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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投降到受降—撼動歷史的26天

猶記得「梅花」電影裡民眾從收音機聽

到「廬山演講」，代表著中日戰爭的展

開，還有從收音機傳出日本天皇的「玉

音放送」宣告投降的畫面，依稀在目。

然而，您知道長達八年的中日戰爭，正

式結束的日期嗎？想知道日本投降的過

程嗎？為什麼軍人節訂於9月3日？就讓

檔案為您撥開這團歷史迷霧吧！

 
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研究員 馬有成

民國（以下同）26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後，蔣委員長中正17日於廬山

發表演講，在「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

不輕言犧牲」的理念下，正式宣告中日戰爭開始；8月13日，日軍大舉侵入

松滬地區，國軍應戰抵抗，長達8年的中日戰爭就此展開。

就在34年8月初，美國陸續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後，震撼日本國

內，8月10日，日本政府照會瑞士與瑞典兩國，表示日皇為促進世界和平，

希望早日停止戰爭，請其轉致中、美、英、蘇四國；翌日，日本政府將投降

意願正式照會中、美、英、蘇四國（檔案影像1）。我國接獲日本的投降照

會後，11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南行轅向各戰區發出第1、2號通告，除指示

各戰區有關受降應行準備事項外，要求國軍加速挺進日本佔領區，若有任何

黨政軍民刻意阻擾日軍向國軍投降者，一律視同為叛國罪（檔案影像2-1、
2-2、2-3、2-4）。

 

政府為使日軍投降事權統一，蔣委員長中正指示由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

欽負責處理中國戰區全部日軍投降事宜，在未獲得何總司令指示前，不得局

部個別收繳日軍武器，並指示何應欽負責向中國戰區內之敵軍最高指揮官發

布命令，與中國戰區美軍合作辦理美軍佔領區及盟軍聯合佔領區交防、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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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批檔案產生於民國77年
至民國85年，內容為臺籍

日本兵及228事件受難者申

請登記等檔案資料，共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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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檔案現有館藏介紹
 國家檔案典藏新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及臺灣

高等法院檢察署等檔案即

將移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灣高

等法院檢察署、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茶業改良場、臺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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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機關民國38年以前檔

案，計約1,595卷，主要內

容為公證書、判決書原本、

人事任免及不動產取得等，

預定99.9.15前移轉本局。

本局檔案移轉資訊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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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於99.8.3由行政院

 

javascript:window.print()
http://alohas.archives.gov.tw/38/search.html
http://alohas.archives.gov.tw/38/knowledge.html
http://alohas.archives.gov.tw/38/idea.html
https://na.archives.gov.tw/archives/chinese/98/search/search_bas.jsp
http://www.archives.gov.tw/Publish.aspx?cnid=800
http://www.archives.gov.tw/Publish.aspx?cnid=1192
http://www.archives.gov.tw/Publish.aspx?cnid=1166


2018/6/5 檔案樂活情報 LOHAS - Archives38

http://alohas.archives.gov.tw/38/search.html 2/7

日軍投降後之處置，以及處理南京汪政府及其軍隊等權責（檔案影像3-1、
3-2）。

8月21日，何應欽以「中字第一號」備忘錄通知日方總司令岡村寧次，

由他代表接受中華民國（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除外）、臺灣及越南北緯

十六度以北的日軍投降，並規劃各區的代表受降主官（檔案影像4-1、4-2、
4-3）。因日本宣布投降時，臺澎地區並非中國戰區，故尚未納入向中國投

降的區域，中日雙方多次交涉後，終於在8月26日發出「中字第十二號」備

忘錄，告知岡村寧次需要求臺澎日軍全權代表參加南京投降，並於8月28日
指派陳儀為臺澎地區受降主官，延宕多時的臺澎地區受降問題，至此告一段

落（檔案影像5-1、5-2）。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後，因尚未舉行正式受降儀式及向盟軍提交降

書，故中國戰區的日軍實處於停戰過渡階段，亦未向中國軍隊正式投降。中

國戰區的受降儀式，需等到盟軍與日本的受降儀式完成後，並在麥克阿瑟

（聯合國最高統帥）下達第一號命令，明文規定中國受降區域後才能正式舉

行（檔案影像6-1、6-2）。

9月2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於東京灣的密蘇里號軍艦簽署日本受降

書後，日本正式向盟軍投降，帝國大本營才向中國戰區日軍下達正式投降命

令，繼於9月9日舉行中國戰區之南京受降典禮。
 

9月9日在南京受降典禮中，岡村寧次除遞交降書外，並領受中國戰區最

高統帥第一號命令，確認臺灣所有一切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

件投降，並服從蔣委員長及何應欽指揮；中國戰區中國總司令部並發布「軍

字第一號」令，規定自本日九時岡村寧次及所屬中國全部（東三省除外）、

臺灣（含澎湖列島）、越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日本陸海空軍全由中國陸軍

總司令統治指揮，岡村寧次自10日起，取消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名稱，改為

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總連絡部長官，並載明我國各區受降主官與各區日本

官兵善後連絡部部長（檔案影像7-1、7-2、7-3、7-4、7-5）。

南京受降典禮結束後，代表日軍正式向我國投降，然中日戰爭的停戰日

期，直到34年12月才確定為9月3日（檔案影像8），隔年該日訂為「軍人

節」，藉以紀念8年抗戰勝利。
 

勝利的來臨是如此突然且喜悅，從26年七七事變後，國人無時不在期待

日本戰敗的日子，但沒人有把握戰爭何時結束。在歷經八年的艱困戰爭後，

日本從宣布投降到受降的26天內，政府與日軍如何交涉受降事宜，也鮮為人

知；現今在國家檔案裡，我們找回了這26天，也看到了這段歷史！

 
參考資料：

  
1. 冷欣。《從參加抗戰到目睹日軍投降》。臺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民

56。
 

2. 何應欽。《八年抗戰與臺灣光復》。臺北市：黎明文化，民70。
 

3. 馬有成。〈戰後初期國府接管臺灣之籌劃〉。《臺灣風物》第59卷4
期，民98。

 

檔案影像1
 檔號：0034/511/3750.2

 案名：「軍令部敵情週報 (三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朱主任

委員景鵬（中）與本局陳局

長旭琳（右）共同主持啓用

典禮。

「 國 家 寶 藏 樂 優 遊 」

FACEBOOK粉絲團大獎
等您拿！

想知道我們有哪些國家寶藏

嗎？歡迎到「國家寶藏樂優

遊」粉絲團說讚，就有機會

拿 到 大 獎 ！ 即 日 起 至

99.10.31止，粉絲數每破

1,000人次，立即抽出一個

大獎！另，為使民眾從國家

檔案資訊網挖掘出更多的國

家寶藏，至99.8.31止，同

時舉辦「挖掘國家寶藏，挖

出 iPhone 手機」活動。

「國家寶藏樂優遊」「挖掘

國家寶藏，挖出iPhone手
機」

檔案保存價值鑑定研習會

陸續開辦！

第 2 梯 次 研 習 會 定 於

99.9.15假國立政治大學公

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

舉辦，參訓對象為中央三級

以上機關、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所屬一級機關

檔案管理人員。

 

 

從《英國領事報告書》看清代

臺灣養鴨人家

鴨子是整個東亞世界普遍飼養

的家禽之一，因為養鴨有許多

優點，在清代時期的臺灣，不

只是種水稻的農家會飼養鴨子

當作家庭副業，甚至有許多人

把飼養鴨子當作是主要職業，

當時駐臺英國領事在報告書中

也不忘為這特殊的產業加以記

錄，成為英國外交檔案的一部

分，且看這有趣的檔案小故

事…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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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年)」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2-1
 檔號：0034/545.9/2040A

 案名：「受降文件」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2-2
 檔號：0034/545.9/2040A

 案名：「受降文件」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2-3
 檔號：0034/545.9/2040A

 案名：「受降文件」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2-4
 檔號：0034/545.9/2040A

 案名：「受降文件」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3-1

http://alohas.archives.gov.tw/38/images/search/1.jpg
http://alohas.archives.gov.tw/38/images/search/2-1.jpg
http://alohas.archives.gov.tw/38/images/search/2-2.jpg
http://alohas.archives.gov.tw/38/images/search/2-3.jpg
http://alohas.archives.gov.tw/38/images/search/2-4.jpg


2018/6/5 檔案樂活情報 LOHAS - Archives38

http://alohas.archives.gov.tw/38/search.html 4/7

檔號：0034/545.9/8922
 案名：「第三戰區受降要報」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3-2
 檔號：0034/545.9/8922

 案名：「第三戰區受降要報」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4-1
 檔號：0034/545/4010/010/001

 案由：「有關駐華日本軍投降及我軍 
          受降事宜」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4-2
 檔號：0034/545/4010/010/001

 案由：「有關駐華日本軍投降及我軍 
          受降事宜」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4-3
 檔號：0034/545/4010/010/001

 案由：「有關駐華日本軍投降及我軍 
          受降事宜」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5-1
 檔號：0034/545/4010/010/012

http://alohas.archives.gov.tw/38/images/search/3-1.jpg
http://alohas.archives.gov.tw/38/images/search/3-2.jpg
http://alohas.archives.gov.tw/38/images/search/4-1.JPG
http://alohas.archives.gov.tw/38/images/search/4-2.JPG
http://alohas.archives.gov.tw/38/images/search/4-3.JPG


2018/6/5 檔案樂活情報 LOHAS - Archives38

http://alohas.archives.gov.tw/38/search.html 5/7

案名：「有關日本軍投降及我軍受降 
          事宜」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5-2
 檔號：0034/002.6/4010.2/1/005

 案由：：「臺澎歸來我國接收受降警 
            備統歸陳長官負責」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6-1
 檔號：0034/1865/6010

 案名：「日本投降文獻專輯」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6-2
 檔號：0034/1865/6010

 案名：「日本投降文獻專輯」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7-1
 檔號： 0034/1865/6010

 案名：「日本投降文獻專輯」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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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0034/1865/6010
 案名：「日本投降文獻專輯」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7-3
 檔號：0034/002.6/4010.2/11

         /001
 案由：「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處理 

          事項」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7-4
 檔號：0034/002.6/4010.2/11

         /001
 案由：「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處理 

          事項」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7-5
 檔號：0034/002.6/4010.2/11

         /001
 案由：「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處理 

          事項」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8
 檔號：0034/570.1/5000

 案名：「中日戰事結束日期規定案」 
 來源機關：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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