方陣地目睹了這次激戰，云：

由於雁宿崖南方高地的第一線彈藥補充斷絕，部隊進入投石，白刃格鬥的混戰狀態，在本部所

在地已不可辨認敵我陣地界限。…此混戰中小島上等兵一直與鈴木分隊長並肩戰鬥…最後在鈴

木分隊陷入危機之刻，為保護分隊長安全挺身而出獻出寶貴生命。小島陣亡後，鈴木分隊長高

呼為戰友復仇，越過敵屍突入敵群也戰死與此地。吉田小隊和永田中隊長的負傷，也發生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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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小島淸編『雁宿崖 : 小島茂追憶集』私家版、1942年、3-4页。

前後22。

 

以上幾種回憶的記錄雖都不甚精確，但綜合起來可以看到守衛雁宿崖南方高地永田隊的最大危機，

發生在午後2時至3時之間。前線高地守軍（鈴木分隊）覆滅，永田中隊幹部多數死傷，來援的新井小

隊全滅，後方河灘地的炮兵隊被包圍全殲，行李，彈藥被八路軍繳獲等，均發生此前後。之後永田隊

彈盡援絕，不得已將敗殘兵都撤回到本部陣地進行最後的決戰堅守，直至入夜。

5．染谷金一记录

染谷金一，1939年1月10日（昭和13年度兵）入伍（『長城朔風』15頁）。雁宿崖戰鬥時屬於新井

小隊（下士官候補隊第一分隊。染谷7月加入此队），为中队誌写下了「進攻作戦と雁宿崖の激闘」

一文。屬於回憶體的編輯文章。全體不嚴謹，但內容最周全。染谷是全滅的新井隊第一分隊成員。此

分隊一直被留在辻村大隊長身邊，所以染谷得免一死（新井隊31名中有7名生存）。染谷本人在雁宿

崖戰鬥中沒有負傷，所以之後又被編入整頓後的辻村大隊，6日後參加了黃土嶺作戰，並“第一次也

是最後一次”見到阿部規秀旅團長（『長城朔風』53頁）。黃土嶺戰鬥後，染谷在新編下士官候補

隊結業，1941年7月1日晉升軍曹，1943年12月1日晉升曹長。一直服役到日本敗戰。戰後也是中隊誌

的編輯委員之一。由於是雁宿崖戰鬥部分的責任編委，所以染谷的文章，參考了各種記錄中的有關內

容，可以說是一個集大成的雜燴，價值並不高。其中穿插了許多莫須有的故事情節，如炮兵隊殉國時

的細節，辻村大隊長的輕生舉動等。以下摘要其重點，僅作為參考。（括弧內是筆者短評） 

新井中尉是下士官候補隊的教官，兼小隊長。全員35名，3個分隊。染谷為第一分隊屬。雁

宿崖，黃土嶺兩次戰鬥中，旅團四個大隊約500名死傷（此處內容不實）（『長城朔風』47

頁）。

右縱隊為第一中隊（岡垣大尉以下百二十名），尖兵中隊為永田大尉以下百三十名。（數字不

實，永田，岡垣都是中尉，尖兵是永田隊的一小隊）

向雁宿崖的行軍隊列拉開4公里（此處誇張）。雁宿崖位置在兩條水流的交叉點，是無人村，

部隊小休後向銀坊前進。行進500米處，遭到來自前方300米處臺地的敵集中火力射擊。為少數

敵部隊（『長城朔風』50頁）。

永田隊一小時後佔領臺地。此時從後方更高的高地及左前方700米的山頂傳來敵號聲。永田隊

遭到來自三方向高地之敵火力猛射。右方為約60度陡坡的馬脊形山，標高約500米。我所在新

井小隊從兩面攻擊，約一小時後佔領此地。永田中隊攻擊中央高地的敵主陣地。由於地形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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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敵方投擲的大量手榴彈，出現多數死傷。辻村部隊長命令新井隊22名支援永田隊的攻擊。

正午時分前，戰鬥展開比較順利。午後敵不斷增援，人數達到3000名。 午後二時頃，由於彈

藥缺乏，我方火力漸稀，而敵方射擊越來越猛。…我軍在敵優勢的火力下反復突擊，死傷者漸

增，戰鬥力逐漸低下。…新井隊兩個分隊在永田中隊長指揮下頑強抵抗，彈藥射盡後用岩塊迎

戰。

在本隊左後方佈陣的炮隊，此時彈藥射盡。遠遠可見炮兵中隊長關（正確為森）大尉以下，能

活動的全員將白布纏裹于頭頂，集中到兩門火炮周圍。倒裝上最後一發炮彈。在關大尉等騎上

炮身同時，火炮天崩地裂似的爆炸，如同炮兵操典內容一樣，全員壯烈殉國（此處都為虛構，

兩門山砲都被八路軍虜獲）。此時我的錶針指在三時五十分。…午後4時半頃，炮隊傳令兵前

來報告了炮隊全滅的消息（『長城朔風』51頁）。

不久重傷的稻川上等兵（茨木県下妻町）前來報告了新井隊全滅的消息後倒地死亡。夜半，敵

迫擊炮和捷克槍聲漸稀，但攻擊並未停息，本部陣地完全陷入敵軍包圍之下，無線電報機也在

敵炮火下損壞。4日凌晨3時，殘存的本部，永田隊的一部，下士官候補小隊共50餘名編成敢死

突擊隊，對標高800米的敵主陣地展開決死突擊。白刃戰中下士官候補分隊又出現三名死者。

數回反復之後終於突入敵陣地，將高地佔領。

東方泛白，可見敵軍向南方高地退去。此時友軍飛機低空經過本部陣地上空，投下通信筒。…

通知旅團長阿部中即將率部到達。

11月4日午前10時，阿部中將一行到達，“辻村大佐立即報告了戰況，阿部中將並未責難，緊

握辻村雙手安慰…50歲的辻村泣不成聲。 …不久永田大尉覺察到辻村動靜異常，似有自絕之

意，急忙按刀阻止，阿部也叱吒道“旅團的名譽奪還戰還未開始，何為在此輕生”，後命辻村

作前衛，向司格莊方面前進捕捉敵部。

11月5日晨，中熊第二大隊，不久森田第五大隊前後到達，被編戰鬥序列，…11月6日午後五

時，部隊到達並佔領了黃土嶺村（『長城朔風』53頁）。（內容不實，中熊大隊6日8時到達，

森田大隊在黃土嶺作戰結束後9日21時才趕到）

考慮染谷本人並沒有留下任何自己的文字記錄，此段文字應是按照其整理的永田等各種記錄的內容

彙編成。文章中明顯的錯誤和虛擬情節較多，雖是戰鬥經歷者之一，但內容不可輕信。

6．第一中隊（岡垣隊）救援記錄

岡垣重中尉，是第一中隊第三代中隊長，1939年4月5日上任。和辻村大隊長一樣，經歷了安北附

近戰鬥（春季反擊戰）和7月的靈丘附近討伐。7月17日，其部曾在石灰溝遭到八路軍某部伏擊，沒

有傷亡記錄。岡垣記錄的原本是戰鬥詳報，包括行軍序列和完整的命令文。還有携帶武器彈藥數量

等，價值非常高。關於雁宿崖辻村部隊出動人數，岡垣記載辻村大隊全體爲三百餘名，岡垣隊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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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蒙古の黄土/第一中隊戦史』同編集委員会、非売品、1985年、49页，65页，114页。

九十名23。下面是岡垣記錄內容:

後藤小隊在此戰鬥中被大隊直轄，我中隊編制爲指揮班與長谷川，荻野谷，南雲三個小隊。

11月2日10時，從淶源城內出發，出南門。大隊排爲縱隊行進，隊列延伸約500余米。16時30

分到達白石口大休，休息中接到命令，作爲「挺身隊」附屬牛田機槍小隊，迂回攻擊吉河村。

（爲了翻山越嶺的迂回）中隊全部軽裝，將行李馱載、幷將本中隊行李馱馬委托於本隊大行李

隊。仅携带三食份口粮。（『蒙古の黄土』，79页）

22時集合，沿布满卵石的河道向鼻子嶺前进，从鼻子岭进入迂回路。行軍序列爲荻野谷小隊

（尖兵），南雲小隊，牛田機槍小隊，長谷川小隊。七個小時踏破20公里山險，於凌晨五時到

達目的，集結於吉河村背後山間臺地。

與本隊協定夾擊銀坊的時間爲午前十時。中隊在臺地待機同時，派長谷川中尉赴銀坊方面偵查

敵情，地形。此時聽到北方響起密集槍炮聲，推測本隊與敵進入交戰狀態。

　偵查隊長谷川中尉返回報告：一、銀坊鎮內無敵部隊。二、銀坊至三岔口道方向，見大量敵

兵北上中。三、銀坊北方二十公里處似乎發生激戰。

岡垣中隊長决定立即北上救援。全隊向槍炮聲方向前進。在眺望度好的高地，可望見數千敵正

規軍漫山遍野，更有沿河道向北方運動者。由於兵力薄弱，冈垣队避开与敌正面接触，决定夜

间突破敌包围与本队汇合（『蒙古の黄土』，81页）。

11月4日，夜暗中，中隊來到辻村大隊長一行堅守的高地絕壁下。見生存者幾乎全部負傷。此

時敵主力已先行撤退，只剩周囲山頂留下的部分監視兵。不時射撃妨害我打掃戰場。岡垣將機

槍小隊和南雲小隊留給辻村大隊長指揮，自己帶領長谷川小隊，萩野谷小隊占領周圍高地，掩

護部隊收容戰死者尸體。十時、各高地均被我控制，敵方狙擊到此終息。

昨日（3日）15時頃、本隊電臺毀壞後，辻村大隊長爲報告戰况派出碇川曹長等三名，踏破

20公里山路夜2時到達淶源，向旅団長報告了戰况（此處地點有誤）。阿部旅団長搜集身邊兵

力，親自帶隊出發，4日正午前到達雁宿崖，與辻村大隊長會面。

地形複雜，尸體収容作業十分緩慢。由於敵軍搶先打掃了戰場，兵器、弾薬、衣服、食糧等均

被掠奪一空，最悲慘的是將校遺體，不僅手槍、軍刀、望遠鏡，連長靴、軍服都全部被剝光，

只剩赤裸裸的尸體。被搬運到河灘的尸體，先由軍醫和衛生兵進行死亡確認，再由各中隊生存

者照合氏名。八〇具遺體擺放在河灘，一人一坑現地火葬。中隊在周囲山脊徹夜警備。由於装

载大衣的大行李被敌掠夺，部隊整整一天无衣无食（『蒙古の黄土』，85页）。

　第一中队誌『蒙古の黄土』中还付有一节被称为『雁宿崖戦々闘詳報』的文章，介绍的是大

队本队的战斗内容。但從記錄體裁看幷不是真的戰鬥詳報。第一中隊幷沒有參加雁宿崖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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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岡部曾觸及過將兩名俘虜處置為“戰死者”『岡部直三郎大將の日記』芙蓉書房，1982年，274頁。

所以此所謂《雁宿崖戦々闘詳報》應是事後整理出來的作戰概况介紹，沒有任何史料價值。

11月5日， 岡垣中隊與昨日同樣，警備在雁宿崖周圍高地掩護辻村大隊殘餘人員處理遺骨。

在河灘被火化的遺骨，分別被裝入空炮彈殼內。處理作業在正午時分全部完了。冷風中，遺骨

由本部和負傷者編成的遺骨護送隊護衛，返回淶源。我隊斷糧已二日。每天只能飲水充饑。晚

間、堤部隊（赴插箭嶺，走馬驛的第四大隊）救援隊到達後交換警備，我中隊始得以回到山麓

的廃屋吃到小米飯。

岡垣的記錄，詳細記載了其中隊的全部救援過程。也記錄了4日晨到達雁宿崖戰場後，所見的辻村

大隊清掃戰場，焚尸的情景。因爲原史料是戰鬥詳報，所以出現的部隊編成，行軍序列，人名，小隊

名等記錄等準確。岡垣隊也記錄了焚尸80具的數據，此死亡數字，可以與駐蒙軍報告，岡部直三郎日

記等其他史料照合。只有2-3名的小出入，應發生在「俘虜」處理方法面24。文中的錯誤，多出現在

畫蛇添足的有關雁宿崖戰鬥內容介紹中。岡垣隊沒有經歷雁宿崖戰鬥，所以內容肯定在引用他說。有

關碇川曹長等三名，踏破20公里山路，夜間二時到達「淶源」，向阿部旅団長報告戰况的記錄就是

一例。此說引用了岡垣隊記錄以外的情報。且「淶源」之地名本身就不正確。從雁宿崖返回淶源的路

程約45公里（包括山路），辻村大隊出動時，自2日午前至3日晨，行軍時間爲19個小時。所以若3日

15時從雁宿崖出發，深夜絕不可能到達淶源，且作戰鬥準備後從淶源出發的阿部救援部隊，也不可

能在4日正午前趕到雁宿崖。阿部规秀《とこに作命甲第304号》明确写道「余预定11月3日到达插箭

岭」。所以報急的三名傳令兵，踏破20公里山路夜二時到達」的地點，應是旅團本部所在的插箭嶺。

阿部規秀的救援隊（約一小隊步兵），也是凌晨從插箭嶺出發，踏破20公里險路於午前10-12時到達

雁宿崖的。另外讨伐队的右翼队，沿插箭岭向走马驿方向前进的独立步兵第四大队长堤赳中佐，记录

了旅团的救援部署。内容如下：

右翼堤大队11月3日凌晨3时乘自动货车出发，0600到达插箭岭，汇合现地的第二中队后，徒步

向走马驿方向前进，1600到达走马驿。1500，从插箭岭方向赶来的单骑传令的小队长，传达

了旅团长的急令，内容要旨为“1.辻村部队在雁宿崖遭到优势之敌的袭击，正在苦战中，2.堤

大队立即向银坊方向急进，明拂晓前到达银坊附近切断雁宿崖之敌退路，并展开攻击”。此命

令中的行进路线险峻无比，若没有敌部队妨碍，正常行进需要12小时，不可能明日拂晓到达。

将此路况情报汇报给旅团长后，旅团长立即来电，命令“部队全体返回插箭岭，利用自动车

（经白石口）向雁宿崖前进。旅团将把涞源的自动货车全部于凌晨（4日）5时前派往插箭岭待

命”。接到命令后，堤大队立即向插箭岭出发，0300到达，休息，准备后0600乘车出发，将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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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堤赳『蒙疆回顧録』防衛省戦史資料室、文庫委託360,昭和41年、1394-1406頁。
26  楊成武《雁宿崖、黃土嶺戰鬥詳報》(1939年12月14日)《楊成武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77頁。

用的驴马队解雇，仅留下苦力随车同行。0700到达下北头后，改为步行。在同村和西龙虎两地

再次征用驴马，于0900出发，1500到达三岔口北侧时终于与辻村大队联络成功。回电道“第一

大队正在雁宿崖清理战场，附近无敌情”。堤大队4日1700到达雁宿崖，在村入口处道路附近

见到大量散乱的驴马，支那人苦力的尸体。进入部落时，第一大队正在火葬死者，火光，焦烟

冲天”。

旅团长于昨日（3日）得知辻村大队苦战的报告后，立即命令在涞源留守的三轮中尉搜罗所有

可出动人员，拼凑了一小队援兵前往战场，旅团长自己率司令部人员先行（从插箭岭）出发，

向雁宿崖急进（4日12时到达）。

堤大队到达后，派出第三中队占领雁宿崖两侧高地协助，掩护第一大队火葬，…2200奉命前进到大

张家坟露营。11月5日晨，旅团本部也移动到此村。旅团长在此地重新集结部队，并组织了下一步的

战斗（黃土嶺之戰）25。

7．楊成武戰鬥詳報

還有一個可以參考的中方史料是楊成武作成的《雁宿崖黃土嶺戰鬥詳報》，中方的戰鬥詳報非常罕

見，若冠此名者也不一定是嚴謹的戰鬥記錄，多是總結經驗，教訓，評價指戰員作戰時表現的講評報

告，缺乏，或根本就沒有基本情報（時間，地點，命令，部署等）的記錄。楊的戰鬥詳報也不出此

類。由於雁宿崖，黃土嶺兩戰借擊斃阿部規秀中將之光在國內有了名聲，所以爲了宣傳楊成武奉命實

施了詳細調查，之後作成此戰鬥詳報，內容也比較詳實。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是記錄了八路軍方面的

用兵部署和作戰經過。內容如下：

戰鬥部署：

1.第三團第二營由吉河村出發經南道神，北道神於三日拂曉前占領雁宿崖西北高山陣地。…第

二團…經吉河村進至南道神隱蔽集結。第三團第二營歸第二團團長唐子安，政委黃文明指揮。

2.第三團團長丘蔚，政委袁升平率領第3營由銀坊出發，…占領西流水以西高地。

3.第一團團長陳正湘，政委王道邦…拂曉前占領司各莊西北陣地，與第三團陣地銜接。

4.第二十五團團長宋學飛率兩個營…尾隨第一團前進，爲第二梯隊。

5.游擊第三支隊一部在三岔口，張家墳一線向白石口，鼻子嶺偵察警戒，…以誘敵任務，節節

抗擊，引其進至張家墳以北地區，以便全殲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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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戰經過：

「3日晨，白石口之日軍越過鼻子嶺向銀坊前進，…我曾支隊一個隊節節抗擊，誘敵深入」。

戰鬥開始後，日軍向位於雁宿崖西方高地的三團二營陣地「衝鋒5次，均被我擊退。…第二團

趕到後向日軍反攻。連續奪取幾個陣地，…除崖西北高地外，其它陣地都被我們占領了。日軍

主力進到張家墳以北，我第三團以兩個連的兵力從張家墳東南陣地猛擊，日軍不敢前進，第三

團主力即從張家墳東南陣地向張家墳壓迫，另以一部配合第二團奪取雁宿崖西北陣地。把日軍

全部壓縮到張家墳以北雁宿崖，上下臺一帶。我第一團一部從司各莊占領黃家莊，另一部迂回

到三岔口截住日軍歸路。15時以後，我軍已把日軍全部包圍。16時開始全線攻擊，我第一團從

北面及東北，第二團及第三團第二營從西面，第三團從南面及東南，各部互相銜接四面夾擊。

17時30分，將日軍全殲」（杨成武《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78页）。

從以上記錄可得知八路軍的兵力配置情况。兵力共爲10個營加一個游擊支隊，約四個整團。負責外

圍游擊的曾支隊幷沒有實質參戰（按日軍記錄，在上下臺幷沒有與敵接火），所以實際作戰的應是3

個整團以上。亦可知道，八路軍得到增援後將日軍包圍的時間是午後的15時。發起總攻的時間是16

時。幷稱17時30分結束戰鬥。此記錄基本和日軍記錄的一致。問題在楊成武的戰鬥詳報有意掩蓋了未

攻克敵主陣地，入夜後又主動停止了進攻的事實，相反自稱將辻村大隊「全殲」幷擊斃辻村本人。

若參考日軍方面的戰史記錄，被掩飾了大半個世紀的事實可一目了然。諸如辻村憲吉大隊長，永田

一男中隊長，須網步兵炮小隊長等大隊主要將校的生存，辻村大隊戰鬥後4日至5日在雁宿崖打掃戰場

的記錄，被稱已「殲滅」的辻村大隊，又出現在黃土嶺戰場擔任主力的事實等，都可以佐證楊成武戰

鬥詳報中「全殲辻村大隊」記錄的不實。

8．雁宿崖戰鬥經過還原

以下是筆者綜合以上各種史料，經比較，甄別，判斷後選擇可信部分重新還原的雁宿崖戰鬥的全過

程。

8-1．淶源南方討伐部隊的編成和上寨，下關出擊

雁宿崖附近的戰鬥，屬於北支那方面軍駐蒙軍淶源南方討伐作戰中的一幕遭遇戰。此掃蕩是獨立混

成第二旅團，按「第三期治安肅正計劃」方針，在守備範圍附近計劃的一次獨立的小規模掃蕩。計劃

出動駐宣化獨立步兵第一大隊（辻村憲吉大佐）的約半部，配合駐淶源獨立步兵第四大隊（堤赳中

佐）的約半部組成討伐隊，襲擊內長城線南方走馬驛，銀坊等地八路軍根據地，捕捉幷消滅第一軍分

區楊成武部隊後方機關。

討伐隊（兩大隊共）由五個步兵中隊，一個炮兵中隊約1000余名戰鬥員編成，另徵用當地民夫，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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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辻村部隊裝備的是舊式31式山炮的記錄，可見（辻村安北戰鬥詳報129頁），和國家檔案局公布的黃土嶺大捷戰

利品照片。

騾約300套組成行李隊同行。重武器有四門（三一式，四一式）山炮27，四門92式步兵炮，約10-12挺

重機槍。

辻村大隊，旅團山炮兵中隊一行10月22日由宣化乘車出發，23日15時到達淶源，與當地堤大隊匯

合。阿部規秀旅團長一行26日晨由張家口本部乘車出發（阿部家書《朝日新聞》39.11.22），27日到

達淶源。

第一戰，是駐蒙軍計劃的與第二十六師團協同的靈丘南方地區討伐。10月25-28日，獨混第二旅團

討伐隊全體從淶源向西南方（五臺山方向）上寨（淶源西南約40公里），下關鎮（同60公里）方面出

擊，以配合由靈丘方面南下的第二十六師團的行動。此行動中日軍與八路軍715團（楊成武《雁宿崖

黃土嶺戰鬥詳報》）等部有過小型接觸，但沒有遇到實質性抵抗，辻村大隊也沒有損失記錄。

8-2．阿部旅團的討伐戰部署

第二戰是旅團的獨自行動。主要目标是对走马驿，银坊的袭击（10月31日，《とこに作命第304

号》）。計劃討伐隊全體於11月1日出動，以辻村大隊爲左翼隊沿淶源，白石口，上下臺道襲擊銀

坊，堤大隊爲右翼隊沿淶源，插箭嶺道路襲擊走馬驛，成功後兩隊在倒馬關附近匯合。阿部規秀的旅

團本部尾隨堤大隊後方前進，預計11月3日進駐插箭嶺村。

左翼辻村大隊（約390名，山炮1小隊，步兵炮1小隊，重機槍6挺）11月2日午後到達白石口後分

兵兩路前進。岡垣第一中隊（缺1小隊）配重機槍兩挺（約80名）爲西側迂回隊，20時出發沿蛤蟆石

塘，婁坊，沙連溝道奇襲占領吉河村（銀坊西約4公里），預定從側背配合主力的銀坊攻擊。本队约

310名（步兵1中队2小队，山炮2门，步兵炮2门，重机枪4挺，之外民夫，驴骡约150套），11月2日22

时从白石口出发（《つひ作命第229号》）。

辻村大隊以主力永田第二中隊的一小隊步兵爲尖兵，於本隊前500米處搜索前進，之後尾隨的是辻村

大隊本部，永田隊兩小隊，新井隊（下士官候補小隊），通信班，機槍隊，山炮，步兵炮小隊，大行

李。大行李隊在離本隊約1公里後方前進，最後尾是作爲後衛隊的後藤小隊（岡垣中隊所屬）。11月3

日凌晨2時部隊先頭到達鼻子嶺。小息後下山，尖兵隊在前，經上下臺沿河谷道路向雁宿崖方向前進。

8-3．雁宿崖戰鬥經過

午前7時，尖兵部隊在通過雁宿崖村溪水與唐河合流點後不久，遭到來自南方（前進方向）300米處

臺地之敵的射擊，戰鬥開始。永田隊尖兵立即展開反擊，將此敵擊退後前進到南方臺地。到達後突然

遭到來自南，東，西三方向高地敵火力的集中射擊。此時大隊主力等已集结到雁宿崖村南端。爲擺脫

被動挨打的困境，辻村命令永田中隊和新井小隊向雁宿崖西方高地展開突擊。

炮隊於雁宿崖村南河灘附近展開布陣，大行李隊等也集中於雁宿崖村附近。爲保證後方炮兵和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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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安全，辻村大隊長命擔當後衛的後藤小隊，登上雁宿崖東北方高地掩護河灘地部隊。舟橋機槍中隊

長帶領機槍一小隊也赴東方高地以火力掩護後藤小隊作戰。11時前後，東方高地的舟橋鉱一機槍中隊

長在戰鬥中首先中彈陣亡。

在步兵的反復突擊和設在河灘的大隊炮兵火力掩護下，12時前，永田中隊占領了雁宿崖西方高地的

幾個山頭（楊成武第3團2營陣地），大隊本部與機槍隊半部（兩挺），步兵炮一門，新井小隊一同進

入西方高地。後藤小隊占領北方高地與附近高地的八路軍各部隊形成對峙。周圍制高點的占領使大隊

脫出困境。戰鬥自此進入小康階段。爲了進一步鞏固戰果，辻村大隊長命令永田中隊一部於11時向南

推進，對雁宿崖南方上花溝附近高地（雁宿崖南1.5公里處，楊成武第二團陣地）展開攻擊，不久將

此高地奪取。以上爲午前11時以前的戰况。

午後，楊成武各部隊得到大量增援。在南道神集結的第二團（唐子安團長）從南方，西方，在西

流水以西高地待機的第三團（丘蔚）通過大張家墳從東南方，在司格莊的第一團（陳正湘），和第

二十五團（第二梯隊）從東方，北方同時逼近，午後2時至3時前後形成對雁宿崖附近之敵的包圍（楊

成武《雁宿崖黃土嶺戰鬥詳報》）。之後開始總攻，在3000名以上八路軍主力的全面攻擊和反復突擊

下，日軍各守備線相繼出現危機。先是在從司格莊方面前來的陳正湘團等1500名的猛攻下，東方高地

的機槍隊陣地被攻克，不久失去機槍火力掩護的北方高地在敵反復突擊下於16時失陷，擔任守備的後

藤小隊長陣亡。北方，東方高地的失守使河灘地中的行李隊，炮兵陣地暴露在高地敵火力下，炮隊以

零距離射擊拼死防抗，彈盡後河灘陣地於15時50分被楊成武部隊占領，炮彈射盡後森大尉以下山炮小

隊全員戰死。停放在河灘地的行李，火炮等均被八路軍繳獲。

與此同時，南方，西方高地的陣地也相繼出現危機。永田中隊主力最後占領的雁宿崖南方高地，15

時前後遭到來自大張家墳方向（東南）楊成武部第三團（丘蔚），和西南方南道神第二團的夾擊猛

攻，出現危機。爲救援危機，辻村大隊長命令身邊的新井小隊（下士官候補隊）前往支援苦戰中的永

田中隊，與最東方陣地永田中隊一部換防。但換防不久，新井小隊（缺一分隊）即在楊成武第三團的

猛攻下全滅，小隊長以下23名戰死，雁宿崖南方高地陷落。永田中隊殘存者等被迫退向大隊本部所在

的雁宿崖西方高地。 

至午後4時，除了大隊本部所在雁宿崖西方高地的一部分外，東方，北方，河灘，南方各陣地全部

陷落。從各陣地撤下來的殘部，傷兵等，入夜後都集中到辻村大隊所在的雁宿崖西方高地一角。此時

大隊電臺壞損，辻村大隊長派出三名傳令兵赴旅團本部所在的插箭嶺報急。殘餘部隊雖還有半數以上

（人員約200名），但多數爲傷員，彈藥也所剩無幾，失去了進攻能力。在唯一剩存的陣地前，第一

大隊殘部以永田中隊，新井小隊殘部（一分隊）爲中心組織了决死隊，準備以石塊，刺刀等在此地决

鬥玉碎。入夜後屢屢受敵小規模突襲，在陣地前白刃搏鬥戰中，內田中尉死亡。

8-4．八路軍的戰場清掃，撤退

入夜後，八路軍見敵方已失去戰力不再出擊進攻，便在對日軍殘部的嚴密監視，包圍下，停止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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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開始打掃戰場。八路軍停止攻擊的理由，筆者認爲有四點。一，進入夜間，迫擊炮，重機槍等重

火器無法進行有效的援護射擊，發揮不了武器優勢。二，發現在高地集結的日軍兵力人數相對雄厚，

不能像白天作戰那樣可以分割擊破。若冒險决死突擊，必定付出更大傷亡。三，最重要的原因，是八

路軍要處理自己的死傷人員。雁宿崖戰鬥的特徵是八路軍爲攻，日軍爲守。强行攻擊中八路軍各隊出

現大量傷亡，急需救護，搬運。四，此外，敵方援兵隨時有可能到達，爲了確定眼前戰果，有必要搶

在敵援兵到達前打掃完戰場。

以上應爲入夜後，八路軍不再戀戰的重要理由。關於夜間戰鬥，楊成武稱11月3日17時30已經擊斃

辻村，全殲其大隊。但據日軍記錄，八路軍監視，牽制部隊入夜後也一直沒停止對辻村大隊本部所在

的雁宿崖西方高地進行小規模進攻。內田中尉即死於夜間的防禦戰中。此外，最西方石黑小隊堅守的

陣地也經受了數次夜間攻擊，始終未陷落。雁宿崖作戰地圖記載「此地附近（石黑小隊陣地），敵日

沒之時突擊中死亡30，夜間數次突擊中死亡約80名」。第二中隊長永田一男和新井小隊染谷金一兩人

的記錄中也有辻村本部夜間主動凑集傷兵出擊的描寫，染谷云：「午前3時，殘存的本部，永田隊的

一部，下士官候補小隊共50餘名編成敢死突擊隊，對標高800米的敵主陣地展開决死突擊。白刃戰中

下士官候補分隊又出現3名死者。數回挫折之後終於突入敵陣地將高地占領。…」（『長城朔風』52

頁）。 前述「夜間數次突擊中敵死亡約80名」中，應有一部分是此突擊時的戰果。推測凌晨4時前，

見八路軍主力撤出戰場，辻村大隊曾組織了一次反擊。 

8-5.救援隊到達和收尸

最先到達的救援部隊是岡垣迂回隊（第一中隊）的約80名，兩挺重機槍。於4日凌晨，八路軍主力

撤退後到達戰場。此時戰場上除了赤裸裸的日軍尸體外，已基本被打掃完畢，各高地僅剩少數八路軍

的監視兵。

岡垣隊前日（11月2日）夜20時，奉奇襲吉河村命令輕裝先行出發。經鼻子嶺，北道神辛莊，蛤蟆

石塘，婁坊，沙連溝道，踏破20公里山險到達吉家村外高地做好奇襲準備。偵查結果發現銀坊方面沒

有敵情。此時聽到來自北方的密集槍炮聲，推測本隊正與敵交戰中。於是岡垣中隊長决定立即北上救

援，途中目睹了大批八路軍部隊北上。由於人少，岡垣隊避開於敵正面接觸，於11月4日凌晨4時，在

敵主力撤退後前進到辻村大隊本部高地。到達後帶領長谷川小隊和荻野谷小隊占領周圍各高地，驅除

敵監視兵以掩護辻村部隊收容尸體。4日午前10時、各高地均被控制，八路军监视部队的威胁射击一

时终息（『蒙古の黄土』82页）。

8-6.雁宿崖戰鬥部署還原

一面，3日午後15時頃、在本部電臺毀壞，戰况呈現危機時刻，辻村大隊長派出碇川曹長等三名，

踏破20公里山路連夜奔向旅團本部所在的插箭嶺，向阿部旅団長報告了戰况。此時西路軍主力堤部隊

約500名正向走馬驛方向前進中。阿部旅團長立即命令堤大隊主力調轉方向向雁宿崖靠攏，同時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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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獨立混成第２旅団　獨立歩兵第１大隊　上莊子戦闘詳報」JACAR：C11111448600. 550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部署張家口，懷來，蔚縣等地其他大隊派兵來援。幷以田中警衛小隊爲中心，拼凑了旅団本部周圍的

部隊等約百名，連夜從插箭嶺村出發，沿長城線經白石口，鼻子嶺，到達上下臺，在此地擊破楊成武

曾支隊的阻擊後於4日正午到達雁宿崖，與辻村大隊長匯合。旅團本部四日夜在雁宿宿營，五日未明

從同地出發進入大張家墳村，之後在此地建立臨時指揮所，作次期攻擊準備28。

4日整日，辻村大隊剩餘人員在雁宿崖打掃戰場，回收尸體。收容作業由於地形複雜進行的十分緩

慢。各遺體先從山頂各戰場被搬運至河灘地，由軍醫和衛生兵一一進行死亡確認、記錄後，由各中隊

生存者照合氏名。遺體共80具，擺放在河灘，4日傍晚前，收容確認全部完畢，一人一坑，各所屬部

隊負責，夜間開始焚尸火葬。冈垣中队，在周囲山脊徹夜警備。此时附近还不时有八路军游击小部队

的冷枪骚扰（『蒙古の黄土』91页）。

此時，辻村大隊主力除132名死傷者外，尚有約有170名前後的殘存人員（包括輕傷者）。加上後到

達的岡垣第一中隊約80名，合計剩餘約250名。其中，輕傷者，護衛等90余名被編入善後的遺骨，重

傷員護送隊，於5日正午12時出發返回淶源（永田中隊長帶隊）。由於裝載大衣的大行李被八路軍部

隊繳獲，前線集結部隊缺乏彈藥食糧，於原地待命等待補充。11月5日夜，辻村大隊長接到旅團「明6

日8時在大張家墳集結」命令。6日晨0630指揮僅存第一中隊（欠一小隊）和機槍一小隊等從雁宿崖出

發，7時45分到達大張家墳，在同地整編。整编时冈垣中队的80名和辻村大队剩余健全者约80余名，

与绿川大队（第三大队）见城中队合并，编成新辻村大队，列入追击战（黄土岭）战斗序列（「上庄

子附近の戦闘詳報」，591页）。辻村大隊在得到6日晨到達的中熊大隊帶來的糧秣彈藥補充後，9時

作爲旅團先遣隊向司格莊方向開始前進 （550-551页）。 

图5 黃土嶺戰鬥詳報附表中，可看到雁宿崖戰鬥後整編辻村大隊的新陣容，近一半是補充的見城中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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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獨立混成第２旅団　獨立歩兵第１大隊　上莊子戦闘詳報」JACAR：C11111448600.549頁。(防衛省防衛研究

所)」
30  「陸軍中将阿部規秀戦死に関する報告」 JACAR：C07091447900、昭和15年「陸支普大日記第5号」(防衛省防

衛研究所）。
31  《楊成武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 88頁。

以上還原的戰鬥過程中有幾個至今未聞的要點，內容如下：

1.辻村大隊，3日午前7時在雁宿崖進入戰鬥後至正午前後，出擊、展開都比較順利，占領了雁宿崖北

方，西方，南方三個高地，一旦擺脫出困境。

2.午後2時，楊成武將預備隊和全部主力近4000名（11個營）投入戰鬥，從東（司格莊），東南（大

張家墳），西方高地三方向同時展開猛攻，至午後4時，將除了西方主陣地外的幾乎所有日軍佔領的

高地奪回，取得决定性勝利。

3.傷殘日軍約200餘名，撤退，收縮到雁宿崖西方約1.5公里處高地，形成最後抵抗陣地。而八路軍爲

了避免更大傷亡，此後也沒有展開大規模主動攻擊（殲滅戰）。這是辻村大隊免於全滅的理由。

4.入夜後八路軍各部在牽制，監視日軍殘部同時連夜搶先打掃戰場，將傷員，繳獲戰利品等於運出

後，凌晨主動撤出戰場。

5.4日凌晨迂回隊岡垣中隊首先趕到現場。12時正午，阿部旅團長率領援兵一部到達。辻村殘餘部隊

在岡垣隊掩護下從4日晨開始清掃戰場收尸，善後工作一直進行了兩整天。此期間辻村大隊位置於雁

宿崖村，旅團本部位置於大張家墳。其他陸續到達的增援部隊在上下臺，雁宿崖至大張家墳一帶待

機，等待糧秣補充和援軍到達。中熊第二大隊的運輸隊，於6日0800携帶補充糧秣到達大張家墳旅團

司令部（同前551頁）。

6.辻村大隊剩餘兵力中，以未受損失的岡垣隊80名爲中心，共約160名健全者6日晨到達大張家墳旅團

本部，整頓補充後編成新辻村大隊， 0900向司格莊出發，參加了下一階段的黃土嶺戰鬥。

戰鬥統計：八路軍方面的總兵力爲晋察冀第一軍分區楊成武指揮的第一團，第三團（兩個營），第

三軍分區第二團，第二梯隊第二十五團（宋學飛，兩個營），第三游擊支隊等共5000餘名。直接參

戰者約4000名。關於八路軍的死傷，辻村戰鬥詳報稱敵遺尸660名（作戰圖）。上莊子附戰鬥詳報稱

「此戰中敵遺弃1000具尸體」，「收容負傷者約500」29。此辻村記錄幷不可相信。辻村由於雁宿崖的

失敗存在追究責任問題，所以考慮在記錄雁宿崖戰鬥時爲逃脫責任，擴大了殲敵數字。此戰中辻村大

隊幷沒有首先打掃戰場，所以記錄數字幷無根據。對此上司的岡部直三郎早有所領會，沒有相信和採

用辻村的戰果報告，僅稱雁宿崖，黃土嶺兩戰，「敵死傷數約在千名前後」30。

按戰損自報原則，比較可信的是楊成武的《雁宿崖黃土嶺戰鬥詳報》，記錄此兩戰八路軍共死傷失

踪545名31。其中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應是雁宿崖戰場的死傷。

雁宿崖戰鬥中日軍辻村大隊主力的總兵力爲步兵近兩個中隊（5小隊），炮兵2小隊，機槍2小隊共

310名，此外有僞軍十數名，民夫100餘名。其中日軍現場死亡80名（包括將校5名，機關槍中隊長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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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中尉，護衛小隊長後藤中尉，下士官候補隊小隊長新井少尉，旅團炮兵中隊長森大尉，第一中隊小

隊長內田少尉），被俘後死亡約4名，從軍記者死亡2名，負傷約50名，被俘虜9名（包括被俘後死亡

者約4名）。僞軍，民夫死亡除外。被繳獲山炮兩門、步兵炮兩門， 重機槍三挺、輕機槍六挺，和所

有彈藥，食糧，行李等。此為雁宿崖戰鬥的最終戰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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