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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蔥、交大前輩學長一念之賜。每以蹉跎經年，無所建樹，實愧對師長，但

正公之~1J人不望報之精神為法蠅，數十年如一日。平日待人處世，每以

浪中心影之四一一古人間語施德不望報，受:患者如再施蔥、於人，以此層代祖傳，使積德、之家

4
証書且昌 c 近年來唔，在「京華」中拜譚趙前輩僻學高論，更增欽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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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值友人孫夫人來了長城時談及興起汪古及交大位女多人相低，特釵告前言iJ

故事，以彭我去大JJ:.愛精神 O

中美合作辦理後勤
通訊處:

民國三十三竿五月，我國淇居遠征軍為荒店、駐印軍細北;匕攻勢，以第

二十、二十一集團軍及第主軍之一部對敵Z主動反攻，即參與演調戰區之國

際性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 0 是年冬，設立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於昆明，

負責西南各戰區部厭的指揮和整訓，自參謀總長何上將臨欽兼任陸軍總司

D. R. Gabel Engineering Ca.

8855-9th S t. N.

1.

令;研輯部像有第→、第二、第三、第四四拍方面軍及第五集團軍杜聿明

都與總部直轄部歐。

三「四年一月甘七日我駐印軍鄭洞囡部及其西遠征軍街立煌部園內外

•

St. Petersburg, FL. 33702,

U.S.A. Tel (813) 575-1347 (B)

1800-72nd Aγe. N. E.2.

St. Petersburg, FL. 33702

兩支部隊在摸;1頁邊自芒支勝利會桶，接茗，中印去路閱始通車。美式軍械及U.S.A. Tel (813) 526-8382 (日)

其他作戰物資頓頓臨入，頭走裝備三十六fI21美誠師來展開華南大反攻 o

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之下設立設方勤務司令部，掠中美混合組組，由美編者註:越曾在老學長是愛國愛交大的保If\世友立一，中年負擔國

軍戚夫斯 (Chiefs) 中將任司令，我國盧位中將任副司令;司令部內各處

各科主官也都由美團軍官擔任，副主官也說國官佐培任。司令部之下?在

各芳面軍前在地設分區司令部、基地倉庫、中間倉庫、前進倉庫，負責幹

家主丘時，不但對戰時電信貢獻很大，更對i正直在均交大俊笠竭力幫助?木

項學長在附言中說:他是為感謝起曾在學去才大改i主人豆豆均，豈不叉見一

文不過是其中一個例子。最近郵政剖;在J\7:r'U高堆的賓主立學長捐款一干元，

理各種技衛勤務，及金錢、武器、彈菜、;三蒜、被3臣、汽油、東iiEI 、通

訊、兵工器材等各項補給。其中糧號方面，陰三三食品米越貢物拱眩己行之

有年外，副食品也仿照美軍制度責施寶物供了玄，這在我團軍需供店方面開

位受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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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j了新制度。

一 20 ←



我對這個新供應制度很感興趣。三十四年一月於商得泉兄同意後，經

設方勤務司令部糧掠處副處長李先庚少將推介，我由第五軍調到後方勤務

Rogan) 在重慶先作貢驗，而後競走主副食的日給定量如下:

甲、人員口糧:

司令部糧掠處任種該科科長。

糧株處處長是美國軍需房上設，他把美軍供應制度介紹給我們，使我

們觀念一薪，他的後勤觀點是竭盡一切人力獸力物力以供軍備之用;不但

要揉集物資，而且要生產物資，使軍備供應源源不絕。李先庚少將後來在

其所著「國防毛主動論」中對籌措副食現晶宮有如下說明:

在計宣言等補副食現品過程中，美軍堅持三是由各省縣政府限期在某

地設農場若干，某地供l宮肉食及豆類若干。當時作者認為這不僅作者

無此權力，師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也不能直接通知各級地方政府遵

排。但因美軍堅持，最後由我們後勤司令袁軍中將成夫斯電報重慶統

帥部，結果中央完全採納了美軍建議?命令各省&M配合執行這倌計

章，在補給上收到了很大成果。

一、大米

二、豆頸

三、花生

四、蔬菜

五、肉頸

六、菜油

七、鹽

八、柴

乙、馬驟口糧:

一、立

二、教

25.0市兩(蘊劫26市兩)

2.0市兩

1. 0市雨

10.0市兩

1. 0市兩

0.9市兩

0.5市兩(內一接供刷牙用〉

21. 3市兩

(洋馬口糧加二分之一)

3市斤

3市斤

10市斤
又為配合補給需要，美軍盼作者迅持中國誨，的外農業、化工、工

廠專家徵笑，以便配合農業增產外，並計畫組成四十八個農業加工工

廠。除美軍已徵說成都幸巨大學農學院院長美籍丁根生博士及華府另

派一工廠專家外，作者深思此事非:鼓動民屬，兼牽涉地方及中央的生

產部門者至大，故仍詰由戚夫斯司令電重慶1前帥部處理。我中央最後

由農林部指派高級專家博士碩士級五人，程食部也專設一糧食調配處

配合本處直按處理有關問題;一反過去我政府習價上門戶之見，而把

行政與發對打成一片。 A~三日J說是我國近代後勤上的一但開創。最後竿

Jr.o真西、芷江、南寧、桂、柳各勝利設果。

當時由於通貨膨脹，法幣幣值漸趨低苔， J:j:]豆豆副食費不移維持起碼的

營養。為了扭高;上兵的體力，美軍方面建議況定人馬口盟的日給定量，用

EZ物供跨主食副食。控我就已[ii部認可後，哇!美軍營養專家樂根上校(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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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稻草

夫麥、小麥、燕麥、包穀為豆頭代用品，豆莖、甘薯籐;馬尼草代

用品。

按這個定量補給寶物，購買這份副食口垣既需的經費，計算起來，比

先前且可至連副食費大了一倍多 c 換句話說，依新 1~U捕拾，部隊丟人馬的當

養，比先前提高了一倍多。

我在糧諒處厝處長及李副處長的指導下雪逼著擬訂各種有間主副食採

購、供廳以及各級供應機樟組織的各種現草，預定自三十四年四月起買

拖 C

副食品的提罵和供惡

為賞施副食貢物供應，後方勤務司令都懂?玄虛在各補給區司令部設立

副食採購組，下面酌設若干採購站，與各墓地倉庫配合辦理主副食貨物(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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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昆明地區設立第三副食採購祖，負責供應官兵約五萬人及馬螺四百

餘匹。

依照副食採購組組織規程的現定，組長由美籍軍官種株處處長接詰任

用，副組長由糧株處副處長簽詰任用;此外設財務員、!說寮員、採購員、

譯述員等共十餘人。三十四年三月說奉派任糧就處第三採購組上校副組

長。組長是美籍軍官享克萊 (Hinkley) 少校，另有美軍官三員任視察員

;采購員，美軍土兵四十二人佳運送副食品之責。

依照副食踩購組辦事細則第一陳規定: r組長綜理本組一切事宜，副

組長監督採購員並負責揉購事宜。」這說明採購方面如發生問題，副組長

便要負責。

~接到這個任命時，具有臨深履薄之惑。因思考各種有關問題竟失眠

了好接夜，弄得胺酸背痛，使我首次體驗到「因公勞犀」的意味。我前首

先考慮的是怎接防止踩購員從中圖利，其次怎接購到足侈的副食品，以何

種方式購買可使購價較低，怎樣把副食品準時送到部眩，怎樣保持品質的

新鮮良好。......

經過半，但月的標購和派員到產地踩購，於三十四年四月一日開始貫物

供鷹。由揉購組按照各部隊前報質有人馬數(那是經美軍聯結官姦字證闊

的) ，將前需副食品運送到團部所在地，荐自連部派人到團部分韻。

貢施之初也曾發生一些問題，如肉類蔬菜欠新鮮啦，馬豆、教皮、稻

草、木柴因體積龐大運送費事啦。後來肉類故發活措，由團部自行宰殺分

哀。豆類、獸皮、稻草、木柴等派員到師部駐地揉購，以節省運送手續。

對於病患官兵，經草案報i笠，另加發特別營養品，如為蛋、瘦肉、麵

{鼠、維他命丸等。

為供l宮確賞，我和享克萊組長經常到部隊野戰醫院和昆明後方醫院去

視察。初次看見後方醫民收容的一干多JR忠新兵，他們因接來時長途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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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營養不足，一個值瘦得像骷髏。經營養震治之後，情況很快好轉，死

亡率也很快降低了。至於一般部隊士兵，不用說，兩三閏月之後，都體強

力壯，精神煥發。享克萊組長每談到這種進步情形，便翹起大拇指說:

「頂好，頂好! J

物品揉膳手旗和經貿報銷手j簣，照辦事細則的規定非常簡單，採購員

踩購時只讀把採購物品的名稱、數量、單位、單價、總頁、物主姓名、地

點，在路購單上填間，得不附商店發票(例如在那下向民家購木柴、稻

草) ，由美籍觀察員簽字在明便可。到月底詰領下月經去時 9 把這單彙送

到後方勤務司令部財務處便完成了報錯手績，這種報銷辦法的簡單利落，

是我國前后ry未見的。自然，也只有在這中美合作位博才能行持過。要如一

般我國機構也這未辦，弊病會馬上發生。這中間重要的關錢就是部毆人馬

報告表上由美籍肺結官簽字在明，揉購證研單上由美籍視宗民主主字在明。

這不是說中國人的品格比美國人差一，而是美國軍人的待遇比中國高，他們

的上按月薪約合十二市兩黃金，當時(三十四年四月)我們的上投月薪法

幣五千元，卸只合八錢黃金。是「五與一之比。

記得採購組中國官員頭一次發薪時，享克萊組長看了若我的齣包‘笑

笑說 rr am lucky, I am Americ且n. J (我很幸運，我是美國人。〉

守己安分

揉購組採購這大是副食品，每月支出的i采購經費，在三「四年初是法

幣一億一千萬元，到年冬因法幣貶值增至二億元。在昆明市場投下這筆

錢，好{f§z平靜的水面投下一挽石子，立刻鵲起了漣漪 oEE賠組的官員成為

商人追逐的對象。他們打聽到副組長是負主實際採購責任的，我便成為他們

追逐的中心。

商人們想盡方法，轉灣抹角地拜託和我熟識的人來關說，他們提出由

我找熟人和他們合股作生意，要不然搭些「水股 J ，最簡單是拿「棋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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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J (Commission) 。那些關說的人也會說出一套「貪污哲學J

一一一政府待遇太低了，不另想點辦法，怎麼維持生活!

一一這是商場的價例如此，缸一個人何必破例呢!

一一悔不拿，別人也要拿啊!

一一做官就是這腔:一會事，有機會就得撈一筆來解決生活。

一一法律漏洞多得很，應用之妙，存乎一心。

一一法律何講證攘，的t叉沒有證攘落入人家手里。

一一身入寶山，空手而同。天下那有這種儷子!

後面這鼓句話出於俊勤部一位同事之口。我認為他若錯了人。當場和

他鬧翻了臉。

商人們請酒會、舞會，儘管享克萊組長和美籍官員都去，我也不去。

他們送來的「羅斯福呢」軍裝料，金首飾，海參魚翅等等，都請他們拿同

去。有些不肯拿同去而叉不肯說明地址的，我只好第二天帶到辦公室，到

他們來公拾時叫，他們拿同去，為了避免商人的煩擾，我在寓所門口貼了一

張字條: I接洽公務詰到第三採購組辦公室」。

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昆明各報出了號外。軍民聞

訊狂歡，全放籠罩在懷竹聲里 C 卡五日早晨我在辦公室和享克萊組長見面

時，我們相抱若慶賀。星星天後美軍要回國去了，在送別挂上，享克萊少校

對我說:

At the beginning, I hare all the officers in the Ration

Purchasing Commission \vere Americ且n， since it was said

squeezing was very common i口 the Chines巴 Army. Now I

believe, Col. Chiu, you are the exception. (在開始時，我想採

購組的官員，最好都是美國人，因為我聽說貪污中飽在中國軍隊襄是

很普通的。現在我相信你是例外。)

我當即驕傲地同答說:

Not me only, all tl'le Chinese quatermasters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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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are honest and pure. (不正我一個人，這個接購組

所有的中國軍需官員都是忠貢清廉的。)

他聽了笑著點點頭。

美籍軍官同國後，後方勤務司令部發表我繼任採購組組長，另派蕭光

漢上校任副組長，業務照常進行。為了防正組內視察員和揉購員串連圖

利，我儘可能用標購方式按購。派員到各師駐地揉購時則會同縣政府辦

理。

三十四年十二月由於泉兄的推介，雲南省政府辛代主席發表派我在宜

良縣縣長，我辭去了揉購組的職務。

在揉購組交卸之後，一位渚肉商到我住處，掏出十揖單兩金子，說這

是他們幾個合啟人早就商量好的，接照售賣給昆明美軍招待前的價例，在

利潤中提出作為副i答頭主的德意。我不客氣的吽他拿同去。一一事後我想

應該拿來報繳後勤部才對。這樣?巨般不是徒然便笠給這但商人嗎?

我到宜良後不久，見報載後方勤務司令部接連發生貪污案。副官處

長，經理處長，英文秘書，倉庫庫長，庫員，科長，科民經軍事審判，執

行槍斃的達三十二人之多O 那先前和我翻臉的同事也在內。還有軍械處長

盜賣軍械，事發後逃跑了，政府下了通緝令。

後來在昆明追著李先庚處長，我們談起了這間事。他說:I白雨生司

令接事後曾向陳誠部長報告昆明後勤部弊案有百把個O 部門各處都查報有

弊案，他要我也查報乏足個出來。我說本處沒有弊案，fE、麼查報呢。後來這

批人執行槍斃時，白司令派我為監斬官。那天清旱，一卡車裝他們上刑

場。當我一個值點名認明正身時，眼見老同事臨刑時那種神色，那種由恐

怖、沮喪、慚悔交織成的神色，真使我心要難過極了!幸好還沒有我們糧

株處和踩購組的問寄:在內。」

「有一點我還沒向你提遇。」我說。「當我按語:購組職訪時，家兄清

泉說: r做好好地幹，家用不移向我拿好了。』有錢個月遇到家用不侈，

我確向他拿過。在我交卸踩購組組長時，新任蕭組長替敢接行，並邀家兄

與宴。席間家兄哈哈笑道: r說這個弟弟 9 每個月控手是麼多錢，可是家

用不侈，還向我拿錢哩LE J
字處長聽了說: I令兄愛護(泣，希望f:~記工作作好，想得只是;旦到。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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