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中英文摘要
計畫名稱：第二次宋金戰史
1. 計畫中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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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將宋金戰爭分為五次敘述。92
年 8 月起承蒙國科會補助，93 年已完成金滅北宋戰史，94、95 兩年已完成宋高
宗前期宋金戰史。至此，第一次宋金戰史完成。96 年按計畫完成第二次宋金戰
史。本著作共分七節，包括：第二次宋金戰爭以前雙方的情勢，海陵帝大舉南侵，
紹興三十二年至隆興元年四月的戰事，張浚北伐的挫敗，隆興二年金軍南侵之役
及和議的訂定，隆興和議以後的情勢，第二次宋金戰爭總論。
關鍵詞：金朝、南宋、戰史、宋高宗、宋孝宗、海陵、金世宗

2.計畫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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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2005-2006. In 2007, I completed the work of the second time of Sung-Chin War on
schedule. The chapters included that the conditions of prewar Sung-Chin, the Chin
ruler of Hai-ling attacked to South Sung Dynasty, the Sung-Chin War from
Shao-hsing 32th year to Lung-hsing 1st year , Chang-Chun failed to attack to Chin,
the second time of Shih-tsung in Chin attacked to South Sung Dynasty, and signed an
agreement to make peace between South Sung and Chin.
Keywords：Chin Dynasty, southern Sung Dynasty, military history, History of the
wars, Sung Kao-tsung, Sung Hsiao-tsung, Hai-ling, Chin Shih-tsung

一、前言（
前言（含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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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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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多年的資料收集之後，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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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起，承蒙國科會補助，至 95 年 7 月，已完
成第一次宋金戰史。本次（95 年 8 月至 96 年 7 月）撰述第二次宋金戰史，探討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金海陵正隆六年，1161）至孝宗隆興二年（金世宗大定四
年，1164）宋金戰爭的經過。
二、文獻探討
1.徐夢莘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
三朝北盟會編》
徐夢莘
》。本書收錄從海上之盟至紹興三十二年四月，
宋金兩國關係文獻，含有大量的宋金戰爭史料，可補正《宋史》
、
《金史》的闕漏。
但本書紀錄紹興三十二年五月以後的史料極少，甚為可惜。
2.李心傳
李心傳，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本書記載從高宗建炎元年至紹興三十二年
李心傳
，
《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
的事蹟。本書以國史、日歷為主，再參考野史、誌狀、奏議等。含有大量的宋金
戰爭史料，和《三朝北盟會編》一樣，徵引書籍很多現在已經不存，極具參考價
值，可補正《宋史》
、
《金史》的闕漏，並且和《三朝北盟會編》可以互補互證。
但本書沒有隆興元年以後的史料，甚為可惜。
3.陶晉生
陶晉生，
金海陵帝的伐宋與采石戰役的考實》
。本書詳細敘述金海陵帝的
陶晉生
《金海陵帝的伐宋與采石戰役的考實
》
政治措施，伐宋的準備和經過。對采石戰役經過的敘述和考證特別詳細。不過，
本書對海陵南侵時期襄漢和川陜方面戰事的敘述則較為簡略。
三、研究方法
宋金戰史依舊承襲《宋元戰史》的研究方法，參考有關的各種史書、子書、
文集、筆記、金石資料、近人研究成果等。本著作對宋金戰爭各階段的大小戰事
（只要有史料的）
，以及當時人所提出的軍事計畫和構想（無論已用未用）
，都加
以詳細的敘述。因為，小型戰鬥有時也有值得後人效法的一招半式。而詳細的軍
事計畫和構想，不但可以讓讀者更深入瞭解當時的情勢，而且還可以供現代軍人
撰寫作戰計畫時參考。本著作除了引用的詩、詞、表文以及部分詔書和易懂詞句，
仍然照錄原文之外，其餘的一律用白話文書寫。因為，現代的年輕人，能夠看懂
文言文的愈來愈少。所以，本著作仍舊承襲《宋元戰史》的方式，用白話文書寫。
四、結果與討論
（一）結果 本著作共分七節，節名及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節 第二次宋金戰爭以前雙方的情勢
【紹興三十年以前金國的情勢
紹興三十年以前金國的情勢】宋高宗紹興十九年（金熙宗皇統九年，
紹興三十年以前金國的情勢
1149），金熙宗不得人心。十二月，平章政事完顏亮（金太祖孫）發動政變，弒

殺金熙宗，自行即位，即海陵帝。海陵帝為了鞏固政權，殺害許多反對他的宗室、
官員。同時，海陵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而營建燕京，並在紹興二十三年（金海
陵貞元元年，1153）遷都燕京，改名中都。紹興二十八年（金海陵正隆三年，1158）
，
海陵帝下詔營建南京（汴京）
。紹興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1159）
，海陵帝開始
徵集軍隊，建造戰船，製造兵器，徵調馬匹，準備討伐南宋。由於人民不能忍受
各種徵調、勞役，盜賊開始蜂起。次年，西北路契丹也因不滿徵調而起兵叛變。
【紹興三十年以前宋朝的情勢
紹興三十年以前宋朝的情勢】紹興二十五年十月，宋朝左僕射秦檜病死。次年
紹興三十年以前宋朝的情勢
三月，宋高宗下詔重申和好政策。若干人士開始指出金國即將南侵，初期宋廷不
予採信。直到紹興三十年（金正隆五年，1160）
，金人南侵跡象逐漸明顯。夏季，
宋朝開始增設都統司，增加兵力，逐漸加強防務，整頓軍政，準備抵抗金國入侵。
【紹興三十一年正月至七月金國的情勢
紹興三十一年正月至七月金國的情勢】
紹興三十一年正月至七月金國的情勢 紹興三十一年（金海陵正隆六年，1161）
三月，海陵帝抵達河南府。五月，金廷派兵討伐契丹。六月，海陵帝遷都南京。
【紹興三十一年正月至七月宋朝的情勢
紹興三十一年正月至七月宋朝的情勢】三、四月間，宋廷增兵防守沿江、襄陽。
紹興三十一年正月至七月宋朝的情勢
五月，金使向高宗要求宋朝割讓淮南。五月下旬，高宗決定出兵迎戰。宋廷任命
都統吳璘為四川宣撫使，又命主管馬軍司成閔率領三萬人前往鄂州。六月，宋廷
任命鎮江都統劉錡為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命副總管李寶率領舟師從海路北
上襲擊金軍舟師。七月中旬，宋朝忠義人魏勝佔領漣水，攻佔海州。
第二節 海陵帝大舉南侵
【八月至九月中旬的情勢
的情勢】紹興三十一年八月中旬，江淮制置使劉錡領兵渡
的情勢
江。下旬，宋廷任命成閔為湖北京西制置使。八月中旬，宋將李寶率領舟師進襲
山東，被風浪所阻。【南侵第一階段
南侵第一階段】淮南方面，九月，金軍開始分四路南侵：
南侵第一階段
都統劉萼向襄漢進攻，都統徒單合喜向川陜進攻，海陵帝率領主力進攻淮南，水
軍從海路進攻臨安。十月上旬，金軍渡越淮河。海陵帝從正陽渡河，萬戶蕭琦率
領一部進向滁州、揚州，一部在清河口進行牽制。宋將都統王權撤離廬州。十四
日，金軍佔領廬州。十七日，金軍在尉子橋擊敗宋軍。王權渡江退駐采石。二十
二日，金軍佔領和州。淮東方面，十月六日，劉錡抵達淮陰。劉錡抗擊了數日，
由於淮西金軍勢力浩大，十六日，劉錡奉命南退。是月，蕭琦經由壽春方面東進，
攻陷滁州，又在胥浦橋擊敗宋將統制邵宏淵軍，攻陷真州。劉錡退往瓜洲，金軍
攻陷揚州。二十六日，宋將員琦等在皂角林擊敗一支金軍。二十七日，劉錡奉令
退守鎮江。海上
海上，九月，李寶再度率領舟師北進。十月，李寶擊破進攻海州的金
海上
軍。二十七日，李寶在陳家島殲滅金軍海上舟師。京西
京西方面，九月，金軍進攻光
京西
化，被宋軍擊退。十月十五日，金軍在樊城擊敗宋軍。同月，宋軍展開反擊，佔
領盧氏。信陽
信陽、
光州方面，九月，金軍進攻信陽；十月四日，攻陷光州。十六日，
信陽
、光州
宋軍收復光州。二十日，統制趙撙渡過淮河展開反擊。川陜
川陜方面，九月五日，金
川陜
軍進攻黃牛堡，被宋軍擊退。中旬，吳璘展開反擊，攻佔秦州、方山原；下旬，
收降洮州、蘭州，攻克隴州。十月，宋軍進攻關中，收復商州；十一月一日，佔
領虢州。十月七日，金國發生政變，金人立東京留守完顏褒為帝，即金世宗。
【南
南
侵第二階段】淮南
淮南方面，十一月四日，金軍攻佔瓜洲。八日，督視府參謀虞允文
侵第二階段
淮南

在采石大破金軍。九日，宋軍舟師進攻楊林口，殲滅金軍船隊。十六日，海陵帝
抵達揚州，計劃從瓜洲渡江。二十七日，揚州金軍兵變，海陵帝被殺。
（參閱附
圖一）接著，淮南金軍北退，宋軍收復淮南。京西河南
京西河南方面，十二月，趙撙攻克
京西河南
蔡州。金軍進攻茨湖，被宋軍擊敗。接著，劉萼率領金軍北退。鄧州投降宋軍。
同月，宋軍佔領嵩州、河南府。川陜
川陜方面，十一月，宋軍攻打大散關不下。十七
川陜
日，宋軍攻佔華州。是年冬天，宋軍進攻熙州、鞏州，未能攻克。十二月二十二
日，宋軍攻克治平寨。
第三節 紹興三十二年至隆興元年四月的戰事
【東部
東部】
東部 紹興三十二年（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春季，金軍開始反攻河南。
宋軍先後在潁、汝、蔡、海、陝等州擊退金軍。二月，宋將王宣在確山大破金軍。
但宋軍仍然放棄潁州、汝州、蔡州。五月，宋軍解除海州之圍。秋季，金軍攻陷
陝州。東部宋軍所收復的十餘個州郡，到此只剩下海、泗、唐、鄧四州。
【西部
西部】，
西部
正月，吳璘繼續反攻關隴。春季，宋軍佔領河州、大散關、鎮戎、原州。二月，
宋軍圍攻德順。閏二月，統制吳挺在瓦亭擊敗金軍援軍。三月，吳璘擊敗金軍，
攻佔德順。宋軍繼續攻佔環州、會州。三月後期，金軍展開反擊，圍攻原州。五
月六日，金將完顏璋在原州北嶺大破宋將姚仲部援軍，遏阻了宋軍繼續東進的矛
頭。七月，金軍攻佔原州。五月，宋軍攻佔熙州；七月，攻佔鞏州。金軍繼續反
攻。八月，完顏璋率領二萬人圍攻德順，雙方互有勝負。九月，金將左都監徒單
合喜率領援軍四萬人抵達德順。但是，金軍未能佔到便宜。吳璘留下吳挺防守德
順，自己返回秦州，規劃增調宋軍前往隴西。十一月，徒單合喜改變戰略，率領
主力撤離德順，攻佔水洛城，攻擊宋軍補給線。吳璘一面從德順抽調宋軍南下，
一面在秦州、臘家城、治平寨佈防。徒單合喜意圖切斷宋軍的補給線的企圖未能
達成。這時，宋廷主張和談，決定放棄陜西新收復的州郡，十二月下令吳璘班師。
宋孝宗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1163）正月，吳挺率領宋軍從德順撤退，遭到金
軍截擊，宋軍損失慘重。同月，金軍攻佔德順。到了四月，宋軍兩年間所收復的
關隴州郡又全部喪失。【和談方面
和談方面】紹興三十二年，宋金雙方使臣多次往返，談
和談方面
判未有結果。
第四節 張浚北伐的挫敗
【宿州之役
宿州之役】隆興元年春天，金國右丞相僕散忠義屯駐南京（汴京），左副
宿州之役
元帥紇石烈志寧屯駐歸德，準備秋季南侵。紇石烈志寧向宋朝索取海、泗、唐、
鄧等州。都督江淮軍馬張浚主張搶先發動局部攻勢。五月，主管殿前司李顯忠、
建康都統邵宏淵率領宋軍六萬人北伐。五月上旬，李顯忠佔領靈壁、虹縣，十六
日攻佔宿州。中旬，紇石烈志寧反攻宿州，雙方數度大戰。最後宋軍撤退，二十
五日被金軍追上，宋軍大敗。【雙方的交涉和宋廷和戰政策的轉變
雙方的交涉和宋廷和戰政策的轉變】八月，金將
雙方的交涉和宋廷和戰政策的轉變
都元帥僕散忠義向宋國索取海、泗四州。宋廷派遣使臣前往議和。隆興二年（金
大定四年，1164）春季，宋朝左僕射湯思退主張議和，宋孝宗傾向右僕射、都督
張浚主戰的政策。湯思退暗中策劃排擠張浚。孝宗命張浚前往巡視邊區。湯思退
和同黨趁機打擊張浚。四月十四日，宋廷下令撤銷都督府；二十三日，又下令將

張浚免職。接著，孝宗採取湯思退求和的政策。
第五節 隆興二年金軍南侵之役及和議的訂定
【戰前情勢
戰前情勢】隆興二年，張浚免職後，左僕射湯思退主張談和，因此削減淮
戰前情勢
南守備。湯思退又急於和金人議和，因此下令放棄海、泗、唐、鄧四州。八月二
十九日，宋廷下令派遣魏杞前往金國議和。十月，金將僕散忠義懷疑國書沒有按
照格式，因此不接受魏杞入境。孝宗於是更換國書。金軍獲得海、泗、唐、鄧四
州後，大肆殺戮。孝宗後悔割讓四郡。湯思退害怕孝宗改變和談政策，因此秘密
派人叫金軍動用重兵脅迫宋朝談和。於是，僕散忠義和紇石烈志寧率領金軍入侵
淮南。【淮南之役
淮南之役】十月，金軍分路渡越淮河。十一月四日，金軍進攻淮陰，魏
淮南之役
勝兵敗陣亡。鎮江都統、兼淮東招撫使劉寶放棄楚州逃遁。是日，金軍攻佔楚州。
同月，金軍攻陷濠州、滁州、廬州。建康都統王彥退守和州。二十三日，一支金
軍進到六合，宋軍擊退金軍。東路金軍沿著運河南下。高郵守臣陳敏在射陽湖擊
敗金軍。本戰役後期，兩淮的若干宋將時常採用小部隊襲擊的戰略，獲得了一些
小勝。金軍進攻淮南時，也在四川和京西發動牽制性的攻勢。
【和議訂定
和議訂定】十一
和議訂定
月十五日，宋使王抃前往金軍處。十二月，宋使魏杞抵達汴京，雙方正式議定和
約，即隆興和議。是月，淮南金軍班師北退。和議的主要內容是：
（1）宋帝稱金
帝為叔。（以前宋帝向金帝稱臣。）
（2）歲貢改為歲幣，宋朝每年繳納歲幣銀二
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比紹興和議減少十萬。
（3）兩國疆界和紹興和議一樣。
第六節 隆興和議以後的情勢
隆興和議以後，宋孝宗仍然意圖北伐，收復中原，因此極力整頓軍政。他積
極訓練軍隊，淘汰老弱士兵，盡力詢訪、培育將材；又組訓民兵，加強邊區守備。
孝宗乾道三年（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宋廷任命虞允文為知樞密院事、四川
宣撫使。乾道五年（金大定九年，1169），孝宗召虞允文返回京師。八月，宋廷
任命虞允文為右僕射。虞允文等繼續整頓三衙軍政。乾道七年三月，宋孝宗將侍
衞馬軍司調往建康屯駐。乾道八年二月，宋廷任命虞允文為左丞相。九月，宋廷
再度任命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孝宗向虞允文表示，決定要親征收復中原，叫虞
允文整頓軍隊，等待出兵命令。乾道九年（金大定十三年，1173）
，虞允文在四
川繼續改善軍政，一年後，孝宗秘密催促虞允文出兵。虞允文說尚未準備妥當。
孝宗淳熙元年（金大定十四年，1174）二月，虞允文去世。孝宗北伐計畫擱置。
第七節 第二次宋金戰爭總論
本節對第二次宋金戰爭加以總結性的評論，探討本戰爭期間雙方的戰略、戰
術以及優點、缺點，重要戰役會會戰雙方勝負的因素，以及對張浚等將領、大臣
的評論。（若干論述見「討論
討論」
）
討論
（二）討論
1.南宋軍政上的弱點
南宋軍政上的弱點
紹興和議以後，二十年間，秦檜擔任宰相，粉飾太平，上下偷安，軍政廢弛，
許多將領驕縱，士兵懶散。除了少數將領之外，宋軍大多缺乏訓練。宿將大多已
經去世，剩下的也年老多病，精力不如當年。像劉錡、吳璘。若干將領則是已經

獲得高官厚祿，享盡榮華富貴，而不再有從前年輕擔任偏將時那種慷慨激昻、果
敢衝殺的意志。像王權、成閔、劉寶、邵宏淵（統制、都統）等，以往都是勇將，
但在本期間，卻畏縮膽怯，或是貪污驕縱，對軍隊缺乏訓練。
2.宋朝缺乏全盤戰略的考量
宋朝缺乏全盤戰略的考量
紹與三十一年，海陵帝率領金軍主力進到沿江，京湖、淮西的宋軍卻不能直
搗汴京，牽制金軍後方。紹興三十二年，四川宣撫使吳璘指揮宋軍反攻關隴，雙
方展開德順爭奪戰，京湖、淮南、沿海的宋軍也沒有發動牽制性的攻勢，以便接
應吳璘。隆興元年，張浚展開北伐，進攻宿州，宋朝也沒有在京湖、四川、沿海
發動牽制性的攻勢。隆興二年，金軍侵入淮南，宋朝又不能夠在京湖、四川、沿
海發動牽制性的攻勢。
3.采石之戰宋軍獲勝的因素
采石之戰宋軍獲勝的因素
（1）虞允文提振了宋軍的士氣。王權軍敗退到采石一帶以後，士氣低落，
部隊毫無紀律，缺乏有效的組織。若干宋將已經準備逃跑。虞允文召見將領，予
以慰勞、激勵。虞允文表示：現在不如拚死一戰，死中求生；況且朝廷養了他們
三十年，卻不能打一次仗報效國家。又表示：有功的立即發給金帛、任官狀，逃
遁的他則奏報朝廷。宋將終於產生鬥志。東岸戰鬥中，虞允文騎馬往來巡視，向
統制時俊說，時俊的膽略名聞四方，如果站在戰陣後面，就只是像小孩女人而已。
時俊便進到陣前奮勇攻擊。虞允文繼續往來巡視，用大義激勵將士，許諾給以重
賞。宋軍都拼命死戰，以一當百。
（2）虞允文戰略正確。有些宋將主張採取岸邊決戰的戰略。虞允文表示：
如果放金軍登岸，萬一有差錯便無法善後。因此，虞允文採取中流阻擊和岸邊防
禦並行的戰略，並且都獲得了勝利。次日，虞允文派遣戰艦封鎖楊林口，接著進
攻楊林口，前面的金軍戰船進退不得，只好棄船上岸，並放火自行焚燒戰船。接
著，宋軍又進到河口上流放火，將金軍剩餘的戰船全部燒毀。
（3）宋軍擁有舟師水戰的優勢
金軍船隻較小，一部分是拆下和州居民房屋木板臨時建造的，非常不穩固。
另一部分是奪取江邊載客的渡船來使用的。雙方戰船首先用箭對射，金軍使用弓
箭，宋軍則動用大量的弩箭手進行密集射擊。弩的射程較遠，宋軍弩箭手又多，
又使用密集射擊戰術。金軍每艘船上的弓箭手只有十餘人，人數較少。因此，在
對射戰鬥中，宋軍佔了優勢，許多金兵中箭而死。雖然船上的金軍都是健壯精兵，
武器精良。但船上滿載戰士，只企圖登陸，沒有攜帶水戰兵器。金軍搭載的人數
又達到超載程度，妨礙兵器施展，妨礙搖槳。金兵又不熟悉江面航線。宋軍戰艦，
無論是大型的車船還是小型的海鰍，都比金軍船隻較大，並且是用輪子轉動的，
往來如飛。宋軍將士又奮勇戰鬥。因此，在迫近戰鬥中，宋軍又佔了優勢。宋軍
戰艦對較大的金軍船隻加以衝撞，較小的則加以壓沉。
4.陳家島之戰宋軍獲勝的因素
陳家島之戰宋軍獲勝的因素
（1）戰略戰法正確。六月，宋高宗下令採取浙西副總管李寶先發制人的戰
略，派遣李寶率領舟師從海路北上襲擊金軍舟師。趁金軍艦隊尚未離開巢穴，出

其不意加以襲擊，便可以達到目的。交戰之前，每日吹起北風。李寶採納將領曹
洋提出的逆風前進戰鬥的戰法。二十六日四更，宋軍進食。二十七日即將黎明，
李寶下令前進。這時還沒有順風，李寶不顧面有難色的宋兵。宋軍戰船前進了很
久，南風才漸漸刮起，宋軍才順風揚帆前進，使金軍遭到奇襲。
（2）宋軍擁有舟師海戰的優勢。金軍雖然人多，但不熟悉海路。投降的漢
人說，女真人在船上只能匍伏著睡覺，一點都不能行動。所徵調的水手，都是農
耕捕魚的人，不熟悉江海水性；又是被脅迫而來的，沒有鬥志。金軍海船的船帆
都是用紅油絹布製作的，突然遭遇大浪，船隊被風浪席捲得聚在一塊，亂搖亂晃，
無法維持隊形。曹洋首先用亂火投擲到金軍船中。金軍船隻起火，一下子火勢大
作。接著，李寶又命宋軍用火箭向金軍射擊。火箭射中油帆後，烈火延燒開來，
數百艘金軍船隻著火燃燒。宋軍海船構造比較堅固，水軍習慣於水上生活和戰
鬥，操作船隻比較靈活－包括逆風前進戰鬥，水戰戰法比較優良－包括使用火攻。
（3）金軍的水手偏向宋朝。金軍舟師擁有海船約六百餘艘，女真、渤海軍
二萬餘人，大漢軍一萬人，水手四萬人，共七萬餘人。但是，其中的水手都是中
原人士，他們心中想等到宋軍抵達便背叛金軍。其中的大漢軍也是從中原百姓徵
調來的，大多不願意和宋軍作戰。戰鬥前，便有數百名大漢軍、水手首先向宋軍
投降；不久，大漢軍陸續前來投降。戰鬥中，很多簽軍、水手乘機登上岸邊，不
願作戰，有三千餘人投降。
5.原州北嶺之戰宋軍戰敗的因素
原州北嶺之戰宋軍戰敗的因素
（1）姚仲部署錯誤。疊陣的原則，是要讓較強大的敵軍首先攻擊，讓敵軍
騎兵對著有拒馬掩護的槍手展開攻擊，而宋軍則藉著弩箭手、弓弩手所輪流發射
的弩箭、弓箭去消耗敵軍，等敵軍陣勢稍微挫敗或動搖後再改採攻勢。而宋軍騎
兵則是部署在兩翼，等對方騎兵攻擊側翼時加以遏阻。是役，姚仲卻首先派遣宋
軍第一陣向金軍右翼展開攻擊，又派遣一部騎兵攻擊金軍左翼的主力，另一部騎
兵則前進到疊陣前方。結果，金軍右翼擊敗宋軍第一陣，而中央金軍則前進擊退
宋軍疊陣前方的騎兵。接著，金軍向宋軍第二陣衝鋒。宋軍第二陣雖然遏阻了金
軍正面的攻勢。但是，金軍隨即發動側翼攻擊，向宋軍第三陣和第四陣展開衝擊。
這時，疊陣的兩翼已經沒有騎兵掩護。於是，第三、四兩陣首先被金軍擊潰，而
決定了這個會戰的勝負。
（2）宋軍輜重隊伍混雜在戰陣中，行列零亂，致使戰陣受到波及。金軍發
動側翼攻擊，向被輜重隊伍攪亂了的第三陣和第四陣展開衝擊。由於輜重隊伍的
阻隔，宋軍無法相互支援，第三、四兩陣首先被金軍擊潰。
6.宿州之役宋軍戰敗的因素
宿州之役宋軍戰敗的因素
張浚北伐之役，即宿州之役，宋軍之所以戰敗，主要因素
主要因素有以下兩點：
主要因素
（1）邵宏淵不願和李顯忠合作。邵宏淵圍攻虹縣不能攻下，等到李顯忠抵
達，金軍才投降。邵宏淵開始忌妒李顯忠。戰役期間，邵宏淵數度主張班師，並
揚言說，金人大軍即將抵達。以致影響軍心。五月二十一日戰鬥，邵宏淵一直按
兵不動。是日，邵宏淵又公開說：這種炎夏季節，在清涼地方搖扇，都還害怕炎

熱，何況在烈日當中披甲苦戰。導致宋軍士氣動搖。二十二日戰鬥，李顯忠被金
軍擊敗，邵宏淵仍然不加以支援。二十三日，金軍攻打宿州城，李顯忠苦戰後將
金軍擊退。駐紮城外的邵宏淵依然沒有加以支援。如果，邵宏淵能夠支援李顯忠，
或許就可以將金軍擊潰，而宋軍便可以在這個戰役獲勝。二十四日，邵宏淵等以
為陜西金軍二十萬人即將抵達，而要求班師。邵宏淵的部下又散佈謠言說，李顯
忠想投降金軍。李顯忠只好班師。
《孫子兵法》說：
「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
於陣不可以決勝。」宿州之役就是典型的例證。
（2）前線宋軍沒有統一指揮。起初，宋孝宗指示說，宋軍渡過淮河以後，
即由李顯忠擔任前敵指揮官。到時，都督張浚命邵宏淵聽從李顯忠節制。不久，
張浚又下令叫李、邵兩人共同節制宋軍。二十二日，李、邵兩人接到了命令。原
本邵宏淵便不高興接受李顯忠的指揮，這時更加可以名正言順的不接受李顯忠的
命令。大軍出征，缺乏統一指揮，是兵家最忌諱的事。就宋朝而言，一開始，宋
孝宗便應該正式指示邵宏淵要確實聽從李顯忠指揮，並且給於處分不聽從命令的
大將的權力。
是役，宋軍戰敗的次要因素
次要因素，有以下三點：
次要因素
（1）戰略方面，宋朝沒有在京湖、四川、沿海發動牽制性的攻勢。從紹興
三十二年冬季至隆興元年春季，張浚一再提出使用海船進攻山東的方案。但是，
當張浚正式發動攻勢時，卻不再考慮使用沿海水軍進攻山東，作牽制性的攻擊。
因此，宿州之役，金國不必顧慮京湖、四川和沿海方面，可以從汴京、河南府、
山東抽調兵力前往宿州增援，甚至必要時也可以從陜西抽調金軍前往支援。即使
是役李顯忠在宿州之戰獲勝，甚至攻佔歸德，他還是要面對汴京、河南府、山東、
陜西方面的金國大軍。
（2）宋軍缺乏智勇兼備的大將。宋人韓元吉說得很對。他說：宋軍大將中
也沒有權謀智慧著稱的，要渡過淮河北上，進行深入作戰，除非是韓信、樂毅之
類的一代良將，否則便不能成功。確實，當時宋軍要進行北伐，除非是韓信、白
起之類的智勇雙全的一代良將，否則便難以成功。李顯忠只是一個英勇、愛國的
大將。史浩說：李顯忠輕率，邵宏淵欠缺謀略。史浩對邵宏淵的評語還不夠。邵
宏淵不但缺乏謀略，而且缺乏勇氣。邵宏淵有過紹與三十一年胥浦橋之戰戰敗的
記錄，而且還是酒醉未醒的在指揮作戰。
（3）宋軍訓練不足，紀律不嚴，許多偏將膽怯，整體戰力不夠強勁。五月
十八日，宿州宋軍聽說金軍抵達附近；是夜，宋軍將士驚慌喧嘩超過一個時辰。
二十二日夜，宋軍兵營又發生喧嘩現象。二十二日戰鬥，李顯忠作戰失利，宋軍
退入城內時，自相踐踏，死亡的很多。宋軍又互相爭奪城門，擠壓而死的很多。
二十日的戰鬥，宋軍有兩名統制、一名統領避而不戰。二十二日夜晚至二十三日，
宋軍中有七名統制、十二名統領先後私自率領所屬的軍隊逃離宿州。二十四日夜
晚，宋軍撤離宿州。每個單位一退就不再停下來，完全不按照事先約定的次序和
互相掩護的方式撤退。結果被金軍追上，宋軍大敗潰散。
由於以上這三個因素，因此，即使是役李顯忠在宿州之戰獲勝，甚至攻佔歸

德，在面對金國大軍反擊時，李顯忠仍然難以獲勝。
7.張浚論
張浚論
宿州之役，宋軍第二號指揮官邵宏淵缺乏勇氣、謀略，並且有過紹與三十一
年胥浦橋戰敗的記錄。不知張浚為何會信任邵宏淵。張浚北伐挫敗後，又委任劉
寶為鎮江都統，以後又兼任淮東招撫使。劉寶有過那麼多污點，不知道張浚和宋
廷為何還要起用他。這又是張浚用人不當的兩個例證。宿州之役再度顯示，經過
二十年之後，張浚依然缺乏指揮大軍進行戰略攻勢作戰的能力。不過，張浚依然
和第一次宋金戰爭時一樣，具有戰略守勢作戰規劃的才能。
五、計畫成果自評
本著作依照原計劃，對第二次宋金戰爭經過加以詳細的敘述，完成第二次宋
金戰爭戰史。原先規劃七個章節，完成後，第三節「金世宗第一次南侵」
，由於
本階段金世宗的攻勢只是對海陵帝南侵以來宋軍所佔領的地區進行反攻；所以，
目前將節名改為「紹興三十二年至隆興元年四月的戰事」
。因此，原先規劃第五
節「金世宗第二次南侵及宋金和議的訂定」的節名也改為「隆興二年金軍南侵之
役及和議的訂定」。
本著作目前完成字數約 30 餘萬字，附圖 15 幅，和當初估算的大略相同。附
圖先由筆者手繪草圖，再由繪圖助理以電腦繪製，經筆者多次校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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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當初所預期的一
樣，縮短了筆者的時間；而助理除了作戰態勢圖之外，也可以繪製其他歷史參考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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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正部分，例如：
紹興七年熙鞏之戰應為紹興三十一年事
（1）
）紹興七年熙
鞏之戰應為紹興三十一年事
《九華集》
，卷 24，
〈西陲筆略〉
，
〈馬仲希庸謬遂失熙鞏〉說：
「丁巳冬，都
統司命（馬）仲希進兵取熙州」
，宋軍又進攻鞏州，都未能攻克。
《要錄》
（卷 117）
因此將是役記在紹興七年（丁巳）冬天。但是，〈西陲筆略〉中所記，絕大多數
皆為紹興三十一、三十二年事。而鞏州之戰所出現的李進、榮鈐轄、王宏等宋將，
又都是紹興三十一、三十二年才出現的人物。而王宏更是紹興三十一年九月才向
宋軍投降的。所以，
〈西陲筆略〉所說的「丁巳（紹興七年）冬」
，應當是「辛巳
（紹興三十一年）冬」的誤寫。所以，筆者將是役記在紹興三十一年冬天。
（2）
）原州北嶺之戰姚志的部署
原州北嶺之戰，都統姚仲將宋軍分為六個戰陣，統制姚志率領第六陣擔任後
衛。文海本《要錄》（卷 199）作：姚志「為後拒，列為四隘」
。畢沅等，
《續資
治通鑑》
（卷 137，頁 3639，台北，世界書局）又作「為後拒，列為隘曲」
。文意
皆不通。現據《景印四庫》本《要錄》作：姚志「為後拒，列於隘西」
。即排列
在險隘地形的西方。
不過，本著作尚未達到出版階段。筆者計劃等到五次宋金戰史全部完成後再

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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