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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我们想要让别人知道136部队与林谋盛对新加坡的贡
献。



研究方法
在网上找资料以及现场考察



136部队
FORCE 136 

成立于：1942年六月
解散与：1945年十二月
总部地点：印度 加尔各答  (1942六月-1944十月),   
                  锡兰 康提（现时 斯里兰卡 康提 (1944    
                  十二月-1945十二月)

他们主要目的是鼓励和供应在敌人占领的领土上的土著抵抗
运动，也偶尔发动一些秘密破坏行动。

下一页返回菜单



关于136部队

1941年年末，日本加入世界二战，迅速横扫并占领东南亚。当时英国急于夺

回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为支援当地抗日组织，协助破坏日军运输补给线，

英国情报组织特种执行部队(British organization ‘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开始考虑从加拿大当地华人中甄选特种兵。因为华人会说英文

和在东南亚比较普及的广东话，容易混入当地。最终有150同意加入，136部

队就此成型。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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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36部队
          九死一生、自求多福的任务

被招收的华人士兵开始接受严格的训练，其中包括：翻译（广东话）、暗杀、无

线电操作、拆除、跟踪、跳车、跳伞、闭气游泳以及野外生存等技能。对这些

队员来说游泳是最大的挑战 -—— 他们绝大部分都不会游泳，这是因为当时

BC(营长)省的泳池是不允许华人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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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36部队
          九死一生、自求多福的任务

136部队执行的任务包括支持、训练支持当地的战士进行破坏活动、迫使日

本部队投降、以及寻找和解放战俘营。他们常常得在东南亚里的森林里执行

任务。那里生活环境恶劣，队员们常常生病、受伤。他们在这些森林里得忍受

蚊虫、毒蛇、温热的环境还有季风带来的倾盆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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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谋盛
出生于：1909年4月23日, 福建南安省美岭村 

家庭：

林路 （父亲-建筑商）-->林谋盛是林路的第十一个孩子。

方牡丹（母亲）-->林路的第五个妻妾。

 颜珠娘（妻子）

去世：1944年6月29日，日占马来亚华都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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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谋盛(和136部队成员到马来西亚后）

     在1943和136部队从印度搭潜艇到马来西亚。林谋盛用假名“陈春林”来通过检查

站，在商人的伪装下到了邦咯岛。

     136部队在邦咯岛，卢穆特，塔帕和怡保设立了一个间谍网络怡保的一家中国食品

商店，建益栈被用作盟军的间谍基地。代理商之间的沟通是通过在空牙膏管，咸鱼和

日记中走私的消息完成的。

1944年，邦咯岛已经成为了200多名士兵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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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谋盛抗日（日本占领新加坡前）

当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时,他参加了很多抗日活动:
-抵制日本商品

-筹集资金以支持中国的战争

-1941-1942年，他组织了一个小组来抗日。他带领这组人企图阻止日本侵略新加坡。

上一页 下一页



1937-1938年日本在马来西亚的锡矿工人罢工

（日本政府在马来西亚拥有一个锡矿，此锡矿当时雇佣着3000多工人。）

     林谋盛认为如果他能说服工人罢工,就能使日方遭到极大的损失。

于是，在1938年的二月，林谋盛和庄惠泉到了登嘉楼龙运的锡矿 —— 庄惠泉负责说

服工人罢工，林谋盛则得到当地警方的支持。他们成功了，许多工人和他们回到新加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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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谋盛（在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

在1941年12月，林谋盛组织了一个10000人的队伍，主要来设置一些防御。

在1942年日本要攻打新加坡时，林谋盛帮忙把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的
桥炸了。

他在新加坡被日本占领的前几天逃到印度。 他在那里组织了136部队，并到
印度和中国去招募士兵来参加136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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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军逮捕
英军与林谋盛和马来亚共产党（MCP）签署了一项协议，共同抵抗日军的的

行动。但是，马、 英、日三重间谍赖德克（Lai Teck）知道到林谋盛的真实身

份。因此，他的身份被暴露了。

这造成了林谋盛在1944 年 5 月 27 日被抓捕，关在峇都牙惹监狱。林谋盛宁

可忍受日军严刑拷问，也不肯透露同事的身份。尽管他身体欠佳，他还经常

与其他在监狱里的人分享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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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谋盛在1944年 6 月 29 日壮烈牺牲。年仅35 岁，他

与庄惠泉同是新马抗日英雄。 
（他的死因在不同的索引里不一致 —— 他可能是因为

拒绝透露同时身份被日军拷问而死，或者因为监狱里

生活条件恶劣而病死。）

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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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名字：Phạm Văn Đắc

赖德克（Lai Teck）的真实姓名和背景不明。他是马日

英的三重间谍。他背叛了林谋盛和136部队。

Lai Teck(赖德克)-额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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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林谋盛的贡献
林谋盛参与了许多抗日活动，延迟了日军的侵略，阻碍了他们的进攻。尽管

他意识到参与这些活动的危险，还是坚决抗日，为新加坡牺牲了自己的生

命。他为国家的奉献和牺牲实在是让我们敬佩。

“My duty and honour will not permit me to look back. Every day, tens of thousands are 
dying for their countries. You must not grieve for me.” 

“望汝勿为予悲，且当以予之为国牺牲而引以为荣，并抚养 儿辈长成。当告儿辈以予之所遇，指导 彼等善继予志，

勿隳家声。最切要者， 儿辈学业应中英并重。予曾计划彼等 将来之学业，拟在国内大学毕业之后， 然后使之出洋

留学。呜呼！此种梦想， 在予生前已无由实现矣，然予信汝必能 为彼辈处理完善也”

“I fully realised the risks involved, but once the job was started, it must be pushed to a 
successful end. You must not grieve for me. You should take pride in my sacrifice and 
devote yourself to upbringing of the children. Tell them what happened to me and direct 
them to my footsteps."  -林谋盛写给妻子的信里的几段话（抱歉，中文版有些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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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136部队的贡献
136部队的成员加入此组织前已经意识到了危险，但仍然坚持加入部队，不

惜一切危险，保家卫民。他们在敌后搜集情报，扰乱敌人的后方，联系当地抗

日武裝队，配合英军反攻作战的军事机构，运送武器和战争物资给在马来亚

展开游击战的抗日军，在抗日中贡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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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中的获益

通过做这项作业，我们：更深地了解136部队与林谋盛

-提高了中文水平

-更好地学习到了一些价值观， 例如：爱国、为大我牺牲小我

-更好地品味世间百态，思考人物性格和成败关键，能够让我们警醒和提高自己

-学到了团队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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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 于腾钧

我认为我们组的作品的格式挺整齐、有趣的，内容也比较广。

可是，我们简报里的内容还可以更详细，并更有原创性；我们呈现的时候也有些紧张，

所以没呈现好。

其中两个问题的祸根是时间掌握不好。我们忙着为考试做准备，所以开工有些晚。这

导致我们不够时间在各方面更详细地研究，也使我们没时间练稿，所以成现时乱成一

团。我们希望明年能够更好地筹划时间。

但是原创性这个问题，我们真的没办法改正，因为林某省先生已不在人世，我们无法

对他进行采访，而他的纪念碑和坟墓没有提供有用的知识；要找能提供有关知识的人

也有些难度——尤其在这疫情时期中。这样一来，我们唯一能用的可靠索引就是网

站。（而且，有关知识估计已经都被历史家发现了。）



反思 —— 张以昊

我觉得我们在投放来源方面做得很好。我们对林谋盛的传记进行了充分的研

究，并到多个网站上查询，以得到准确、正确的知识。另外，我觉得我们在简

报的格式上做得很好。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一些方面还可以改进。第一，我们没有试图了解公众的

意见。其次，我们所查阅和展示的资料都是没有原创性的，在一些网站上已

经存在，这使得我们的项目没有原创性的内容，不具有独特性。我们可以在

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通过互联网对林谋盛和136部队进行更多的调查和

研究，因为在互联网上已经存在关于他们的一切。



反思 —— 冯旸智

我从这里学到了林某生的确为新加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及新加坡被日军

占领时做过的许多很勇敢的事。我学到我们应该要为国家作出贡献，要勇敢

的面对事情。



反思 —— 一华

我从这项专题作业中学到了许多关于136部队和林谋盛的知识，并更深地了

解了他们。我认为我们应该多做一些原创的资料，减少和压缩现有资料。我

也认为我们应该多向老师们请教，修补一些错误。我认为我们尽了许多力，

但是还是不够,我们可以多做现场考察等等。我认为我们不能做此的原因是

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我们以后会多努力点。



资料来源

 Singapore Heroes-Lim Bo Seng (https://singaporeheroes.weebly.com/lim-bo-seng.html )

维基百科 - 林谋盛（https://zh.wikipedia.org/zh-cn/%E6%9E%97%E8%AC%80%E7%9B%9B ）

百度百科  - 林谋盛(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E%97%E8%B0%8B%E7%9B%9B )       

Wikepedia - Lim Bo Se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m_Bo_Seng )

Roots - Lim Bo Seng (https://www.roots.sg/learn/stories/lim-bo-seng/story )

柯木林博客  - 英文版的《与妻诀别书》（http://kuabaklim.blogspot.com/2016/06/blog-post.html ） 

Smithsonian Channel: Lim Bo Seng (https://www.smithsonianchannel.asia/smithsonian-celebrates-lim-bo-seng)

[简报背景](https://www.bukitbrown.com/main/wp-content/uploads/2014/06/Lim-Bo-Seng-70th-Anniversary-_Photo-Ang-Yik-Han.jpg）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 Chinese Canadians of Force 
136(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chinese-canadians-of-force-136）

怡和世纪 - 以史为镜 长治久安（http://www.eehoehean.org/pdf/YiHeShiJi_20_save_for_web.pdf ）

加拿大华侨军事博物馆 - Force 136（https://www.ccmms.ca/features/the-story-of-force-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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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电子简报 搜索网上资料

冯旸智 √√ √√√

王一华 √√ √√

于腾钧 √√√ √√√

张以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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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oogif.com/materialPage/2Y1R8Aeq6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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