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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墜機人為因素是主因 
何邦立1 

（美國航空太空醫學專家） 

 

摘要  七十餘年前的一場空難，亡者戴笠因軍統局局長的身分，而引起諸多猜疑，諸

如惡劣天侯說、功高震主說、陰謀破壞說、腐敗因果說、人為因素說等。作者為美國

航空太空醫學專家、空難事故調查及預防專長。以一位專業能飛的航空醫官，服務空

軍近二十年、民航醫學又十載，積五十年參與空難事故的調查與預防經驗，為戴笠墜

機失事謎團，此一歷史公案作一抽絲剝繭的剖析，失事真相逐漸躍然浮現。 

關鍵詞：戴笠墜機、衣復恩、張光明、趙新、人為因素 

 

一、前言 

1946 年 3 月 17 日，戴笠踏上青島飛往上海的專機。

飛機剛起飛，天氣就開始變壞，臨時決定改飛南京，然而南

京依然是烏雲密佈，雷雨交加，飛機還是無法降落。下午 1

點 13 分時，南京機場突然收到自稱是「222 號飛機正在降

落」的神秘電訊後，再無音訊。最終是飛機撞山墜毀，無人

生還。飛機所撞的山叫做「岱山」，山下有一水潭，鄉民稱

之為「困龍潭」。「岱」與「戴」同音，「龍」與「農」諧

音，竟有如此巧合。尤有甚者，戴笠同機共 13 人全部死

亡。奇巧的是戴笠一生極為忌諱的事和數，竟一連串地湊在

了一塊兒，13 時、13 分、13 人於滂沱大雨濃霧中（雨農）

葬身岱山（戴山）困雨溝，年僅 49 歲。「戴機撞戴山，

雨農死雨中」，這讓人想起《三國演義》龐統號鳳雛，

死在落鳳坡，莫非天命難違？1946年 3月 21日起，《中

央日報》、《申報》、《大公報》等先後刊發消息：國

家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戴笠將軍乘飛機從北平途

經青島飛往上海，飛機在南京烈士陵園西南郊外，撞到

馬鞍山山頭墜毀而死亡。當時媒體報導因為天氣惡劣，

戴笠死於飛機失事。由於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的特殊身

分，令人對其死因起疑，可能並非簡單的飛行事故。墜

機原因眾說紛紜，七十餘年來，戴笠的死因仍是一個歷

史謎團；而有「惡劣天侯說」、「功高震主說」、「陰

謀破壞說」、「人為因素說」、「腐敗因果說」等不一

而足，實有待釐清。 

 

 

何邦立，何宜慈科技發展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電郵：bangho@hotmail.com 

圖一、 戴笠將軍（1897-1946） 

 圖二、軍統局翻譯官李福基上

校未應戴笠邀同乘避過此劫。

此是 3月 17日 222號座機在青

島起飛前的最後身影（李福基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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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惡劣天侯說 

軍統局內部對局長戴笠的空難身亡調查報告，外人無法得悉。但其重要副手之一

的魏大銘將軍，曾任軍統局第四處少將處長，後擔任技術研究室主任，長期主管軍事

情報工作（現軍情局前身），在其晚年的回憶錄中記載敘述戴笠飛機撞山事件，結論

為純屬天侯不良之故。 

3 月 17 日，青島及南京上空的天氣皆為不好，可是戴先生急著要回南京向蔣先生

覆命，堅持座機起飛。為了預防無法在南京降落，機上的油量是足夠可以改降上海、

杭州與蕪湖三個機場。在經由上海轉到杭州時，卻是無法降落，正要轉飛蕪湖時，南

京方面傳來電訊，告知其上空之雲層有一大洞，可以試一試。飛機遂改飛南京穿雲一

試，不料在南京近郊之岱山，撞山墜毀了。據江寧縣現場目擊者說：「下午 1 點鐘左

右，飛機在大雨中飛得很低，像一個黑影在雨幕中一晃而過，嚓的一聲，一棵大樹被

撞斷，接着飛機就撞到高度約 200 米的岱山上。先見一團火光，隨即一聲巨響，爆炸

後飛機燃燒起來。在暴雨中無法搶救。」另一目擊證人說得更為詳盡，該機飛行甚

低，碰及一高約三丈之大樹，遺落一螺旋槳，再連續擦過三個山坡，復碰落一螺旋

槳，即初碰山脊，再碰山腰，發生巨響，立即焚燒至晚始熄1。（目擊者失事現場之敘

述，即可印證此非定時炸彈的人為破壞。何註）軍統局駐京人員聞訊，馳赴岱山，見

機身已全部焚毀，僅餘機尾。遺屍 13 具，均模糊難辨。僅尋獲龔仙舫圖章一枚，戴局

長及其隨員所佩手槍四枝，及戴氏日常所用之物等。嗣復經該局多數人員辨認，根據

那幾顆金牙特徵及所佩手槍，將戴局長及其隨員 7 人辨認明確，運回南京城內，於 22

日上午 9时分别入殮。3月 25日，申報又以《軍委會調查統計局長/戴笠將軍確已遇難

/乘機誤觸馬鞍山為題，進行了比較詳細的報導稱：該機出發數小時後，即遇狂風大

雨。據調查，該機曾至滬近郊徘徊以圖降落，然因機場地面視線惡劣，乃折往南京擬

在明故宮機場降落。然在京低空盤旋時，因濃霧重重，視線惡劣，低飛選擇降落地

點。不料誤觸山頂，機內汽油即發火燃燒。燃燒之速及火勢之烈，諒亦因汽油儲量過

多所致。……該機觸撞山頂，山頂尚有三處撞痕。該機墜落後，機門適壓於地下，視

其情狀，當時機中乘客，即有能生存者，亦無法開啟機門，在汽油未爆發前之一剎那

間逃出。據當地居民稱，當時曾聞及悽慘之喊叫。惟以機中子彈爆炸，不敢近前營

救。（此失事現場之描述，與陰謀破壞現場的呈現完全不同。何註）1946 年 3 月 17

日，國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戴笠將軍，從青島搭機回南京，由於天氣惡劣，

飛機在第二次穿雲下降時，不慎撞山失事，人機俱毀。一般人皆認為氣候惡劣是空難

的主因。戴笠因長期掌控特務組織，不少議論者從權鬥角度臆測應與蔣介石有關；也

有事證指向曾變節的軍統局北平站長馬漢三涉嫌策動。不過，原定執行這趟任務的飛

行員趙新晚年則聲稱，腐敗應是導致戴笠專機失事的主因。但是國民黨黨史館主任邵

銘煌認為，這是單純的飛行事故。 

 

三、功高震主說 

 
1朱沛蓮：戴笠座機失事目擊記，中外雜誌，31卷 3期，55-56頁，台灣，19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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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勝利後，於 1945 年 10 月 10

日，國共兩黨經過 43 天的談判，正式簽訂

《雙十協定》。其中重要內容之一，「取消

特務機關，嚴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機關有拘

捕、審訊和處罰人民之權」，並指出應「釋

放政治犯」。這些條款主要是共產黨針對國

民黨特務機關軍統、中統等提出來的。1946

年 1 月 10 日至 31 日，在重慶召開中國政治

協商會議時，各黨派再次提出取消特務機關

的口號。當時正在籌備的國民參政會四屆二

次會議，受國共和談、政治協商會議影響，

也準備提出取消特務機關、切實保障人民權

利的議案。蔣介石隨即向戴笠發出秘令，要

求他撤銷軍統局，化整為零，以減少中共及

民主黨派攻擊的口實。事實上早在抗戰結束

前，戴笠負責肅奸接收，趁機擴大實力，安

插軍統人員搶佔各地警察局長位置。針對戴

笠擴張權力的勢頭，亦遭黃埔體系將領的不

滿，蔣介石領導錢大鈞、胡宗南、唐縱、宣

鐵吾成立了一個 5人小組，研究抑制的策略。

蔣介石用人，一向採取牽制手法，如中統與軍

統。當他逐漸懷疑戴笠有功高權重時，便逐漸

有意識的採取措施加以抑制。他首先任命唐縱

為軍統局幫辦，加以牽制。抗戰勝利後撤去戴

笠緝私署長等兼職，防止他繼續擴權。在軍統

與中統派系鬥爭中也稍稍抑制一下軍統。因而

產生戴笠之死，乃「功高震主論」的流言。

1946 年 4 月 3 日，中央日報第二版以《抗戰

八載中/軍統局之貢獻/協助盟軍作戰無情打擊敵偽/工作人員為國犧牲達四千餘》為

題，綜述戴笠的功績，說「軍統局自戴故局長主持以來，歷時十四載，對抗日工作貢

獻殊大」。情報方面「該局十四年來搜集情報，據以呈供最高統帥及各有關軍事機關

參考，其中，國軍及盟軍對敵作戰裨益之處頗多」。6 月 11 日，國民政府發布褒揚

令：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戴笠，志慮忠純，謀勇兼備，早歲參加革命，屢瀕於

危。北伐之役，戮力戎行，厥功甚偉。抗戰軍興，調綜軍事情報，精勤益勵，用能制

敵機先，克奏膺功。比以兼辦肅奸工作，不遑寧處。詎料航機失事，竟以身殉。緬懷

往事，痛悼良深。該故局長戴笠應予明令褒揚，著追贈陸軍中將，准照集團軍總司令

陣亡例公葬，并交部從優議卹，生平事跡，存備宣付史館，用示政府篤念勛勞之至

圖三、戴笠隨侍蔣介石 

圖四、1946 年 6 月 12日 戴笠南京公祭

之靈堂。 

圖五、戴笠移靈墓地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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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6 月 12 日，公祭時蔣介石親筆的輓聯：「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跡；奇禍從

天降，風雲變幻痛予心」，輓額：「碧血千秋」。 

戴笠死後，墓葬南京近郊靈谷寺，由

黨國元老吳稚輝為墓碑題字：「戴雨農將

軍之墓」。話說 1946 年 3 月，戴笠遇難

身亡時，中統局的四位副手為鄭介民、毛

人鳳、唐縱、與魏大銘，其中僅魏大銘非

黃埔出身，具電訊密碼之專長，更是解碼

之不世天才。抗日戰爭初期，日機空襲我

大後方，魏以克難方式建立起我防空警報

預警系統；日機甫由機場起飛，我方諜報

人員利用發報機，將觀察所得的敵機數

量、機型、航向、高度，一站一站以接力

方式向大後方通報，使得我劣勢空軍得以

及早準備應戰，居功至偉。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魏氏負責破解日方電碼，透過各種管

道通報美國華府，日本將偷襲珍珠港；無奈該情報未受應有之重視，事後美方損失慘

重，才不敢再小睽我軍統情報蒐集的能力。2014年 11月，趙映林為文《歷史的誤讀—

—一個真實的中美合作所》2中記載，太平洋戰爭開打後，美軍計畫從中國東南沿海反

攻，為掌握日軍在當地與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動態，及相關氣象與水文資料，促成美

海軍梅樂斯上校與戴笠合作，組建「中美合作所」的情報網，三年多的合作成效輝

煌；該所軍事組轄下的敵後武裝部隊，忠義救國軍擊斃日軍 7萬 1千人（檔案統計為 2

萬 4 千餘日本人）。該所情報組的諜報人員，提供的準確情報，確保了太平洋戰場美

國艦隊的勝利，至於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將的專機在新幾內亞遭美機

伏擊擊落，端賴我軍統局技術室池步洲破譯解碼日方的電報資訊。因此戴笠的情報績

效，深獲美國海軍軍方的激賞！2007 年 9 月，阮大仁為文《由魏大銘回憶錄去解析戴

笠墜機身亡之謎》3中記載，抗戰勝利後不久，1946 年初，國府想要重建海軍，此時戴

笠受到美國海軍軍方之支持，蔣介石亦有任命戴笠為海軍總司令之構想。戴笠想將軍

統敵後的忠義救國軍 10 萬之眾，改制為海軍陸戰隊。當時的東北行轅主任陳誠，拒絕

收編偽滿的 60 萬部隊，戴笠亦有興趣接收；美國海軍願意將青島儲存的軍用物資送給

我方，收編後的偽滿軍隊將換裝成美式裝備。為此，戴笠於 3 月中旬，先赴北平密會

偽滿軍的兩位將領。再轉赴青島會晤美國第七艦隊司令柯克上將，取得美方同意移轉

的裝備、武器、彈藥清單。由於兩天後即將在南京召開國民政府會議，蔣介石在會中

要提名戴笠出任海軍總司令，乃急電召見戴笠面談。無巧不成書，卻促成了戴笠步上

這次死亡之旅。明白了解戴笠赴青島的任務，以及為何急著趕回南京的原因，就知道

「功高震主論」說法的荒謬與不值得駁斥。 

 

 
2 趙映林：歷史的誤讀--一個真實的中美合作所，傳記文學，630期，38-48頁，台北，2014.11  
3 阮大仁：由魏大銘回憶錄去解析戴笠墜機身亡之謎，傳記文學，544期，台北，2007.09. 

圖六、戴笠墓園位於南京紫金山靈谷寺旁，

墓碑由吳稚暉先生親題戴雨農將軍之墓，背

面墓誌銘由國學大師章士釗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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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陰謀破壞說 

1988 年香港《廣角鏡》第 10 期，刊登華永正《戴笠墜機之謎》4一文。同年 11

月，福建日報社的《每周文摘》第 46、47 期全文轉載。後來在大陸小報及網路上演繹

流傳戴笠墜機的文章，大都由此而來。華永正大作是緣起於川島芳子之口，1928 年孫

殿英盜慈禧墓得乾隆的龍泉寶劍說起，盜寶之後，孫氏先將一批贓品托人疏通上去，

又托私交較深的戴笠通天，想以龍泉寶劍孝敬蔣介石，後因「九一八」事變，此事拖

延下來。最後戴笠轉電召軍統局陝壩（負責內蒙古）工作組組長馬漢三，托馬走陸路

將此劍帶交何應欽，由何轉獻於蔣介石。另一傳說，川島芳子於 1945年 10月 11日在

北平家中被捕，帶人前去搜捕的便是馬漢三，在宅內搜出這柄舉世無雙的古劍。由於

馬漢三唯恐侵佔古劍之事，東窗事發被戴笠知曉，為求自保便與秘書劉玉珠合謀，在

戴笠搭乘的飛機上置炸彈圖謀不軌。此外 1994 年 3 月，尹家民編著的《蔣介石與他的

特務們》，書中指出軍統局北平站站長馬漢三在戴笠座機上放了定時炸彈。文中記載

如下：「馬漢三假表忠誠，除交還古劍外，又送給戴笠十箱文物寶貝」。「當得知戴

笠要走時，他指派劉玉珠以軍統局督導員的特殊身份去機場，以檢查飛機安全為名，

登機後，用馬漢三交給他的鑰匙打開一只木箱，塞進一顆經過偽裝的高爆力定時炸

彈，造成飛機飛到南京板橋附近時爆炸」。戴笠飛機離開北平之後，曾停留濟南，並

在青島過夜，並非直飛南京，置炸彈的陰謀論，更本站不住腳。在抗戰期間戴笠曾明

令軍統各級都不得結婚，不設女秘書，馬漢三也從未有過女秘書。劉玉珠（1910—

1948）又名劉貴清，實有其人，但是男性，在重慶就是馬的秘書。顯然，劉玉珠性別

一旦明瞭，一切床上戲、美人計的故事便不攻自破。至於龍泉寶劍之說、馬漢三之陰

謀論，皆是言情小說寫法，實不值得討論。戴笠死後，軍統分為鄭介民與毛人鳳兩

派，馬漢三為求自保，投靠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將軍。1948 年春，李宗仁在國民大會

行憲競選副總統時，擊敗蔣介石屬意的孫科，馬漢三因公開支持李宗仁，令蔣大發雷

霆；此時保密局長毛人鳳藉機拔除異己，6 月 30 日以領袖手諭誘捕馬漢三與劉玉珠，

於 9 月 27 日以貪污罪被秘密處死。此屬軍統內鬥，順便將戴笠空難之原因，栽在馬漢

三頭上，亦非空穴來風。軍統內部，喬家才的《關山煙塵記》一書中也有敘述，喬家

才與馬漢三同時被捕，喬在台灣監獄關押 9 年，毛人鳳死後，喬家才被台灣當局釋放

出獄；1991 年曾回大陸到馬家做客，詳細說明了當時被捕的經過。對戴笠的死因，從

未聽說過「謀殺」一說，并表示反感。馬漢三因地下工作早年曾遭日方逮捕，被疑私

下通日，說成漢奸的說法；馬家後人認為，歷史事件不能主觀臆測、戲說、想當然、

臉譜化。這是對歷史的尊重，對人的尊重，也是對作者自己職業道德的尊重。他們希

望還原這段歷史的真面目。還有一種說法，戴笠是被美國特工謀殺的。日本投降後，

美國戰略情報局探聽到，戴笠要對過去所有與日本人合作過的中國人進行一場屠殺大

清洗，情報局所有的人都認為，這將是一場沒有正義的大流血，必須制止這場屠殺大

行動。美國戰略情報局得到戴笠將在青島住夜的情報後，迅速指示在青島的美國特

工，秘密在戴笠乘坐的專機氣壓計的保險絲上做了手腳。戴笠墜機摔死後，一位美國

間諜用品發明專家認為，戴笠乘坐的飛機裡有一種氣壓計（高度計）的保險絲被做了

 
4 華永正：戴笠墜機之謎，廣角鏡，第 10期，香港，19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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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腳，這位美國專家堅信戴笠是這麼被謀殺的。專業的航空事故調查，失事現場的檢

視與勘驗至為重要，因為殘骸遺體證據會說話。飛機若是在空中遭爆破，飛機殘骸與

人體的散佈廣闊，此與撞地失事（flight into terrain）起火後爆炸的現場迥然不同；戴

笠墜機的情況非常單純，陰謀破壞說法純屬臆測，並無任何證據的支持（何註）。 

 

五、腐敗因果說 

由於華永正《戴笠墜機之謎》一文，引出 1988 年 12 月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選

編》第 35 期，登載署名趙新的文章《戴笠摔死前後》5，詳細敘述了戴所乘坐飛機當

天失事的情況，其中明確指出「青島不去了，直飛南京」。趙新是 1944 年秋由美完訓

的空軍駕駛員，日本投降後，調到航空委員會空運隊，1946 年 1 月調北平西郊機場，

隊部在燈市口同福夾道一座樓內。茲摘錄原文如下： 

1946 年 3 月 15 日下午，我照例去值班室看任務派遣牌，看到牌上寫著「飛機：

222 號專機;起飛時間：3 月 16 日上午 8 時;航線：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飛行員：趙

新、馮俊忠」。要求 3 月 16 日早 7 時前做完飛行準備。當時，我非常興奮，已有 8 年

多沒有回家省親;我去東安市場買好了土特產等，準備第二天飛滬。….翌晨，我乘吉普

車馳往西郊機場，立即仔細地檢查 222 號飛機，在每個關鍵部位檢查完兩遍後，確認

飛機完全良好，就在飛行紀錄簿上簽字、交給了機務員。時已 7 時 45 分，隨即登機作

起飛前准備。當我一踏進機艙，看見艙內已坐好了 7 個人，其中一人，好像見過面，

後來才想起在慶王府參加蔣介石 50 壽辰，聆聽訓話時，就是他站在蔣介石身後，當時

我詢問旁人，說叫戴笠，是軍統局的頭頭。7 時 55 分，我正要按下按鈕，啟動發動機

時，忽見機頭左側下方滑行跑道上飛馳來一輛吉普車，車上人急切地揮手示意，并迅

速停靠在機頭下方，我忙探頭詢問；「怎麼回事？…揮手的人是張遠仁（綽號小黑子，

四川人，航校第 18 期畢業生），他大嚷：「不要開機！有急事，隊長讓我來替你！」我

非常生氣……隊長說：「很抱歉，張遠仁有急事，……你來當本周的值星官吧，值星官

很重要」。第二天 3 月 17 日上午 9 時接天津機場飛報：「222 號 9 時起飛，由津（天

津）飛寧（南京）」。我隨即登記下來，報告隊長。上午 10 時接 222 飛報：「有要事，

準備在青島著陸。」半小時後，222 飛報：「時間太急，青島不去了，直飛南京。」12

時 5 分 222 號飛報：「明故宮（機場）雲高 300，有雷陣雨，著陸困難。」隊部立即回

電：「222號速告明故宮打開導航台，進行穿雲下降。如不行，轉飛上海或濟南」。但上

海、濟南天氣也不好，222號只好在南京穿雲下降。三次下降都越過機場，無法著陸。

下午 1時 6分 222號電訊突然中斷，地面多次呼叫，也聽不見 222號的訊號了。 

事後調查得知：「222 號專機因為看不見地面，先後幾次穿雲，都越過了機場，飛

行員掌握飛機的高度、速度、方向，都與穿雲圖上的航線偏差很大。失事的原因，主

要是飛行員張遠仁飛行技術差，張遠仁與馮俊忠接受的是舊式飛行訓練，缺乏科學頭

腦與先進的技術訓練，尤其對無線電波、和單憑聽覺的盲目飛行、和利用無線電羅盤

的定向飛行，他們全都沒有學過，張遠仁只是學過一些初步穿雲迫降的理論，一點實

踐經驗都沒有。馮俊忠對儀表、電波、無線電等設備也不熟悉，他們倆個都未受過美

 
5 趙新：戴笠摔死前后，文史資料選編，第 35期，274-279頁，北京市政協，19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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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訓練中心的嚴格訓練，盲目穿雲，一遇到惡劣天氣，就缺乏應變能力，這就是事故

的必然性所在」。趙新認為，戴笠失事一案，在國民黨空軍史上是一件醜聞，以前是不

可能披露的。現在我覺得應當將真相公諸於眾了。趙新的文章對研究釐清戴笠死因，

提供了歷史當事人的視角和重要見證，但因屬內部刊物，二十多年來並未受到重視。

最近他的長子趙茲在博客整理《父親釐清戴笠墜機迷團》6文中，轉發了趙新晚年的相

關敘述，使得戴笠專機的「驚爆疑雲」再度廣受議論。1940 年中央軍校畢業的趙新，

曾考取空軍飛行學校，在雲南昆明接受初級飛行訓練後，派往美國亞利桑那州「空軍

飛行學院」接受更現代化的專業訓練，1944 年秋，抗戰勝利前一年回到中國，隨後則

被調任專門接運政府首長的專機大隊。1988 年他發表《戴笠摔死前後》專文，描述他

當年原定擔任戴笠飛往上海的專機駕駛，卻臨時遭到撤換的始末。署明趙新的文中是

這樣分析的：「222 號失事原因，主要是飛行員張遠仁聽說有去上海的任務，因賺錢心

切，立即向隊長送禮，一再要求派他去上海做黃金美鈔生意」。平時張遠仁與隊長同住

一院，關係也好，在隊長考慮張的技術水平不高，可否派他去正猶豫不定時，張就

說：「主要替隊長賺錢，請隊長也出些本錢，一定能賺回大錢」。把隊長說動了心，於

是他兩人在 222 號起飛前夕，連夜准備妥當，決定由張於翌晨趕到機場，并以隊長的

命令，將我撤換下來。趙新強調，作為隊長對前述情況應有預料，但為牟取私利竟存

僥倖心理，利用隊長權力，違反飛行紀律，以命令方式取消既定飛行方案，應是導致

飛行事故主因。至於趙新的敘述中，並未提及戴笠是否知曉駕駛臨時遭撤換之事。

2013年 11月 29日大陸歷史作家馮學榮在《是誰謀殺了戴笠》7中，評價趙新的敘述應

該是「迄今為止，他自信是關於戴笠命案最接近事實真相的分析。」馮學榮指出，趙

新提供的材料明顯顯示：戴笠飛機失事，有兩個最主要的原因：1、天氣惡劣；2、飛

行員技術不過關。而之所以派了一個技術不過關的飛行員（張遠仁）執行這次飛行任

務，不為別的，只是因為航空隊隊長和出事的飛行員狼狽為奸、假公濟私、借出差上

海的機會、炒賣黃金掙錢。航空隊長如果不是為了這個，是不會派張遠仁去飛的，因

為張遠仁技術不好，不應該讓他飛這一趟，戴笠是高官，馬虎不得的。2014 年 10 月

11 日台灣中國時報王銘義專欄《戴笠之死腐敗惹禍》8？也是引用趙新之文。總之就是

兩個字：腐敗。馮學榮引經據典指出，戴笠所

乘坐的第 222 號飛機之所以失事，主要的原因

在於遭遇了惡劣的天氣，而除此之外，國民黨

空軍的腐敗，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至於

王銘義之論點，亦大略相同。事實是否如此簡

單，且聽下回分解。 

 

 

圖七、戴笠飛上海是否為見蝴蝶早已成謎？ 

 

 
6 趙茲；父親釐清戴笠墜機之謎（1-4），新浪博客，2014.06.02-06 
7 馮學榮：是誰謀殺了戴笠，新浪博客，2013.11.29. 增補版 
8 王銘義：戴笠之死腐敗惹禍，中國時報，台灣，201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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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臨時換人與失事之因果 

1959 年 11 月，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編印《空軍忠烈錄》9第一輯下冊，記載有馮

俊忠、與副駕駛張遠仁，駕 C-47由青島飛南京殉職的資料 1979年 10月，台灣國防部

情報局出版的「戴雨農先生全集」10，公布的航空委員會隨機人員 5位，至於 222班機

搭乘人員共八 8人，詳如下。 

1.上尉一級飛行員馮俊忠 33歲廣東鶴山廣東航校 7期、轟炸科。2.中尉三級飛行員張

遠仁 27歲四川彭山軍校 17期、空軍官校 15期。3.少尉三級飛行員熊沖 26歲北平軍校

18期、空軍官校 16期。4.少尉三級通訊員李齊 28歲江西南昌航校 5期通訊。5.上士二

級機工長李開慈 26歲河南洛陽第三修理廠一期學徒班。 

1.戴笠國民黨軍委會軍事調查統計局副局長、陸軍少將領中將銜。2.龔仙舫軍統局秘書

兼局本部人事處長、軍統少將。3.金玉波軍統局專員、幫會工作專家、杜月笙徒弟、江

蘇人。4.徐焱副官。5.馬佩衡英文秘書、香港大學文學士。6.黃順柏戴笠保釋的漢奸。7.

曹紀華衛士。8.何啟義衛士。 

顯而易見，戴笠失事專機機組成員，正駕駛為廣東航校資深的馮俊忠上尉（33

歲），副駕駛為空軍官校資淺的張遠仁中尉（27 歲）。如本文前節所述，馮俊忠時為空

運大隊 103 中隊的副隊長。署名趙新的作者，文中疑點頗多，有移花接木、偷天換日

之嫌。其目的為的是讓讀者誤以為戴笠專機被更換的是正駕駛趙新，事實上被替換的

趙新是副駕駛。請看該文中敘述：（一）前一天的任務派遣牌，飛行員：趙新、馮俊

忠。不合軍中倫理。應該正駕駛馮俊忠名字在前，副駕駛趙新在後。（二）第二天 7 時

45 分，當我一踏進機艙，看見艙內已坐好了 7 個人，其中一人好像見過面，後來才想

起在慶王府參加蔣介石 50 壽辰聆聽訓話時，就是他戴笠站在蔣介石的身後。完全不可

能。蔣介石 50壽辰是 1936年，當時趙新還是中學生。（三）7點 55分，我正要按下按

鈕，啟動發動機時，忽見機頭左側下方滑行跑道上飛馳來一輛吉普車，車上人急切地

向我揮手示意，迅速停靠在機頭下方，我忙探頭詢問；何事？文中顯示趙新坐在機頭

左側。對不起，那是正駕駛的座位。（四）張遠仁綽號小黑子，四川人，航校第 18 期

畢業生。趙、張同在一隊都是中尉飛官，而 18 期畢業生抗戰勝利後才由美返國，還是

少尉官階。（五）中隊長，明明知道飛行員張遠仁技術不過關，還臨時改派他接替趙新

給戴笠開飛機，不為別的，只為了張遠仁會給隊長分紅。張遠仁亦是留美受訓具有儀

飛的能力，說張遠仁技術不過關屬違心之論。（六）事後空軍調查得知：---張遠仁與馮

俊忠接受的是舊式飛行訓練。只有馮俊忠接受的是舊式飛行訓練，他非常資深經驗豐

富，目視飛行極為優秀沒有問題。只是未受專業儀飛訓練。趙新用軍方調查誤導讀者

兩人飛行能力均有問題，與事實不符。 

戴笠墜機事故，趙新為文編導的故事，究竟藏何玄機?又想誤導什麼?真實動機何

在?是否正如趙新自己所說；「戴笠失事一案，在國民黨空軍史上是一件醜聞，以前是

不可能披露的。現在我覺得應當將真相公諸於眾了」。 

 
9 空軍總司令部情報署：《空軍忠烈錄》第一輯下冊，台北，1959.11.  
10 國防部情報局 ：《戴雨農先生全集》，台北，19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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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新在戴笠專機出事後 42 年，年已過七旬，在其晚年才為文記錄此一事件；

還故佈疑陣，編了一套劇本。想兩岸隔海分治長達半世紀，當事人多已隨歲月凋零，

不易為人識破。將自己寫成正駕駛，臨時被未接受儀器穿降訓練的張遠仁所更替，在

暴雨惡劣天侯狀況下因而出事。替換駕駛的原因是為了走私，為腐敗因果論定調。為

使讀者容易接受該情節，還畫蛇添足的、創造了參加蔣介石 50 壽辰，聆聽訓話時見過

戴笠的一幕。使故事更具真實性與可讀性。因為趙新他自己知道，純從飛安角度，臨

時更替副駕駛，完全不構成失事的要件！至於 C-47 飛機，即使只有一位駕駛員，亦可

正常操控飛行。抗戰勝利之後，國府軍政界興起了一陣到上海炒賣美鈔黃金的歪風，

國民黨空軍也不能免俗，署名趙新的這段證言，是符合當時的時代背景的，他是圈內

人知之甚詳。從趙新長子趙茲 2014 年 5-6 月數篇文章《父親釐清戴笠墜機謎團》、

《父親給周恩來領航飛延安》、《父親請于右任寫對聯》，有關趙新個人飛行資料，

經梳理於後：1940 年（民 29）中央（黃埔）軍校畢業，考取空軍飛行學校，在雲南昆

明接受初級飛行訓練後，派往美國亞利桑那州「空軍飛行學院」接受更現代化的專業

訓練，於 1944 年秋（民 33）返國，分發空運隊成都基地服務，1946 年 1 月調空運隊

北平基地；其直屬最高長官為衣復恩大隊長，當時衣復恩身兼蔣介石「美齡號」的座

機長。我以畢業時間點與軍校班次加以對證，趙新應是中央軍校 16 期、空軍官校 14

期，第四梯次赴美接受中級組及高級（轟炸）組 B-25 飛行訓練的學員。空軍官校 14

期畢業的同學，在抗戰時為國犧牲的有趙以燊（一心）等多人，在台發展有升至空軍

總司令的郭汝齡，有擔任民航局局長、中華航空司董事長的劉德敏。唯在中央軍校 16

期、空軍官校 14 期、及留美（1-7 批）受訓名單中（空軍官校 12-16 期）不見「趙

新」其名。至於張遠仁，經查證確係中央軍校 17 期、空軍官校 15 期畢業（非趙新所

謂空官 18 期，蓋 18 期勝利後才回國，趙不可能不知，亦不可能升至中尉）。張為第

四批赴美接受中級組、高級轟炸組（B-25 機）、及專業儀器飛行訓練。15 期赴美受訓

學員共 128 人，分在第 4-6 梯次赴美，張君在 15 期中排序 13，名列前百分之十，與

14 期共同組成第四梯次赴美學員的組合，無疑張遠仁飛行資質應屬極為優秀的。第三

梯次與第四梯次，畢業間隔前後不到四個個月。趙新與張遠仁均分發至空運隊，當時

兩人部隊年資均不及一年半，屬資淺人員。趙新原在空運隊成都基地服務，1946 年 1

月，才轉至空運隊北平基地 103 中隊服務。無論是馮學榮或王銘義之腐敗說、或腐敗

因果論，皆引用自趙新 1988 年的第一手資料，且被誤導認為趙是機長。如今趙新的證

詞，發現是在編劇，與真實間頗有距離。誠然戴笠座機副駕駛趙新被臨時更替、張遠

仁亦有走私美鈔黃金之虞，但憑此推論為失事之原因，實屬牽強。且張遠仁亦為留美

接受專業儀器飛行訓練之飛行軍官，飛行時數與趙新相近，飛行能力亦不比趙新差，

在此惡劣天侯狀況下，實難謂由趙新飛就不出事。政治腐敗、並不表示一定會摔飛機

（正如夜航出事，不能說夜間是失事的原因）。此次墜機事件，只能說飛行紀律、與

安全管理上出了問題。軍民航界皆知，正駕駛負全機之安危成敗責任。因副駕駛臨時

換人，以此無限上綱的腐敗因果論，是站不住腳的。至於為何機上會多出一位飛行員

李齊?李齊並非正式的任務組員。應屬空運單位的飛行同仁，在青島臨時搭乘便機赴上

海。我的判斷，李齊並未坐在後艙，戴笠可能以為李也是工作組員。至於搭機人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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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黃順柏，應屬軍統潛伏的地下工作人員，並非漢奸。談到此次空難中戴笠的英文秘

書馬佩衡，亦是被臨時更換上機的倒楣者，人真是生死有命！臨時換人與失事間並無

因果關係，且趙新證詞有蓄意誤導之嫌，因此戴笠墜機，實非「腐敗」所致。再看趙

新的直屬最高長官，時任空運大隊的衣復恩大隊長怎麼說。 

 

七、飛行員錯誤說 

2000 年 10 月衣復恩將軍《我的回憶》11書中，在神秘莫測的戴笠這一章節中，披

露當時失事空難的第一手資料，衣將軍認為這是飛行員的過失。戴笠（雨農）將軍出

事經過，經摘錄衣復恩《我的回憶》如後： 

1946 年 3 月 17 日，濃密的雲層籠罩了整個南京上空，我在明故宮突然接獲電

報，謂戴笠搭乘本大隊的 C-47 正從青島飛來，因此登上塔台守候。在這段時間內，有

八、九架空運機陸續進場降落，但偏偏不見那架編號「222」的飛機。等到超過預定抵

達時間一小時後，我察覺有異，轉而詢問附近機場，也未獲任何消息。於是立即發電

報向北平查詢該機的駕駛員為何人。很快的，北平方面傳回了「馮俊忠」三字。看到

這個名字，我頓時心中涼了半截！因為我對其飛行技術向來就不太有信心。由於戴笠

身分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因此我親自趕往北平，追查失事的原因。楊副大隊長向我報

告：前一天他接到王叔銘副總司令的電話，謂：「有重要任務，派一個老飛行員」！由

於王副總向來嚴厲，楊副大隊長未敢進一步請示，即針對這兩句話作出調遣；但又未

能了解長官所謂「老飛行員」之意，而將那些年輕而優秀的飛行員排除在外，真的奉

命去找年紀最老的馮俊忠來出任務。我根據失事現場的位置研判：該架 C-47 在進行第

二次穿雲下降時操縱不當，未遵守「通過電台上方時，應將空速控制在 120 哩／時以

下，下降速度應在 500 呎／分」之規定，在超速的情形下，當它在預計轉回機場方向

前，就已經衝過了頭而撞山失事！我認為這是飛行員的過失。馮俊忠來自廣東空軍，

早先在成都時期負責駕駛小比機；在換裝 C-47 時由我親自考核，而未能放他單飛。後

來他被調往 103 中隊，我還特別交代周伯源隊長對他的考核要格外注意，千萬不可輕

放單飛。過了不久，周伯源告訴我：馮已及格，並予單飛，我雖為馮慶幸，但心中疑

慮並未全消。因為飛行的事很奇怪，能飛與不能飛，飛得好或飛不好，一個有經驗的

教官對所帶飛的人，很容易察覺得到。飛行是需要點天才的；呆板的訓練，不會造就

出高超的飛行員。 

2008 年 8 月 21 日李象三的〈戴笠搭機失事走得冤枉〉12一文刊載於美國世界日

報。作者以為其兄李博高，為戴笠中英文秘書，一定同機遇難，而趕往南京料理後

事；始知陰錯陽差，另一位臨時替代的馬祕書難逃一劫，死得更是冤枉。李象山最近

讀到衣復恩《我的回憶》一書，頗有感觸： 

「就整個南京空難而言，空軍對此次任務調派之不當，而鑄成大錯，實難辭其

咎。除了衣將軍，就沒有人懷疑到那位『老』飛行員的失職，可憐戴將軍豈不是死得

太冤了」？李象三文中寫道：參酌衣復恩將軍之回憶錄中有關飛機失事一節，可以確

 
11 衣復恩：《我的回憶》，立青文教基金會，292-296頁，台北，2000.10 
12 李象三：戴笠搭機失事走得冤枉，美國世界日報，2008.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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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當時該機如非由「老飛行員」駕駛，而由「年輕優秀駕駛員」駕駛，當和早先安

全降落的八、九架飛機一樣，能平安的降落。首先，「派一個老飛行員」這句話，就是

造成大錯的主因，不說派一個「優秀」的飛行員而說「老」的，可說糊塗透頂。中國

人向來有一個很糟糕的觀念，總認為官大都是對的，既然副總司令王叔銘說派一個老

飛行員，就找一個年紀最老的，誰敢有意見？加上王叔銘將軍治軍嚴厲，素有「王老

虎」之稱，誰敢囉嗦多問嗎？此次空難發生之時由於天候確實十分惡劣，把失事原因

歸咎於氣候惡劣，是沒有人敢說不對的，再加上傳說，有人認為氣候惡劣不能飛航，

但戴笠將軍因有要公，急需回京見蔣，堅持要飛，這種說法，也是說得通的。 

李象三為陸軍袍澤，並不瞭解空軍術語與意義。王叔銘副總司令說「有重要任

務，派一個『老』飛行員」，指的是老資格、有經驗的或是老練、幹練的飛行員。說白

了，就是有重要任務，派個飛的好的。任務指令已明確下達，若硬要解釋為找個年紀

最老的，這是外行話，若非要卸責，此其中必有隱情。但就整個南京空難而言，空軍

任務調派之不當，因而鑄成大錯，實難辭其咎。 

 

八、人為因素說 

從衣將軍描述空難經過，我個人從飛行事故調查的專業，認為有些問題必須先行

釐清：就是因為南京濃雲密佈，明故宮機場低於起降標準而關閉。換言之，南京機場

不可能有八、九架飛機落地，連一架都不可能，這是空軍報告中自行矛盾之處。再者

衣復恩接獲電報謂「戴笠搭乘本大隊 C-47 專機正從青島飛來？」，顯而易見這是正駕

駛馮俊忠所發，要求特許降落。此時南京機場應該已經知道，誰駕駛 222 號專機，並

非出事後才查出機長姓名。至於副大隊長楊榮志向衣復恩報告說：接到王副老總電話

謂：「有重要任務，派一個老飛行員」，此說並無法推卸其派遣不當之責。事實上這

也是空軍自己卸責的說法。戴笠搭機失事，死的冤枉！事故真相空軍當局非常清楚。

問題是殉難的是情報頭子戴笠，要如何的向蔣委員長報告，不會被追究責任，這才是

關鍵的重點所在。據當時的說法，航委會周至柔主任事後向委員長報告謂：「當日南

京天候惡劣，雨農因有公幹，強逼飛行員起飛，在穿雲下降中不幸撞山失事」。蔣委

員長聽了報告後，臉色鐵青、未置一語，事情就此帶過。政治是高明的騙術，把事故

的責任全推到死者與天氣，不但死無對證，只好無語問蒼天了！但戴笠殉職，對半年

後東北國共戰役，能說全無影響？又誰能相信！我生雖晚，也已年近八旬，先後服務

空軍及民航航空醫學界多年，得識諸多空軍抗日老前輩，上朔至二期的毛瀛初將軍、

五期的時光琳將軍、張光明將軍、六期的張光蘊將軍、七期的徐華江將軍、十期的陳

鐘琇將軍、十二期的陳鴻銓將軍、十三期的彭傳樑將軍、十四期的劉德敏將軍、十六

期的戚榮春將軍等，與衣將軍亦是有緣，他後來在空軍情報署長任內，曾主持黑蝙蝠

中隊、黑貓中隊等特種任務。內子汪忠甲服務華航近四十載，因衣將軍早期為中華航

空公司成立的創辦人，而與衣將軍夫婦亦熟捻。承蒙衣氏贈《孫子兵法校釋》、與

《我的回憶》二書，後者內中記載接觸過的八位風雲人物，戴笠將軍為其一。在神秘

莫測的戴笠這一章節中，披露當時失事空難的第一手資料。2005 年 8 月我在洛杉磯，

參加慶祝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紀念會中，再度巧遇張光明將軍。張氏曾為四大隊高志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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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隊長的僚機，八一四筧橋空戰、南京空戰、二一八武漢空戰中均曾擊落日機，為空

戰王牌級飛行員。他與衣復恩將軍都是筧橋航校五期的同班同學，曾在空運大隊共

事，為空運隊創隊的始祖。我把戴笠之死空軍說法的疑點，請教之13。無巧不成書，張

亦是當事人之一，告以當日雲低不及百呎，南京機場關閉，並無飛機起降。馮俊忠 222

號專機在青島曾發電報，謂戴笠急欲回南京，並請示行止。馮同時發電北平、南京大

隊部請示，並有正駕駛馮俊忠署名。張光明接電報後轉交給衣復恩，並口頭請示，要

不要派架飛機去接替馮俊忠?衣告以就等等天氣吧！隨後又接到馮俊忠第二個電報，飛

機正從青島飛來。兩人隨後在塔台守候，唯遲遲不見 222 號專機蹤影！次日發現飛機

殘骸，衣、張兩人駕著小比機，空中探勘墜機地點，並模擬、重飛 222 號專機失事航

線，以查證飛機出事原因。逝者已逝，但張光明心中留下永遠的遺憾！空運隊成軍 3

年，由 4 架 C-47 機，迅速膨漲至百餘架 C-46、C-47 飛機，飛行人員數百人，其人員

甄選、訓練、考核、航務、機務、通訊、氣象、健康管理等，各方面均必須從制度面

深入探討，才能發掘原因。君不見空運隊成軍以來，大小空難不斷，亦反映出其特殊

組織文化。2008年 12月，何邦立曾在《中外雜誌》發表《解開戴笠南京空難身亡之謎

---不是人為破壞，亦非天氣惡劣，乃連串的錯誤所致》14。飛行失事八成五以上是人為

因素（human factoror human error），且其中又以飛行員操作錯誤為主。畢竟飛行員自

己也付出寶貴的性命，怪罪責難皆無補於事；若從事故預防的觀點，應從制度面來檢

討缺失，發掘問題，徹底改進，以收防微杜漸之效。所以說事故是可以預防的，事故

預防的骨牌理論，就是從中抽掉任一骨牌（因素），就可防止一路錯到底（事故的發

生）。 

 

九、連串錯誤釀事說 

衣復恩認為這是飛行員的過失，話是沒有錯，但不夠周延，對失事的預防助益不

大。我以 222 號專機失事的重要環節，來闡述事故預防之骨牌理論如後：一、飛行能

力考核未落實：馮俊忠在 C-47 換裝訓練時，衣復恩考核認為有安全顧慮，未放單飛並

交代嚴加考核能飛不能飛？飛的好壞，教官一帶便知。飛行是需要點天分，呆板的訓

練，不會造就高超的飛行員。雖然後來周伯源隊長通過其考核，但衣復恩並未複核查

實。馮俊忠換裝勉強通過，已有預警。他儀器飛行的能力有問題，不是全天候的飛行

員。依我 50 年的航醫經驗，換裝訓練對能力較差的飛行員是有很大的壓力。飛行有若

其他技能，是熟能生巧的；但配合科技進步，航空器更形複雜，在換新機種訓練時，

人員將承受很大的挑戰；能力不夠，跟不上被淘汰，對成熟的飛行員是很沒面子，無

法接受的事實，嚴重的還會發生精神官能症，而遭停飛。二、任務派遣輕忽又不當：

對任務指示，有所懷疑時就該問清楚，這是溝通的基本技巧，長官已指示「有重要人

物…」，派遣時並未在意，也未認真思考，平時對所屬組員的飛行能力、個性等狀況

的掌控均嫌不足；更談不上正副駕駛的搭配，所涉及座艙資源管理的考量，這均是失

事預防必要的手段與措施。簡言之，馮俊忠無儀飛能力，在非目視狀況或天氣不佳的

 
13 何邦立：張光明將軍訪談，洛杉磯張寓，2008.08.14 
14 何邦立：解開戴笠南京空難身亡之謎，中外雜誌，84卷 6期，46-54頁，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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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下，就不得派遣！三、電報請示應變無方：已知正駕駛是馮俊忠，乘客有 VIP 戴

笠，南京天候惡劣機場關閉，應原機折回青島。楊榮志若警覺性高，此時還來得及由

北平另派機組人員替代馮俊忠，仍有機會挽救。至於南京方面張光明想到此點，但意

見未蒙採納，至為遺憾！四、二度電報未指示轉場：知道馮已從青島飛來，南京方面

應就近找天候尚許可降落的機場，如蚌埠、徐州等，指示轉場降落。五、穿雲下降未

提供協助：穿雲下降時，高度、航向、航速等受風向、風速、空氣密度等影響，須定

時計算並做調整校正。已知馮的敏感性不夠，飛行能力有些問題，就該利用地空協

調，無線電指揮，一步步指導引領下降，亦可避過此劫！所以說事故是一連串錯誤的

結果，無論前述一至五項關鍵點，任一階段處理得宜，皆可消瀰事故於未然。顯見空

軍當局避重就輕，未就「輕忽命令、怠忽職責、派遣不當、應變不足、訓練不實」做

深入檢討與改進。此次天氣惡劣狀況下撞山，不僅是飛行人員的錯，更是督導指揮體

系上的缺失！突顯出組織管理的問題。換言之，這連串錯誤釀禍事，實屬人為因素惹

的禍！2012年 11月，旺報《兩岸史話》中又再刊載何邦立《解開戴笠空難身亡之謎》

15一文，係人為因素所致。個人因緣際會，得遇戴笠墜機事件的兩位當事人，衣復恩將

軍與張光明將軍。因而有幸所獲皆屬第一手資料，加上本身具飛行事故與航醫調查的

雙專業背景，無巧不成書，幸運的解開七十五年前戴笠墜機之謎團！ 

 

十、結語 

戴笠墜機事件發生在極關鍵的時刻，直接影響到國共兩黨的興衰交替。正要投靠

中央的六十萬偽滿軍隊，因之失去了機會，改投共產黨，也為國軍後來丟了東北埋下

伏筆。也難怪周恩來在中共內部的會議上說：「戴笠之死，共產黨的革命，可以提前

十年成功。」美國海軍中將梅樂斯（Mary Miles）在回憶錄《另一種戰爭》中談到，他

在來華以前所看到戴笠的資料皆為「祕密警察」、「暴力犯罪」者。然而當兩人三年

朝夕相處、親眼見到戴笠律己甚嚴，精明幹練、堅毅果決、和藹重然諾，且不好色，

其實戴笠是一位事母至孝，待人至厚的血性漢子。當時共產黨視戴笠為心頭大患，以

為其對國忠誠乃在破壞共黨發展，將之描繪成劊子手、惡魔，惡毒造謠，也就不足奇

怪了。國學大師章士釗為戴笠功過撰寫的輓聯深值品嚼、評論亦算公允。反映了人們

對這個「曠世奇才、時代英豪」以及「混世魔王、政治殺手」的認識反差。輓聯如

下： 

生為國家，死為國家，亂世行春秋事，功過蓋棺猶未定； 

譽滿天下，謗滿天下，平生具俠義風，是非留待後人評。 

 

1946年 3月 17日，發生在南京郊外江陰縣岱山的「戴笠專機驚爆案」，如同戴笠

神祕、肅殺、傳奇的一生，迄今雖逾 75 年，外界對這位「中國近代史上最神祕的人

物」何以遭遇橫禍，雖然流傳各式各樣的臆測與傳說。如今經過抽絲剝繭，逐一排除

各種陰謀破壞的說法。在惡劣的天侯下，由於飛行員操作的錯誤，任務派遣的不當，

訓練考核的不踏實，飛行紀律的鬆弛，飛行管理的不佳，一連串的人為錯誤，導致此

 
15 何邦立：解開戴笠南京空難身亡之謎（1-5），旺報兩岸史話，2012.1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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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悲劇。影響所及，更是深遠！四分之三世紀前的戴笠墜機謎團，終於水落石

出，至此可以塵埃落定了！ 

 

後記 

滾滾長江東逝水，真正的英雄不會被遺忘。2013年年初，臺灣軍情局退休 19人，

前往浙江省江山市戴笠故鄉參訪。這是兩岸開放以來情治界受邀正式訪問大陸的首

例，雙方均極為低調，主要目的在討論戴笠南京墓園整修事宜。同年 10 月，台灣國史

館《戴笠先生與抗戰時期情報作戰》叢書與相關研討會的發表，皆顯示國人對於這位

亂世英雄並未遺忘。戴笠其人其事，必將有真相大白的一天。而這套書籍的出版，可

為這位「中國近代史上最神祕的人物」揭開一層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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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uth about General Dai Li's plane crash -- 

Human factors are the main causes 

 

Bang Lee Ho 

（Irving T. Ho Memorial Foundation） 

 

Abstract: In an air crash happened more than 70 years ago, the death of General Dai Li 

aroused many suspicions due to his identity as the head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These include the theories of severe bad weather, the threatening leadership , of 

conspiracy and destruction, of corruption and of human factors, etc. The author is an US- 

trained aerospace medicine specialist, with expertise in air crash investigation and prevention. 

As a professional flight surgeon with pilot training who has served the Air Force for nearly 

two decades and acted as Director for ten years in the Civil Aviation Medical Institute in 

Taiwan, he has accumulated 50 years’ experience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evention of air 

crash accidents. Based on his expertise in analyzing the mystery of General Dai Li's plane 

crash ,the truth of this historical case gradually emerged. 

 

Keywords: Dai Li’s plane crash, Yi Fu-en, Chang Guang-ming, Zhao Xin, human factors 

 

 

 

 General  Dai Li's plane crash on March 17, 19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