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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歎詠戰地、檔案銘刻戰役—金門古寧頭戰役

 

  在電影「星月無盡」中所刻劃的金

門，那是一座美麗卻又充滿歷史歎詠的島

嶼，許多大男孩在此渡過難忘的「保家衛

國」歲月。從民國37年金門實施戒嚴，到

81年解除戒嚴，金門作為保障臺海安全的

第一道防線，在長期戰備下，洋溢著濃郁

的戰地氣息，戰爭遺跡及軍事工事四處可

見。電影所描繪的風土人情雖如此親切溫

馨，但是戰火卻無情地發生在這塊土地。

就讓檔案娓娓道來，介紹這場知名的古寧

頭戰役吧！

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研究員 馬有成

  「固若金湯，雄鎮海灣」是金門向來在國防所扮演角色的最佳寫照。從國共內戰，

國軍在大陸失利，逐漸移轉至臺灣開始，政府就相當重視金門防務。民國（以下同）38
年時，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為確保臺灣安全及準備反攻大陸，除加強臺灣本島防禦措施

外，並固守舟山群島及金門島，藉以掩護臺灣本島作戰準備（檔案影像1）。當時金門

除廈門要塞司令部於此地徵兵防守外，原無任何軍隊駐守。政府因應東南沿海戰事發

展，9月派遣第22兵團負責大、小金門防務，約有步兵2萬餘人及戰車一營，區分為東

部、西部、小金門及大二擔守備部隊及機動部隊。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為防範共軍渡海登

陸，並派遣技術總隊第一大隊於大、小金門沿岸設防佈雷，防範共軍渡海登陸（檔案影

像2-1、2-2）。10月19、20日，第19軍並從汕頭陸續抵達金門，進駐金城、瓊林、烈嶼

（小金門）、下埔及吳厝等地區，該部隊在25日下午全部登陸完畢。 
 
  然而10月初，共軍南下漸次占領福建沿海之大、小嶝及角嶼，在17日占領廈門後，

金門陷入三面包圍，而共軍渡海占領金門意圖明顯。由於大金門距離廈門10公里，從北

岸瓊林至後沙及古寧頭一帶均爲沙質硬灘，沿岸礁石不多，為大規模登陸的理想地點。

共軍在攻占廈門後，規劃從此登陸，試圖一舉占領金門；然共軍多不諳臺語，為做占領

金門之準備，特別設計臺語會話範本，提供部隊學習之用（檔案影像3）。
  

  共軍在廈門沿岸及鄰近島嶼完成部隊部署後，規劃以6個團共2萬餘人，編組兩個登

陸梯隊，並由大、小嶝島之砲兵於部隊登陸前砲擊金門，支援從後沙(后沙)至古寧頭間

海岸登陸的部隊；爾後再以瓊沙、沙頭（尚義村）為分界，阻擊東面守軍支援並擊滅西

面守軍，繼與官澳、劉澳間登陸之部隊聯合，共同擊滅東面守軍，完成占領金門的任務

（檔案影像4-1、4-2）。當時共軍在準備渡海前，掌握駐守金門國軍的情報為：1.兵
力：7個步兵團；2.分布：瓊林以東4個步兵團，以西3個步兵團；3.部署：重點在古寧頭

及官澳突出地區，中部兵力薄弱等。再經評估雙方軍力狀況後，共軍對於此次登陸作戰

有十足把握（檔案影像5）。然共軍所掌握之金門駐軍資料有誤，致使戰情研判失當，

釀成後續作戰的失敗。 
  

  在10月24日晚間，共軍以第82師244團、84師251團及85師253團組織第1梯隊，強行

登陸後沙(后沙)至古寧頭地區，集中火力攻擊金門西半島，登陸地點為石沙、龍口、觀

音山及林厝間海灘，但受到潮流及東北季風影響，致使船團偏西航行，登陸地點與原先

規劃不同，主力集中於古寧頭一帶海灘（檔案影像6-1、6-2）。當共軍渡海登陸接近金

門海面時，此時在大、小嶝的砲兵開始向觀音亭山及古寧頭一帶陣地射擊掩護登陸部

隊；由於共軍錯估國軍兵力及登陸地點過於集中，在25日凌晨登陸後即遭到國軍反擊，

後共軍突破國軍防線，主力進占古寧頭、埔頭、安岐、湖尾鄉、觀音亭山一帶，餘部則

進占後沙(后沙)、西山及湖南村邊緣（檔案影像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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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軍登陸金門後，國軍迅速調派部隊反擊。25日，國共雙方分別在觀音亭山、湖

尾鄉、埔頭、林厝及古寧頭等地區激戰，第41團團長李光前亦於埔頭陣亡；26日共軍再

度增援古寧頭，部分部隊進占林厝，國軍亦調派部隊前往，雙方在林厝展開巷戰，死傷

慘烈，最後在國軍第352團、354團圍攻林厝共軍，展開逐屋爭奪，最終攻下林厝。在國

軍收復大部分陣地後，古寧頭地區共軍仍負隅頑抗，此時第118師協同戰車第1連持續攻

擊該地區共軍，同時第18師54團及118師354團負責海岸守備防止共軍增援，在國軍收復

 

「檔案資源整合查詢平台」網路

贈獎活動得獎名單出爐囉！
 

為使社會大眾瞭解檔案資源整合查

詢平台，自99.3.1起至99.3.31止，

舉辦網路贈獎活動，並於4.2公開

抽獎，計有106人得獎，恭喜得獎

人。查詢得獎名單
  

國家檔案資訊網「填問卷抽好

禮」活動得獎名單看過來!
 

為使國家檔案資訊網提供您更豐富

的內容，自99.3.1起至99.4.9止，舉

辦線上問卷調查活動，並於4.15公
開抽獎，計有20人得獎，恭喜得獎

人。查詢得獎名單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民國38年

 以前檔案入庫囉

該批檔案包括教育部所屬機關移

交及財產異動、各級學校暑寒假

作業辦法、年度施政方針、編審

委員會教材供應辦法、各級學校

辦事細則等民國34年至38年產生

之檔案，共計408卷，歡迎多加利

用
 

國家檔案現有館藏介紹
 

國家檔案典藏新訊

 

 
教育部及臺灣臺北監獄民國

 38年以前檔案即將移轉
該批檔案計2,072卷，預定99.5.15
前移轉本局，教育部部分，主要

內容為大學院校立案、招生、課

程設備及經費財產；臺灣臺北監

獄部分則為受刑人管理、警總羈

押軍事犯及申請接見等案情。
 

本局檔案移轉資訊

 

百年前的臺灣富紳生活
 

霧峰林家是清代臺灣最著名的家族

之一，不僅家貲巨萬，田地廣置，

家族中甚至不乏擁有提督、副將、

道員，舉人等官職或名銜的成員，

整個家族對臺灣近代史的發展有著

巨大的影響……百年前臺灣的富豪

人家究竟是如何過日子的呢？藉由

檔案文件可以窺得其景況……詳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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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海岸後，共軍僅餘位於北山古洋樓的共軍指揮部及1,000餘人，在古寧頭與北山斷

崖凹處，作最後的困獸之鬥；在353團協同戰車作戰進攻北山後，於27日凌晨收復該地

區；同日，118師和14師之一部在展開海岸掃蕩時，亦在古寧頭與北山斷崖下，發現

1,300多名殘餘共軍，經過數小時激戰，擊斃共軍400餘人，俘虜900餘人，歷經近3日的

古寧頭戰役就此劃下句點（檔案影像8-1、8-2、8-3、8-4）。 
  

  此次戰役在陸海空軍協同作戰下，除俘獲相關武器、浮具外，共殲滅共軍約10,000
餘人、俘虜4,100餘人（檔案影像9-1、9-2、9-3）。此外，技術總隊第1大隊的佈雷及爆

破，炸斃共軍及破壞船隻數量，亦取得相當作戰成果（檔案影像10-1、10-2、10-3、10-
4）。古寧頭戰役為國共內戰以來，少數由國軍取得勝利的戰役，一掃內戰以來的陰

霾，振奮當時軍心士氣，而共軍受此打擊後，自此不再對金門進行大規模的登陸作戰。
  

  古寧頭戰役雖僅歷時近60個小時，規模及參與戰事人員遠比不上大陸其他戰役，但

卻重振當時的民心士氣，顯見政府防衛金門的決心，進而奠定後來舟山、登步島之勝

利，並在823砲戰時讓共軍再度鎩羽而歸。經歷一甲子多的歲月後，金門在當地軍民的

努力經營下，從戰火試煉中建立起固若金湯的堡壘，發展出特有的戰地文化。 
  

  在「古寧頭戰史館」內，敘述當年古寧頭浴血戰事，並停放當年參與戰事的「金門

之熊」。逐一翻閱每件描述古寧頭戰役的檔案，簡短文字下隱藏一段令人動容的故事，

座落在古寧頭北山里的「北山洋樓」，從牆垣上千瘡百孔的彈痕，見證當時戰事的激

烈，而李光前將軍廟、林厝浴血殲敵紀念碑、古寧頭精神堡壘及湖南高地等，則訴說戰

火的無情。翻閱檔案為金門留下那段國共對峙，劍拔弩張的歲月紀錄，如同打開一本震

撼人心的戰爭小說，跟著文字起伏激盪，回想當時戰事的悲壯。檔案、史蹟與電影共同

描述這片歷經戰火洗禮的土地，讓我們感嘆昔日戰爭的殘酷與無奈。 
  

 
參考資料：

1. 彭大年主編。《碧血丹心：古寧頭戰役60週年參戰官兵口述歷史》。臺北市：國

 防部史政編譯室，民98。
2. 王宗海等總策劃。《古寧頭戰役參戰官兵口述歷史》。臺北市：行政院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民98。

 
回頁首

  

 

檔案影像1    

檔案影像1
 

檔案內容：「國軍作戰計畫」 
 

檔號：38/541.1/6015
 

資料來源：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2-1    

檔案影像2-1
 

檔號：38/0512.92/5404/1/072
 

檔案內容：「呈報第1大隊金門戰役戰鬥詳報核備」 
 

資料來源：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2-2   

檔案影像2-2
 

檔號：38/0512.92/5404/1/072
 

檔案內容：「呈報第1大隊金門戰役戰鬥詳報核備」 
 

資料來源：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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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影像3    

檔案影像3
 

檔號：38/0512.92/5404/1/054
 

檔案內容：「為金門俘匪文件中有小本台語會話報請鑒核由」 
 

資料來源：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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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影像4-1    

古寧頭戰前國共雙方在廈門、金門軍事防禦圖 
 

檔案影像4-1
 

檔號：38/1843/8010
 

檔案內容：「金門戰役及古寧頭戰鬥史」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4-2   

古寧頭戰役共軍作戰計畫圖 
 

檔案影像4-2
 

檔號：38/1843/8010
 

檔案內容：「金門戰役及古寧頭戰鬥史」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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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影像5    

檔案影像5
 

檔號：38/1843/8010
 

檔案內容：「金門戰役及古寧頭戰鬥史」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6-1    

檔案影像6-1
 

檔號：38/1843/8010
 

檔案內容：「金門戰役及古寧頭戰鬥史」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6-2    

檔案影像6-2
 

檔號：38/1843/8010
 

檔案內容：「金門戰役及古寧頭戰鬥史」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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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影像7-1   

古寧頭25日戰鬥要圖 
 

檔案影像7-1
 

檔號：38/1843/8010
 

檔案內容：「金門戰役及古寧頭戰鬥史」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7-2   

檔案影像7-2
 

檔號：38/1843/8010
 

檔案內容：「金門戰役及古寧頭戰鬥史」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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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寧頭戰役26-27日戰鬥要圖 
 

檔案影像8-1
 

檔號：38/1843/8010
 

檔案內容：「金門戰役及古寧頭戰鬥史」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8-2  

檔案影像8-2
 

檔號：38/1843/8010
 

檔案內容：「金門戰役及古寧頭戰鬥史」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8-3  

檔案影像8-3
 

檔號：38/1843/8010
 

檔案內容：「金門戰役及古寧頭戰鬥史」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8-4  

檔案影像8-4
 

檔號：38/1843/8010
 

檔案內容：「金門戰役及古寧頭戰鬥史」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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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影像9-1    

共軍渡海使用之浮具圖 
 

檔案影像9-1 
 

檔案內容：「金門戡亂戰役案」 
 

檔號：38/543.6/8010.2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9-2  

國軍俘獲共軍之武器 
 

檔案影像9-2
 

檔案內容：「金門戡亂戰役案」 
 

檔號：38/543.6/8010.2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9-3  

古寧頭戰役中被俘虜之共軍 
 

檔案影像9-3
 

檔案內容：「金門戡亂戰役案」 
 

檔號：38/543.6/8010.2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10-1    

檔案影像10-1
 

檔號：38/0512.92/5404/1/056
 

檔案內容：「為呈報金門第1大隊綜合戰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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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10-2    

檔案影像10-2
 

檔號：38/0512.92/5404/1/056
 

檔案內容：「為呈報金門第1大隊綜合戰鬥情形」 
 

資料來源：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10-3    

檔案影像10-3
 

檔號：38/0512.92/5404/1/056
 

檔案內容：「為呈報金門第1大隊綜合戰鬥情形」 
 

資料來源：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10-4    

檔案影像10-4
 

檔號：38/0512.92/5404/1/056
 

檔案內容：「呈報第1大隊金門戰役戰鬥詳報核備」 
 

資料來源：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回頁首

 

 
 

 

http://alohas.archives.gov.tw/34/img_con/treasure_10.jpg
http://alohas.archives.gov.tw/34/img_con/treasure_10-1.jpg
http://alohas.archives.gov.tw/34/img_con/treasure_10-2.jpg
http://alohas.archives.gov.tw/34/img_con/treasure_10-3.jpg
http://sitestates.com/
http://www.archives.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