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三臺海戰役大事紀要

七月二十九日 國軍空軍第一聯隊第一大隊四架 F-84 戰鬥機偵巡汕
頭，與共軍航空兵第十八師五十四團MiG-17遭遇，
國軍長機劉景泉負傷，僚機任祖謀被擊落。
七月三十一日 蘇共頭目赫魯雪夫訪問北京，毛澤東透露攻打金
門計畫。

民國四十七年
六月一日

1. 中東情勢緊張，美英相繼出兵黎巴嫩。

八月一日

蘇聯、中共發表聯合公報，譴責美國入侵中東行為。

八月六日

1. 國防部宣布金、馬進入緊急戰備狀態。

2. 閩江口海戰，國軍海軍擊沉共軍砲艇三艘。

六月十七日

2. 美國國會批准 F-86D 、 F 型共六十一架轉交國軍空

毛澤東肯定重新改定之第二個五年計畫，要在二、
三年超過英國，並決定社會主義路線，推動「大躍

軍。另撥交響尾蛇空對空飛彈四十枚。
八月七日

架 F-86 掩護 RF-84 兩架偵照，共軍航空兵第九師第

之反彈。

二十七團八架殲五前往攔截，發生空戰，國軍一架

七月十四日

國防部頒發「加強戰備、預防突襲」八項指示。

遭擊傷。

七月十五日

中東伊拉克政變，英美出兵黎巴嫩，穩定中東亂局。

七月十六日

蘇共、中共、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共同發表聲明，要
求英美撤離黎巴嫩。

七月十七日

八月八日
八月十四日

1. 北京天安門五十萬人舉行反美示威遊行，響應蘇

1. 空軍第五聯隊第五大隊 F-86 七架與共軍航空兵第

十六師第四十六團MiG-17八架接戰，擊落共機兩
架，國機一架返航時墜海。

2. 毛澤東指示要抓住戰機，決定各軍緊急入閩部署。

2. 為搜救落海飛行員，國共雙方出動船艦打撈，發

3. 國防部於十二時下達緊急戰備命令，部隊停止

生海戰，共軍遭我海軍擊沉砲艇一艘，魚雷快艇

休假。
4. 國軍空軍加強偵照大陸東南沿海共軍活動。

七月十九日

汪道涵前往蘇聯，簽訂第五次援助計畫，含軍事建
設共四十七項，金額十九億盧布。

共製造之中東變亂。

中共空軍成立「福州軍區空軍指揮部」，派共軍
航空兵第一、第三、第九、第十六、第十八師轉
場入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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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地區空域發生空戰，空軍第五聯隊第五大隊八

進」、「大煉鋼」、「人民公社」，引發高級幹部

兩艘。
八月二十日

1. 毛澤東指示：集中力量突然砲擊金門，並視戰況

發展考慮佔領金門諸島。
2. 共軍三十六個砲兵營、十四個海岸砲兵連，共

四五九門各式火砲，佔領廈門、蓮河、大嶝小

七月二十五日 毛澤東以打有準備的仗為由，推延攻擊金門時間。

嶝、圍頭等六十七個砲兵陣地，並開設一五０個

七月二十六日 國軍金防部頒「緊急戰備令」。

觀測所。金門當面共軍已完成砲擊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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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蔣中正總統親赴金門、烈嶼（小金門）視導守軍

八月二十五日 1. 美軍同意提供國軍八吋榴彈砲。
2. 國軍空軍第五聯隊第五大隊八架 F-86 戰鬥機與

防務，指出共軍必在短期內攻擊金馬。晚間與軍

共軍 MiG-17 八架發生空戰，國軍戰機擊落兩架

政幹部參加勞軍晚會。
八月二十三日 1. 十七時三十分，共軍福州軍區作戰指揮部下達一
級戰備令，三十八個砲兵營、四五九門大砲進入

MiG-17。

八月二十七日 1. 美 國 總 統 艾 森 豪 要 求 國 會 准 予 使 用 「 臺 灣 決

陣地，完成射擊準備。

議」，授予總統海外用兵權，並令第七艦隊巡弋

2. 十八時三十分，共軍砲兵對金門島群實施急襲，

臺海。
2. 國防安全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持蔣中正總統函至

目標金防部、各指揮部、砲兵陣地、觀測所、機
場，歷時兩小時三十分鐘，落彈近五萬發。
3. 金防部副司令官趙家驤、空軍副司令官章傑當場

殉國，吉星文副司令官與參謀長劉明奎負傷。吉

金門宣慰官兵。
八月二十九日 國軍空軍第十大隊一０二中隊C-46運輸機空投金門。
九月一日

副司令官送醫救治，仍於隔日不治殉國。

江艦」，掩護「美堅」運輸艦載運官兵與重要人員

4. 國防部長俞大維遭砲擊時避於石縫間，倖免於難，

頭部輕傷。當晚深夜由海軍「沱江艦」接返馬公。

國軍海軍南巡支隊「維源艦」、「沱江艦」、「柳
前往金門，於夜間二十三時完成接駁作業。

九月二日

二日０時十分，共軍魚雷快艇與高速砲艇，攻擊我

5. 遭砲擊五分鐘後，我金門反砲戰部隊各砲兵營，

南巡支隊與「美堅」運輸艦，爆發九二海戰。國軍

在未奉反擊命令之際，主動陸續向對岸共軍還

「維源」、「柳江」艦，擊沉三艘共軍快艇，擊傷

擊，制壓共砲射擊，共發砲四千餘發。

若干艘。後我「沱江艦」單艦迎戰共軍艇群圍攻，

八月二十四日 1. 十八時，共軍展開第二次砲擊，共射擊三萬六千

機艙中彈，人員傷亡過半，但亦擊沉共艇八艘，大

餘發。
2. 國軍砲兵在共軍砲擊直後，實施反砲戰，射擊一

型砲艇兩艘，戰果輝煌。
九月四日

2.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聲明，不承認中共十二浬領海

萬餘發，共軍砲兵陣地多處遭到擊毀。
3. 晚間，共軍以魚雷快艇攻擊料羅灣國軍運補船

的要求。
3. 國軍決定以砲兵第六０七營完成八吋榴換裝，準

艦，軍租商輪「臺生」號中雷沉沒，戰車登陸艦
LST-201 「中海艦」重傷，擊沉共艇多艘，是為

八二四海戰。

1. 中共宣布十二浬為領海，觀察美國反應。

備開赴金門。
九月五日

空軍以金門機場損壞，執行代字「中屏計畫」之空
投行動，本日首度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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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六日

九月七日

美國國會通過「防衛臺灣及外島緊急行動授權方

3. 金門反砲戰部隊實施反砲戰，摧毀共軍砲兵第三

案」，決定美軍可護航金門至距岸三浬處，但只限

師第十五團砲陣地，下午十六時更以一五五加猛

金馬、澎湖。

襲廈門車站，共發砲二四０發，廈門車站遭嚴重

1. 國軍實施「閃電計畫」，突破共軍封鎖，運補金

破壞。
4. 美軍八吋砲抵達臺灣，六員砲兵顧問隨行。

門。在美軍海空掩護下，國軍「美平」、「美
頌」艦於十一時搶灘料羅灣，下卸軍品二七九

九月十二日

噸，郵包十六包，人員一二四員。
2. 蘇酋赫魯雪夫致函美總統艾森豪，指責美國干涉

榴砲。
九月十三日

中國內政，要求美軍撤離臺灣。
九月八日

2. 共軍對金門砲擊萬餘發，國軍亦發動反砲戰，對

海岸砲兵連，共六四０門大砲，集中轟擊料羅灣。

圍頭、大小嶝共軍砲陣地進行四個半小時轟擊。

2. 國軍「閃電計畫」第二梯次，國軍運輸艦於彈雨

3. 空軍C-47空投金門。

九月十四日

2. 空軍實施「中屏一號」空投計畫，由空軍第十大

九十一員。
3. 中共依毛澤東指示，「只打蔣艦，不打美艦。」

隊、第二十大隊，飛臨金門尚義機場空投。
九月十五日

4. 澄海上空國軍空軍第五大隊十二架F-86掩護RF-84

偵照汕頭，遭共軍十二架MiG-17攔截，爆發九八

九月十六日

之任務。
2. 「閃電計畫」第六梯次。

談判。
九月十一日

1. 「閃電計畫」第三梯次運補，試行以LVT裝駁搶灘。
2. 為封鎖國軍運補，共軍再對料羅灣展開砲擊，共發

1. 海軍成立「六五特遣部隊」由兩棲部隊司令官馮

啟聰擔任指揮官，全權負責突破封鎖、運補金門

1. 毛澤東密令中共駐波蘭大使王炳南，與美國進行
2. 空軍十架C-47運輸機空投大二膽。

美國與中共於華沙展開大使級會談，與中共就停戰
事宜進行談判。

空戰，擊落共軍戰機五架，再創空戰大捷。
九月九日

1. 「閃電計畫」第五梯次，改用LST戰車登陸艦裝載
LVT泛水搶灘，共軍發砲欲阻止，但無效。

艦」不幸為共軍砲擊命中，爆炸沉沒，官兵傷亡

美艦在中共轟擊後，即走避外海，引發國軍不滿。

1. 「閃電計畫」第四梯次，以三艘美字艦下卸LVT運

補金門。

1. 共軍再發動大規模砲擊，以四十二個砲兵營、六個

中再度搶灘料羅灣，下卸運補給養。國軍「美樂

國軍第一軍砲兵第六０七營於臺中集訓，換裝八吋

九月十七日

1. 美軍勝利女神飛彈營進駐臺灣北部。
2. 「閃電計畫」第七梯次實施，除「中勝艦」受

傷，餘圓滿達成。

砲五萬八千七百餘發，猛烈程度超過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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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八日

1. 國軍執行「轟雷計畫」，以通用登陸艇三艘裝載

九月二十四日 1. 中共與美國舉行第四次會談。
2. 國軍空軍第十一大隊十八架F-86戰鬥機，其中數架

八吋榴三門，再由美軍船塢登陸艦載運，至料羅
外海泛水下卸搶灘，順利完成。

配備響尾蛇飛彈，分兩編隊掩護偵照溫州港。共軍

2. 蔣中正總統飛往澎湖，親自督導「轟雷作戰」航

共起飛二四八架次攔截，國機發射六枚響尾蛇飛
彈，擊中MiG四架，首開世界空戰史的紀錄。另五

前作業。
3. 空軍五大隊四架F-86掩護「轟雷計畫」，於金門

架MiG為我戰機機槍擊落，創下輝煌戰果。

上空與共軍MiG-17八架遭遇，當即擊落四架。
九月十九日

1. 海軍實施「鴻運計畫」，以一五０輛 LVT 分三梯

3. 「中屏二號」第三梯次實施。

九月二十六日 1.「轟雷計畫」第三梯次實施。
2. 金門國軍首次使用八吋榴制壓圍頭G203號目標，

次五路作兩棲突擊運補，成效卓著。
2. 金門西南方爆發九一九海戰，國軍「海澄」、

「海秀」兩砲艦擊沉共軍魚雷艇一艘。
九月二十日

效果卓著。
九月二十七日 1. 美國空軍司令公開宣稱，如臺海情勢持續，將以

1. 「轟雷計畫」第二梯次，第二批三輛八吋自走榴砲

核子武器防衛金門。
2. 金 門 、 烈 嶼 砲 兵 ， 展 開 全 面 反 砲 戰 ， 共 發 射

順利搶灘。一輛八吋自走榴履帶於沙灘上受損。
2. 「鴻運計畫」第二梯次實施。

三千九百餘發。
3. 適逢中秋節，蔣中正總統體恤前線軍民，飭空軍

九月二十一日 九二一海戰，國軍北巡支隊於馬祖海域與共軍魚雷
艇遭遇，擊沉共艇一艘，擊傷一艘。
九月二十二日 1. 國 軍 實 施 「 中 屏 二 號 」 空 投 作 戰 ， 每 日 動 用

實施中秋空投，完成六十四噸物資的運補。
九月二十九日 1. 蔣中正總統告訴中外記者：金門戰事乃自由民主

一二０架次。

之保衛戰，純係屏障臺海，中共軍事冒險必招致

2. 中共人民日報警告，美國若使用原子彈，中共必

反共革命。
2. 毛澤東評估戰爭有逆轉之可能，為防範國軍與美

以牙還牙。
3. 美國太平洋空軍總司令庫特上將抵臺。

九月二十三日 1. 中美高層於臺北召開聯合軍事會議，商討八二三
戰局。
2. 聯合國第十三屆大會，以四十四票比八票，通過

擱置中共代表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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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一日

1. 蔣中正總統針對杜勒斯三十日的發言，表示我政

十月十三日

2. 金防部司令胡璉以眼疾及心臟病，須赴臺檢查為

府「無接受的義務」，並反對金馬撤軍。
2. 海軍執行「鴻運」、「流星」、「長風」計

畫，向金門實施運補，共下卸軍品二一五噸。

由告假，職務由第十軍軍長張國英代理。
十月十四日

3. 「神鷹計畫」第一梯次實施，執行新的空投計畫。

十月二日

1. 「神鷹計畫」第二梯次實施，一架 C-47 運輸機

十月十七日

2. 美國宣布國務卿杜勒斯將於二十一日訪華。

砲兵營及七個岸砲連，共發射八千餘發砲彈，我軍

十月五日

1.「鴻運計畫」第九梯次實施。

民頗有傷亡。
十月二十一日 中共以杜勒斯訪華，從早晨作間歇性砲擊，目標為
金門諸島砲兵陣地，國軍砲兵實施反擊。

2. 毛澤東指示福州軍區：「偃旗息鼓，觀察兩

十月二十二日 1. 杜勒斯與蔣中正總統會談，杜勒斯認為制止中共

天」，戰略方針改為「打而不登，封而不死」。

砲擊最有效的辦法是使用原子彈，蔣中正總統表

1. 由毛澤東撰寫，以彭德懷名義發表之「告臺灣同

胞書」，建議舉行和平談判，並停止砲擊七天。
2. 金門國軍利用停火期間，積極構工，加強運補。
3. 六門八吋榴砲，在六五特遣部隊護航，以及美

軍電戰反制下，運抵金門。

示僅可考慮戰術性原子武器。
2. 共軍遭我新型火砲制壓，損失甚重，本日僅發砲

四千八百餘發，並緊急運補。
3. 蔣經國副秘書長代表總統至金門烈嶼，宣慰前線

官兵與民眾。

國軍五大隊第二十七中隊六架戰機，執行沿海偵

十月二十三日 中美發表聯合公報，重申兩國反共反侵略立場，政

巡，與共軍 MiG 戰機八架遭遇於馬祖平潭，四架

府表示將減少金門駐軍，並表示不會主動對大陸使

MiG 機遭我擊落，我五大隊張迺軍少尉二號機追

用武力。

撞敵機墜毀，跳傘被俘。

十月二十五日 中共再以彭德懷名義，透過廣播發表「再告臺灣同

1. 美國防部長麥艾華抵臺，協商金馬防務。

胞書」，宣布自二十六日起逢雙日不打金門機場、

2. 政府將金門青少年運送臺灣就學，表示繼續戰

碼頭、灘頭船隻。

鬥之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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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以美艦為國軍護航為由，十五時三十分宣布停

3. 蘇聯官方電臺警告：美國若於臺海衝突中使用

「神鷹計畫」第三梯次實施。

十月十二日

十月二十日

火無效，將於十六時重啟砲擊。共軍集中三十二個

十月三日

十月十日

1. 美國宣布將勝利女神飛彈營及M41輕戰車移交國軍。

炸機協防臺灣，並重申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的立場。
原子彈，應負完全責任。

十月六日

蔣中正總統表示中華民國政府立場：不撤退、不姑
息，準備隨時以更堅強的反擊對付武力的攻擊。

遭砲火擊中墜毀。
2. 美國為緩和蔣中正總統嚴正聲明，同意加派噴射轟

1. 毛澤東指示金門繼續停火兩週。

追憶金門砲戰五十週年

臺海戰役進入下一個階段。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823 Artillery Bombard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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