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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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期限:94 年 8 月 1 日至 95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 李天鳴 國立故宮博物院 
 

一一一一、、、、中英文中英文中英文中英文提要提要提要提要    

筆者自進入史學界後，便以整

理、撰述中國歷代戰史作為終身職

志，在完成《宋元戰史》一書後，計

劃再寫一部宋金戰史。首先撰述第一

次宋金戰爭戰史，最後完成整部宋金

戰史。第一次宋金戰史包含金滅北宋

戰史和高宗前期宋金戰史。92 年起承

蒙國科會補助，93 年已完成金滅北宋

戰史，94 年已完成高宗前期宋金戰史

（上）。95 年按計畫完成高宗前期宋金

戰史（下）。本著作共分 11 節，包括：

紹興三年秋冬的宋金戰事，紹興四年

至五年正月的戰事，紹興五年的宋金

戰事，紹興六年的宋金戰事，紹興七

年的的宋金戰事，紹興八年宋金和議

的議定，紹興九年的宋金情勢，紹興

十年的宋金戰事，紹興十一年的宋金

戰事和和議的訂定，宋金和約正式完

成，宋金第一次戰爭總論。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金朝金朝金朝金朝、、、、南宋南宋南宋南宋、、、、戰史戰史戰史戰史、、、、宋宋宋宋高宗高宗高宗高宗 

 

Summary 

I devoted myself to history of wars 

which in previous dynasties to reference 

historical researchers and militaries.  

After I finished the books of History 

of Sung-Yuan War, I decided to arrange 

the history of Sung-Chin War. By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subsidies, I 

completed the work of the first battle 

that Chin extirpated Northern sung in 

2004, and completed the history of 

Sung-Chin War of early Kao-tsung ( I ) 

in 2005. In 2006, I completed the history 

of Sung-Chin War of early Kao-tsung 

( II ) on schedule. The chapters included 

that the Sung-Chin War from the 

Autumn to Winter of Shao-hsing 3
rd

 year, 

the Sung-Chin War from Shao-hsing 4
th

 

year to 5
th

 year, the Sung-Chin War of 

Shao-hsing 5
th

 year, the Sung-Chin War 

of Shao-hsing 6
th

 year, the Sung-Chin 

War of Shao-hsing 7
th

 year, to accord the 

Sung-Chin Peace Agreement of 

Shao-hsing 8
th

 year, the situation 

between Sung and Chin of Shao-hsing 

9
th

 year, the Sung-Chin War of 

Shao-hsing 10
th

 year, the Sung-Chin War 

and the conclusion of Sung-Chin Peace 

Agreement of Shao-hsing 11
th

 year, the 

Sung-Chin Peace Agreement, and the 

first time of Sung-Chin War. 

Keywords: Chin Dynasty, southern 

Sung Dynasty, military history, 

History of the wars, Kao-tsung 

 

二二二二、、、、緣起與目的緣起與目的緣起與目的緣起與目的    

筆者自進入史學界後，便以整

理、撰述中國歷代戰史作為終身職

志，供歷史研究者和軍人作參考，曾

經費時十餘年，寫成《宋元戰史》一

書。在寫作過程中，因接觸宋金史料，

發現仍有大量的宋金戰爭史料未被利

用，所以計劃再寫一部宋金戰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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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85 年起先後發表或於研討會宣讀有

關宋金戰爭的論文多篇。92 年起，承

蒙國科會補助，計劃花三年時間（92

年 8 月至 95 年 7 月）首先撰述第一次

宋金戰爭戰史。其中包括金滅北宋戰

史和高宗前期宋金戰史。第一年已完

成金滅北宋戰史，第二年已完成高宗

前期宋金戰史（上），本次（94 年 8 月

至 95 年 7 月）完成高宗前期宋金戰史

（下），探討高宗紹興三年秋季至紹興

十一年宋金戰爭的經過。 

 

三三三三、、、、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一一一一））））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本著作共分十一節，節名及主要

內容如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紹興三年秋冬的宋金戰事紹興三年秋冬的宋金戰事紹興三年秋冬的宋金戰事紹興三年秋冬的宋金戰事 

十月，齊將李成攻佔鄧州、襄陽、

隨州、郢州等地，切斷了東南和川陜

的通路。是年秋冬，從淮南至陜西，

宋軍和金齊也發生一些小規模的戰

事。是年冬季，右都監兀朮攻佔和尚

原。是年，宋廷繼續採取重兵駐防江

南，輕兵駐防淮南的戰略。江東淮西

宣撫使劉光世（約五萬人）屯駐池州，

建康鎮江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約五萬

人）屯駐鎮江，江西舒蔪制置使岳飛

（約三萬人）屯駐江州，神武右軍都

統張俊（約四萬人）屯駐臨安。是年，

澧州、廣東仍然有盜賊出沒，宋朝平

定了一些舊有的和新起的小型盜賊。

大型盜賊只剩洞庭湖楊么一股。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紹興四年至五年正月紹興四年至五年正月紹興四年至五年正月紹興四年至五年正月的戰的戰的戰的戰 

紹興四年二月，兀朮率領金齊聯軍

步騎兵十餘萬人入侵四川，進攻仙人

關。利路制置使、都統吳玠率領宋軍

在殺金平之戰（二月下旬至三月初）

擊敗金軍。宋軍殺死金軍一萬餘人。

五月，金軍小部隊進攻金州，被鎮撫

使王彥擊敗。夏季，江西等處制置使

岳飛率領宋軍反攻襄陽地區。五月，

岳飛收復郢州、襄陽、隨州。六月，

岳飛在清水河擊敗李成。七月十五

日，王貴等部宋軍在鄧州城西擊敗金

齊聯軍。十七日，宋軍攻克鄧州。二

十三日，王貴等又在唐州北方擊敗金

齊聯軍。同日，宋軍收復唐州、信陽。

九月，金齊聯軍南侵，攻陷漣水、楚

州、盱眙；十月，攻打南壽春，攻佔

泗州。前期，宋朝派遣淮東宣撫使韓

世忠前往淮東捍衛，而命江東淮西宣

撫使劉光世、浙西江東宣撫使張俊派

遣小部隊進入淮南，襲擊北軍。十月

十三日，韓世忠在大儀擊敗金軍。十

四日，解元在承州擊敗北軍。十一月，

金軍攻陷滁州。後期，宋朝主力防守

江南，而繼續動用小部隊攻擊北軍。

宋廷又命岳飛領兵東下。宋軍小部隊

多次擊敗北軍小部隊。最後北軍補給

中斷，死亡的很多，番軍、漢軍全部

怨恨。金將又聽說金太宗病危，兀朮

便在十二月下旬率領金軍北退。金軍

撤退以後，齊軍也拋棄輜重撤退。本

期間，除了湖賊楊么之外，峽州、鼎

州等地也有盜賊出沒。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紹興五年的宋金戰事紹興五年的宋金戰事紹興五年的宋金戰事紹興五年的宋金戰事 

是年，宋軍和金軍、齊軍發生一些

小規模戰事。二月，齊軍一度攻佔信

陽，宋將吳璘攻陷秦州。三月，淮東

宣撫使韓世忠領兵移駐楚州。七月，

韓世忠派兵一度攻佔宿遷。同月，齊

軍入侵湖陽，擊敗宋軍。八月，齊軍

攻陷光州。九月，齊軍進攻固始，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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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擊敗齊軍，並收復光州。十月下旬，

齊軍進攻漣水，統制呼延通等率領宋

軍迎戰，擊敗齊軍。六月，岳飛平定

洞庭湖賊楊么，宋朝境內的大型盜賊

全部平定。是年，廣州、泉州、汀州、

澧州等地仍有盜賊出沒。而最後一股

大型盜賊平定後，宋軍主力可以專門

對付敵國。右僕射張浚開始進行大舉

北伐的規劃。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紹興六年的宋金戰事紹興六年的宋金戰事紹興六年的宋金戰事紹興六年的宋金戰事 

右僕射、都督張浚改採攻勢戰略部

署，將主力向前移駐，圖謀北伐中原。

張浚決定命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楚州

作為基地，圖謀淮陽；淮西宣撫使劉

光世、江東宣撫使張浚移駐淮南；湖

北京西招討使岳飛移駐襄陽，圖謀中

原。二月，韓世忠圍攻淮陽，北軍援

軍抵達，宋軍南退。三月，宋廷任命

韓世忠為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坐鎮

楚州；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屯

駐襄陽。四月，劉光世派兵攻破劉龍

城。六月，張俊領兵移駐盱眙，並構

築城池。韓世忠又擴建楚州城。同月，

劉光世領兵移駐廬州。七月，宋軍修

建濠州城，劉光世派兵收復壽春。八

月，權主管殿前司楊沂中領兵進駐泗

州。秋季，岳飛派遣統制牛皋、王貴

等向商虢進攻。八月，牛皋攻克穎昌，

收降蔡州，王貴攻陷虢州。接著，宋

軍分路攻佔虢略、商州、長水、伊陽

等地。最後，宋軍因補給中斷而班師，

齊軍收復伊陽、鎮汝等地。九月，宋

高宗進抵平江。同月，齊軍南侵，十

月十日，宋將楊沂中在藕塘大破齊

軍，齊軍北退。十月下旬，齊軍在金

軍的支援下，向京西路以及商州、虢

州發動攻勢。十一月上旬，北軍侵入

襄陽、鄧州、境內。十一月十日，襄

陽守將王貴在大標木擊敗一支金齊聯

軍。同月，岳飛領兵北上。牛皋等在

昭福擊敗北軍數萬人，張憲在內鄉擊

敗北軍步騎兵數萬人。接著，進攻商

虢的北軍也跟著撤退。冬季，岳飛攻

打蔡州城，不久退兵。齊軍跟蹤宋軍，

宋將董先擊敗齊軍。董先又跟蹤齊軍

到牛蹄，再度擊敗齊軍。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紹興七年的宋金戰事紹興七年的宋金戰事紹興七年的宋金戰事紹興七年的宋金戰事 

張浚計劃大舉北伐，而淮西宣撫使

劉光世軍政廢弛，張浚策劃予以免

職。三月，宋高宗抵達建康，並準備

將劉光世軍交給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

指揮，讓岳飛集中兵力大舉北伐。不

久由於張浚想將淮西軍變成都督府的

直屬部隊。因此，他和樞密使秦檜反

對由岳飛接管淮西軍。於是宋高宗變

掛。劉光世免職後，四月，宋廷將淮

西軍改隸都督府，由參謀軍事呂祉節

制。五月，宋廷又任命統制王德為都

統制，管轄淮西軍。酈瓊、王德不合，

宋廷命王德率領軍隊數千人返回建

康。六月，呂祉又前往廬州。八月五

日，宋廷命江東宣撫使張俊改任淮西

宣撫使；又命主管殿前司楊沂中擔任

淮西制置使，權主管馬軍司劉錡擔任

淮西制置副使，前往廬州。呂祉統馭

無方，楊沂中等尚未抵達廬州，初八

日，酈瓊發動淮西兵變，殺死呂祉，

率領淮西軍四萬人投降齊國。以後，

劉錡前往濠州屯駐，楊沂中屯駐廬

州。九月，宋廷將右僕射、都督張浚

免職，停止北伐計劃，任命趙鼎為左

僕射；又命楊沂中領兵返回建康，張

俊領兵從盱眙移駐廬州。張俊擅自領

兵返回建康。二十九日，宋廷任命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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錡為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

十月九日，齊軍侵犯泗州，被宋軍擊

退。同月，韓世忠向淮陽進攻，統制

呼延通等軍進到淮陽，擊敗一支金

軍。閏十月，韓世忠在劉冷莊擊敗一

支金軍，但未能攻佔淮陽。冬季，川

陝宣撫副使吳玠派兵進攻熙州、鞏

州，未能攻克。十一月，金國左副元

帥撻懶、右副元帥兀朮領兵進到汴

京，廢除齊國。接著，撻懶遣返宋使

王倫，表示願意和談。十二月下旬，

王倫返抵建康，說金人答應歸還徽宗

梓宮（靈柩）以及高宗生母韋太后。

三十日，宋廷又派遣王倫出使。 

 

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紹興八年宋金和議的議定紹興八年宋金和議的議定紹興八年宋金和議的議定紹興八年宋金和議的議定  

二月下旬，宋高宗返抵臨安。三月，

宋廷任命秦檜為右僕射。六月，宋廷

命知廬州劉錡領兵返回鎮江，護衛江

南；統制張宗顏率領軍隊七千人駐守

廬州，擔任淮西帥臣。夏季，宋使王

倫抵達金國都城，金熙宗答應議和，

並派遣使臣烏陵思謀前往宋朝。六

月，金使抵達臨安，展開會談。七月，

王倫再度出使。八月，金熙宗表示決

定將河南、陜西給與宋朝，又派遣詔

諭江南使張通古同王倫前往宋國。是

年，宋廷內外官員紛紛上書反對和

議，反對向金國臣服，反對宋高宗向

金使屈膝下跪。右僕射秦檜任用贊成

和議者擔任臺官，驅逐反對者。十月，

宋廷將左僕射趙鼎免職。十二月，金

使張通古抵達臨安，表示首先歸還宋

朝河南地區，然後再商量其他事項，

並要求高宗下跪接受金國議和國書。

宋廷採取變通辦法，由宰相秦檜前往

客館會見金使，下跪接受金國議和國

書。宋金和議大體議定：金國將河南、

陝西歸還給宋朝，將徽宗梓宮以及欽

宗、高宗母后韋氏歸還給宋朝，宋廷

每年繳納金國歲貢，高宗對金國稱臣。 

 

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    紹興九年的宋金情勢紹興九年的宋金情勢紹興九年的宋金情勢紹興九年的宋金情勢  

三月，金國將河南、陜西土地交給宋

國。六月，四川宣撫使吳玠去世。七

月，宋朝將蜀口宋軍五萬人調往陜西

駐守，三萬人留駐蜀口。九月，宋廷

任命胡世將為川陝宣撫副使。宋廷並

未作防守河南、陜西的規劃。秋季，

金熙宗和兀朮合謀，殺死主和的撻懶。 

 

第八節第八節第八節第八節    紹興十年的宋金戰事紹興十年的宋金戰事紹興十年的宋金戰事紹興十年的宋金戰事 

    五月，金軍撕毀和約，進攻河南、

陜西，五月，都元帥兀朮指揮金軍佔

領東京、南京、西京、亳州、蔡州。

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四日，順昌之

戰，宋將劉錡擊敗金軍，兀朮退回東

京。五月，金國右監軍撒离喝入侵陜

西，佔領永興、鳳翔。下旬，秦鳳經

略使吳璘派兵在石壁寨擊敗金軍，六

月至閏六月，宋金雙方在涇州、鳳翔

一帶交戰，互有勝負。宋軍守住了蜀

口，使金軍不能渡越隴山。六月，宋

軍開始反攻中原。京東淮東宣撫使韓

世忠派兵進攻淮陽。閏六月，又派兵

攻克海州。閏六月，張俊的統制王德

收復宿州，張俊收復亳州。不久，張

俊班師。六月，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

展開反攻。岳飛的統制張憲收復蔡

州。閏六月，張憲進到潁昌，擊敗韓

常部金軍，收復潁昌、淮寧。宋軍收

復鄭州，岳飛所屬的忠義軍收復趙

州。七月，岳飛的統領梁興渡過黃河，

攻略垣曲、曲陽，收復沁水、翼城等

地。同月，岳家軍收復西京、永安、

南城。初八日，兀朮率領騎兵一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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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餘人向郾城突擊，企圖摧毀岳家軍

的指揮部。岳飛派遣岳雲等迎戰，擊

敗金軍。十四日，兀朮率領步騎兵十

餘萬人進攻潁昌，統制王貴、岳雲在

城西擊敗金軍。十八日，張憲在臨潁

東北擊敗金軍。是月，岳飛進到朱仙

鎮，擊敗兀朮部金軍。兀朮退回汴京。

高宗聽從秦檜意見，在七月十日前後

下詔叫岳飛班師。宋廷並連續用金字

牌發送班師詔令。岳飛接到第一道班

師詔令，在十八日上奏請求繼續揮軍

反攻。二十七日前後，高宗接獲岳飛

奏報，覆函同意岳飛不必班師，並叫

岳飛暫時收兵屯駐在附近；如果有機

可乘，便和楊沂中、劉錡協同北上進

攻。但是，原先叫岳飛班師的詔令早

已發出，十八日以後的某日，岳飛接

到金字牌傳來的十二道叫他班師的詔

令。岳飛只好奉令班師。他說：十年

的努力，一日之間廢除。七月下旬，

高宗為了配合岳飛的攻勢，命韓世

忠、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向北進攻。

韓世忠、楊沂中並不知道岳飛已經班

師，分別領兵發動攻勢。八月，韓世

忠圍攻淮陽。金軍救援淮陽，韓世忠

陸續擊敗金軍。是月，楊沂中進到宿

州。同月，楊沂中從柳子潰退。接著，

金軍攻佔宿州。這時，秦檜極力主張

談和，命令各大帥返回防區。同月，

韓世忠班師，宋朝反攻作戰結束。岳

飛是年所收復的地區又全部淪陷。七

月，永興經略副使王俊率領宋軍向永

興進攻，接著和金軍在駱谷口一帶對

峙，最後因糧食用盡而撤退。十一月，

撒离喝意圖南下和尚原，派兵進攻寶

雞，被宋軍擊退。 

 

 

第九節第九節第九節第九節    紹興十一年的宋金戰事和紹興十一年的宋金戰事和紹興十一年的宋金戰事和紹興十一年的宋金戰事和 

和議的訂定和議的訂定和議的訂定和議的訂定 

正月，兀朮率領金軍入侵淮西。是

月，金軍攻陷壽春，渡過淮河，攻佔

安豐、霍邱。淮北宣撫判官劉錡率領

宋軍渡江救援淮西。下旬，金軍佔領

廬州、巢縣，劉錡退往東關。二月上

旬，統制王德率領宋軍渡江收復和

州，又在含山擊敗金軍。統制關師古

收復巢縣。中旬，王德等在昭關擊敗

金軍。十八日，柘皋之戰，淮北宣撫

副使楊沂中、劉錡擊敗金軍。宋軍收

復廬州。下旬，金軍主力渡過淮河退

往亳州。接著，金軍又向濠州進攻。

三月三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

忠出發救援淮西。初五日，淮西宣撫

使張俊、楊沂中領兵從廬州北上。初

八日，金軍攻陷濠州。初十日，金軍

在濠州西嶺擊敗楊沂中等軍。十三

日，金軍全部渡過淮河北歸。同月，

韓世忠領兵返回楚州，張俊、楊沂中、

劉錡領兵返回江南。四月，右僕射秦

檜決定同金國和談，憂慮韓世忠等三

位大將反對，在獲得高宗的同意後，

便在四月二十四日，任命韓世忠、張

俊為樞密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為

樞密副使，解除了三位大將的兵權。

六月以後，高宗和秦檜又將駐守楚州

的韓世忠軍調回鎮江。七月，都統楊

政率領宋軍向鳳翔一帶進攻，屢次獲

得勝利。到了是年秋季，金軍已經沿

著渭河向西擴張了一大步，佔領了寶

雞、秦州。秋季，都元帥兀朮進攻淮

南，而命右副元帥撒离喝展開助攻。

撒离喝屯駐鳳翔，命統軍胡盞、習不

祝前往秦州，準備南下進攻。川陝宣

撫副使胡世將搶先發動攻勢，命都統

吳璘率領軍隊二萬八千人擔任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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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復秦州、隴西；都統楊政向鳳翔、

隴州進攻，都統郭浩向陝州、虢州進

攻，擔任助攻。九月中旬，吳璘攻佔

秦州。二十一日，剡家灣之戰，吳璘

擊敗胡盞等部金軍。下旬，宋軍收復

虢州。十月，楊政進到寶雞擊敗金軍，

宋軍又收復陜州。秋季，兀朮率領金

軍入侵淮南，目的是以戰迫和。同時，

兀朮叫宋使莫將返回宋國，表示願意

和談。十月，金軍攻佔泗州、楚州、

濠州。經過使者多次往返會商，十二

月，宋使何鑄抵達兀朮處，呈繳誓書，

兩國和約正式議定。 

 

第十節第十節第十節第十節    宋金和約正式完成宋金和約正式完成宋金和約正式完成宋金和約正式完成 

紹興十二年二月，宋使何鑄抵達金

國上京，晉見金熙宗，呈繳盟約誓表。

雙方和約訂定手續正式完成。和約規

定：宋朝皇帝向金國皇帝稱臣，並由

金國皇帝冊封，宋朝是金國的屬國；

雙方以淮水中流為界，宋朝每年交納

給金國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

疋。同月，金熙宗答應歸還宋徽宗等

人靈柩和韋太后。八月，韋太后以及

徽宗、徽宗皇后、高宗皇后靈柩抵達

臨安。九月中旬，金使劉筈抵達臨安，

冊封宋高宗為宋國皇帝。是年，宋金

邊界分劃完成。陜西方面，宋朝將商

州、秦州的一半劃給金國，以大散關

作為兩國邊界；淮漢方面，海州、泗

州、唐州、鄧州割讓給金國。 

 

第第第第十一十一十一十一節節節節  宋金第一次戰爭總論宋金第一次戰爭總論宋金第一次戰爭總論宋金第一次戰爭總論 

北宋末年，政治、軍政腐敗，大臣

缺乏才幹，將帥素質較差，政策、戰

略錯誤，軍隊訓練不良、戰力低弱，

皇帝用人不當。終於被金軍滅亡。金

軍則戰略運用正確，將領優秀，戰法

靈活，戰力強勁，擁有優勢騎兵。 

南宋建立初期，大臣依然缺乏才

幹，將帥素質依然較差，軍隊訓練依

然缺乏，戰力依然低弱，高宗依然用

人不當，戰略依然錯誤。經過金軍數

次大規模攻勢之後，宋朝的河北、河

東、京東東、京畿等路全部淪陷，京

東西路和陜西則大部淪陷。不過，宋

軍擅長舟師水戰。金軍經過黃天蕩、

縮頭湖等水戰的受挫後，從此放棄了

渡越長江的企圖。而若干優秀宋將逐

漸獲得任用，宋軍訓練逐漸增強，戰

力逐漸提升。紹興元年，金軍兩度進

攻四川和尚原，被吳玠擊敗。紹興二、

三年，金軍大舉進攻漢中，無功而回，

損失慘重。宋軍在蜀口站穩了腳根。

東部，宋朝則以淮河、漢水一帶和齊

國對峙。 

紹興四年，金軍進攻仙人關遭到

重創，從此放棄了向四川發動大規模

攻勢的意圖。同年，金齊聯軍南侵，

金軍遭到在淮南陸上戰場上的第一次

挫敗，以後數年內，金軍不再對淮南

進行大規模的攻勢。紹興五年，岳飛

平定最後一股大型盜賊楊么，宋軍主

力可以專門對付敵國。經過多年的訓

練之後，宋軍的戰力已經提升。韓世

忠具備了發動小規模攻勢的能力，而

岳家軍更具備了發動大規模攻勢的能

力。宰相張浚開始規劃大舉北伐。但

爆發淮西兵變，宋廷取消北伐行動，

改採退守長江的戰略。接著劉豫被

廢，宋金和議一度議定。 

紹興十年，金軍毀約南侵。六月，

宋軍開始反攻中原。韓世忠、張俊軍

數度在小型野戰中擊敗金軍。岳飛的

攻勢更加凌厲，不斷在大小型野戰中

獲勝。可是，秦檜和高宗卻下詔叫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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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班師，使岳飛和宋朝錯失了收復河

南、河北、陜西的良機。紹興十一年

春季，金軍入侵淮西。宋軍贏得柘皋

之戰的勝利，卻在濠州西嶺之戰大

敗。顯示張俊、楊沂中措施失當，在

作戰中瑜瑕互見，將道上遠不如岳飛

和韓世忠。同年，秦檜和高宗和金國

訂定和議，並殺害岳飛，不單單是自

毀長城，而且是自毀寶劍。 

此外，本節也討論雙方的重要戰

略、戰術以及優點、缺點。 

 

（（（（二二二二））））討討討討論論論論 

1.宋金的重要戰事和事件宋金的重要戰事和事件宋金的重要戰事和事件宋金的重要戰事和事件 

（（（（1））））紹興四年的重要戰役和宋軍戰力紹興四年的重要戰役和宋軍戰力紹興四年的重要戰役和宋軍戰力紹興四年的重要戰役和宋軍戰力

已經提升已經提升已經提升已經提升 

殺金平之戰（仙人關之戰），吳玠

大破兀朮的金齊聯軍步騎兵十餘萬

人。是役是第一次宋金戰爭的決定性

會戰之一。是役使金將瞭解到難以在

蜀口的險隘地區擊潰宋軍。此後直到

第一次宋金戰爭結束，金將放棄了向

四川發動大規模攻勢的意圖。而宋軍

則鞏固了蜀口，保住了四川，使金軍

無法經由四川順流而下進攻東南。岳

飛收復襄陽，使川陜和東南的交通得

以恢復。是役是南宋第一次派遣大型

部隊（二萬人以上）向敵人佔領區發

動攻勢，並擊敗敵軍，收復失地的戰

役，也是第一次宋金戰爭中的關鍵性

戰役之一。以往，宋軍只是在戰略守

勢作戰中獲得過大捷－像黃天蕩之戰

前期、縮頭湖之戰、和尚原之戰、殺

金平之戰。是役，宋軍在戰略攻勢作

戰中獲得大捷，提振了宋廷內外的民

心士氣。金齊聯軍南侵淮南之役，韓

世忠在大儀擊敗金軍騎兵數百人，戰

鬥規模雖小，但卻是是役宋軍在野戰

中擊破金軍騎兵的首次戰鬥，提振了

宋軍的士氣。最後，北軍因補給中斷

等因素而撤退。此後，金軍不再支援

齊軍進攻淮南。是役又是宋軍在金軍

大規模入侵淮南所獲得的第一次勝

利，並且獲得許多次小型野戰的勝

利，增加了高宗恢復中原的信心。 

到了這時，經過多年的訓練之

後，宋軍的戰力已經提升。岳飛、韓

世忠、吳玠的軍隊勇敢善戰，張俊、

劉光世等的將士有時也能夠英勇作

戰，不再像以前那樣懼怕敵人，遇見

敵軍便望風而潰。而吳玠、岳飛、韓

世忠軍中都有許多勇將，劉光世、張

俊軍中也有若干勇將。宋軍已經可以

在守關隘戰和戰略守勢的野戰中擊敗

金軍，保住了四川和淮南，而岳飛更

可以在戰略攻勢的野戰中擊敗金軍。 

 

（（（（2））））張浚張浚張浚張浚、、、、高宗規劃大舉北伐高宗規劃大舉北伐高宗規劃大舉北伐高宗規劃大舉北伐 

紹興五年，岳飛平定最後一股大

型盜賊楊么，宋軍主力可以專門對付

敵國。宰相張浚開始規劃大舉北伐。

紹興六年，張浚改採攻勢戰略部署，

圖謀北伐。韓世忠已經在紹興五年移

駐楚州。張浚又命岳飛移駐襄陽圖謀

中原，張俊移駐盱眙，劉光世移駐廬

州，楊沂中進駐泗州。二月，韓世忠

發動進攻淮陽之役。秋季，岳飛發動

進攻商虢之役，攻佔虢州、商州，最

後因補給中斷而班師。九月，齊軍南

侵。十月，楊沂中在藕塘大破齊軍。

此後，金國開始有了廢除劉豫的意

思。冬季，金齊聯軍向京西、商虢發

動攻勢，岳家軍多次在野戰中擊敗北

軍。是年，再次顯示宋軍戰力已經提

升，韓世忠具備了發動小規模攻勢的

能力，而岳家軍更具備了發動大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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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勢的能力。 

 

（（（（3））））淮西兵變和北伐計劃的中止淮西兵變和北伐計劃的中止淮西兵變和北伐計劃的中止淮西兵變和北伐計劃的中止 

紹興七年，右僕射張浚計劃大舉

北伐，但爆發淮西兵變，使宋廷取消

北伐的行動，改採退守長江的守勢戰

略。高宗和張浚沒有讓岳飛接管淮西

軍，集中兵力大舉北伐，是宋朝的一

大失策，使宋朝喪失了北伐收復故土

的機會。如果，岳飛集中京湖、淮西

兩支大軍北伐，會有很大成功的希

望，而且也不會發生淮西兵變。至於

張浚為何不願讓岳飛接管淮西軍。李

綱說，張浚一個人兼任將相的權位，

卻沒有和別人分享功名的心意。是一

針見血的評論。 

 

（（（（4））））宋金和議一度議定和高宗主張議宋金和議一度議定和高宗主張議宋金和議一度議定和高宗主張議宋金和議一度議定和高宗主張議

和的原因和的原因和的原因和的原因 

劉豫被廢，金將露出和談的意

願；此後，高宗又開始寄望和談。紹

興八年，經過使者多次往返會商，十

二月，宋金和議大體議定。高宗主張

議和，不惜向金國稱臣，主要原因是：

第一，高宗認為，談和之後，徽宗靈

柩、太后、欽宗才可以回來。第二，

大將的權力太重，有尾大不掉的憂

慮，談和之後，可以削減大將兵權。

紹興九年，金國處死主張和議的撻

懶，準備毀約南侵。 

 

（（（（5））））紹興十年的重要戰役紹興十年的重要戰役紹興十年的重要戰役紹興十年的重要戰役 

紹興十年夏季，兀朮進攻河南，

劉錡在順昌之戰擊敗金軍。宋軍再次

在戰略守勢的野戰中擊敗金軍重裝騎

兵。金軍前後死亡的有上萬人。是役，

宋軍獲勝的原因有幾點： 

第一，劉錡激發了宋軍士氣。例

如，劉錡將城旁的船隻全部鑿沉，表

示決定死戰。作戰時，劉錡親自執掌

鼓旗，振作士氣。 

第二，劉錡準備妥當。劉錡設立

斥候，招募鄉導、間探。初期，劉錡

每日都到城上，督導將士，修補城牆，

興建羊馬牆；又準備戰具，整治器甲。

又設置令牌，出戰時，除了守城人外，

除非攜帶令牌、披掛鎧甲的，不許上

城。城中居民各自守衛住家，内外肅

静，沒有人敢違犯。又實施宵禁，遇

到令牌一通過，百姓便沒有人敢出門。 

第三，劉錡戰法靈活。劉錡運用

的戰法有：1）清野戰法。2）下毒戰

法。派人攜帶毒藥投入一二百里內的

水井、溝澗、河川中。3）襲擊戰法，

劉錡不斷派遣小部隊在夜晚襲擊金軍

營寨，有時也在白日襲擊。4）弓箭手、

弩箭手混合射擊戰法，城頭、羊馬牆

弓弩手協同射擊戰法。5）欺敵戰法，

劉錡命兩名士兵故意被俘，向金軍表

示劉錡喜好聲色而沒有才幹，使兀朮

不使用攻具而直接攻城。6）先擊強戰

法，劉錡認為兀朮戰敗後其他金軍也

就無能為力，因此決戰時先攻擊兀朮

軍。7）利用炎熱時間輪番出戰休息戰

法，宋軍輪流出戰，輪流回來休息進

食。8）用刀斧砍劈金兵和馬腳戰法。

面對鐵浮屠和拐子馬的女真重裝騎

兵，宋軍有的先用鎗挑去金兵的頭

盔，再用刀、斧砍劈肩膀、頭顱。金

軍重裝騎兵只能手持長槍，轉動不

便。宋軍則是輕裝步兵，手持大刀、

長斧，首先掀起重裝騎兵的馬甲，砍

斷馬腳。馬腳一斷，重裝騎兵便連人

帶馬一起摔倒。由於排列得非常密

集，一名重裝騎兵摔倒，便會壓倒旁

邊的數名重裝騎兵。而一名重裝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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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倒，旁邊的重裝騎兵踩到又會絆

倒。因此，一名重裝騎兵摔倒，有時

會使旁邊的十餘名重裝騎兵也接二連

三的跟著摔倒。金軍重裝騎兵被宋軍

殺死的很多。是役，金軍前後死亡的

有上萬人。 

第四，劉錡將士作戰英勇，而且

金軍有十餘萬人，劉錡的軍隊不過二

萬人，能夠出戰的只有五千人。宋軍

有用手和金兵拉拽相扯的，有被刀貫

穿胸部還一直猛刺金兵的，有和金兵

相抱一起墮落城壕而死的。 

第五，這是一種守城戰中的城外

野戰。劉錡命宋軍輪流出戰，輪流回

來。宋軍可以藉著城牆、羊馬牆的掩

護而回來休息進食。 

六月，宋軍開始反攻中原。韓世

忠的統制王勝在淮陽南方擊敗金軍

（至少有騎兵二千餘人），統制王權等

在蔣家莊擊敗一支救援海州的金軍。

張俊的統制王德殲滅了一支向蘄縣反

攻的金軍，俘獲金軍五百餘人，擄獲

戰馬四百匹。王德又在宿州城下擊敗

一支金軍。張俊在城父擊敗金軍，又

在渦河北岸擊敗金將三路都統部金

軍。顯示了韓世忠、張俊軍有時也能

夠在戰略攻勢的小型野戰中擊敗金軍

騎兵。岳飛的攻勢更加凌厲，一直打

到汴京外圍（見後文）。 

五月至閏六月，撒离喝入侵陜

西。宋金雙方在涇州、鳳翔一帶交戰，

互有勝負。但宋軍守住了蜀口，也使

金軍不能渡越隴山。吳璘部宋軍獲得

了石壁寨之戰、百通坊之戰的勝利，

顯示吳璘的將士能夠在戰略守勢的野

戰中擊敗金軍騎兵。是年秋冬，雙方

的攻勢都沒有什麼進展，到了年底依

然在鳳翔一帶對峙。不過，宋軍數度

在戰略攻勢或守勢的小型野戰中獲

勝。例如，王俊反攻永興，在東駱谷

擊敗金將鶻眼郎君的步騎兵五千餘

人。楊從義在蒲陂河和金軍列陣血戰

十餘次，擊敗金軍。吳璘進到三陽城

擊敗一支金軍。 

 

（（（（6））））岳飛的戰績以及能夠獲勝的原因岳飛的戰績以及能夠獲勝的原因岳飛的戰績以及能夠獲勝的原因岳飛的戰績以及能夠獲勝的原因 

紹興十年紹興十年紹興十年紹興十年 

六月至七月，岳家軍打到潁昌、淮

寧、鄭州、西京、南城一帶。岳家軍

多次在小型野戰擊敗金軍。郾城之

戰，岳雲等率領岳家軍擊敗金軍騎兵

一萬五千餘人。潁昌之戰，統制王貴、

岳雲等率領岳家軍擊敗兀朮所率領的

步騎兵十餘萬人。再度顯示岳家軍能

夠在戰略攻勢的大型野戰中擊敗金軍

騎兵。郾城之戰，宋軍獲勝的原因是：

第一，岳飛運用步兵手持刀、斧不許

抬頭仰視、專門砍劈馬腿的靈活戰

法；第二，岳家軍作戰英勇、戰力強

勁，像岳雲率領騎兵衝鋒，貫穿了金

軍的戰陣。潁昌之戰，宋軍獲勝的原

因是：第一，岳家軍作戰英勇，戰力

強勁，雙方血戰數十回合，岳家軍人

變成血人，馬變成血馬，沒有一個人

回頭；第二，戰鬥正激烈時，董先率

領守城部隊出城適時加入戰鬥。 

岳家軍不斷獲得勝利以後，金國

若干將領的心腹秘密率領所屬的軍隊

前來投降。金將韓常也秘密派人向岳

飛說願意率領他的軍隊五萬人投降。

早在紹興七年以前，岳飛已經將運用

敵後力量作為恢復中原的戰略之一，

並聯絡河北的反金人士。這時，金軍

的動靜和北方的山川險隘，岳飛都獲

得真實的消息。磁州、相州、開德、

澤州、潞州、隆德、平陽、絳州、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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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隰州一帶的反金豪傑都約定日期

起兵響應。兩河的一百萬名忠義人，

聽說岳飛即將渡河，都等著響應。百

姓載運糧食，供應義軍，等候迎拜，

金國守臣見到也不敢處理。從燕京以

南，金國號令無法通行。兀朮下令再

度徵發簽軍去對抗岳飛，河北州郡卻

難以執行。兀朮歎息說：他自從南下

作戰以來，從沒有遭到像今天這樣的

挫敗。東京金軍士氣低落，兀朮意圖

渡河北退。 

岳家軍反攻中原，不斷獲得勝

利，包括在戰略攻勢的大小野戰中獲

勝，顯示岳家軍將士作戰英勇，戰力

強勁，並時常採用硬碰硬的方式取

勝，顯示岳家軍將士作戰英勇，戰力

已經超越過金軍。原因是：岳家軍注

重挑選，訓練嚴格，賞罰公正，紀律、

號令嚴明，將士作戰英勇，岳飛用忠

孝節義教導將士，岳飛和士兵同甘共

苦，岳飛武藝高強、時常身先士卒，

又運用靈活戰法。高宗在接獲郾城等

地的捷報後表示：十五年來，宋軍和

金軍列陣交戰過很多次，從未聽說過

孤軍深入，在平原曠野之中，對抗大

敵，像今天這樣拼命的。 

因此，朱仙鎮之捷以後，岳飛如

果繼續反攻，不但可以收復東京、河

南，即使要收復河北、陜西也並不困

難。這時，韓世忠、張俊、劉錡等將

領雖然不能像岳飛那樣發動大規模的

攻勢，但還是有能力進行小規模或牽

制性的攻勢。而且，一年後吳璘也具

備了發動大規模的攻勢的能力。可

是，秦檜和高宗卻下詔叫岳飛班師，

使岳飛和宋朝錯失了千載難逢的收復

河南、河北、陜西的機會。 

 

（（（（7））））紹興十一年的重要戰役和紹興十一年的重要戰役和紹興十一年的重要戰役和紹興十一年的重要戰役和 

和議的訂定和議的訂定和議的訂定和議的訂定 

淮西之役，宋軍多次在戰略守勢的

大小型野戰中擊敗金軍騎兵。例如，

張俊的統制王德在含山擊敗龍虎大王

等部金軍，又在昭關擊敗金軍大部

隊。李顯忠在孔城擊敗金軍小部隊。

柘皋之戰，金軍擁有步騎兵約八萬

人。王德和金軍激戰，而楊沂中則命

一萬名步兵手持長斧砍劈金軍騎兵馬

腳。雙方打了三個時辰，最後金軍大

敗。是役顯示楊沂中、王德、劉錡也

可以在戰略守勢的大型野戰中獲勝。

不過，接著，楊沂中、王德等卻在濠

州西嶺之戰的大型野戰遭到伏擊而大

敗，則顯示了張俊、楊沂中探報不明、

措施失當，在作戰中瑜瑕互見。 

四月，秦檜和高宗決定同金國和

談，任命韓世忠、張俊、岳飛為樞密

院官。這時，宋金雙方仍然處於戰爭

狀態，宋廷解除三大將兵權，接著又

將韓世忠軍調回鎮江。如果這時金軍

大舉南侵，宋廷要如何應付？這種跡

象顯示高宗和秦檜似乎已經獲得兀朮

的保證，南侵也只是局部攻勢，做做

樣子，迫使宋廷內部的反和派屈服而

已（這只是推論，並無史料佐證）。 

秋季，都元帥兀朮進攻淮南，而

命撒离喝在川陝展開助攻。胡世將搶

先發動攻勢。吳璘率領宋軍二萬八千

人進攻秦州。剡家灣之戰，吳璘運用

疊陣大破金軍約五萬人，贏得了川陝

地區作戰以來宋軍所獲得的最偉大的

勝利。疊陣是吳璘根據以往守勢作戰

「駐箭隊」（「駐隊矢」）的戰術推廣

到野戰上的一種陣法。疊陣的每一個

戰陣，長槍手位居陣前，坐在地上；

接著是手持最強勁的弓的弓箭手，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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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手持強弩的弩箭手，都用膝蓋

跪在地上；最後是手持神臂弓的弩箭

手。交戰時，敵人抵達一百步之內，

神臂弓首先發射；接著，神臂弓手開

弩搭箭，強弩手起立，七十步時，強

弓和強弩同時發射。每一個戰陣前方

用拒馬作為掩護，拒馬用鐵鉤相互連

接。騎兵部署在兩翼。後面的戰陣也

是如此。前面戰陣士兵傷亡多了，就

由後面的戰陣替換。替換時兩翼的騎

兵前進到陣前掩護，戰陣部署完成後

騎兵便退回。疊陣的使用，使得弩在

戰陣和野戰上的運用達到了最高的境

界，也使得缺乏騎兵的宋軍具備了發

動攻勢，並同敵人優勢騎兵進行野戰

一決雌雄的能力。 

剡家灣之戰，吳璘大破金軍，聲

威震動關中，陜西父老日夜盼望宋軍

前來。吳璘也準備大舉北上。吳璘首

先圍攻秦州附近的臘家城。陜西州郡

接二連三的送來降書。同時，擔任助

攻的楊政直趨隴州吳山，焚毀金軍營

寨。楊政又在寶雞擊敗金軍一萬人。

商州方面，知商州邵隆率領宋軍數度

擊敗金軍，收復虢州、陝州。到了是

年，吳璘和川陜宋軍也已具備了發動

大規模攻勢和進行攻勢野戰的能力。

但高宗決定和談，下令吳璘退兵。臘

家城即將攻破時，退兵命令抵達，吳

璘只好班師。吳璘和宋朝喪失了收復

陜西的機會。 

秋冬，都元帥兀朮發動以戰迫和

的淮南戰役。這時，宋朝在淮南毫無

重兵，壽春、濠州、泗州、盱眙等地

都沒有設防。高宗意圖談和，所以也

沒有派遣重兵前往淮南抵禦。當時，

金軍補給接繼不上，發生飢荒。金軍

無處掠奪，只有鑿開冰凍池塘、港灣

尋找食物，非常飢餓，甚至食用奴婢。

金將表示：如果南宋答應議和，金軍

還有一半可以回去；如果宋軍渡江北

上攻擊，金軍就會不戰自潰。十二月，

兩國和約正式議定。金軍班師，輜重、

騾馬只剩下十分之四，奴婢少了十分

之六七。宋朝又喪失擊潰金軍和獲得

更有利談判條件的機會。而兀朮的大

膽行動，顯示他依然是一位優秀的將

領。 

 

四四四四、、、、計畫成果自評計畫成果自評計畫成果自評計畫成果自評 

本著作依照原計劃，對戰爭經過

加以詳細的敘述。至此，第一次宋金

戰爭戰史全部完成。原先規劃 7 個章

節，完成後改為 11 個章節。為了論述

方便，將「紹興五年至六年的宋金戰

事」一節改為紹興五年、六年兩節，「紹

興七年至九年的宋金情勢及和議的議

定」一節改為紹興七年、八年、九年

三節。 

本計劃原先估計約 30 萬字，附圖

15 幅。目前完成後字數約 40 萬字，附

圖 23 幅。附圖先由本人手繪草圖，再

由繪圖助理以電腦繪製，經本人多次

校對、修改，再由助理以電腦修訂。

繪圖助理經過訓練後，電腦繪圖愈繪

愈好，除了作戰態勢圖之外，也可以

繪製其他歷史參考地圖。和當初所預

期的一樣，不但縮短了本人的時間，

該助理也將此項技術運用到他的碩士

論文中。該助理去當兵時，一到訓練

中心，即被連、排長調去用電腦繪製

作戰態勢圖和兵力部署圖了。 

本著作詳述了戰爭的過程，雙方

勝負的因素，雙方戰略、戰術運用的

得失。對中國通史、中國戰爭史、宋

史等學科都有所補正和助益。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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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仙人關之戰的標誌問題仙人關之戰的標誌問題仙人關之戰的標誌問題仙人關之戰的標誌問題 

王智勇，《南宋吳氏家族的興亡》

說：「仙人關大捷就是宋軍變被動為主

動的顯著性標誌和轉折。」（頁 79）本

人認為，是役雖然是第一次宋金戰爭

的決定性會戰之一，但這只是標誌著

宋軍鞏固了蜀口和四川。以後三、五

年內，川陜宋軍仍然沒有發動大規模

攻勢的能力。換言之，宋軍在川陜戰

場上還沒有掌控到戰爭的主動權，因

此是役還沒有成為宋軍變被動為主動

的顯著性標誌。 

 

（（（（2））））拐子馬的問題拐子馬的問題拐子馬的問題拐子馬的問題 

鄧廣銘的《岳飛傳》早已經考證

出「拐子馬」、「鐵浮圖」並非三匹馬

或三個人用皮索聯繫在一起的，而「拐

子馬」只是指兩翼騎兵，「鐵浮圖」則

是指重裝（重裝甲）步兵和重裝騎兵，

並且都是漢人所給的稱呼。這本來已

經沒有問題。可是，王曾瑜的《盡忠

報國－岳飛新傳》（頁 306-307），雖然

採用「拐子馬」是左右翼騎兵的說法，

但卻主張「鐵浮圖」重裝騎兵是「每

三匹馬用皮索相連」的。他又說：郾

城之戰，金軍首先使用「拐子馬」「進

行迂迴側擊」，「不能取勝」；兀朮再動

用「鐵浮圖」「進行正面衝擊」。他仍

然有一匹馬跌倒、另外兩匹馬就無法

奔馳的說法。他所持的理由是，五胡

時代燕軍擊敗魏主冉閔的廉臺之戰，

燕將慕容恪「以鐵鎖連馬，簡善射鮮

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也

與金軍此種戰術相似」。其實，燕軍是

分為三部，「鐵鎖連馬」的是誘敵攻擊

的中軍，主力是擔任機動作戰的左右

兩翼騎兵，等冉閔攻擊中軍時從兩旁

加以側擊。所以，本人依然採用鄧廣

銘的說法。 

 

（（（（3））））張韓劉岳張韓劉岳張韓劉岳張韓劉岳「「「「一遇女真一遇女真一遇女真一遇女真」」」」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的問題 

馬端臨《文獻通考》說：「張、韓、

劉、岳之徒，……究其勳庸，亦多是

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耳。一遇女真，

非敗即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

他的這種說法被現代的若干中國通史

以及教師所引用。其實，馬端臨的說

法如果僅僅是指建炎年間的情形，也

都不能算完全正確。因為建炎四年的

黃天蕩之戰，韓世忠雖敗猶榮，是役

使兀朮以後再也不敢作渡江的打算。

到了紹興四年，張、韓、劉、岳等軍

的戰力已經提升，特別是韓、岳。是

年的岳飛收復襄陽之役，岳家軍除了

攻克城池和在野戰中擊敗齊軍之外，

七月的鄧州城西之戰，統制王貴、張

憲率領岳家軍擊敗李成和金將劉合孛

菫等率領的金齊聯軍數萬人，收降、

俘獲金齊軍將士二百餘人，擄獲馬二

百餘匹。同月的唐州北方之戰，王貴、

張憲又擊敗一支金齊聯軍。同年的金

齊聯軍南侵淮南之役，前期，韓世忠

在大儀擊敗金軍，他的統制解元在承

州擊敗金齊聯軍。雖然都是小型的野

戰，但遏阻了北軍對淮東的進一步攻

勢。後期，劉光世、張俊、韓世忠繼

續派遣小部隊進入淮南襲擊北軍，並

獲得許多次小型野戰的勝利，使金齊

聯軍的攻勢受到了某種程度的牽制。

例如，張俊的統制王德在桑根坡擊敗

北軍，劉光世的統領田清在三汲河擊

敗金齊聯軍，劉光世的統制王世忠在

滁州擊敗金齊聯軍，劉光世的統制靳

賽在慎縣擊敗金軍。岳飛也領兵救援

淮西，他的在統制徐慶、牛皋在廬州

城外擊敗金齊聯軍騎兵五千人。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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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絕不是「一遇女真，非敗即遁；

縱有小勝，不能補過。」 

紹興六年二月，韓世忠進攻淮

陽。宿遷之戰，統制岳超率領二百人

進行硬探，和金軍騎兵一千人遭遇。

岳超率領宋軍衝入金軍陣中，出來以

後又再衝進去，來回四次，終於擊退

金軍。駕口之戰，韓世忠領兵轉戰到

駕口，韓世忠人數較少，而北軍將領

訛里也孛菫等率援軍抵達。韓世忠率

領背嵬軍輕騎兵五百人向北軍衝擊，

反而被北軍包圍了好幾層。韓世忠起

初靜止不動，過了一陣，突然指揮宋

軍說：看他馬首指向的地方。接著揮

著長槍一躍，率領宋軍突圍而出。韓

世忠又乘著銳氣攻擊北軍，北軍戰敗

撤退。同月，韓世忠圍攻淮陽，北軍

援軍抵達，韓世忠領兵南退。途中遭

遇北軍，韓世忠擺開陣勢。他為了吸

引敵人，派遣小校進到北軍陣前說：

穿戴錦袍氊笠騎著花馬的，就是韓相

公。北軍騎兵來到，韓世忠率領數名

騎兵向前挑戰。金將撻里孛堇號稱驍

勇超群，和韓世忠單打獨鬥，被韓世

忠打敗逃走。北軍勇將馬太師又出來

和韓世忠打鬥，也被打得重傷而逃。

宋軍乘勝攻擊，將北軍擊敗。 

同年冬季，金齊聯軍進攻京西、

商虢，岳家軍多次在野戰中擊敗北

軍。例如，十月二十九日，虢州守將

統制寇成在横澗一帶撃退金齊聯軍騎

兵一千餘人。次日，寇成又撃退金齊

聯軍騎兵二千餘人。十一月十日，襄

陽守將統制王貴領兵進到大標木，擊

破一支人數較多的金齊聯軍。同月，

岳飛領兵渡過長江北上，又分別派遣

張憲前往鄧州，牛皋前往方城，阻遏

北軍。牛皋等率領步兵八千人進到昭

福，擊敗北軍數萬人。張憲則率領一

萬人在內鄉擊敗北軍步騎兵數萬人。 

上述戰例以及本報告，證明馬端

臨所說的「張韓劉岳」，「一遇女真，

非敗即遁」的話，是未詳細查考史實

的結果，是不正確的。 

 

（（（（4））））宋高宗並未宋高宗並未宋高宗並未宋高宗並未忘記欽宗忘記欽宗忘記欽宗忘記欽宗 

紹興九年，宋高宗規劃修建欽宗

回來居住的宮殿。但宋廷政策已經決

定，即使欽宗真的回來，高宗和宋廷

官員都沒有要將皇位再歸還給欽宗的

打算。欽宗回不回來都不會對高宗的

皇位有所影響。紹興十三年（金熙宗

皇統三年，1143）正月元旦，宰相秦

檜率領百官在行宮北門向欽宗遙遙下

拜。顯示宋廷並沒有忘記欽宗。紹興

十六年和二十一年，宋朝兩度派遣使

臣前往金國，請求歸還宋欽宗，金國

都沒有答應。紹興十五年，金國都元

帥兀朮臨去世前，向四位元帥說：他

最大的憂慮，是南宋近年來軍勢雄

勁，他死了以後，宋朝如果大舉出兵

北上，恢復舊土並不算困難。又說：

如果金軍不能抵抗，便派遣天水郡王

（宋欽宗）坐鎮汴京，道理上沒有弟

弟和兄長爭鬥的；如果宋朝仍然不肯

停戰，他們便輔助天水郡王擊破宋

軍。金國準備在宋朝毀約北伐時，便

派遣宋欽宗坐鎮汴京，這就是金國一

直不肯歸還欽宗的原因。 

不過，本著作尚未達到出版階

段。故對若干學科的補正和助益，以

及供現代政治家和軍人作參考，則需

正式出版後方能見到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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