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復」：臺灣的1945】專輯【「光復」：臺灣的1945】專輯

‧【「光復」：臺灣的1945】專輯導讀‧【「光復」：臺灣的1945】專輯導讀

‧戰後初期中國空軍在臺灣的接收與派系鬥爭（1945-1947）‧戰後初期中國空軍在臺灣的接收與派系鬥爭（1945-1947）

‧戰後初期臺灣的糧食管制（1945-1949）‧戰後初期臺灣的糧食管制（1945-1949）

‧戰後初期臺灣對外經濟關係之重整（1945-1950）‧戰後初期臺灣對外經濟關係之重整（1945-1950）

‧戰後臺灣關於「違警罰法」的批判內容與脈絡考察‧戰後臺灣關於「違警罰法」的批判內容與脈絡考察

‧臺灣高中生眼中的抗日戰爭：高中生問卷調查結果之分析‧臺灣高中生眼中的抗日戰爭：高中生問卷調查結果之分析

【田野調查與史料介紹】【田野調查與史料介紹】

‧喪事演戲慰亡靈：「司公戲」的初步調查與分析‧喪事演戲慰亡靈：「司公戲」的初步調查與分析

  TAIWAN  HISTORICA  TAIWAN  HISTORICA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編印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編印

國 史 館 臺 灣 文 獻 館

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一路254號
Tel：049-2316881 Fax：049-2329649
http： / /  www . th .  gov .  tw

TA I WA N  H I S T O R I C A

六
十
六
卷
第
三
期     

國
史
館
臺
灣
文
獻
館     

編
印

6666卷第卷第3期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 0 41 0 4 年 9 月 3 03 0 日

I S S N   1 0 1 6 - 4 5 7 XI S S N   1 0 1 6 - 4 5 7 X

GPN       2003800013
工本費    新台幣200元



臺 灣 文 獻 季 刊

66卷第3期

國 史 館 臺 灣 文 獻 館  編 印

中華民國 1 0 4 年 9 月 3 0 日





66卷第3期

【「光復」：臺灣的1945】專輯

‧【「光復」：臺灣的1945】專輯導讀／陳進金 ............................................ 1

‧戰後初期中國空軍在臺灣的接收與派系鬥爭（1945-1947）／曾令毅 ....... 5

‧戰後初期臺灣的糧食管制（1945-1949）／曾獻緯 .................................... 53

‧戰後初期臺灣對外經濟關係之重整（1945-1950）／洪紹洋 ................... 103

‧戰後臺灣關於「違警罰法」的批判內容與脈絡考察／吳俊瑩 ................ 151

‧臺灣高中生眼中的抗日戰爭：高中生問卷調查結果之分析／管美蓉 .... 197

【田野調查與史料介紹】

‧喪事演戲慰亡靈：「司公戲」的初步調查與分析／楊士賢 .................... 233





1

【「光復」：臺灣的 1945】專輯導讀

陳進金

國立東華大學歷史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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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年10月19日，由花蓮馬太鞍、太巴塱兩部落青年組成的「馬太攻

守聯盟」，到光復鄉公所噴漆抗議，寫下：「光復鄉沒光復」、「土地是

永恆的國家」、「誰的光復、名從主人」字樣。12015年8月，前總統李登

輝投書日本雜誌《Voice》（9月號），強調臺日關係的重要性，他在文中

表示臺灣在二次大戰時期與日本「同屬一國」，他與兄長當年都是「日本

人」，何來抗日之有？2前一事件引發各界聲援「馬太攻守聯盟」，要求

光復鄉按照當地族群意願更名。3李登輝的投書則在臺灣國內引發正反意見

的爭論，支持者認為僅是歷史事實的陳述，反對者則批判「出賣台灣、作

賤自己」。4事實上，目前生活在臺灣的族群，因其不同的歷史遭遇，而有

不同的歷史記憶、經驗與詮釋是必然的現象，生活在臺灣的居民有著大空

襲災難的經歷，戰後來自中國的族群則有其壯烈的抗戰經驗，臺灣原住民

甚至有著「誰的光復？誰的土地？誰的國家？」的質疑。是以，臺灣國內

各族群在面對不同歷史經歷者，應該保持理解的態度，尊重多元的歷史記

憶，而不是操作對立，這才是國家社稷之福。

今年（2015）9月，國史館臺灣文獻館即將發行《臺灣文獻》第66卷3

期，適逢今年是二次大戰結束70週年紀念，因此《臺灣文獻》季刊編輯委員

會於去年（2014）即委託本人規劃「『光復』：臺灣的1945」專輯，期待透

過本專輯的出版，深入探討1945年前後的臺灣。原先，本人分別規劃從政

治、軍事、經濟、外交、教育、文化、族群、法律與黨務等九方面邀請青年

學者投稿，即希望能夠呈現多面向的研究成果，以提供讀者全方位理解「臺

灣的1945」。這9篇稿件，或因作者錯過交稿時間，或因審查時程延宕，最

1　「聲援『馬太攻守聯盟』行動，要求光復鄉按照當地族群意願更名」，參閱「臺灣青年公民論壇」網站，網

址：http://campaign.tw-npo.org/sign.php?id=20141020213617。（2015年8月21日點閱）。

2　詹如玉、李忠謙，〈前總統李登輝投書日媒：臺日當年同屬一國 何來抗日之有？〉，參閱「風傳媒」網站，

網址：http://www.storm.mg/article/63190。（2015年8月21日點閱）。

3　林雨佑，〈「光復」鄉潑漆者：抱歉 沒連招牌一起拆〉，參閱「新頭殼」網站，網址：http://newtalk.tw/news/
view/2014-11-06/53289。（2015年8月21日點閱）。

4　程嘉文、楊湘鈞，〈馬英九批李登輝羞辱人民作賤自己〉，參閱「世界新聞網」網站，網址：http://www.
worldjournal.com/3393407。（2015年8月21日點閱）。



3

【「光復」：臺灣的1945】專輯導讀

後有五篇稿件通過審查，成為此次「『光復』：臺灣的1945」專輯論文。

第一篇是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學系博士候選人曾令毅撰寫的〈戰後

初期中國空軍在臺灣的接收與派系鬥爭（1945-1947）〉，本文是在探討

二次大戰後中國空軍來臺接收的過程及影響。透過檔案資料的交相比對，

作者指出戰後初期中國並非唯一接收臺灣的單位，而是由聯合國（盟軍）

委託中美兩國合作佔領臺灣或進行代管，同時由美方代為接收日本航空部

隊及附屬設施。此外，本文也以空軍接收臺北松山機場的過程，討論「軍

統」勢力與陳儀因接收過程所產生的派系鬥爭；作者進一步論述二二八事

件不僅影響了日後臺灣各地機場的撤廢，也影響了日治以來所培養數以萬

計航空技術人才的出路與發展。

第二篇是國立臺灣大學歷史學系博士候選人曾獻緯撰寫的〈戰後初期

臺灣的糧食管制（1945-1949）〉，本文是以戰後初期臺灣糧食管制為例，

分別討論四項課題：一、日治末期「總徵購總配給」制度在戰後初期無法

運作的原因？二、統治者如何重新掌控臺灣糧食資源？三、臺灣行政長官

公署與中央政府如何折衝制定糧食輸出政策？四、走私集團如何肆應官方

政策、利用何種制度及策略走私米糧？本文作者指出：臺灣省行政長官公

署雖掌握臺灣的糧食資源，卻非留在省內供民眾自用，而是輸出供應中國

軍糧；此為統治者在國家立場上頻頻榨取臺灣糧源，不僅沒有從臺灣民眾

考量省內糧食供需，甚至要求民眾供出糧食，保障軍糧供應。

第三篇是國立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助理教授洪紹洋撰寫的

〈戰後初期臺灣對外經濟關係之重整（1945-1950）〉，本文從對外關係的

角度關注戰後初期臺灣與日本、中國大陸經濟往來中的人流與物流，超越

了以政治疆域為版圖的思維模式，作者指出臺灣與中國大陸間資材流動的

現象，不僅凸顯出華南地域圈的產業交流存在戰前、戰後的延續，臺灣與

中國大陸也存在產業發展差異的互補性。由此可見，理解戰後初期臺灣與

中國大陸的經濟關係，不應一刀兩斷地以戰後作為全新的起點，需關注戰

前臺灣與中國大陸交流是否具有延續性。



4

66卷第3期

第四篇是國史館助修也是國立臺灣大學歷史學系博士候選人吳俊瑩撰寫

的〈戰後臺灣關於「違警罰法」的批判內容與脈絡考察〉，本文整理出戰後

省議員的發言與質詢，說明臺灣民眾對「違警罰法」的不滿，作者整理這些

批評言論指出：批判內容與焦點，與1970年代末期法學者的批評是相同的。

然而質詢臺上的批判基礎主要來自在地生活的啟示，包括日治時期法律生活

經驗、對司法權的認識，而不是外國學說或立法例，本文以臺灣為主體的法

律史角度出發，進一步說明這種具有連續意義的法律生活史現象。

第五篇是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研究員兼處長管美蓉撰寫的〈臺

灣高中生眼中的抗日戰爭：高中生問卷調查結果之分析〉，本文透過問卷

調查的方式，蒐集並分析598位中上程度的高二、高三學生對抗日戰爭的看

法，以便了解臺灣高中生對於抗戰的認知情形。作者認為：對臺灣而言，

不同族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經驗並不相同，甚至是處於對立的陣營之

中。因此，我們可以思考我們需要什麼樣的歷史教育來傳遞適當且共同的

歷史知識，藉以在高中學生間建立一種典範的社會認同與價值觀，亦即應

該透過共同歷史記憶的重塑，建立和諧、平等的社會。檢視臺灣高中生對

於抗日戰爭議題的看法之後，作者進一步指出相關教育文化政策的制定

者，應體認到不同世代間的巨大差異，並容許多元的、甚或相互矛盾的歷

史記憶存在，期許能在國族認同與普世價值之中取得平衡。

綜合上述，本次專輯5篇論文分別從軍事、經濟、對外關係、法制與教

育等方面探討「臺灣的1945」，遺憾的是原先規劃之政治、文化、族群等

篇作者因故未能完稿，黨務1篇則尚在審查中；因此，本專輯的5篇論文仍

然不足以全面呈現1945年前後的臺灣。不過，透過本專輯5篇論文的研究

分析，讀者一定可以更貼近「臺灣的1945」，至於「臺灣的1945」是不是

「光復」？讀者閱讀本次專輯論文後應能自我領會。

本人所期盼的是，透過本次專輯的發行，不僅有助於大眾學習尊重臺

灣多族群不同的歷史記憶，進而能夠以臺灣為主體建構一個「想像的共同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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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期中國空軍在臺灣的接收

與派系鬥爭（1945-1947）

曾令毅*

淡江大學歷史系兼任講師、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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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究二次大戰後中國空軍來臺接收之過程，以及其後續所造

成的連動性影響。首先，透過多樣性的檔案與資料重建戰後初期中國空軍

抵臺前後，中、美、日三方在接收過程中的交手情況，以及過程中所顯現

的問題，進而指出戰後初期中國並非唯一接收臺灣的單位，而是由聯合國

（盟軍）委託中美兩國合作佔領臺灣或進行代管，同時由美方代為接收日

本航空部隊及附屬設施。以此說明戰後臺灣的接收，並非如過去國民政府

長期所宣稱的「臺灣光復」。

其次，透過空軍接收松山機場的過程，探究其背後「軍統」勢力與陳

儀當局因接收過程所產生的派系鬥爭。特別是1947年二二八事件發生後，

攻佔機場成為民軍的重要策略，但因空軍臺籍軍士官兵的自制，而未能使

事態進一步擴大。但卻因此造成其後統治當局對臺籍軍事人才產生疑慮，

建議「不宜任用臺籍兵員」。因此，二二八事件不僅影響了日後臺灣各地

機場的大幅撤廢，事實上也影響了日治以來所培養數以萬計航空技術人才

於戰後的出路與發展。

關鍵字：中美共同佔領臺灣、空軍、接收、二二八事件、臺籍技術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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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期中國空軍在臺灣的接收與派系鬥爭（1945-1947）

壹、前言

1937年7月中日戰爭正式開打後，包含臺灣在內的日本帝國勢力圈範

圍，均進入所謂的「戰時體制」。臺灣因其地理位置及所具備的條件，除

了成為日本「對華作戰」的重要「進出基地」之一外，特別是對於華南，

以及1941年底「太平洋戰爭」後整體南方區域的航空作戰，駐臺的陸海

軍航空部隊均扮演了重要及關鍵的角色。因此，自1937年後日本陸海軍

均開始在臺增設航空部隊及所屬基地，並建立支援後勤所需之各類廠庫。

其後，為遂行發動「太平洋戰爭」之開戰準備，確保海軍艦隊在偷襲珍珠

港的同時，能迅速由臺灣派遣航空兵力與部隊擊潰英領新加坡及美領菲律

賓之駐軍，以便日軍在戰事開展後能順利經由臺灣向南方區域推進，取得

戰爭所需之各類資源。於是，日本軍方乃於1941年前後在臺灣各地增設許

多機場及臨時著陸場，並籌建大規模的航空維修廠與燃料廠等相關後勤廠

庫，逐步將臺灣建設為朝向南方廣域地區推進時，最為重要的航空中繼基

地。迄至戰爭結束，陸海軍機場總計就高達64座，可說是日本勢力圈範圍

內，機場密度最高的地區。1

1944年10月，日本陸海軍航空部隊為阻止美軍持續由菲律賓北上仰

攻，於是兩軍航空部隊在臺灣東部外海接戰，是為著名的「臺灣沖航空

戰」。此役日方損失大量航空兵力，在喪失空優的情況下，臺灣各地開始

遭受到美軍密集的空襲，包含機場及航空部隊所屬的許多軍事設施均遭到

* 拙文撰寫過程承蒙前國防部副部長林中斌教授慨允提供其父林文奎司令全套私人文書，「空三廠」留用臺籍

技術軍士巫乾龍、曾金海，已故遠航總機師許崙墩家屬蔡蕙如、許弘志等前輩接受訪問，邱垂宇教官、湯名

暉、曾明財、雲小困、張詠翔、陳柏棕、于邦緜、林書豪等先進提供資料及引薦口訪對象，蔡錦堂、林呈

蓉、洪致文三位老師，以及學友吳俊瑩、陳世芳提供許多與修訂意見。另外，拙文初稿曾於2015年8月11日臺

北二二八紀念館、中研院臺史所、靜宜大學合辦「二二八與臺灣戰後發展」學術研討會中宣讀，會中蒙蘇瑤

崇、何鳳嬌兩位老師提點甚多。此外，亦蒙兩位匿名審查老師提出許多寶貴意見與鼓勵，使內容得以有適當

的調整，特此誌謝。

1　拙作，〈二次大戰前日軍在臺航空兵力發展之初探（1927-1945）〉，《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8卷第2期
（2012年），頁83-86；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2）（臺北：軍事譯粹社，1978年），頁1-6；
洪致文，〈二戰時期日本海陸軍在臺灣之飛行場〉，《臺灣學研究》，第12期（2011年），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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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的嚴重損害。因此，日軍為防止美軍持續密集空襲所帶來的損害，

同時確保臺灣這個航空中繼基地能持續運作，於是開始將航空部隊及相關

後勤設施疏散到臺灣各地。在這樣的情況下，雖使得臺灣許多重要機場及

設施因空襲而遭到嚴重損害，但不少廠庫仍因疏散而保有大量的設備與資

源，以供後續特攻作戰之用。2也就是說，當戰爭結束後，戰勝國能夠接收

的項目就不僅只有被轟炸後的殘破機場與廠庫及所屬用地，而是包含疏散

到臺灣各地的戰備資源及其所用的軍事用地。這樣的情形對於戰後初期前

接收的中國空軍來說，雖說是「資產」，但事實上也造成後續接收困難的

原因之一。3

面對戰前日軍所遺留的狀態，戰後的中國空軍如何進行接收？其接受

過程為何？接收過程及其後產生什麼問題？這些問題又與當時臺灣社會產

生何種連動關係？對後續造成什麼深遠的影響？這些都值得進一步深入探

究。目前關於戰後初期中國空軍的接收及相關的研究，成果雖不多，但仍

有幾個主要的方向，其一為單純地介紹戰後中國空軍在臺接收的過程與沿

革，4其二為戰後初期軍事用地的接收與整理的相關探討，該系列研究以

「土地」為討論核心，並透過多樣性的檔案及資料，整理戰後初期陸海空

三軍的軍事接收與相關用地的複雜處理過程，同時進一步分析後續所產生

的社會問題，是目前最具研究價值與貢獻先行研究。5因此，關於空軍所屬

軍事用地之接收與處理等相關議題，已有甚為詳盡且精闢的專文討論，在

2　例如，1945年8月份海軍航空隊以沖繩作戰為對象所發動的「魁作戰」特攻計畫。秦郁彥，《八月十五日の

空：日本空軍の最後》（東京：文藝春秋，1978年），頁149-152。

3　臺灣省警備總司令部編，《臺灣警備總司令部軍事接收總報告書》（臺北：同編者，1946年），頁269（以下

簡稱《軍事接收總報告書》）；臺灣省警備總司令部編，《日軍佔領臺灣期間之軍事設施史實》（臺北：同

編者，1948年），頁171-174。

4　卓文義，〈中國空軍在臺接收與轉進臺灣〉，《筧橋學報》，第1期（1994年），頁3-18；金智，〈臺灣航

空決戰與戰後空軍在臺灣的接收〉，收於中國社科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編，《臺灣光復60年暨抗戰史學術研

討會論文集》（北京：九州，2012年），頁393-408；林玉萍，《臺灣航空工業史》（臺北：新銳文創，2011
年），頁99-120。

5　何鳳嬌，〈戰後初期臺灣軍事用地的接收〉，《國史館學術集刊》，第17期（2008年），頁167-199；何鳳

嬌，〈戰後初期臺灣軍事用地的處理〉，《國史館館刊》，第19期（2008年），頁9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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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不擬贅述。

一般討論戰後的軍事接收，主要以《臺灣警備總司令部軍事接收總報

告書》為主，並透過該書的脈絡進行後續的論述。該書雖是研究此議題的

重要參考資料，但因該書為接收後所編纂，其總結的形式較偏事後追認與

詮釋之性質，且內容又以9月中旬之後中國方面的記錄為主，故對於中國軍

方抵臺前的情況及後續接收的實際過程，事實上仍有不少缺漏與錯誤。因

此，本文擬先跳脫該書的脈絡，試圖透過多方檔案與資料重建戰後初期中

國空軍抵臺前後，中、美、日三方在接收過程中的交手情況，以及過程中

所顯現的問題。其次，則是透過戰後初期國府各方單位對臺灣航空相關設

施接收的規劃為切入點，並以當時臺灣對外唯一的民用機場「松山機場」

為例，探究接收時各方勢力及派系之介入過程，同時透過派系鬥爭的角度

進一步探析戰後初期空軍接收與二二八事件之連動關係，以及事件結束後

對臺灣社會，乃至國防軍事所造成的深遠影響。

貳、終戰後三方人員的交手

一、美方的占領及接收計畫

1945年8月15日日本宣布投降，長達6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畫下休

止符。突然成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在日本宣布投降後不久，即於同月

27日由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特任戰前規劃接收臺灣的臺灣調查委員會主任

委員陳儀為臺灣省行政長官，並兼任臺灣省警備總司令。隨後，該月29日

及9月1日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及臺灣省警備總司令部相繼成立，兩單位乃

於9月28日在重慶合組「前進指揮所」，同時指派葛敬恩為主任。10月5

日，前進指揮所成員分乘5架美軍運輸機來臺進行接收工作之各種前置準備

事宜，24日陳儀飛抵臺灣，隔日於臺北中山堂舉行「受降儀式」。而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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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於該年11月1日開始，至隔年元月底告一段落。6

上述是一般對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最普遍的說法與既定印象，而這

樣的敘事模式透過事後政府長期以來的宣傳與教育，也強固了其統治臺灣

的「合法性」與「正當性」。不過，戰爭早於1945年8月中即結束，距離

陳儀來臺主持「受降儀式」已過71天，而軍事接收至隔年元月才算告一段

落，在這長達5個多月期間，駐臺日本陸海軍航空部隊、中國空軍接收部

隊，以及戰後最早抵達臺灣的美國情報單位等三方人馬各自的活動及交手

情況為何？他們的互動對於戰後初期軍事接收產生什麼影響及意義？這些

都是以往較少被關注的部份，因此釐清戰後初期三方勢力的關係，對於之

後的軍事接收活動，特別是中國空軍的接收，也許能有更進一步的理解。

美國是戰後最早抵達臺灣的盟軍單位，當時涉及戰後臺灣接收的

美方單位主要有3類：屬情報系統的「戰略情報處」（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7軍方系統的「美軍顧問團」（Army Advisory Group；

AAG），8以及外交系統的駐臺領事館。9而終戰後最早抵臺的是美軍自菲律

賓基地派遣至臺灣進行機場狀況調查的飛行人員，以及空投糧食物資給盟

6　《軍事接收總報告書》，頁3；何鳳嬌，〈戰後初期臺灣軍事用地的接收〉，頁170-171。

7　「戰略情報處」成立於1942年6月13日，是美國為因應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成立的情報組織，其主要工作為負

責情報的傳遞與分析，同時也在歐洲及亞洲等地負責游擊隊的組織活動。該單位於1945年9月20日裁撤，

短暫改組為「戰略情報小組」（Strategic Service Unit；SSU），1946年改組為「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至今。參見Maochun Yu, OSS in China: 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xi-xv, pp.250-251.

8　「美軍顧問團」為美軍於第二次大戰結束前夕，為因應臺灣的接收計畫，由魏德邁將軍於重慶所成立的軍事

顧問團，主要的工作為負責運送中國軍隊前往臺灣，同時遣返駐臺日軍返國，該機關在臺灣的辦公室為「美

軍聯絡組」（American Liaison Group），與中國方面則是透過「中美參謀聯合會議」進行多次戰後事務的

協商與溝通，1946年4月1日美軍聯絡組完成遣送日軍的任務，撤離臺灣。《軍事接收總報告書》，頁3；
George H. Kerr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臺灣》（臺北：前衛，1991年），頁96-97；Albert C. Wedemeyer
著、程之行等譯，《魏德邁報告》（高雄：華南，1959年），頁312-313。

9　「美國駐臺領事館」成立於1946年1月，首任領事為Ralph J. Blake，副領事即為著名的George H. Kerr。薛月順

編，《臺灣省政府檔案史料彙編：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時期》，（二）（臺北：國史館，1998年），頁32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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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戰俘的B-24轟炸機。109月1日，「俘虜先遣隊」與「空軍地面勤務科」成

員陸續於基隆上岸後，隨即分成南北兩個編組，開始針對被日方囚禁在臺

灣各俘虜收容所的盟軍戰俘，以及戰時因轟炸或偵查臺灣而被日軍擊落，

並可能生還而躲藏於民間或山區的美軍飛行員，進行搜索、救援及後續遣

送的工作。短短的幾天，美方就陸續撤出約1,300名盟軍俘虜，同時利用飛

機將他們後送至馬尼拉進行安置。11由美方的行動大致可瞭解，最初的行動

即是在最短的時間內掌握主要機場及相關飛航情報，此舉除有利美方盡速

將盟軍戰俘撤出及進行後續的空中搜索，為終戰事務聯絡飛行提供飛航情

報外，12掌握對外聯絡的空中交通，還能讓身懷重要情資的美方工作人員在

遭遇危機時能夠迅速撤離。13

因此，9月9日抵臺的「戰略情報處」小組成員，除了進行各項情報蒐

集工作外，在日軍的高度配合下，陸續取得各機場及飛航相關情報，並多

次徵用日方的飛機及駕駛進行多次撒發協尋傳單、空中搜索及偵照的任

務。不過，美方徵用日軍飛機進行情報調查的動作，並未得到駐華戰情總

指揮中心（CGCT）及中國方面的同意。因此，9月中抵臺的中國空軍先遣

人員即對美方行動採取不合作的態度，甚至用盡各種方法阻撓美方進行情

10　蘇瑤崇編，《臺灣終戰事務處理資料集》（臺北：臺灣古籍，2007年），頁84-85。或見西浦節三、安藤

正，〈第十方面軍復員史料〉，收於浜井和史編，《復員関係史料集成》，（5）（東京：ゆまに書房，

2009年），頁276-277；台湾会，《あゝ台湾軍》（福島：同編者，1983年），頁24。

11　「空軍地面勤務科」（Air Ground Aid Section；AGAS）屬「美軍顧問團」所管轄，是軍方負責處理戰俘及

尋找飛行員的任務小組。Nancy Hsu Fleming著、蔡丁貴譯，《豬去狗來：二二八前夕美國情報檔案》（臺

北：前衛，2009年），頁63-64（以下簡稱《美國情報檔案》）；George H. Kerr著、陳榮成譯，《被出賣

的臺灣》，頁90-91；AGAS, “Air Ground Aid Section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a Theater Recovered Personnel 
Program,” Nov 30, 1945, RG 319, box 27,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12　所謂終戰事務聯絡飛行，是為因應各地區戰後事務之處理，日本政府乃先於1945年8月20日向美方申請利用

「赤十字」機進行臨時連絡飛行。9月初，為考慮復員關係事務之緊密聯絡，乃向「盟軍最高司令官」麥克

阿瑟（Douglas MacArthur）提出進行戰後連絡定期航空之請求，同時規定該項航空業務必須隨各地區戰後

事務處理宣告結束後終止，因執行業務之飛機必須將機身全部塗白，並塗裝綠色十字形標誌以供辨識，故該

項飛行任務也稱「綠十字飛行」。參見森田俊介，《內臺五十年》（東京：伸共社，1979年），頁15-17；
拙作，〈「航空南進」與太平洋戰爭：淡水水上機場的設立與發展〉，《臺灣文獻》，第63卷第2期（2012
年），頁175-179。

13　《美國情報檔案》，頁68、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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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及徵用日軍飛機權力。14

根據1945年9月2日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布的「聯合國最高統帥第1號

命令」，15命令駐臺日軍部隊應向蔣介石委員長投降，但對於日軍應提供

之軍事情報資料，並無明確規定應優先交予受降對象的中國部隊。因此，

掌握渡臺船艦與飛機等交通工具的美方，自然搶先取得日軍所提供之軍事

情資，而日軍方面也確實遵照「第1號命令」先行向美方提供所有一切必要

情報。情報內容包括臺灣島內的軍事設施及部隊狀況、鐵公路、港灣及船

舶、政府組織、人口趨勢、教育狀況，以及工業情報。由當時「戰略情報

處」的電報顯示，美方對於獲得臺灣航空設施、測量情報，以及機場與地

圖等資訊，特別感到興趣，故還特別委託日軍航空部隊人員針對這些機場

資料進行實際的偵測評估結果與補充。16同時為防止這些重要的情報被中國

軍統局取得，「戰略情報處」乃將所有獲得的資料於10月7日早晨由飛機送

離臺灣，並將資料情報「送到相關的美國國務院、陸軍及海軍權責機關手

中，作為入侵前及終戰後的運用」。17由此可知，終戰後至10月期間，至少

就駐臺美方情報單位的立場來說，仍為美國將來可能佔領的行動，進行了

不少前置準備工作。18

另外，相當值得一提的是，1945年9月22日於重慶所召開的第5次中美

14　因中國空軍方面不斷阻撓美方人員進行機場的偵查及徵用日本飛行員，為此美方於中國戰區負責此事的

Leonard F. Clark少校還曾致電向當時負責接收臺灣空軍的林文奎司令抱怨，並因此取消機場偵查的任務，

致使美方自始至終並未完成臺灣全島機場的實地踏查。“Clearance on Airfields Reconnaissance.”, Leonard F. 
Clark. Maj. AC mail to Lt. Col. W. K. Lin,〈空軍司令林文奎先生文書〉，1945年10月4日；“Report on Tour of 
Formosa 24th October-14th November, 1945.”, Robert L. Jarman ed.,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
1960, Vol.8 (Archive Editions Limited,1997), pp.123；《美國情報檔案》，頁66-69。

15　參見薛化元編，《臺灣地位關係文書》（臺北：日創社，2007年），頁66-72。

16　事實上美方並未在臺灣進行全島的機場實測，其所獲得的機場資料，完全由日方提供，而日方提供給美方的

資料，甚至比提供給中國的還要詳盡許多。《美國情報檔案》，頁75-77。

17　《美國情報檔案》，頁72。

18　另外，中國空軍在越南北部的接收，主要是基於「關係國防利害，不應完全放棄最低限度，在我陸軍未

完全撤退以前，在越南地區應控制若干空軍基地，以供軍事必要使用」，故其做法事實上也類似美方

在臺灣的行動，除阻撓法國視察機場外，尚逕行搶占機場、基地，及航空物資的行動。〈空軍接收地區

劃分及接收業務報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臺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藏，檔號：

B5018230601/0034/542.3/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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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謀聯合會議上，當時雙方曾對駐臺日軍受降及航空相關接收事宜交換意

見，其中在第四項提到：19

四、關於受降及臺灣敵空軍（包含機場、倉庫等），是否可

由美方先代接收，待本部到臺後再行移交案。

決議：臺灣敵軍應全部向我國軍投降，該案美方須向有關部

份接頭並由我軍政部向其高級機關洽辦較妥。

這段中美雙方的討論，雖僅為會議記錄的節要，但仍透露出幾點意

義。首先，該次會議的重點之一，主要是中方擬向美方洽談接收人員利用

美方空運前往臺灣之事宜，由此說明戰後初期中方接收人員不論是搭乘船

艦或是飛機來臺，大部份仍須依賴美方之協助。20

特別是蔣介石代表盟軍接收投降之區域，遍及中國（滿洲除外）、越

南北部及臺灣，在交通工具及人員調配受到限制的情況之下，或許才致使

雙方提議讓已先行抵臺的美方人員代為接收，之後再行移交。21

而就此會議記錄來看，當時中方的態度並無立即反對，而是決議由美

19　「第5次中美參謀聯合會報紀錄」（1945年09月22日），〈臺灣警備總部中美參謀會報紀錄〉，《國防部史

政編譯局檔案》，臺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4/003.7/4010/1/002。

20　George H. Kerr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臺灣》，頁92；《軍事接收總報告書》，頁2。另外，根據曾任

「大日本航空」飛行駕駛，1945年9月10日駕駛「綠十字飛行」水上飛機抵達淡水的越田利成之回憶，其滯

留臺北三天期間曾遇到他的前輩，終戰前服務於「大日本航空」上海支所的後藤安二（後任日航航務副本部

長）出現在臺北，據其所稱不少日籍民航飛行員受蔣介石所雇，執行中國至臺灣的飛行運輸，同時空軍也於

10月後派人至臺南訓練飛行員駕駛接收日機，故可知中國對臺人員之運輸也並非完全依賴美國。越田利成，

〈飛行艇パイロットの回想：横浜から南太平洋へ（17）：戦後台湾復興を支えた緑十字飛行艇〉（2011
年4月），收錄於一般財団法人　日本航空協会「Web版《航空と文化》」網站：http://www.aero.or.jp/web-
koku-to-bunka/wkb-top.htm，2011年4月，未編（2015年2月28日點閱）；越田利成，〈戦後台湾復興を支え

た緑十字飛行艇〉，《榕樹文化》，第29号（2010年），頁1-2；「有關我軍受降及空軍接收事宜」（1945
年09月08日），〈臺灣區日俘（僑）處理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臺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

理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4/545/4010/010/023。

21　這裡所指的移交，僅為軍事接收後之移交，並非主權移交。因此，當時中國政府接收臺灣，並無取得臺灣之

主權，在「中日和約」簽訂前僅能視為接收後代表聯合國託管臺灣。是故，1949年蔣介石電諭臺灣省主席陳

誠時才會說：「臺灣在對日和約未成立前，不過為我國一託管地帶性質，何能明言為勦共之堡壘與民族復興

之基地」。參見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錄：建設臺灣》（臺北：國史館，2005年），頁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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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向抵臺不久的中國空軍先遣單位接洽，同時再由臺灣省警備總部轉向

國防部等軍政部門洽辦後，方可進行。 

對照1945年10月份左右美國駐臺副領事葛超智（George H. Kerr）的說

法，當時雙方確實「在不愉快的氣氛下，我們開始了中美合作共同佔領臺

灣」，22雖然葛氏的某些記錄以往常被認為帶有偏見。23但該會議資料珍貴

之處，乃在於其為雙方共同會商的中文記錄，而非雙方各自在文件檔案上

的陳述。進一步說，透過此資料可瞭解到，當時中國並非唯一接收臺灣的

單位，而是由聯合國（盟軍）委託中美兩國合作佔領臺灣或進行代管。也

就是說，至少在該年9月至10月期間，對中國而言，是與作為主要占領國的

美國共同占領臺灣，24而由美方代為接收空軍部分，其實是雙方均可接受

的共識。25由此或可理解，此期間駐臺中國空軍的態度雖然屢次試圖阻撓美

方的一切調查活動，特別是機場調查及日軍飛行員徵用，但從法理與現實

上，並無法有效阻止美方介入。

二、日方的態度

相對於中美雙方對臺灣航空接收的相互競奪，日方最初的態度就比較

偏向美國。根據駐臺「第10方面軍」的報告，日本投降後大多部隊雖陸續

自行解除武裝，但當時臺灣主要航空部隊「陸軍第8飛行師團」仍主張繼續

抵抗，雖然很快就被軍方高層所制止，但民間與駐臺部隊對中國軍隊即將

進駐仍感到威脅，甚至有與之對抗的傾向。26隨後不久，美軍飛行人員陸續

22　George H. Kerr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臺灣》，頁96。

23　陳儀深，〈臺灣主體、中國屬島、或其他？──論葛超智《被出賣的臺灣》所揭露的美國對臺政策〉，《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3期（2014年），頁139、149-151。

24　雲程，《佔領與流亡：臺灣主權地位之兩面性》（臺北：憬藝企業，2005年），頁31-36。

25　另根據1945年9月至10月5日間，中方所擬定「臺灣省佔領計畫」中的「指導要領」即提到：「佔領實施係與

盟方之聯合行動，雙方之連絡，務須密切」。又，在「搜索警戒」載：「國軍輸送、登陸、佔領、解除日軍

武裝至接收期間之海上及空中警戒掩護，統由盟方擔任」。由此可知終戰後不久，駐臺日軍部隊雖應向中國

投降，但佔領行動卻是中美雙方之「聯合行動」，同時為遂行「空中警戒掩護」，故美方必先優先獲取機場

及航空情報。參見「頒發臺灣省佔領計劃一份希參照擬具計劃實施報核」，〈臺灣光復案專輯〉，《國防部

史政編譯局檔案》，臺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4/002.6/4010.2/1/008。

26　西浦節三、安藤正，〈第10方面軍復員史料〉，頁26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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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菲律賓駕機來臺調查，雖然日軍與這些美軍人員曾發生一些零星衝突，

但很快就因日方的讓步而化解。27

1945年9月初，當「戰略情報處」小組成員抵臺後，日方除妥善接待

外，還隨即組成一個130人的研究團隊，每日以無線電與美方保持連繫，提

供所需之必要資料，甚至有些航空部隊還讓美方進行物資接收。28同時，

日方也不斷表示，希望繼續與美方合作，「以避免中國人慣有的混亂狀

態」。即便中國方面一再電告日方，「美方人員在臺任何行動都必須得到

中國的同意」，但日方仍無視中方的命令，雖然有時難免陷於左右為難的

情況，但仍積極持續表達樂於與美方合作的意願。究其原因，日方還是希

望透過合作以換取美方的保護，避免中國軍隊登陸後遭受的可能衝突與傷

害。29

三、中國空軍接收準備之實態

至於中國空軍方面，除了從前述美方資料及記載得知此期間雙方合作

「並不愉快」外，日軍航空部隊人員對於這些中國空軍先遣人員的態度也

頗為冷淡。1945年9月14日，首批中國空軍先遣人員抵臺進行接收之準備工

作，其任務主要為：（1）著日方呈出其投降前之戰 序列、指揮系統，及

各級部隊之組織，兵力位置及軍品等資料後，研究接收處理之方案；（2）

派員視察本省各空軍基地及敵之兵器物資分布狀況、考慮軍事上價值與交

通狀況，並劃定13個集中區，各設一接管組，負責該區內一切之接收業

務；（3）為便於空運，並監視降敵，先接收臺北臺南兩基地，並派員配以

電臺監視；（4）擬定處理日方兵器與物資財產等之初步辦法，分發各接管

組與日俘聯絡部實施並限期完成；（5）命令日方將全區散置武器物資加以

27　西浦節三、安藤正，〈第10方面軍復員史料〉，頁276-277；台湾会，《あゝ台湾軍》，頁24。

28　土田貞男，〈私の応召誌〉，收錄於元第8飛行師団第156嘉義飛行場大隊，《北回歸線標の追憶：昭和の戦

爭責任論》（福島：同編者，1993年），頁81；《美國情報檔案》，頁62。

29　“American State Department Representative: His View of Situation,”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
1960, Vol.8, pp.130；《美國情報檔案》，頁62-66、70-73；蘇瑤崇編，《臺灣終戰事務處理資料集》，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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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理，集中於指定地點，造具清冊聽候點收；共5項工作方針。30但事實上

除了美方不配合外，日軍對於這不到50人的接收部隊之要求，也多消極以

對。31

根據首批抵臺的中國空軍先遣人員，同時也是負責接收日軍航空廠的

雲鐸32中校之回憶，當時先遣隊成員隨「空軍第1路司令」張廷孟上校自

南京明故宮機場搭乘日本軍用運輸機前往臺灣，準備進行空軍接收之前置

工作。抵達松山機場後，時任成都「空軍第3飛機製造廠」（簡稱「空三

廠」）廠長的雲鐸中校隨即協同副廠長陸履坦少校、機工長湯蘭地中尉共

3人，進行全島航空廠的調查。33不過，由於戰爭末期日軍為躲避美軍的轟

炸，臺灣主要的兩個航空廠，海軍第61航空廠與陸軍第5野戰航空廠，均已

疏散到臺灣各地，僅臺北市內就多達四、五百處之多，客觀上造成空軍人

員在調查及後續接收工作上的困難。34雖然如此，3人仍搭乘日機前往臺灣

各航空廠疏散處及倉庫進行相關工作。據其回憶，「大部份地方仍由日軍

看管，少部分由原廠工人關注照料。我們每到一處，只憑日軍人員帶領視

察，十分被動」。加上戰後初期日軍及臺灣人破壞或竊取軍用物資之事件

30　《軍事接收總報告書》，頁14；臺灣省警備總司令部，《臺灣省警備總司令部週年工作概況報告書》（臺

北：同編者，1946年），頁55。

31　《美國情報檔案》，頁66。

32　雲鐸（1911-2009），江蘇鎮江人，1930年畢業於金陵大學附中後，旋即考取金陵大學電機工程系，畢業後

考取庚款公費留學，赴義大利都靈大學（University of Turin）航空空氣動力學系深造，後入羅馬大學航空研

究班，為中國最早公費留外攻讀航空工程的學生之一。1938年回國後歷任航空委員會製造局、航空工業局，

1941年被外派至印度加爾各答協助空軍建立「駝峰航線」。戰後，擔任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廠長，被派

赴臺灣進行接收，1946年將「第3飛機製造廠」遷至臺中，1947年因「228事件」與民軍協議換防，被指為

叛亂份子，趁1948年赴美考察之際被迫而投共。其後，歷任宏光降落傘廠總工程師、南京航空專科學校航空

機械工程系主任、南京航空專科學校附屬機械廠長、基礎部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所長，退休後以航空史研究

為志趣，2009年病逝於南京，葬於雨花臺功德園，享年99歲。參見〈雲鐸：二戰中為駝峰航線保駕護航〉，

《發現週刊》，2013年12月26日，版A31。

33　「軍事接收總報告書」則記空軍首批接收人員為15人，初原按接收計畫進行，但「逼於情勢，乃就由繁化

簡、捨輕就重之原則」，進行接收工作。而此「逼於情勢」之意，除人力不足外，應尚有美日因素在內。

《軍事接收總報告書》，頁261。

34　「為請授權本部處理航空項事宜由」（1945年10月14日），〈臺灣區日俘（僑）處理案〉，《國防部史政編

譯局檔案》，臺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4/545/4010/2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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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出不窮，35除造成監督管理上的困難外，對外交通又掌握在美方手上，在

無法追加人員赴臺協助，人力及預算又接連吃緊的情況下，雲鐸無奈之餘

只能先行於10月初返回重慶籌劃後續接收工作。

不過，幸好航空廠大多員工均為臺籍，因而給予空軍接收調查人員莫

大的協助。根據雲鐸的回憶，「不少人自動引導、充當翻譯，更多人主動

為祖國工作，負責保管物資、維護、登記、不計報酬、沒有名義。當時我

們只有3人，大陸與臺島之間沒有任何交通工具。初期接收調查工作，就是

這樣依靠臺胞員工開始的」。36由此可知，就戰後初期中國空軍對航空廠的

接收準備工作來說，其初抵臺灣時雖面臨與美方競相爭奪情報與機場的處

境，許多行動也處處受制於美方及日軍，在人力及可用資源均不足的艱困

狀況下，雖無法有效進行接收準備工作方針中的（1）、（3）項，但在10

月底空軍接收人員正式抵達臺灣前，至少還能勉強進行接收方針的（2）、

（4）、（5）等項，而這些都有賴臺籍員工的鼎力協助，使航空廠成為少

數初期空軍接收較為確實的單位。至於臺灣人成員較少的日本陸海軍各航

空部隊，及所屬的基地與機場，接收調查工作或許就不如航空廠那樣堪稱

順利。

參、空軍的接收與派系鬥爭

一、空軍接收之範圍與權限

前已述及，早在1945年9月中旬後，空軍第22、23兩地區司令部先遣

人員即已陸續飛抵臺南、臺北，以進行接收準備事宜，並按照計畫分別接

管臺南、臺北兩航空基地，以利空運工作。10月25日日本受降後，臺灣省

警備總司令部為使臺灣地區軍事接收步驟統一及順利，遂組織臺灣地區軍

35　蘇瑤崇編，《臺灣終戰事務處理資料集》，頁247；《軍事接收總報告書》，頁258。

36　雲鐸，〈雲鐸回憶錄〉，2007年，未出版（此資料為雲鐸教授孫女雲小困小姐提供，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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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接收委員會，以空軍第22、23地區司令部為空軍第1、2組，並於11月1日

起以南濁水溪迄秀姑巒溪為界，分別擔任接收工作。12月1日後，取消第1

組，併入第22地區司令部，該部於12月底由臺南遷往臺北，並於1946年元

旦起主持臺灣日本陸海軍航空部隊及民航之接收工作。37也就是說，臺灣的

一切日本航空相關設備、機場、物資器材及民航設施，基本上均由中國空

軍進行接收。

關於空軍接收範圍的法源，主要是出自負責中國戰區軍事接收工作的

陸軍總司令何應欽上將於1945年9月13日對南京日軍駐華最高指揮官岡村寧

次大將所下達的「軍補字第3號命令」，該命令同時也指派空軍第1路司令

張廷孟負責接收包含民航在內，臺灣有關日本陸海軍之航空器、相關部門

及一切設施。38

不過，中國空軍接收的範圍及項目，並非一開始即規定如此。最早關

於戰後臺灣航空接收之相關規定，為1945年3月由「臺灣調查委員會」所

頒定的「臺灣計畫接管綱要」，其內容第4項軍事的部份即規定「軍港、

要塞、營房、倉庫、兵工廠、飛機廠、造船廠及其他軍事設備、器械、原

料，接管後應即加修整」。同時，在第9項交通的部份則規定「接管後，各

項交通事業（如鐵路、公路、水運、航空、郵電等）不論官營、公營、民

營，應暫設一交通行政臨時總機關，統一指揮管理」。39也就是說，最初

關於臺灣航空接收之規劃，乃由空軍負責接收日本陸海航空部隊及相關設

施，民航則由行政機關轄下之交通有關局處所接收。

但根據1份該年9月22日由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致行政院的代電，就曾代

轉臺灣義勇隊隊長李友邦所提供之消息，謂「目前日臺浪人組織暗殺團，

企圖阻止赴臺接收人員及種種接收工作，同時積極祕密破壞軍事設施，教

唆無知臺民積極倡導臺灣獨立運動以作誘惑，故為防範相關治安事件的發

37　《軍事接收總報告書》，頁15-21、253-254；何鳳嬌，〈戰後初期臺灣軍事用地的接收〉，頁177。

38　何鳳嬌，〈戰後初期臺灣軍事用地的接收〉，頁171。

39　〈臺灣接管計畫綱要〉（1945年3月），收於中國第二歷史檔案館編，《臺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料》

（北京：檔案出版社，1991年），頁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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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目前臺灣全數交通已統制為軍用」。40雖然該年10月初由臺灣省警備總

部所擬定的「臺灣省佔領計畫」內容中關於接收的部份，僅規定空軍應接

收日軍飛機、場站、廠庫及存品，未明確規定民航等交通設施由何單位接

收。41但或許是如前述情報所言，基於治安之考量，加上美方積極的介入，

才致使空軍赴臺先遣人員抵臺後，除接收日軍航空部隊及設施外，在10月

22日以前即已開始接收民航相關的交通設施，42並將其「統制為軍用」。

不過，日方基於前述與美方的「合作關係」，一開始對於中國空軍要

求移交所有軍民機場相關檔案清冊，並未積極配合。經空軍一再催促要

求，日方提供較為完整的全臺機場資料後，才使得10月後陸續來臺的空軍

接收人員，對全臺航空設施有一定程度的瞭解。11月1日起，空軍第22、23

區司令部即按軍事接收原則「軍字第1號」之規定，接收日本在臺陸海軍航

空部隊，以及民用機場與附屬設備。43

二、松山機場的接收與派系鬥爭

空軍在接收日本陸海軍航空部隊及相關附屬設施時並無太大問題，但

在接收松山機場時，卻遇到了不小的困難。當時松山機場是臺灣對外交通

最重要的民用機場，1945年9月美方先遣人員抵臺後，即積極利用該機場

進行對外運輸及空中搜索的工作。10月中以後，近千名空軍人員陸續抵臺

進行接收工作，而為迎接10月24日行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儀一行人抵臺主持

「受降典禮」，空軍約於10月22日前即已開始進行接收松山機場之工作。

40　〈軍事委員會為防備日本在臺活動致行政院快郵電（1945年9月22日）〉，《臺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

料》，頁33。

41　「頒發臺灣省佔領計劃一份希參照擬具計劃實施報核」，〈臺灣光復案專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

案》，臺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4/002.6/4010.2/1/008。

42　“Summary of Chinese Position”,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8, pp.124；《美國情報檔

案》，頁88。

43　「有關空軍接收事宜」（1945年9月3日），〈臺灣區日俘（僑）處理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

案》，臺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4/545/4010/010/033；「為令關于

臺灣前日本陸海軍航空隊及民用而使用之飛行場接收事項指示5項仰即遵照辦具報由」，〈臺灣區日本

航空隊資產接收處理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臺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藏，檔號：

B5018230601/0034/701.1/4010.3；何鳳嬌，〈戰後初期臺灣軍事用地的接收〉，頁182-183。



20

66卷第3期

根據美國駐臺副領事葛超智的回憶，當時中國空軍除接收松山機場外，還

占據靠近機場的幾百畝民有房產和土地，並命令所有居民在48小時之內全

部撤離，還因此造成了不小的事端；而且，「空軍的事件卻為後來的許多

類似事件開了前例」。44葛超智所暗指的，即是中國空軍進行後續接收工作

時種種強占人民財產與貪污的舉動。

11月1日，空軍第23區司令部成立，由「軍統」色彩濃厚的林文奎45中

校擔任司令，接收包含松山機場在內的北部地區軍民用機場及附屬設施。

11月上旬後，空軍所屬人員均空運至臺北、臺南兩處。46根據當時美方「戰

略情報處」於12月14日的記錄顯示，林文奎曾至該處，「批評中國人的政

策，指明在他們的執政之下，稻米價格上揚了1000%；指明中國人過快的

沒收充公舉動是個錯誤；指明接收委員會是個髒手。這些批判引人注意，

顯示這些中國人之間傾軋與衝突。他曾經在肥水豐富的職位上，以空軍名

義進行沒收充公的行動，但被更高階的中國機關阻擋下來」。47另外，相關

資料也顯示，林文奎曾於空軍接收期間利用職權搶占「龜甲萬醬油販賣株

44　George H. Kerr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臺灣》，頁95-97；另外，根據鎮壓二二八事件的陸軍整編第21師
長 劉雨卿上呈蔣介石的報告指出，在中國空軍抵臺接收前，「臺胞為防日人破壞飛機曾輪流看守監護，但接

收人員卻弊端百出，並有將飛機折毀原料盜賣情事，以此臺胞一般觀感最惡。」而在該年11月，日本陸軍飛

行第8師團參謀長岸本重一大佐就曾去信給即將抵臺的空軍第23區司令林文奎中校，提醒有人偷將空軍物資

流入民間謀利，並表明日方願全力協助物資流出至林文奎抵臺之前。參見劉雨卿，〈二二八事件調查概要

報告〉，收錄於中研院近史所編，《二二八事件資料選輯》，（二）（臺北：同編者，1992年），頁114；
「陸軍飛行第八師團岸本重一大佐致林文奎司令書信」，〈空軍司令林文奎先生文書〉，1945年11月20日。

45　林文奎（1910-1982），原籍廣東新會，上海交大附中畢業後考入清大經濟系，後修地學系，獲雙學士學

位。1931年考入中央航空學校第2期，1934年以第1名成績畢業於飛行班，畢業後曾參與勦匪及閩變之役。其

後赴歐洲各國進修，回國後曾擔任蔣介石夫婦座機長。1939年後歷任空軍士官學校飛行教官、教授科長，及

空軍官校校長辦公室主任。1941年擔任飛虎隊中文機要秘書兼作戰情報室主任，1943年任空軍第五路司令部

參謀長。1945年戰爭結束後，任第23區司令，來臺主持接收事宜。1946年後歷任空軍參謀學校教務長、聯合

國中國軍事代表團參謀，1953年受孫立人重用，任空軍總部情報署長。其後受孫立人案牽連，1963年以上校

官階退伍。夫人為臺大中文系教授張敬，言論常刊於《自由中國》雜誌，長子為前國防部副部長林中斌。參

見〈戴公遺墨－電訊類（第1卷）〉，《戴笠史料》，臺北：國史館藏，檔號：144000000030A；許雪姬訪

問、曾金蘭記錄，《藍敏先生訪問記錄》（臺北：中研院近史所，1995年），頁79-80、195-197；劉永尚、

黎邦亮編，《驀然回首感恩深：羅中揚將軍回憶》（臺北：中華民國航空史研究會，2006年），頁75；富

權，〈兩岸觀察：林中斌今午將紀念其父林文奎赴臺一甲子〉，《新華澳報》，2005年9月16日，本文引自

《新華澳報》網站：http://www.waou.com.mo/see/2005/09/20050916d.htm（2015年4月1日點閱）。

46　臺灣警備總司令部辦公室編，《臺灣警備總司令部沿革史》，（一）（臺北：同編者，1963年），頁45。

47　《軍事接收總報告書》，頁20-21；《美國情報檔案》，頁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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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會社」取締役石黑平八郎於臺北市的產業，而根據相關規定，日產應當

由行政長官公署接收委員會所接收，48但空軍卻出面進行搶收，因此美方所

指的「更高階的中國機關」，應為行政長官公署。當時日本陸軍航空部隊

人員的回憶也顯示，中國空軍進行接收後，每日均利用卡車進行糧食、砂

糖、罐頭等食糧物資之運送及搶收。49由此說明，空軍的接收行為在某種程

度上已屬越權，並與行政長官公署日產接收委員會，產生不小的衝突。

12月1日，空軍的接收工作大致告一段落，空軍第1組取消，第23地區

司令部也奉令撤銷，該部於12月底由臺南遷往臺北，未了任務由第22地區

司令部接辦，而原屬於臺灣省警備總部管轄的駐臺空軍單位，則歸建空軍

統一指揮。50有意思的是，單位已被撤銷的林文奎還曾於該月17日再次造訪

「戰略情報處」，並向美方人員建議「應讓中國空軍獨立運作，但行政長

官公署企圖取得控制權。他被想要進行走私的下屬催促空軍應採取獨立運

作。行政長官的人馬經由美軍顧問團（AAG）來幫忙他安排空中運輸，因

此不知不覺幫助了貪污腐敗的人物」。而戰略情報處人員聽完林文奎的說

法後則認為，「這可能是五十步笑百步」，特別是美方還註明，林文奎是

「藍衣社」（軍統）的人。51由此資料顯示，為了遂行走私活動，即便空軍

方面的主管已去職待命，但松山機場的主導權爭奪仍持續上演。5212月31

日，空軍雖號稱正式完成全臺接收工作，但事實上松山機場（北機場）與

南機場並未正式接收完成。而未完成的原因，除了日方管理戰時軍用航空

運輸的「南方航空輸送部」人員尚留滯菲律賓處理終戰事務，未能即時返

48　〈林文奎侵佔石黑平八郎財產案〉，《國有財產局檔案》，臺北：國史館藏，檔號：045000017150A；谷元

二，《大眾人事錄》（東京：帝國秘密探偵社，1940年），頁4；臺灣省接收委員會日產處理委員會，《臺

灣省接收委員會日產處理委員會結束總報告》（臺北：同編者，1947年），頁10。

49　滋野良雄，〈台湾での想い出〉，收於屏東会編，《可児隊回想録（戦史）》（東京：同編者，1986年），

頁121。

50　黃玉齋主編，《臺灣年鑑》，（2）（臺北：海峽學術，2001年），頁586-587。

51　《美國情報檔案》，頁124。

52　根據林文奎的說法，陳儀「擬操縱我公款，利用經濟力量箝制我空軍使我就範，故不特不准凍結公款，即未

凍結者亦不准我空軍兌換」。因此在不得已之情況下，即使林文奎已去職，仍向美方陳情應使空軍獨立運

作，避免讓其下屬處於斷炊之苦。「臺灣見聞錄」，〈空軍司令林文奎先生文書〉，年代不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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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處理移交工作，以及軍政部搶占南機場擬作為「練兵場」外，53最主要的

原因，仍與空軍與行政長官公署之間為搶奪接收資源的派系鬥爭，有密切

的關係。

在討論戰後初期空軍與長官公署間的派系鬥爭之前，在此有必要對戰

後初期國民黨在臺灣的派系政治與鬥爭情況作一簡單介紹。關於此議題，

陳翠蓮教授的專著已有精闢且深入的論述及分析。根據她的研究，戰後初

期國民黨在臺灣活動的情治單位、政治團體、派系及相關集團，大抵分為

「軍統」、「CC派」、「三青團」、「孔宋集團」、「政學系」等5類。其

中，陳立夫與陳果夫兄弟為首的「CC派」則握有國民黨兩大特務組織之一

的「中央執行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及全國各省市黨部。

而前身為「復興社」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為

1931年由軍界人士與黃埔學生所組成的特務組織。1938年以後，「中統」

調查範圍著重於黨務、政治、經濟；「軍統」則著重於軍事、特務和武裝

行動。1946年6月「軍統」，則改為「國防部保密局」，其勢力範圍遍佈

全國，除與軍界「黃埔系」關係密切外，因負責緝私、交通及航空郵電檢

查、兵工廠之警衛等工作，自然掌握這些機構的人事。

「三民主義青年團」（簡稱「三青團」），原應是黨內各派系的合

流，但實際上卻是「黃埔系」所把持，與「軍統」關係緊密，但被陳儀當

局所排斥。「孔宋集團」是指以孔祥熙、宋子文為首，長期掌握中央政府

財政、經濟、金融決策，卻藉機發達官僚資本、壯大私人企業，甚至利用

5 3　「為令飭辦理日本陸海軍及民間航空關係未了手續仰即遵照由」，〈臺灣區日本航空隊資產

接收處理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臺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藏，檔號：

B5018230601/0034/701.1/4010.3；「為呈請關於日本官兵善後連絡部飛行班之一部變更輸送秩序」（1946年
2月5日），〈臺灣區日俘（僑）處理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臺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

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5/545/4010/2/046；「呈為報告關於接收金包里臺北南北飛機場及航空旅社情

事」（1946年2月17日），〈臺灣區日俘（僑）處理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臺北：國家發展委

員會檔案管理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5/545/4010/2/097。另外，「南方航空輸送部」為1942年9月日本

為統合太平洋戰爭時期的軍用航空運輸，而由陸軍接管民航公司「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以供軍方海外戰

地連絡飛行與物資運輸之用，因此原屬民航的部份之相關接收資料均由該單位所負責移交。詳見拙作，〈殖

民地臺灣在日本帝國航空圈的位置與意義：以民航發展為例〉，《臺灣文獻》，第63卷第3期（2012年），

頁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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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機會進行投機炒作、圖利自肥的政府官員。而「政學系」在臺灣的主

要人物則為行政長官陳儀，其雖長期與「軍統」關係緊張，但其治臺官員

除任用治閩時期的僚屬為班底外，「軍統」也掌握軍事有關的大部份重要

職位，基本上與陳儀治閩時期類似，是結合「軍統」對抗「CC派」；但

「軍統」與「CC派」有時卻也合作來打擊陳儀所屬的人馬。54也就是說，

戰後初期各接收單位在臺的資源搶奪與派系鬥爭，事實上是中國大陸的延

伸，而對於空軍來說，不論是對外的派系鬥爭或是內部人事的矛盾，亦是

如此。55

那麼，戰後初期空軍的接收又是與那些派系產生關係？前已述及，最

早對於臺灣航空相關接收之規劃，是1945年3月「臺調會」所頒定的「臺灣

計畫接管綱要」，其規定空軍負責接收日本陸海航空部隊及相關設施，民

航則由行政機關轄下之交通有關局處所接收。論者雖謂「臺調會」的規劃

僅具指導式的原則方針，並無決策效力。56但因陳儀身兼「臺調會」主任

委員，故在某種程度上該會之規劃或可視為其對臺灣航空接收的意向及基

本態度。不過，這樣的規劃卻因臺灣義勇隊隊長李友邦（兼三青團臺灣區

團主任）轉發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一封代電後，即基於治安考量與美方之因

素，致使臺灣軍民航空原則上改為空軍統一接收並「統制為軍用」。當時

李友邦並不在臺灣，消息來源應是由最早抵臺的臺灣義勇隊副隊長張士德

所提供，其被歸為「軍統」人馬，57因此不論是從派系競爭的角度，或是從

當時臺灣實際的狀況解讀，「軍統」的人馬與陳儀早在9月份就已經針對空

軍在臺接收問題，展開角力競爭。  

其後，深具濃厚「軍統」色彩的林文奎出任空軍第23區司令，負責接

54　參見陳翠蓮，《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臺北：時報出版，1995年），頁211-234。

55　林桶法，〈政府遷臺初期空軍的人事糾葛〉，收錄於 呂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下）

（臺北：國史館，2011年），頁567-568。

56　鄭梓，《戰後臺灣的接收與重建：臺灣現代史研究論集》（臺北：新化圖書，1994年），頁54。

57　張士德，字克敏，臺中大甲人，日治時期「農民組合」出身，早年到中國進黃埔軍校，後入「軍統」，時官

拜上校，人稱張大佐，是首批來臺接收的中國官員，也是戰時奔赴中國，戰後第一個回來的臺灣人。參見陳

翠蓮，《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頁22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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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臺灣北部地區航空設施，其屢次因接收及走私問題與陳儀當局產生衝

突，加上松山機場為當時往來臺灣與中國唯一的空中交通孔道，故被兩派

視為兵家必爭之地。12月後，空軍第23區司令部撤銷，後續接收事務及松

山機場則轉由第22區司令張柏壽承繼，58林文奎則因單位撤銷而在「1946

年初辭職奉准」，改任空軍參謀學校教務處長。不過，林文奎負責接收的

北部地區原就比南部重要，且民航接收等未完事項均在北部，空軍為何在

接收告一段落後將熟悉北部事務的林文奎及第23區部撤銷，改由原先負責

南部的第22區部接續北部地區未了事務？此點在邏輯及後續業務運作上，

皆頗耐人尋味，也或許只有透過派系鬥爭的角度，才能稍微解釋其箇中原

因。

根據林文奎所遺留〈臺灣見聞錄〉之描述，其內容除痛陳陳儀之臺政

充斥種種不當舉措與違法亂紀，呼籲中央重視此問題外，則指出：「（1）

陳長官自始即以空軍為對象，存鯨吞壓制之心，並對空軍早先一步來臺辦

理接收一事至為不滿，常藉故刁難；（2）凡事極少與空軍事先商洽，每由

陳長官手下臨時下手諭或隨其部下自由行動，隨時將我早已接收之房產交

出，移讓其他機關或實行佔領；（3）隨意侵犯空軍撥乘美軍機位之主權；

（4）擬操縱我公款，利用經濟力量箝制我空軍使我就範，故不特不准凍

結公款，即未凍結者亦不准我空軍兌換」。這份〈臺灣見聞錄〉據林文奎

之長子林中斌教授的說法，該文書雖未具其名，但內容應與上呈蔣介石之

「萬言書」類似，顯係林文奎之手筆。59不過，這份報告事實上「並未呈交

給蔣介石，卻是落到陳儀的手中，故而受到陳儀報復打擊，林文奎也就無

58　張柏壽，1934年廣西航校第1期畢業，後任廣西第2飛機教導隊（偵察）隊長，1937年任空軍第3大隊第32隊
（驅逐）隊長，但長期因病住院療養，1945年初轉任空軍昆明總站長。1945年戰爭結束後擔任第22區司令，

赴臺主持接收事宜。1949年任空軍供應司令部副司令，是空軍有名的「不上飛機的將軍」。趙廷桂，〈空中

游擊英雄韋一青〉，《傳記文學》，第347號（1991年），頁89；劉永尚、黎邦亮編，《驀然回首感恩深：

羅中揚將軍回憶》，頁143。空軍總司令部，《空軍年鑑（35年度）》（南京：同編者，1946年），頁53。

59　〈臺灣見聞錄〉，〈空軍司令林文奎先生文書〉，年代不詳；此資料部份收錄於林文奎，〈臺灣見聞錄：林

文奎的二二八見聞錄〉，《臺灣史料研究》，第18號（2002年），頁1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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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再在臺灣待下去」，成為其去職的主因。60也就是說，從上述資料顯示，

具「軍統」背景的空軍人員與陳儀當局因接收而產生的派系鬥爭，應是其

來有自。61

第22區司令張柏壽中校承接空軍在臺事務及松山機場後，空軍與陳儀

當局的鬥爭才稍有減緩。1946年2月8日，負責戰時日本南方地域軍用運輸

的「南方航空輸送部」人員陸續返臺，準備參與松山機場及相關民航設施

的移交工作。62同月17日，臺灣地區日本官兵善後連絡部涉外委員長諫山春

樹電告張柏壽中校，經再三確認松山機場原為總督府所管之民用機場，依

此應讓行政長官公署接收。63不過，在陳儀當局尚未據此採取行動前，2月

23日中國戰區臺灣地區軍事接收結束會議，再次規定空軍接收日本在臺灣

所有航空部隊與民用機場，以及附屬設備之權限。至此，空軍即依據此會

議之接收原則，接收全臺軍民用之所有機場及附屬設施。641946年3月8日，

臺灣省警備總司令柯遠芬再次電告日方應速將松山機場之接收相關清冊及

目錄移交空軍。14日，日方先行移交南機場財產清冊，一直要到蔣介石夫

婦來臺參加10月25日「光復」週年紀念大會的前夕（9月），空軍才算完成

60　林中斌，《劍與花的歲月》（臺北：商訊文化，2009年），頁79；富權，〈兩岸觀察：林中斌今午將紀念其

父林文奎赴臺一甲子〉

61　除了陳儀與軍統的林文奎在臺灣接收上產生矛盾，實際上空軍內部以周至柔與王叔銘兩派為主的派系紛爭亦

相當嚴重，蔣介石即曾在日記中提到：「本日上下午皆主持空軍幹部會議，下午講評約一小時半，自覺有

益，或於今後建立空軍有補也，惟空軍領導乏人，習慣已成，不易轉移，保守與消極之心理，時用苦悶不

置」。而首任空軍總司令的周至柔也對當時空軍內部因派系「對於上面的命令喜歡作皮毛的批評」導致「命

令奉行不澈底」等問題，感到憂心。參見〈蔣中正日記〉，民國34年4月11日（該日記資料由審查老師提

供，謹此致謝）；周至柔，《至柔鴻爪（1）》（臺北；作者自印，出版年不詳），頁107。

62　「為呈請關於日本官兵善後連絡部飛行班之一部變更輸送秩序」，〈臺灣區日俘（僑）處理案〉。

63　「呈為報告關於接收金包里臺北南北飛機場及航空旅社情事」，〈臺灣區日俘（僑）處理案〉。

64　何鳳嬌，〈戰後初期臺灣軍事用地的接收〉，頁183。另外，1946年2月底後空軍除接收民航機場外，還接

收包括「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在臺附屬機關之房舍及產業。「為本部接收之航空保養所即大屯莊已委託

林奠川代管電請核備由」（1946年5月16日），〈臺灣區日人房地產接收處理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

案》，臺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4/282/4010/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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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機場的全部接收。65

雖然如此，為便其遂行對外空中運輸，陳儀當局還是不願讓空軍獨占

松山機場。適逢當時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成立在即，12月6日陳儀即電請交通

部長俞大維轉洽空軍總司令部，表達希望松山機場能撥為民航專用。66經

交通部上呈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裁示後，12月31日以「為利民航發展」之

由，電告空軍總部轉飭第22地區司令部移交松山機場予行政長官公署交通

處。有意思的是，這份公文還記載為免「發生誤會」，還特別電告雙方查

照，同時告知空軍松山機場民用一案，經蔣主席裁示已無疑義，至於軍用

部份仍可再行洽商合約手續，「似不便為此一再拖諉遷延」。不過，行政

長官公署交通處雖遵照命令派員前往接收，但空軍第22地區司令部仍以未

接到空軍總司令部移交命令之由，拒絕其接收，並「電請長官公署交通處

暫勿派員接收，以免發生誤會」。67由此可知，1946年初「軍統」色彩濃

厚的林文奎雖與陳儀因派系鬥爭而去職，但以松山機場為「戰場」的兩相

傾軋，並未因此而有所停歇。即如美國駐臺副領事葛超智於1947年初的形

容，「為了爭取誰能控制松山機場，地方政府及中國空軍之間的衝突仍繼

續著，而且不時有嚴重的衝突」。68

1947年1月16日，為盡速解決松山機場問題，空軍總司令周至柔致電

65　「呈為報告關於臺北松山飛機場接收由」（1946年3月11日），〈臺灣區日俘（僑）處理案〉，《國防部史

政編譯局檔案》，臺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5/545/4010/3/070。另外，

時任交通處長的任顯群之女任治平曾著書謂，1946年其父為讓蔣介石夫婦於10月21日抵臺參與25日的「光

復」週年大會，曾事先擬定松山軍用機場一半劃為民用，但事實上當時松山機場仍在接收期間且為軍用，

行政長官公署及任顯群事實上並無置喙之空間，故其書中所提劃為民用應為1947年初之事。任治平，《這

一生：我的父親任顯群》（臺北：寶瓶文化，2011年），頁108；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

稿》，卷6下（臺北：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金會，1978年），頁285。

66　「電知松山機場已遵囑洽空軍總司令部讓為民航專用」，〈交通處處理敵產〉，《臺灣省文獻會檔案》，臺

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藏，檔號：A375000100E/0036/266/13/2/029。

67　「為松山機場接收在即電請速洽空軍總部轉飭22地區司令部迅予遵令移交由」，〈交通處處理敵產〉，《臺

灣省文獻會檔案》，臺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藏，檔號：A375000100E/0036/266/13/1/020；「為據

空軍第22地區司令部電呈關於移交松山機場案情形轉電知照由」，〈交通處處理敵產〉，《臺灣省文獻會

檔案》，臺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藏，檔號：A375000100E/0036/266/13/2/032；「為請切勿派員前

往松山站接收機場由」，〈交通處處理敵產〉，《臺灣省文獻會檔案》，臺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

藏，檔號：A375000100E/0036/266/13/1/023。

68　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Houghton Mifflin, 1965), pp.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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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儀，除向其說明空軍當初因無力另設根據地，不得不使用松山機場之理

由，並表示若陳儀僅為利用機場維持中國與臺灣間之空中交通，空軍方面

「復准主席成立折衷兩利方案」，正式將松山機場劃歸軍民兩用。69至此，

空軍與陳儀當局對松山機場之爭奪，最後因蔣介石的介入與裁示，使得原

本強硬的空軍在不得不退讓的情況之下，暫時告一段落。

三、空軍的派系鬥爭與「二二八事件」

1947年2月1日，空軍第22區司令部改組為「空軍臺灣地區司令部」，

直屬空軍總司令部，由原駐北平的空軍第10區司令郝中和上校出任臺灣地

區司令。2月9日，松山機場部份區域正式劃歸民用，70為當時空軍撥劃民

航使用的20座機場中，唯一1座「軍民共用」機場。71既如前述，這樣的結

果，應是空軍與行政長官公署因接收問題所衍生的派系鬥爭下之產物。

1947年2月28日，臺灣爆發二二八事件，該事件影響不僅往後臺灣政

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甚深，對於空軍因接收問題而產生的派系競爭、

後續在臺軍事人才的登用，甚至是往後的國防政策，均有深遠的影響。一

般均認為，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各地蜂起的「民軍」主要以搶占交通設施

及軍事單位為主，其原因主要在於交通設施可以進行人員的迅速集結，而

軍事單位除有戰略上之意義，尚因駐軍駐守並存放為數不少的武器，故事

件發生後常成為外省民眾避難的場所。反之，也是「民軍」攻擊占領的目

69　檔案管理局藏，「松山機場供軍民兩用擬定方案5項」，〈交通處處理敵產〉，《臺灣省文獻會檔案》，臺

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藏，檔號：A375000100E/0036/266/13/2/016。

70　空軍總部情報署編，《空軍沿革史初稿》，第2輯第1冊（臺北：同編者，1957年），頁375；趙光漢，

〈抗戰勝利空軍受降親歷記〉，《傳記文學》，第399號（1995年），頁17；空軍總司令部，《空軍年

鑑（36年度）》（南京：同編者，1947年），頁20；「電知松山機場已遵囑洽空軍總司令部讓為民航

專用」，〈交通處處理敵產〉，《臺灣省文獻會檔案》，臺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藏，檔號：

A375000100E/0036/266/13/2/029。

71　當時民航事業由交通部主持，空軍居協導地位，故1947年1月民航局成立以來，空軍除提供人力支援外，尚

撥交一部份軍用機場供民航發展使用。計分3類共20座，（1）永久撥交：瀋陽于洪屯、南京土山鎮、武昌徐

家棚、九江十里鋪、宜昌土門埡、桂林李家村、貴陽、成都鳳凰山、天津張家莊、海州、上海龍華、汕頭、

廈門、廣州白雲、上海虹橋；（2）暫時撥借：太原榆次、南昌老機場、福州、海口；（3）軍民共用：臺北

松山。空軍總司令部，《空軍年鑑（36年度）》，頁110-112；國防部史編局，《俞大維先生年譜資料初編

（一）》（臺北：同編者，1996年），頁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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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之一。特別是機場，其兼具交通及軍事單位之性質，加上一旦攻占後可

獲取飛機利用，故事件發生後常首當其衝，成為「民軍」率先攻擊占領的

必爭之地。72是故，在此擬以事件發生期間被「民軍」作為主要攻占目標的

臺北松山機場、嘉義水上機場、臺中「空三廠」（水湳機場）等3個場景，

分別闡述二二八事件與空軍之關聯及影響。

首先，是以往較常被忽略的臺北松山機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不久，

臺北市軍民衝突頻頻發生，但3月4日以後，臺北市內已漸趨平靜，商家

恢復開市，各種民間團體亦紛紛成立。73根據3月5日中央通訊社臺北分社

的密電形容，當時全省鐵道交通、電力發所、配電所及騷動城市之廣播電

臺，均已由臺人控制。同時，「社會秩序由臺人維持，此亦即臺人未再

騷擾，始有目前之平靜狀態。臺中及嘉義兩市，則秩序獨未恢復，憲警悉

被繳械，情況陷於不明。高雄及屏東亦不平靜」。時有「臺灣省自治青年

同盟」於臺北成立，該會除發表時局宣言外，還號召「曾受陸軍訓練之青

年，今夜于臺灣大學集中；曾受海軍訓練之青年，今夜于太平町集中；曾

受空軍訓練之青年，今夜于松山機場附近集中」，74並自6日開始攻擊臺北

松山、三張犁、七張、景美等地的空軍倉庫。75

其中，關於日本陸海軍航空兵出身的臺籍青年集合於松山機場一事，

日本陸軍少年飛行兵出身的黃華昌（17期），即曾於回憶錄提及此次行

72　林德龍輯註，《二二八官方機密史料》（臺北：自立晚報，1992年），頁34；不著撰人，〈二二八事變之平

亂〉、〈柯參謀長對記者談話稿〉，收錄於中研院近史所編，《二二八事件資料選輯》，（一）（臺北：同

編者，1992年），頁123-124、230。

73　戴國煇、葉云云，《愛憎二‧二八》（臺北：遠流，1992年），頁262-263。

74　林德龍輯註，《二二八官方機密史料》，頁62。

75　「呈報本廠新店養所及倉庫械彈等物被劫情形請緝拿暴徒究辦由」（1947年3月17日），〈臺灣二二八

事變經過及處理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臺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藏，檔號：

B5018230601/0036/563.3/4010/1-1/001；「為三製廠新店養氣所及倉庫被劫械彈等請緝拿究辦追繳發還由」

（1947年3月27日），〈臺灣二二八事變經過及處理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臺北：國家發展委

員會檔案管理局藏，B5018230601/0036/563.3/4010/1-1/002；陳翠蓮，《二二八事件與青年學生》（臺北：檔

案管理局，2005年），頁30-31；〈空三廠臺籍技術軍士曾金海先生訪問記錄〉，2014年1月10日於臺中市西

屯區曾宅，筆者訪談，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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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當時黃華昌因在「西南航空公司」76擔任飛行駕駛，除有實際飛行經

驗外，還持有通行證能自由出入松山機場，故被「二二八處理委員會」的

蔣渭川委以「航空特別敢行隊」之副隊長，同時預定商請更具飛行實戰經

驗的許崙墩77與許清卿78擔任行動指揮官，計畫與「若櫻隊」（臺籍日本軍

人軍屬）、「忠義服務隊」（學生）、「海南島隊」（海南島歸臺軍人）

合力攻占松山機場並奪取接收日機，以空中武力的方式馳援正在圍攻嘉義

水上機場的「民軍」。79當時黃華昌曾向蔣渭川提議，除了正面攻擊松山機

場外，或許能由內部先行說服機場內任職的臺籍維修員工，特別是具「半

76　「西南航空公司」為1933年西南各省府鑑於該區域內航空事業闕如，故聯名廣東、廣西、福建、貴州、雲

南各政府派代表於廣州開會籌備。隔年5月1日正式開航，當時公司資本額為200萬元，兩廣省府各出股30萬
元，為官民合辦性質，擁有飛機各式6架。1937年後，西南各省遭日軍空襲轟炸，西南航空公司遭停航，所

有飛機歸為軍用。1946年，曾一再由粵、桂人士發動恢復該公司，並一度計畫將臺灣接收的60架日軍大型運

輸機及轟炸機改造為客貨兩用機再行經營，同時聘任臺籍人士擔任駕駛，無奈接收日機半數被拆解私吞，一

部任其暴露鏽蝕，最後僅剩兩架停於松山機場。其後，公司雖一度籌組辦事處，終以困難叢生，未能實現。

王開節，《我國民用航空事業發展簡史》（臺北：中國交通建設學會，1955年），頁28-29；黃華昌，《叛

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錄》（臺北：前衛，2004年），頁190-194。

77　許崙墩（1923-2008），臺南人，1937年考入臺南第二中學校，1938年被選入「臺南州國防義會航空團」進

行滑翔機訓練，1940年考上取陸軍少年飛行兵學校11期，隔年進入宇都宮陸軍飛行學校操縱科。1943年自該

校畢業，成為日本帝國軍人中臺籍飛行駕駛的第一人。其後陸續轉任臺灣屏東陸軍佳冬航空基、新加坡第3
航空軍重爆第12戰隊、飛行第64戰隊（加藤隼戰鬪隊）等單位，並曾有擊落一架英國噴火式戰機的記錄。戰

後，歷任臺北工專滑翔機隊教練、機械實習工廠教師、中國農業航空公司飛行駕駛、遠東航空公司機師、總

機師，1960年代借調至越南航空公司，並曾多次執行美國中情局委託之「特種包機」任務，一生總飛行時數

高達2萬3千小時。1983年退休後以開設模型飛機專門店及教授日文為興趣，2008年辭世，享年85歲。陳翠

蓮、曾令毅，〈許崙墩〉，收於臺北市政府，《臺北市志人物志》（臺北：同編者，2014年），頁347。

78　許清卿（1920-?），臺北人，其父為太平町許章內科醫院院長，母為日本人，曾就讀日本大學中學部，學生

時代即陸續擁有一等駕駛、一等航空士、二等機械士、二級滑翔士等執照，後被徵調到熊谷陸軍飛行學校進

行訓練，結訓後擔任東京「陸軍航空審查部」中尉試飛員，專職改造飛機武裝，戰後返臺任職於「西南航空

公司」負責接收日機之試飛，1947年後轉任臺灣省政府建設廳、農林廳，1955年許清卿與林燈等人合資創

立「中國農業航空公司」，負責噴灑農藥及烏魚搜索工作，1960年代後回復日本籍，並擔任沖繩航空（旅

行社）常務理事，從事沖繩諸島間的聯絡飛行事業。臺灣新民報社，《臺灣人士鑑》（臺北：同編者，1934
年），頁78；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錄》，頁190-191、238。

79　另有一說是，「3月7日（中略）臺北派人到臺中，洽商將臺北所控制的3架飛機，飛來臺中助戰，臺中方面

當表示歡迎，並即派員整備機場」，但事實上臺北方面始終未控制松山機場的飛機。臺灣省文獻委員會編，

《二二八事件文獻輯錄》（臺中：同編者，1991年），頁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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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身份的松山機場場長陳金水。80若這些人能響應此次行動，「不但可以

減少死傷，更能迅速占領機場，可謂事半功倍」。81因此，黃華昌也被委以

向陳金水及其他臺籍維修員工策動之重任。不過，3月8日當黃華昌向陳金

水試探意向時，陳則向其表達：「身為中華民國空軍軍人，我受託擔任松

山機場場長，就不能違背職責」。並強調，要讓他們看看「跟他們不一樣

的臺灣人魂」。由此，黃華昌得知陳金水不願加入的意向，而原本計畫隔

日清晨起事攻占松山機場的行動，也因為情報隨即走漏，使得陳儀當局能

迅速調派剛上岸的陸軍整編第21師進駐機場周邊，連夜破獲一觸即發的武

裝占領行動。82而攻占松山機場行動的失敗除了無法按原訂計畫以飛機馳援

嘉義作戰外，不少黨政要員仍得以藉由松山機場迅速往返兩岸，面報層峰

事件經過情形，加速了後續軍隊抵臺進行肅清及增援的行動。其後，陸軍

整編第21師進駐臺北後，還陸續利用松山機場進行前後4次的糧食運送與兵

力空運，解除了國軍在嘉義機場的孤軍之危。83

有意思的是，根據黃華昌的回憶，起事當晚原本應要延請擔任指揮官

80　陳金水（1905-1995），新竹人，其兄為新竹富商陳性，1925年中學畢業後前往東京立川的日本飛行學校就

讀，1927年畢業後回臺，並於1928年由家族出資購買飛機一架，計畫在故鄉新竹進行飛行表演，沒想到因

飛行技術及飛機性能等問題墜機。1930年為圖發展而前往上海，後加入中國空軍，歷任航空第一、二、五

隊隊員、航校洛陽分校飛行教官、空軍各場站股長、科長、站長，1945年8月終戰後被派往臺灣進行接收工

作，在臺歷任空軍第22地區區司令部科長、松山機場場長、國防部防空司令部總務科長、副處長、花蓮防空

指揮部副指揮官、空軍印刷廠長、空軍工業管理委員會副主委，1962年以空軍上校官銜退伍。退伍後經營金

城貿易公司，從事青果貿易，並任新竹客運常務董，1995年逝世，享年90歲。「臺省第一位空軍軍官退役

上校陳金水的愛國奮鬥史」（1967年10月1日），《一般檔案》，臺北：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一般

552.3/49；黎邦亮編，《驀然回首感恩深：羅中揚將軍回憶》，頁248；〈解甲從商的陳金水〉，《經濟日

報》，1974年11月9日，版12。

81　參見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錄》，頁198-217。另根據相關檔案所示，陳金水被情治單位歸類為

蔣渭川所組織的「臺灣省自治青年同盟」成員（檔案誤記為「陳金永」），並計畫透過陳金水出面召集海外

歸臺的退伍軍屬約千餘人起事。不過，對照黃華昌的回憶及其本身經歷，若此情報無誤，顯示陳金水已被蔣

渭川納入預定策動名單，或是本身與蔣渭川等人有某種程度的認識與聯繫。陳翠蓮，《二二八事件與青年學

生》，頁38-39。

82　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錄》，頁218-230；〈江崇林先生（七九A1）〉，臺灣省文獻委員會

編，《二二八事件文獻輯錄》（臺中：同編者，1991年），頁610。

83　〈陳儀呈蔣主席三月七日電〉，收於白先勇、廖彥博合著，《止痛療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臺北：時

報，2014年），頁247；許雪姬，〈臺灣光復初期的民變：以嘉義三二事件為例〉，收於賴澤涵主編，《臺

灣光復初期歷史》（臺北：中研院中山人文社科所，1997年），頁18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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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許清卿與許崙墩，似乎在那一晚就消失了。84為何這兩個人會在同一天同

時消失？他們的消失或許與陳金水個人有密切的關係。陳金水是前述「軍

統」色彩濃厚的空軍第22區司令林文奎同時來臺進行接收工作的班底，接

收及管理松山機場為其主要工作。根據一份1967年國民黨內部對陳金水個

人的描述，「在接收期間……陳儀原本要強制接收松山空軍基地，陳儀另

有一片私心，他企圖利用這個基地，另購運輸機，以經營他自己的民航事

業。但負責接收基地的陳金水，則以空軍乃直接受命於中央，豈可以容許

陳儀一個地方長官的身份，越權接管」。85而此雖為「後見之明」，但1947

年1月林文奎早已去職，而美國駐臺副領事葛超智卻仍能陸續得知空軍與陳

儀當局派系鬥爭之訊息，加上葛氏1947年1月的人名錄中僅登錄唯一1位空

軍人士陳金水（Chen, Chin-Shui, Station Master, Sung San Air Station）的情

況來看，86推測陳金水即便不是「軍統」，也是與其密切相關，站在空軍的

立場與陳儀當局進行對抗的角色。

另根據陳翠蓮教授的研究，「軍統」在二二八事件中其實扮演兩面的

角色。當事件發生後，具「軍統」色彩的警總參謀長柯遠芬理應與陳儀一

體，設法減低事情的傷害。但事實上警總以降的「軍統」、情治人員作為

顯然不圖於此，進而造成動亂的擴大。主要的原因，還是希望事態擴大，

陳儀遭受挫折後，再行全力出面收拾局面，當可獲得重賞。因此，「軍

統」成立的「忠義服務隊」才會滲入到攻占松山機場的行動之中。87而從前

述黃華昌的說法，其實說明二二八事件後陳金水可能已得知松山機場即將

被攻占的消息，其雖與「軍統」關係密切，但以當時空軍的立場及派系鬥

爭的角度來看，不論是「忠義服務隊」趁機攻占機場，將事態擴大，或是

84　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錄》，頁220-221。

85　「臺省第一位空軍軍官退役上校陳金水的愛國奮鬥史」。

86　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pp.241; “Name List of Responsible Officials of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Jan 7, 1947, 收於蘇瑤崇，《聯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臺活動資料集》（臺北：臺北二二八紀念館，

2006年），頁619。

87　陳翠蓮，《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頁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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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機場被攻占的消息轉知陳儀當局出面處理，松山機場都有自其任上「失

守」的可能。因此，陳金水能做的方式也許就是直接或間接透過關係，讓

許清卿與許崙墩「暫時失蹤」（離開臺北），試圖以此消解機場被攻占的

可能。

其次，在嘉義「民軍」圍攻嘉義水上機場的部份，也因為前述蔣渭川

等人密謀攻占松山機場行動的失敗，致使局勢產生變化。根據許雪姬教授

對「嘉義三二事件」的研究，二二八事件發生後，3月1日消息已傳至嘉

義，街頭開始發生衝突，至2日下午因「市長被襲」後，衝突事件已在嘉

義迅速蔓延。3日，嘉義召開市民大會並成立「三二事件處委會」以應變

局，同時決定號召並組織原臺籍日本兵與學生兵，及社會各階層人士，共

同維護地方社會治安。是日，軍憲試圖進入市區鎮壓亂局，但「處委會」

認為應以和平方式解決，惟因雙方認知太大而未談妥。其後，「民軍」開

始圍攻憲兵隊，同時也展開攻擊紅毛埤第19軍械庫，及水上機場的行動。

4日，局勢越發惡化，因而開始有為數不少的外省籍人士被送往水上機場

安頓。3月5日，「處委會」已察覺到無法制止各部隊與國軍的敵對行為，

不僅學生兵持續圍攻機場，許多流氓也趁機而起，治安徹底崩潰。是故，

「處委會」才會商請吳鳳鄉的高山族下山協助維護治安，以驅走留在市區

的軍隊。沒想到高山族部隊下山後，反被臺中來援的「二七部隊」出面勸

他們去圍攻紅毛埤與機場。88而機場方面雖然有良好的防禦工事，但因為駐

守嘉義水上機場的「空軍地勤第29中隊」（隊長魏日聚）被三千餘名「民

軍」包圍，89水電均被切斷，加上數百名外省籍人員進入機場避難，不僅

造成糧食供應產生困難，也因鄰近的紅毛埤軍械庫被攻占，彈藥也極度缺

乏。因此，3月7日空軍即曾利用飛機自松山空運彈藥支援嘉義水上機場，

其後數日均陸續空運糧食補給至嘉義數次，並利用飛機撒放傳單，內容是

88　鍾逸人，《辛酸60年》（上），（臺北：前衛，1993年），頁507-508。

89　中研院近史所編，《二二八事件資料選輯》，（二），頁252；空軍總部情報署編，《空軍沿革史初稿》，

第2輯第1冊，頁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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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市民「勿聽信野心家之宣傳、應制裁有野心之暴徒」云云。3月11日更空

運登陸臺灣不久的陸軍整編第21師下的一個營至嘉義水上機場，加上南部

防衛司令部北上的援軍也適時抵達嘉義，解除了機場的孤軍之危。90由此可

知，倘若當時臺北蔣渭川等人大舉攻占松山機場，若事成則不僅國軍無法

立即使用松山機場，嘉義方面的「民軍」可能也因獲得空中支援而扭轉僵

局。若事敗，松山機場也會因占領或圍攻行動而迫使後續國軍空運嘉義計

畫延宕，故不論松山機場攻占行動成敗與否，都勢必對嘉義局勢產生連動

性的影響及效應。因此，當時松山機場場長陳金水的角色及處置方式就甚

為重要，也因其二二八事件發生期間「處理得宜」，而獲得國防部記大功

一支，以示獎勵。91

至於臺中部份，「民軍」當時主要目標是位於水湳的「空軍第3飛機

製造廠」。二二八事件發生後，3月1日中部各縣市即召開各參議員連席

會議，決定支持臺北的抗爭，隔日開始解除警察局的武裝，臺中市近郊的

軍政機關也逐漸被民眾接收控制。當時中部地區並無駐守軍隊，僅「空三

廠」留有兵力886名（滿編1,146名），駐守於飛機場倉庫，而其中由原日

本航空廠留用的臺籍工員（技術軍士），就多達四百餘名。923月4日，以鍾

逸人為首的「二七部隊」正式成立並進駐干城營區後，除集結吳振武與謝

雪紅等各地武裝力量外，尚支援各地「民軍」所需人力及武器，可謂當時

最具規模之「民軍」部隊。根據鍾逸人的回憶，當時他除了下令部隊攻占

各軍事基地，蒐羅各式武器以達成「建軍計畫」外，還曾計畫派人修理停

放在「公館機場」（清泉崗）的3架日本海軍航空隊練習機，除希望這些飛

機能在各重要城市上空飛翔，對民心士氣的鼓舞外，甚至計畫派飛機到上

90　參見許雪姬，〈臺灣光復初期的民變：以嘉義三二事件為例〉，頁173-183。

91　「臺省第一位空軍軍官退役上校陳金水的愛國奮鬥史」；新竹市政府編，〈陳金水〉，《新竹市志人物志》

（新竹：同編者，1997年），頁277-278。

92　戴國煇、葉云云，《愛憎二‧二八》，頁268-269；〈李碧鏘先生（八○A3）口述〉，臺灣省文獻委員會

編，《二二八事件文獻輯錄》（臺中：同編者，1991年），頁381；《軍事接收總報告書》，頁，262；「空

軍第三飛機製造廠沿革簡史（40年度）」，〈空軍飛機製造廠沿革史〉，《國軍檔案》，國防部史編室藏，

檔號：153.41/3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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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接回臺籍政治領袖楊肇嘉和謝春木，返臺主持大局。為此，鍾逸人乃透

過人脈，希望透過「空三廠」臺籍中尉醫官許子哲，代尋臺籍留用技術人

員前往修復「公館機場」之飛機，並透過其「私運」武器60箱，以供「民

軍」（臺中隊；約500名）馳援嘉義水上機場包圍戰之用。93

與此同時，「空三廠」廠長雲鐸中校鑒於事件後情勢越趨危急，為確

保廠內安全及官兵眷屬之安全，避免不必要的衝突與傷亡，乃透過臺籍

軍士官中介，積極尋求和平解決之道。於是，在臺籍軍士官許子哲、李

碧鏘、莊春風等人的居中斡旋之下，「空三廠」與「民軍」會商後達成協

議，以「學生隊」替代廠區之警衛工作（兼代看宿舍、運糧送物、醫病購

藥等），並由臺籍軍士官擔任指揮，使得原本一觸即發的衝突，終於獲得

和平解決。94是故，臺中市雖在事件之中鬧的最兇，雙方武力各有規模，但

卻是傷亡人數能降到最少的原因。95

以上大致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臺灣北中南3個較被「民軍」作為攻占

目標的空軍機場與廠庫所遭遇之過程及梗概。其中，松山機場場長陳金水

少校在事件發生期間的處置，可溯自戰後初期空軍接收過程與陳儀當局的

派系鬥爭，並直接影響到嘉義水上機場的局勢，而「空三廠」在和平交涉

的過程中又自內部流出不少武器支援嘉義，故事件發生期間三地的連動性

頗高。

值得一提的是，這三地在事件發生後所呈現的「現象」事實上突顯了

一個重要且深遠的歷史意義。這個「現象」即是臺籍空軍人士在其中所扮

演之角色，不論這個角色是如陳金水為「堅守」機場，而試圖消解外部攻

占及內部派系鬥爭所作的處置方式，或是臺中「空三廠」臺籍軍士官為

93　參見鍾逸人，《辛酸60年》，（上），頁497-505；鍾逸人，《此心不沉：陳篡地與二戰末期臺灣人醫生》

（臺北：玉山社，2014年），頁170；〈吳振武先生（八○A4）口述〉，《二二八事件文獻輯錄》，頁623；
許雪姬，〈臺灣光復初期的民變：以嘉義三二事件為例〉，頁185；臺灣省文獻委員會編，《二二八事件文

獻補錄》（臺中：同編者，1994年），頁51。

94　雲鐸，〈雲鐸回憶錄〉，2007年，未出版；〈李碧鏘先生（八○A3）口述〉，頁381-385；黃金島，

《二二八戰士黃金島的一生》（臺北：前衛，2004年），頁93-94。

95　戴國煇、葉云云，《愛憎二‧二八》，頁274。



35

戰後初期中國空軍在臺灣的接收與派系鬥爭（1945-1947）

「和平解決」所付出的努力，都說明了事件發生過程中若有臺籍空軍人士

身居其中，或可消解甚至避免雙方衝突，將傷亡降至最低。至於嘉義水上

機場方面，則因戰前該機場即為陸軍第14飛行戰隊駐紮，在航空部隊編制

上臺籍人士原本就偏低的情況下，戰後留用機會自然較少，96加上空軍接收

後所屬單位及駐防部隊之人員多屬外省籍人士，內部缺乏能夠居中斡旋的

臺籍幹部，97或許因此才造成「處委會」和「民軍」在與機場守軍談判時缺

乏互信基礎，喪失進一步調停的機會，使得雙方展開持續激烈的攻防戰，

進而促使其後清鄉時期國軍在嘉義地區進行大規模的整肅與綏靖，造成許

多臺籍領導份子及菁英遭受到處決的悲劇。

雖然臺籍空軍軍士官在二二八事件發生期間扮演了關鍵的角色，但對

於中央政府的立場來說，事實上並不樂見如此結果。1947年3月9日，國防

部長白崇禧獲蔣介石召見，被告知即將前往臺灣進行宣慰工作。98在3月17

日白崇禧前往臺灣之前，事先擬定了臺灣政治及軍事善後意見之草稿，作

為在抵臺進行宣慰工作時發表的參考資料。其中，被註記為「不發表」的

「臺灣軍事善後意見」中的6點聲明中則有4項強調「不宜用臺籍員兵」，

這幾點聲明與「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向陳儀當局提出的24條訴求中的

「本省陸海空軍應盡量採用本省人」剛好相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白崇禧

在6點聲明中第3點「飛行場減少至10個以內，以免分散，而蹈此次覆轍，

96　拙作，〈二次大戰前日軍在臺航空兵力發展之初探（1927-1945）〉，《 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8卷第2期
（2012年），頁83-84；鈴木正一，《陸軍飛行戦隊史：蒼芎萬里》（埼玉：陸軍飛行戦隊史刊行委員会，

1976年），頁42-45；〈名簿（昭和21年）〉，《北回歸線標の追憶》，頁148-162。

97　戰後初期空軍接收嘉義水上機場後，除提供空運第1大隊（C-46）使用外，駐防的部隊為空軍地勤第29中
隊、陸軍第21師獨立團下一個營，而臺籍官佐及士兵人數合計均在20名以下。空軍總司令部，《空軍年鑑

（37年度）》（臺北：同編者，1949年），頁280；徐華江、翟永華，《天馬蹄痕：我的戰鬥日記》（臺

北：中國飛虎研究會，2010年），頁310；國防部史編室藏，〈空軍大隊沿革史（四大隊）〉，《國軍檔

案》，檔號：153.43/3010.2；空軍總部情報署編，《空軍沿革史初稿》，第2輯第1冊，頁375；空軍總部

情報署編，《空軍沿革史初稿》，第3輯第1冊（臺北：同編者，1959年），頁374-376；臺灣省文獻委員

會編，《二二八事件文獻續錄》（臺中：同編者，1995年），頁394-395；張炎憲總編，《大溪檔案》，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17）（臺北：國史館，2008年），頁436。

98　白先勇、廖彥博合著，《止痛療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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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勤部隊亦不宜用臺籍員兵」，99則充分說明了中央政府鑒於事件發生後臺

籍日本兵及學生兵受到「處委會」組織因而「起兵叛亂」並攻占機場等軍

事基地之情形，故對臺籍軍事人才的利用，開始感到疑慮。從另一面講，

事實上也是對已具中國空軍身份的臺籍軍士及航空技術人才，產生防備之

心。

以臺中「空三廠」為例，當陸軍整編第21師開拔到臺中，中部地區進

入到清鄉時期後，「民軍」隨之潰散或轉往山區以待時機。而原先「空三

廠」與「民軍」所協議和平解決方案，則被中央視為與「民軍」妥協，不

僅將扮演居中斡旋角色的空軍臺籍幹部以「叛亂罪」偵辦，連廠長雲鐸也

因此受到牽連，而於1948年被解除職務，不久即被迫投共。而飛行員出身

的陳金水雖在事件後獲記大功，但不久後即調離原職，轉任防空司令部及

民防相關單位，迄至退休，一生都未再開過飛機。100

白崇禧的「不宜用臺籍員兵」政策，事實上對於戰後臺灣航空人才的

影響可謂不小。根據1945年12月《中央日報》的報導，原本中央政府尚期

待這些數以萬計的臺籍日軍航空技術人才，能對戰後空軍發展有所貢獻，101

故接收之初還曾留用一部分臺籍工員進行器械保管，1946年後「空三廠」

尚陸續招聘臺籍技術軍士，102而該年4月臺灣省警備總部還舉辦首次「軍事

及技術人才登記備用」計畫，凡在受過日本軍事學校或相關單位訓練之人

99　中研院近史所編，《二二八事件資料選輯》，（二），頁80；張炎憲總編，《大溪檔案》，二二八事件檔案

彙編（17），頁224。

100　中研院近史所編，《二二八事件資料選輯》，（一），頁238；臺灣省文獻委員會編，《二二八事件文獻

輯錄》，頁395-397、623；臺灣省文獻委員會編，《二二八事件文獻補錄》，頁251；〈雲鐸：二戰中為

駝峰航線保駕護航〉，《發現週刊》，2013年12月26日，A31版；康應芸，〈換個角度看228：66歲的228
親歷者〉，《兵器戰術圖解》，第33期（2007年），頁125；國防部史編室藏，〈空軍防空砲兵司令部沿

革史〉，《國軍檔案》，檔號：153.43/3010.14；劉永尚、黎邦亮編，《驀然回首感恩深：羅中揚將軍回

憶》），頁248。

101　〈製造飛機人才 臺省約有數萬 將有助於空軍建設〉，《中央日報》，1945年12月13日，版3。

102　《軍事接收總報告書》，頁254、261；〈中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座談〉，《民報》，1946年8月15日，版

2；賴樹明，《臺灣棒球曾紀恩》（臺北：知道出版，1991年），頁47-48；〈空三廠臺籍技術軍士曾金海

先生訪問記錄〉，2014年1月10日於臺中市西屯區曾宅，筆者訪談，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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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均可申請登記備用，1031947年1月「臺灣省軍事設施會議」尚決議應善加

利用日治時期培養之技術人員，104但不久之後遭逢二二八事件爆發，受到其

後國防部「不宜用臺籍員兵」政策的影響，相關招聘計畫乃告暫緩，加上

1949年後中國大陸政權易手，導致原有市場需求消失，致使日治時期所培

養的數以萬計航空技術人才，僅只有不到千人左右留在空軍，105其餘則流向

民間或公營單位，部份則成為戰後初期民間製造業的中堅，以及往後經濟

發展的一股伏流。106

其次，白崇禧第三點聲明事實上也影響了後續機場的撤廢及其用地放

租之速度。根據何鳳嬌女士的研究，空軍因為接收初期人員缺乏，接收機

場又散在臺灣各地，所以機場接管工作最為敷衍，大多僅只是清冊上數字

之接收而已。也因為無法做到有效強制的管理，不少無田可耕的民眾就趁

機恢復耕種。有鑒於此，行政長官公署則認為接收機場用地占地甚廣，若

進行完整的調查與整理，除可解決戰後以來持續發生的糧荒和失業問題，

同時也可進一步提高農業生產，對於當時社會經濟的復甦可謂息息相關。

但事實上，空軍與行政長官公署卻因相互權責等諸多問題，而未有明確進

度。直到1946年5月，國防部鑒於戰爭結束後，機場已不再像戰時那樣迫切

需要，故於該年頒布全機場之存廢原則，臺灣也依此開始進行機場存廢工

作，其間雖因中央遲未核示而造成工作暫停，但1947年1月9日經「臺灣省

103　另外，根據日本陸軍少年飛行兵出身的劉樹發先生之回憶（少飛15期），該次由警總所主辦的「登記備

用」計畫僅只辦一次即停辦，只有他一位是飛行駕駛，起初分發到農復會駕駛留用日機「99高練」噴灑

農藥，不久之後就分發到鐵路局機務處，而與他同期進入鐵路局且為飛行駕駛出身的尚有機務處的林榮柄

（少飛11期）。〈技術人員登記備用〉，《民報》，1946年4月10日，版1；臺灣鐵路管理局，《臺灣鐵路

管理局職員通訊錄》（臺北：同編者，1974年），頁47；〈日本陸軍少年飛行兵劉樹發先生訪問記錄〉，

2014年8月22日於臺北市大安區劉宅，筆者訪談，未刊稿。

104　「臺灣省軍事設施會議經過紀要乙冊」，〈臺灣省軍事設施會議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臺

北：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6/003.8/4010.2/2/001。

105　國防部史編室藏，「空軍第三飛機製造廠沿革簡史（40年度）」，〈空軍飛機製造廠沿革史〉，《國軍檔

案》，檔號：153.41/3010.12；〈空三廠臺籍技術軍士巫乾龍先生訪問記錄〉，2014年9月24日於臺中市北

區曾宅，筆者訪談，未刊稿。

106　〈機械耆老重回時光隧道：憶臺灣機械發展史〉，收錄於鄭祺耀、許淑玲總編，《機械工業60年史》（臺

北：臺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2005年），頁461-462、464；臺灣高座會編輯委員會，《難忘高座情》

（臺北：同編者，1999年），頁13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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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設施會議」之協調決議後不久，首次撤廢工作即告展開，總計預定撤

廢25處機場。107

但撤廢工作展開不久，旋即發生二二八事件，加上事件發生以來機場

屢為「民軍」攻擊之主要目標，致使事件後來臺進行宣撫工作的國防部長

白崇禧才會認為臺灣機場過多，為防事件重蹈覆轍，建議減為10個以內。

其後，白崇禧更於1947年4月14日於上呈蔣介石的「對今後臺政進意見」

中建議「目前全臺共有飛機場54處，不必保留之飛機場25處，亦可同時收

租，俾增加生產，以裕民生」，經蔣介石閱覽後批示交由「國防部航軍總

部照辦」（按：應為「空軍總部」）。108於是，在白崇禧的建議下，不僅加

速了原先撤廢的進度（預定1948年底結束），1948年8月又再進行第2次撤

廢工作，並由空軍委託臺灣省地政處辦理放租相關事宜。其後，雖因國共

戰局逆轉，國軍被迫轉移至臺灣整軍修建，致使空軍因國防與軍事因素決

定再度收回已撤廢之機場。109但若由前述國防部的立場與權責來看，關於戰

後空軍機場存廢問題，與其說是以往認為的民生經濟問題，毋寧說自始至

終，都是國防與治安的問題。

肆、結論

1945年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降，中國在毫無準備下獲得了所謂

的「勝利」，110在缺乏飛機及船舶等交通工具的情況下，對於其後接收臺灣

107　何鳳嬌，〈戰後初期臺灣軍事用地的處理〉，頁103-116；空軍總司令部，《空軍年鑑（37年度）》，頁

299。

108　中研院近史所編，《二二八事件資料選輯》，（二），頁238-239。

109　空軍總司令部，《空軍年鑑（38年度）》（臺北：同編者，1950年），頁329-330；何鳳嬌，〈戰後初期臺

灣軍事用地的處理〉，頁114-115、125；何鳳嬌編，《光復初期土地之接受與處理》，（一），臺灣土地資

料彙編第1輯（臺北：國史館，1993年），頁223-224。

110　時任高雄要塞司令的彭孟緝即曾云：「當勝利突然來臨時，還沒有時間整頓補充，就負起了來臺受降的任

務」。見氏著，〈臺灣省「二二八事件」回憶錄〉，收錄於中研院近史所編，《二二八事件資料選輯》，

（一），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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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客觀上仍必須依賴美國的協助及合作才能夠進行。也因為如此，

戰後初期美方才會先於中國接收單位來臺，並進行一系列的情蒐及調查工

作。其中，特別是航空相關設施的接收，則因美方急需營救在臺各地的戰

俘，以及進行後續情資的蒐集，因此曾與中方協議由美方先行接收日本在

臺航空相關設施，其表面上是便於美方運送戰俘及進行後續空中搜索的行

動，但實際上卻是為美國將來可能的佔領行動，進行相關的前置準備工

作。不論如何，透過雙方檔案的陳述，至少可以瞭解戰後初期中國並非唯

一接收臺灣的單位，而是由聯合國（盟軍）委託中美兩國合作佔領臺灣或

進行代管。因此，對中國方面而言，至少在該年9月至10月期間，是與作為

主要占領國的美國共同占領臺灣，而由美方代為接收日本航空部隊及附屬

設施，其實是雙方均可接受的共識。由此，或許可以重新詮釋長期以來對

於「臺灣光復」的思考框架。

其次，在戰爭結束前夕，事實上以陳儀為首的「臺調會」已先行對臺

灣接收等諸項原則進行規劃，其中也包含了臺灣民航設施之接收。不過，

這樣的規劃即因「軍統」與空軍方面之建議，在考量治安及美方因素的

情況下，致使臺灣軍民航空原則上全數改為空軍統一接收並「統制為軍

用」。因此，透過派系鬥爭的角度，或是從當時臺灣實際的情況解讀，

「軍統」與陳儀當局的雙方人馬事實上早在9月份就已經開始針對空軍在臺

接收問題，展開角力競爭。是故，才會造成自1945至1950年間，短短5年，

松山機場使用權的更迭就高達7次（詳見附錄）。 

特別是1947年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因為先前空軍與陳儀當局因接收問

題而產生派系鬥爭，進而造成兩個歷史事件產生相互連動之關係，而其連

動關係所產生之「現象」，包含事件發生期間「民軍」攻占機場及廠庫的

情況，以及空軍臺籍軍士官在事件中扮演居中斡旋的角色，都使得事件後

中央政府及國防部當局對臺籍軍事人才產生疑慮，加上1949年後中國大

陸政權易手，導致原有市場需求消失，致使日治時期所培養的數以萬計航

空技術人才，僅只有不到千人左右獲空軍留用，其餘則流向民間或公營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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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部份則成為戰後初期民間製造業的中堅，以及往後經濟發展的一股伏

流。111而以往認為機場撤廢主要是基於解決民生問題而產生，但透過派系鬥

爭與二二八事件的脈絡進行深入理解，事實上說明了在戰後初期國防與地

方治安的優先考量下，軍方仍主導了後續機場存廢的步調與形式。 

最後，透過戰後初期中國空軍在臺接收的事例告訴我們，歷史上的空

白及過往被忽略的人、事、物，或是看起來不相聯的事件，透過對現象的

觀察、史料的挖掘與整理，尋找隱身在歷史背後的因果及相互之間的連動

性，或許正是協助我們更深入理解歷史關鍵，尋找歷史意義的合適切入

點。

111　關於這些臺籍航空技術人才的描述，限於本文篇幅，僅能略為提及二二八事件與其之關聯與影響，至於這

些人物往後的境遇與發展，以及其在1950至1960年代臺灣經濟發展期間所扮演之角色，就待筆者後續另闢

專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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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松山機場（臺北航空站）大事年表（1945-1950）

時    間 重    要    記    事

1945年3月
臺灣調查委員會訂定「臺灣接管計畫綱要」，規定交通行政機關接管
航空在內之相關交通單位（民航）；空軍負責接收飛機廠及相關軍事
設施（軍航）。◎

1945年8月15日 日本投降，二戰結束。

1945年9月14日 首批中國空軍接收先遣部隊抵臺。

1945年10月5日 臺灣省警備總司令部公告「臺灣省佔領計畫」，僅載空軍應接收日軍
飛機、場站及存品，未明載應接收民航機場。

1945年10月10日 綠十字飛行終止。

1945年11月1日 空軍23區司令部成立，開始接收松山機場及鄰近民有土地。◎

1945年12月17日 空軍23區司令林文奎中校（軍統）拜訪駐臺美軍，表明行政長官陳儀
與空軍方面正爭取松山機場主導權，為的是遂行其走私計畫。 

1945年12月31日 空軍完成接收工作（松山機場及南機場未完成接收）。

1946年2月5日 日軍南方航空輸送隊自菲律賓抵臺處理民航移交事宜。

1946年2月17日 駐臺日軍電請行政長官公署接收松山機場。◎

1946年2月23日 臺灣地區軍事接收結束會議，再次規定空軍接收臺灣所有航空隊及民
有機場、附屬設備之權限。◎

1946年3月8日 空軍電告日方松山機場應移交空軍，並立即移交引渡目錄及相關資
料。

1946年3月14日 日方移交南機場財產清冊。

1946年9月 空軍完成接收松山機場。

1946年10月25日 蔣介石夫婦搭機抵達松山機場，參加「光復」週年紀念。

1946年12月31日 行政長官公署電告空軍移撥松山機場以利民航發展；空軍同意借交民
航使用，但機場性質仍屬軍用。◎

1947年1月16日 空軍與行政長官公署達成協議劃分松山機場，並公告為軍民兩用機
場；行政長官公署委派交通處長任顯群接收松山機場。

1947年2月1日 空軍22區司令部改組為「空軍臺灣地區司令部」。

1947年2月6日 臺灣省警備總司令部召開「臺灣省軍事設施會議」。

1947年2月9日 松山機場部份區域正式劃歸民用。

1947年2月28日 二二八事件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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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年3月5-8日 中央通訊社密電，臺北「民軍」計畫攻擊松山機場，搶奪飛機至嘉義
援助民軍圍攻機場。

1947年3月
二二八事件後，國防部長白崇禧發布密電，建議「飛機場減少至十個
以內，以免分散兵力，而蹈此覆轍；地勤部隊亦不宜用臺籍員兵」。
自此，為安全考量，松山機場收歸空軍管轄。◎

1948年11月 空軍總部轉奉國防部核准撤銷軍民合用，但准民航機起降並由臺灣空
軍指揮部監督，而省府則保留原有民航設備之主權。

1949年10月 空軍總司令周至柔以勘亂時期機場安全為由，主張收回民航機場及設
備並由空軍管理。

1949年12月 民航局遷臺，陸續接管民航部份之跑道及設備，並開始將跑道延長至
1,610公尺。

1950年3月 松山機場被定為國際機場，同時租用原臺灣省交通處所屬候機室（後
臺北貨運處理站），成立臺北航空站。◎

資料來源：「電復為本府松山機場候機室移交空軍乙案請查照」，〈松山機場移接案〉，《省級機

關檔案》，南投：國史館臺灣文獻館藏，典藏號：0042970007911007；「准電囑移交

本府松山機場候機室乙案電復查照由」，〈松山機場移接案〉，《省級機關檔案》，南

投：國史館臺灣文獻館藏，典藏號：0042970007911008；蕭灌恩，〈臺灣之民用航空事

業〉，《臺灣銀行季刊》，第20卷第3期（1969年9月），頁127（1948年以前之記事均由

本研究所用資料製成）。

說　　明：「◎」表松山機場使用權之更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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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es of the Military Takeover of Taiwan by the Chinese 

Air Force in the Early Post-World War II Era and Factional Struggle, 

(1945-1947)

Lin-yi Tseng*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ocess of the takeover of Taiwan conducted by 

the Chinese Air Force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WWII and its consequences. The 

paper reviews a matrix of Chinese, Japanese and U.S. archival data regarding 

the negotiations and the processes of the surrender of Japanese forces to Allied 

parties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Chinese Air Force, and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that resulted from the chaos created by multi-party 

agencies overseeing the surrender and reestablishment of order in Taiwan.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and U.S. governments were deputiz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to jointly occupy Taiwan or to serve as its trustees. The U.S. are charged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to take over the Japanese Air Force and its facilities. The entire 

process that took place during the postwar occupation period hardly resembles 

the glorious and streamlined Retrocession of Taiwan to China that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had claimed to be.

In addition, archival data suggests that the takeover of the Sung San 

Airport by the Chinese Air Force was not a streamlined process. 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of the Military Council and the Taiw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Executive Office sparred for control and influence.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military revolt after the 228 Incident, the Sung San Airport was 

one of the primary objectives of the armed rebels. The Air Force personnel 

* Adjunct Lecturer of Department History, Tamkang University.
 Candidate Ph.D. of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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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ing the airport showed considerable restraint in the defense and 

suppression of rebel advances, which led to a détente of the conflict. However, 

their restraint led Nationalist authorities to question their intentions and loyalties, 

eventually forming a principle to avoid deploying Taiwanese conscripts. The 

228 Incident is therefo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large-scale abandonment of local 

airfields, and effectively led to the disbarment of thousands in the Taiwanese 

labor force that were in the aviation industry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Keywords: Sino-American occupation of Formosa, Air force, Military Takeover, 

The 228 Incident, Taiwanese Military Techn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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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戰後初期臺灣糧食管制為例，討論以下四項課題：第一，日治

末期「總徵購總配給」制度在戰後初期無法運作的原因；第二，統治者運

用何種措施重新掌控臺灣糧食資源；第三，在糧食輸出政策的具體制定過

程當中，以臺灣供需條件為主要考量的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與以調劑國

內糧食供需為主要考量的中央政府，兩者如何折衝制定糧食輸出政策；第

四，在禁止私運糧食出境的情況下，走私集團如何肆應官方政策、利用何

種制度及策略走私米糧。

1945年10月31日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公布〈臺灣省管理糧食臨時辦

法〉，其雖延續日治末期「總徵收總配給」制度，該制度不同於以往，國

家只配給糧食給公教人員，加上黑市價格與收購價差距頗大，造成農民繳

納糧食的意願低落，導致「收購」無法確保數額，配給亦將無以為繼。臺

灣省行政長官公署遂藉由民調結果建構了取消糧食統制的正當性，1946年

1月11日政府取消米穀統制，下令「封存」各縣市農倉稻穀，並挾輿論壓力

逼地主供出糧食，再以封存的米糧售予民眾，拉攏消費地民眾，但卻一再

拖延償還農民繳納米的徵購款，嚴重影響農民生計。

對於臺灣糧食輸出管制，中央與地方政府各執不同立場，雙方對於走

私行為的界定上有不同看法，因而出現法律規範的模糊地帶，利於兩岸走

私。為此，臺灣省政府透過管制措施，重新掌握糧食輸出決定權，排除中

央政府干預。面對國家管制米糧日趨嚴格之際，商人仍利用「合法」運

照進行「非法」走私貿易，或勾結警方掩護走私貿易，走私運糧食獲利頗

豐，成為冒險家致富的捷徑。

更重要的是，省政府雖掌握臺灣糧食資源，卻非留在省內供民眾自

用，卻是大量「移出」至中國，以及作為軍（眷）及公教糧。就此而言，

本文認為統治者在國家立場上頻頻榨取臺灣糧源，不僅沒有從臺灣民眾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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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考量省內糧食供需，甚至要求民眾供出糧食，保障軍糧民食。

關鍵字：糧食管制、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臺灣省政府、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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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糧食問題在臺灣歷史上一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糧食之生產與供

應，維繫民生及社會安定，因此確保糧食的穩定供應，乃成為政府相當重

要的要務。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以下簡稱行政長

官公署）在接收之時就面臨了糧食生產不足的問題，為解決民食，以及確

保公教人員的米糧供應，延續日治末期的「總徵購總配給」制度，透過全

面徵購、計口授糧的方式，希冀度過米糧不足的危機。1但國家權力未能

滲透進入既有的糧食體制內，導致糧政體制無法有效運作，米荒問題持續

惡化；說明了糧食政策在臺灣的施行事實上不如想像般順利，經常遭遇困

境。2然而，此一危機時期，行政長官公署究竟採取何種對應方式，針對臺

灣內部糧食控管及糧食輸出，建立起制度化的糧食管制措施？這些管制措

施落實到實際層面的情形又是如何？便成為極為重要的問題，這亦是本文

所關注的議題。

就接收臺灣的行政長官公署而言，如何保障軍需民食與公教人員的口

糧穩定供應，乃成為統治者的當務之急。行政長官公署針對糧食管制分為

兩個部面：一、島內糧食資源掌控；二、糧食輸出管制。同樣地，學界對

於戰後初期糧政體制的研究，主要著重在這兩部分。關於戰後初期政府對

於臺灣島內糧食資源掌控的討論，從大戶餘糧、隨賦徵購、田賦徵實本，

以及政策失靈所造成的米荒，已經累積不少成果，而一定程度地釐清了此

1　陳思宇，《臺灣區生產事業管理委員會與經濟發展策略（1945-1953）：以公營事業為中心的探討》（臺北：

政治大學歷史系，2002年），頁82-86。

2　劉志偉、柯志明，〈戰後糧政體制的建立與土地制度轉型過程中的國家、地主與農民（1945-1953）〉，《臺

灣史研究》，第9卷第1期（2002年6月），頁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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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糧食管制的特色。3其中，米荒問題的探討最受囑目，多從國家治理

的視角切入，如劉志偉和柯志明認為戰後初期行政長官公署為解決米荒問

題，承襲日治末期「總徵購總配給」政策，期盼全面徵購，渡過米糧不足

的危機。但國家權力未能滲透進入既有的糧食體制內，導致徵糧體系無法

有效運作，米荒問題持續惡化。4循此路徑，蘇瑤崇進一步指出行政長官公

署因「封存」大批屯糧，導致消費市場米穀數量急凍，形成「米荒」，結

果米價暴騰，糧食問題失控。5然而，從統治架構下的民眾立場來思考，

日治時期農民與消費者大多能配合「總徵購總配給」制度，但到了戰後就

不願配合此一糧政體制？進一步檢視從日治末期運作順利的政策，為何到

戰後就無法執行，行政長官公署的糧食規劃到底有何漏洞？「總徵購總配

給」政策失敗後，行政長官公署運用什麼對策，重新掌控糧食資源？均為

本文試圖解析的問題。

至於臺灣糧食輸出管制的研究，由於戰後臺灣的經濟從日本經濟圈轉

中華民國經濟圈，由此臺灣與中國大陸間的貿易由國際貿易轉為國內區間

貿易，此一型態也開啟了臺灣與中國之間熱絡的米糧貿易。6李文環就行政

長官公署與海關的互動關係作為切入，已注意到海關與省署從資產的接收

即出現頗大的爭執，進而擴大到對於港口實質控管權歸屬的問題，甚至雙

方對於臺灣主要經濟產物米、糖，以及工業材料等重建物資的貿易管制政

3　魏正岳，〈戰後臺灣糧政之研究 以李連春主持糧政時期為中心〉（臺中：中興大學歷史學系研究所碩

士論文，1999）；魏正岳，〈戰後初期臺灣糧政之研究〉，《臺灣文獻》，第53卷第3期（2002年9月），頁

158-208；朱莉著、吳啟納譯，〈足食興邦 1950年代兩岸政權建立初期江南與臺灣的稻米供應〉，收入

謝國興編，《改革與改造：冷戰初期兩岸的糧食、土地與工商業變革》（臺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
年），頁21-45；何鳳嬌，〈戰後初期臺灣收購大戶餘糧問題：以《灌園先生日記》為中心的討論〉，收入

許雪姬編，《日記與臺灣史研究：林獻堂先生逝世50週年紀念論文集》（臺北：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
年），頁509-572。

4　劉志偉、柯志明，〈戰後糧政體制的建立與土地制度轉型過程中的國家、地主與農民（1945-1953）〉，頁

107-180；劉志偉，〈戰後臺灣土地關係轉型中的國家 地主與農民（1945-1953）〉（新竹：清華大學人類

學研究所碩論），頁15-70。

5　蘇瑤崇，〈戰後臺灣米荒問題新探（1945-194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6期（2004
年），頁95-134。

6　林滿紅，《四百年來的兩岸分合：一個經貿史的回顧》（臺北：自立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4年）頁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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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都呈現嚴重的落差。7本文在此基礎上，就糧食輸出政策的具體制定過

程當中，以臺灣供需條件為主要考量的行政長官公署、與以調劑國內糧食

供需為主要考量的中央政府，兩者如何折衝制定糧食輸出政策？在禁止私

運糧食出境的情況下，走私集團如何肆應官方政策、利用何種制度及策略

走私米糧？這也是本文意欲填補的空缺。

故此，本文以戰後初期臺灣糧食管制為例，討論以下四項課題：第

一，日治末期「總徵購總配給」制度在戰後初期無法運作的原因；第二，

統治者運用何種策略重新掌控臺灣糧食資源；第三，在糧食輸出政策的具

體制定過程當中，以臺灣供需條件為主要考量的行政長官公署、與以調劑

國內糧食供需為主要考量的中央政府，兩者如何折衝制定糧食輸出政策，

凸顯新統治者對於臺灣糧食資源的態度；第四，在禁止私運糧食出境的情

況之下，走私集團如何肆應官方的政策，利用何種制度及策略，進行走私

米糧。本文討論的時間斷限，擬從1945年至1949年為止，而以1949年為

下限的理由是國民黨政權在國共戰爭失敗來臺後，中央與地方的糧食資源

爭奪告一段落，故本文以此時間點為下限。在史料的運用方面，本文除在

前人研究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外，亦使用中華民國政府、臺灣省行政長官公

署、臺灣省政府頒訂的法令規章、《館藏民國臺灣檔案匯編》、《臺灣省

行政長官公署檔案》、《臺灣省參議會檔案》、《美國情報檔案》等史

料，以及當時的報紙，如《民報》、《臺灣新生報》、《臺灣民聲日報》

等，梳理出政策的制定過程。並使用《灌園先生日記》、口述歷史等史

料，釐清政策落實到實際層面的情形，希冀能理解戰後初期臺灣糧政體制

的發展與變化。

7　李文環，〈戰後初期（1945－1947）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與駐臺海關之間的矛盾與衝突〉，《臺灣史研

究》，第13卷第1期（2006年6月），頁120-131；李文環，〈國境緝私權之分化與衝突 戰後臺灣海關緝私

權之歷史變遷（1945–1987）〉，《高雄師大學報》，第27期（2009年），頁83-109；李文環，〈戰後初期臺

灣走私問題之研究（1945－1949）〉，《高雄師大學報》，第28期（2010年），頁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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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延續與中斷──戰時至戰後初期的糧政體制

為了便於討論，在此先陳述日治末期臺灣總督府所實施的糧政，如何

統制臺灣糧食資源，避免饑荒的產生。有助於討論戰後初期臺灣省行政長

官承襲日治末期「總徵購總配給」制度的運作實況。

一、戰時體制下的總徵購總配給制度

糧食補給常是扮演戰爭勝負關鍵的角色，1938年日本帝國為了因應戰

爭的需要，頒佈〈國家總動員法〉，對國家各種資源進行強力的掌控，包

括食物的生產、分配。國家總動員法實施的範圍不僅在日本本土，也包括

其殖民地臺灣，對臺灣所產的稻米嚴加控管並統籌調度。8因此，1939年5

月公佈〈臺灣米穀移出管理令〉，規定臺灣生產的稻米不論出口或島內消

費，一律集中管理，透過日本米穀株式會社統一移出日本，而民間不得自

行移出。而臺灣的米穀生產，必須配合日本中央的米穀政策，由總督府與

農林省事先商量，按月別決定數量，依一定計畫將米由臺灣輸往日本內地

販賣。9藉此使得日本中央政府能掌控殖民地臺灣的糧食資源。

1939年10月臺灣總督府公佈〈米穀配給統制規則〉，因為戰爭局勢規

模擴大且日漸緊張，物資消耗劇烈，實施對島內米穀食糧進行「總收購總

配給」制度。為全面掌控米穀生產與流通過程，臺灣總督府設置專責糧政

的機構「米穀局」，執行〈臺灣米穀移出管理令〉和「總收購總配給」制

度。米穀局則利用各地農會（1944年改為農業會），執行糧食收購、流通

等業務。10由此可知，從米穀局到各地農業會，糧政體系更具「組織化」與

「一體化」，糧食流通全然掌控在國家手中，不論是輸出或是島內消費的

8　林佛樹編，《臺灣の臺灣經濟》（臺北：臺灣經濟通信社，1939年），頁45。曾品滄，〈戰爭、食物、黑市

日治末期殖民地臺灣的食物配給與統治秩序〉，發表於「近代東亞的區域交流與秩序重編」國際學術研

討會，新北市國立臺北大學：國立臺北大學人文學院、歷史學系、日本立教大學經濟學部合辦，2012年5月
26-27日。

9　臺灣總督府，《臺灣事情》（臺北：臺灣總督府，1940年），頁301-303。

10　李力庸，《日治時期臺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臺北：稻鄉出版社，2004年），頁22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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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臺灣總督府皆能進行整合式統制，徹底控制臺灣的糧食資源。

關於「總收購總配給」制度，可以分為糧食收購、糧食配給兩大部

分。關於米穀的收購，各地區的碾米業者以州廳為單位組成「米穀納入組

合」，向農民收購稻穀。農民所生產的糧食，除保留規定量的自食糧及種

籽外，應全面繳交「米穀納入組合」；經由「米穀納入組合」加工後，繳

納給政府，再由總督府米穀局出口至日本。11然而，隨著戰爭的惡化，總

督府為了確保因應戰爭所需要的糧食，將收購數量加以攤派各市街庄農業

會。因此，農務課先評估田生產量，制定減去農家使用的數量，用公定價

格向農家收購。12由此可知，統治者企圖透過農業會的動員達到預定的收

購數量。此政策也造成了，農民無法負擔徵收米糧，而將維生米供出，如

《灌園先生日記》記載：「南屯佃人五名來，謂郡役所命令供出粟之數量

不足，盡將伙食粟以抵額，而不許可米榖配給券，似此無飯可食，何能耕

作。」13透露出官方將收購與配給相配合，若沒有交足規定額度，將無法領

到配給，藉此提高糧食的徵收率。

至於糧食的配給，實行計口定量配給，配給量則根據各州廳消費量的

調查結果，由政府訂立配給計劃。根據計劃，政府將收購的米糧轉售於臺

灣食糧營團，14由該營團實施配給。15實際上，對人民而言，配給的食物總

是不夠，有時候一連幾天用副食品地瓜或麵包來代替三餐。16隨著戰勢的惡

化，官方配給數量日漸減少，導致了人民僅依靠配給糧是不足裹復，即使

11　臺灣省政府糧食管理處編，《臺灣百年糧政彙編》，第1編（臺北：臺灣省政府糧食管理處，1997年），頁

2-9。

12　鐘淑敏等訪問、吳美慧等紀錄，《曹永和院士訪問紀錄》（臺北：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年），頁37。

13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7）1945》（臺北：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年），頁19。

14　食糧營團：日治末期，總督府鑑於原來的米穀及其他食糧配給機構組織紛冗，致配給制度及消費節約運動

實施困難，故依據食糧管理令，將各地的食糧配給機構合併為單一機構，於1944年1月設立「臺灣食糧營

團」。其任務在配合總督府所規定之食糧配給計畫，辦理主要食糧之配給，並依照總督之指定，統一辦理必

需食糧之貯藏。州農業會將徵集來的主要糧食加工後，再轉由食糧營團配給，而民眾則需持領米簿至食糧營

團領米。參見李力庸，《日治時期臺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頁223-229。

15　臺灣食糧問題研究所，《臺灣食糧年鑑》（臺北：臺灣食糧研究所，1943年），頁46。

16　林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們的朋友及那個時代》（臺北：自立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
年），頁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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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霧峰林家，也面臨無米可炊之窘況，需向他人借糧。17

由於民生物資的限制配給，在供應不足的情形下，百姓會私下交換物

品，會到黑市買東西。18農民也對糧食配給不足感到不安，陸續發生私藏米

糧或是惜售的事件，甚至私下運至黑市進行交易，藉此維持生活開銷。19因

此，隨著民間私藏米糧的風行很盛，經濟警察為此，強化各項檢查對策，

在轄區內徹底調查各戶的米糧儲存狀況，阻止購買米糧囤積或是惜售的情

形。20從上述的討論可知，臺灣總督府全面統制糧食措施，從生產、流通、

消費等過程，均受國家權力掌控。換言之，臺灣總督府建立一個由上往下

的體制，農業會統籌糧食生產及收購事務，食糧營團負責配給，並配合經

濟警察，以掌控臺灣的糧食資源。

二、戰時糧政體制的失靈

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1945年第1期插秧期間，臺灣北部發生寒

害，南部出現旱災，第2期作又遭遇颱風，並加上肥料不足、人工缺乏、

水利遭破壞等原因，1945年全臺稻米生產僅剩63.8萬公頓，不及1938年總

生產量140萬公頓的一半，減產約54％。（參見表1）臺灣面臨糧食短缺的

現象，地方士紳認為回復自由買賣，商人恐搶先一步收購、屯積，哄抬糧

價，導致糧食供給失調問題更形嚴峻。如當時霧峰士紳們擔心地方糧食被

外地商人買走，以致鄉內糧倉空虛。地方士紳商討後，決議由霧峰鄉農業

會副會長林士英出面勸告地主，將所收之米糧寄在農倉，切勿出售米糧給

商人。再由農倉依時價出售給民眾，避免鄉內民眾無米可糴。21說明地方士

紳關心的是如何維持社會秩序，避免糧食大量流出，維持地方上糧食供給

充足。

17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5）1943》（臺北：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年），頁194。

18　許雪姬等訪問、邱慧君紀錄，《王世慶先生訪問紀錄》（臺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年），頁76。

19　鐘淑敏等訪問、吳美慧等紀錄，《曹永和院士訪問紀錄》，頁37。

20　郭怡棻，〈戰時體制下的警察與臺灣社會（1937-1945）〉（臺北：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11年），

頁61-64。

21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7）1945》，頁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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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938-1950年臺灣稻米（糙米）總產量 單位：公頓

年份 生產量 指數 年份 生產量 指數

1938 1,402,414 100 1939 1,307,391 93

1940 1,128,784 80 1941 1,199,006 85

1942 1,171,182 84 1943 1,125,804 80

1944 1,068,121 76 1945 638,828 46

1946 894,021 64 1947 999,012 71

1948 1,068,421 76 1949 1,214,523 87

1950 1,421,486 101
說　　明：糙米僅磨去最外層的稻殼，完整保留米糠和胚芽。

資料來源：黃登忠主編，《臺灣百年糧政資料彙編》，第2編（臺北：臺灣省政府糧食處，1997），

頁58-61。

依據行政長官公署的估算，如果以全年消費量要88.5萬公頓來比較，仍

不足24.7萬公頓。面臨糧食短缺的情況，1945年10月31日行政長官公署公布

〈臺灣省管理糧食臨時辦法〉，以全面徵購、計口授糧的方式，以期軍需民

食不致發生供需失調。22依據〈臺灣省管理糧食臨時辦法〉規定：1945年第

1期生產之米穀中應繳未繳者，及第2期作生產隻米穀扣除自用外，應全部賣

給政府委託之地方農業會。食米的供應，准由人民設置零售店，辦理零售業

務，但零售價格每百公斤不得超過166元（每臺斤99.6元），並且規定臺灣

米穀暫禁輸出省境。23由此可知，行政長官公署承續日治末期「總徵收總配

給」制度，委託市街庄農業會辦理米穀收購業務。至於配給部份，不同於日

治末期配給是全面性的，行政長官公署只對公教人員進行配給，至於一般民

眾則依行政長官公署規定的公定價格向政府核准的零售商店購買。24

行政長官公署雖延續日治末期的「總徵收總配給」制度，但該制度從

生產、存儲、加工、運輸、分配，以及銷售等階段都必需受到嚴格的管

22　糧食局，〈臺灣光復後之糧政措施〉，《臺灣銀行季刊》，第1卷第1期（1947年6月），頁211；〈臺灣省糧

食局呈送七月來工作報告的有關文書（1946年6月-10月）〉，收於陳雲林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彙編》，

第109冊（北京：九州出版社，2007年），頁348-350。

23　黃登忠主編，《臺灣百年糧政資料彙編》，第1編，頁6-3、6-4。

24　臺灣銀行，〈臺灣戰後經濟法規〉，《臺灣銀行季刊》，第1卷第1期（1947年6月），頁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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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需仰賴各地的食糧營團辦理配給事宜、農業會辦理收購業務、經濟警

察督導這些工作的進行。25然而，接收時接收人員僅著重在上層機構，以及

物資的接收，至於各地的農業會、食糧營團，遲至1946年3月才開始接收，

所以這段期間徵收及配給工作運作並不順利。26加上，各地經濟警察人數不

足，以及配備薄弱，導致行政權威未能樹立。27管制力量的瓦解，使得糧食

統制政策窒礙難行，人民繳納糧食的情況十分不踴躍，糧食來源減少。28

討論戰後初期的臺灣糧食管制，除了注意國家權力為何不能滲透既有

的糧食體制外，尚需注意人民為何不願意配合此政策。因此，以下從人民

的角度出發，探討民眾為何不願意配合「總徵收總配給」制度，分別從生

產者及消費者來分析。對生產者（農民）而言，物價不斷上漲，原料和

工資與黑市價格看齊；但米穀的收購價格卻未隨著物價水準同幅度上升，

使得收購價格較一般物價低落甚多，造成農民不願意配合總徵購總配給制

度。29為維持「總徵購總配給」制度的運作，林獻堂與中部的地方菁英，以

及農林處視察團陳世燦等討論米價問題時，紛紛向陳世燦反應收購價過於

便宜，建議政府應補助農民生產費。30為此，林獻堂等人更向行政長官公署

提出「關於補助臺民生產米成本之陳情書」，向政府陳述日治末期物價統

制尤能奏效，而工價不致太昂；農民亦大多改種統制外之雜糧，借黑市以

圖別的收入，經濟拮据尚可糊口。根據米穀生產費調查，1甲地1年可生產

4千臺斤，農民收獲量需與地主均分，作為地租，故農民每甲只取得2千臺

25　〈臺灣省糧食局呈送七月來工作報告的有關文書（1946年6月-10月）〉，收於陳雲林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

案彙編》，第109冊，頁329。

26　「公署農林處通知臺灣食糧營團，由專門委員周亞青負責接收該團業務事宜」（1946年3月11日），〈接收

食糧營團資產情形〉，《行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326610038002。「農業會

視同農會辦理登記事項電知案」（1946年3月20日），〈農業組織規章〉，《行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312210009006。

27　 〈臺灣省糧食局呈送七月來工作報告的有關文書（1946年6月-10月）〉，收於陳雲林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

案彙編》，第109冊，頁368。

28　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編，《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三月來工作概要》（臺北：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1946
年），頁55-56。

29　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糧食局編，《臺灣一年來之糧政》（臺北：糧食局，1946年），頁6。

30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7）1945》，頁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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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因此農民純生產費每千臺斤成本為1,292.70元。（參見表2）但是行政

長官公署制定的收購價，遠低於生產成本，不但不會促使農民增產米穀，

反而促其改種雜糧。（參見表2）若不加以改善，政府不僅無糧可徵購，糧

食增產更是緣木求魚。為改善此窘況，政府應對生產者給予補助金、取消

食米每千臺斤966元之零售最高價之限制，開放價格限制讓農民能自由賣

出。31但是此一陳情，並未得到政府的具體回應，政府並未取消米價最高價

格之限制，以及給與農民生產補助金。

表2：1945年米穀生產費調查表 單位：4,000臺斤/臺幣元

項目 種籽費 肥料費 勞費 農舍費 農具費 諸稅公課 米穀乾燥費

金額 16.40 524.00 1,820.00 40.00 80.00 35.00 70.00

合計 2585.40
資料說明：以1甲為單位，每甲收穫4,000臺斤。

資料來源：〈米穀生產費調查表〉，收入「葉榮鐘數位資料庫」，網址：rare.lib.nthu.edu.tw/jspui/
handle/123456789/20241（2015/4/11點閱）

表3：1945年第2期各類米穀收購價 單位：1,000臺斤/臺幣元

種　　類 地　　　　　　區 特等 上等 中等 下等

蓬萊穀

臺北、新竹 637.38 625.44 609.48 593.58

臺中 637.38 629.40 613.50 597.54

臺南、高雄、臺東、花蓮 629.40 621.42 605.52 589.56

本地粳穀及陸
稻粳穀

臺北、新竹 567.66 － 552.84 538.02

臺中、臺南、高雄、臺東、花蓮 571.38 － 556.56 541.74

圓糯穀
臺北、新竹、臺中、臺南 660.42 － 643.74 627

高雄、臺東、花蓮 643.74 － 627.00 610.32
說　　明：－表示無此類別收購

資料來源：〈臺灣省糧食局呈送7月來工作報告的有關文書（1946年6月-10月）〉，收於陳雲林主編

《館藏民國臺灣檔案彙編》，第109冊，頁356。

31　葉榮鐘，〈  關於補助臺民生產米成本之陳情書〉，收入葉芸芸等主編，《葉榮鐘早年文集》（臺中：晨星出

版社，2002年），頁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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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米糧收購價遠低於生產成本，在黑市可以賣到每千公斤5,330元，

農民自然不願意在政府的規定價格下拋售。32農民甚至要求將以前交的稻

穀返還，以便在黑市以較高的價格出售。33加上，配給範圍只限於軍公教

人員，不包括農民，所以農民米糧不足時，甚至需從黑市購米，造成了

「賣的是公價，買的是黑市價」的現象，農民自然不願意在政府的規定下

拋售。34行政長官公署亦意識到持續未能充分掌握糧食，配給制度恐無法運

作，行政長官公署1945年12月8日公佈「臺灣省徵購34年第2期米穀獎懲辦

法」，給予獎勵金的方式，鼓勵農民及早交納糧食；相對地，期限屆滿後

仍未將派額繳納完畢，除追繳缺額外，並按其缺繳額處以核定收購價格三

倍之罰金。35（參見表4）顯示政府欲透過獎懲的方式，提高農民繳交糧食

意願。36

表4：臺灣省徵購34年第2期米穀獎勵

區                            域 繳清期限 收購價格加給獎金成數

臺北、新竹、臺中、臺南、高雄

1945年12月31日以前 四分之一

1946年1月31日以前 八分之一

1946年2月1日以後 不給獎金

臺東、花蓮

1946年1月10日以前 四分之一

1946年2月10日以前 八分之一

1946年3月1日以後 不給獎金

資料來源：〈公布「臺灣省徵購34年第2期米穀獎懲辦法」〉，《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公報》<第1卷
第5期（1945年），頁3。

32　Nancy Hsu Fleming著；蔡丁貴譯，《狗去豬來：二二八前夕美國情報檔案》（臺北：前衛出版，2009年），

頁96。

33　Nancy Hsu Fleming著；蔡丁貴譯，《狗去豬來：二二八前夕美國情報檔案》，頁102。

34　〈  糧食問題座談會（二）〉，《民報》，臺北，1945年12月20日，版1。

35　〈公布「臺灣省徵購34年第2期米穀獎懲辦法」〉，《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公報》，第1卷第5期（1945年12
月），頁3。

36　Nancy Hsu Fleming著；蔡丁貴譯，《狗去豬來：二二八前夕美國情報檔案》，頁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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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繳交意願低落，使得糧食市場供需失調，糧價隨即出現嚴重波

動，引起城市消費者的恐慌，紛紛  購藏糧食；相對地，產地民眾因糧食短

缺的焦慮而產生反市場的行為，以武力阻止區內糧食外流，形成以區域內

糧食自給自足的「地方圈」。37因此，產地的農民不願意拋售糧食的情況

下，產地的米糧輸出不多，使得消費地的配給米糧供應減少。城市地區的

消費者因政府無糧配給，包圍縣市政府或糾眾聚集糧食局索糧，糧食市場

失序。38民眾無法從配給制度獲得維生的米糧，紛紛求助於黑市，助長了黑

市的交易，使得米價日趨騰漲。糧食市場的失調，使消費者對此大環境的

變遷，不禁發出感嘆之言：「過去（日治）雖然苦，我們總還可以吃到配

給米，填得飽肚皮，可以維持最低限度生活水平。但現在（戰後）時代變

了，物價更高了，我們最近竟然連吃番薯的機會也在逐漸的減少。」39此不

平之鳴充分凸顯，戰後雖繼承日治末期配給制度，但因制度失靈，幾乎不

能確保消費者能得到維持最低生活限度的食物。

米價高漲的情況下，政府又未對「關於補助臺民生產米成本之陳情

書」提出具體回應，1945年12月23日林獻堂、林猶龍、林雲龍，以及葉

榮鐘至行政長官公署會見陳儀，林獻堂詢問陳儀糧食統制效果不佳，將如

何設法處理？陳儀言：「統制解除，恐惡商人出為佔買，更加紊亂，意欲

公定價格略為升高，又恐黑市隨之增高。若將布疋、肥料對佃人獎勵，使

其供米如何」。林獻堂認為兩種措施可並行，欲使米價緩和，最有效的方

式，輸入外米，緩和米價。陳儀對此建議頗為肯定。40

就在此時，各方輿論也紛紛呼籲政府改善總徵購總配給制度，  如《政

經報》：「政府又不能如日治時期普遍配給，叫人民怎麼生活？為改善此

困境，即是撤廢收購定價制度，而與一般商人競相收購，無論如何政府定

37　蘇新，〈再論「糧食問題」〉，《政經報》，第2卷第1期（1946年1月），頁2。

38　〈臺灣省糧食局呈送七月來工作報告的有關文書（1946年6月-10月）〉，收於陳雲林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

案彙編：第109冊》，頁356。

39　唐賢龍，《臺灣事變內幕記》（北京：九州出版社，2004年），頁136。

40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7）1945》，頁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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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一般商人較高價對農民收購，這樣政府就能買收全臺盡有的米穀」。41

《民報》的社論，則提出3個辦法，第一將糧食統制改為自由買賣，以自由

市場調節米價，有過剩米糧的地方必定流入缺乏米的消費地。第二，在青

黃不接時期，輸入外國米及麵粉、雜糧補充省內的不足。第三，稻作用的

肥料，應排除萬難運入化學肥料及大豆粕，促進糧食增產。42各方輿論從生

產、流通面，提出各種建議，但政府遲遲未履行。

如上所述，「徵購」仍無法達到當初設定的數額，配給無法繼續進

行，突破此一僵局的辦法就是廢除配給，但是統治者缺乏取消配給的正當

性。43會逢其適，1946年1月5日起至1月10日臺灣廣播電臺舉行民意測驗，

請民眾寄明信片表達其對於糧食管制措施之意見。44結果，持反對配給

16,731票（57.23％），贊成配給14,111票（42.77％），45深入分析投票者職

業類別的話，可發現反對配給者以生產者－農民為多數（68.27％），由於

徵購價格遠低於市價，甚至低於生產成本，農民自然反對配給。相對地，

消費者如商人（12.65％）、薪俸生活（14.42％）、工人（27.18％）等多贊

成配給制度持續施行，且同一職業類別內贊成配給者的票數多於反對者，

均超過50％以上，因為配給制度能提供些許的糧食，故贊成配給以消費者

為多數。（參見表5）

41　蘇新，〈再論「糧食問題」〉，《政經報》，頁2。

42　〈糧食難關要解決〉，《民報》，臺北，1946年1月4日，版1。

43　〈經濟委員糧食座談會〉，《民報》，臺北，1946年1月4日，版1。

44　〈要配給或自由糶糴省公署廣徵民意募集贊否投書廣播電臺將集統計〉，《民報》，臺北，1946年1月7日，

版2。

45　〈米管制民意測驗揭曉〉，《人民導報》，臺北，1946年1月11日，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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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臺灣廣播電臺糧食問題之民調測驗結果

職業分類 商業
自由
職業

薪俸
生活

工人 農業 主婦 學生
未填
職業

合計

計
算
說
明

反對配給票數 1,954 719 1,687 2,291 22,295 495 176 3,039 32,656張

佔全反對之百分比 5.98 2.20 5.17 7.02 68.27 1.52 0.54 9.31 100％

佔全投票數之百分比 38.76 44.06 32.41 25.67 82.26 41.08 48.89 38.40 57.23％

贊成配給票數 3,087 913 3,518 6,634 4,482 710 184 4,876 24,404張

佔全贊成之百分比 12.65 3.74 14.42 27.18 18.37 2.91 0.75 29.98 100％

佔全投票數之百分比 61.24 55.94 67.59 74.33 16.74 59.92 51.11 61.60 42.77％

總票數 5,041 1,632 5,205 8,925 26,777 1,205 360 7,915 57,060張

佔全投票數之百分比 8.83 2.86 9.12 15.64 49.93 2.11 0.63 13.87 100％

資料來源：〈臺灣廣播電臺糧食問題民意測驗統計表〉，《臺灣新生報》，臺北，1946年1月19日，

版4。

行政長官公署呈給中央糧食部的〈臺灣省糧食局呈送七月來工作報

告〉以及糧食局出版的《臺灣一年來之糧政》有共通性，均表示為「尊重

民意」，於是在1946年1月11日重新修訂米穀管理政策，取消  「總徵收總配

給」制度，准許省內糧食自由買賣流通、食米供應准由人民設店零售，需

用者向零售店自行購買，同時停止徵購及配給。46然而，行政長官公署聲稱

為「尊重民意」而廢除糧食統制的說法，卻遭到《民報》的質疑，該社認

為取消米穀統制是參考臺灣廣播電臺的民意測驗結果，不能以此為全省人

民的民意。第一，每日聽廣播的人民，僅是全臺人民的一部分，而且是屬

於居住都市的居多。第二，會用明信片寫文字，寄到廣播電臺，表達他的

意見的省民也不多，尤其是農民。故此，民報社呼籲，此次的測驗統計的

結果，只能視為參考資料，不可以此來作政策制定的依據。47由此可知，民

46　〈臺灣省糧食局呈送七月來工作報告的有關文書（1946年6月-10月）〉，收於陳雲林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

案彙編》，第109冊，頁359-360；〈糧食停止徵購配給准許人民自由買賣〉，《民報》，臺北，1946年1月
12日，版1；〈廢止前「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管理糧食臨時辦法」〉，《臺灣省政府公報》，第37卷春第23
期（1948年1月），頁373。

47　〈統計與民意測驗〉，《民報》，臺北，1946年1月15日，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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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社指出民意調查只適宜作參考之用，不能作為決策的唯一標準。

進一步考證民調結果與廢止糧食管制之間是否有關聯性，從行政長官

公署的機關報《臺灣新生報》，可發現與「尊重民意」的說法互有出入的

記載。民調截止前，1946年1月7日新竹接管委員會召開糧食座談會，會中

通過停止米的配給，並准許人民自由買賣。48接著1月9日臺中州接管委員

會亦決定依據行政長官公署召開之縣長座談會的決議，即時停止米穀之徵

購、配給，已供出農業會倉庫之米穀，應由當地「郡守」、「街庄長」，49

以及「農業會長」封鎖保管，以供軍糧及公糧之需。尚未供出完畢之第1期

米穀督促使其供出。50從上述的資料，早在臺灣廣播電臺的民意測驗截止

前，統治者內部已作出停止總徵購總配給制度的決策了。故在臺中縣下的

林獻堂在日記記載：「米穀統制於10日解除，隨即配給中止」，所以，取

消米穀管制與該次民意調查的結果並無因果關係。為何民調結果與米穀管

制決策關聯性甚低，卻在政府內部檔案變成了「為尊重民意」呢？如同劉

志偉、柯志明研究所指出，行政長官公署因無法掌握充足糧食，以維持配

給制度，以「民意」作為下臺階，藉機予以取消。51換言之，行政長官公署

企圖以民調的結果作為建構了取消「總徵收總配給」之正當合法性，藉機

予以取消配給。52這樣的說法亦可以發揮安全閥的作用，若之後因配給的取

消而爆發米荒，也是順從民意的結果免於承擔日後政治責任之用意。

48　〈各地通訊新竹〉，《臺灣新生報》，臺北，1946年1月10日，版3。

49　戰後初期，公署原欲重劃行政區域，但一時窒礙難行，遂暫用原本的州、廳、市、郡、街、庄制度。直到

1946年1月5日以「已成為政治、經濟、文化單位」的五州三廳為基礎改設八縣、九省轄市；郡、支廳則置換

為「區」。故此處1月9日仍稱「郡守」、「街庄長」應是地方上未即時依照法規改換名稱，仍使用舊有的行

政職位。參見藍亦青，《帝國之守：日治時期臺灣的郡制與地方統治》（臺北：國史館，2012年），頁345-
353；〈臺灣省各縣郡守區長移接辦法〉，《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公報》，第35卷春第7期（1946年2月），

頁113。

50　〈准許糧食自由買賣臺中州已開始實施〉，《臺灣新生報》，臺北，1946年1月9日，版3。

51　劉志偉、柯志明，〈戰後糧政體制的建立與土地制度轉型過程中的國家、地主與農民〉，頁128-129。

52　正當合法性：在政治論述中，特別是指國家（或者任何具有主權性格的政治組織）運用政治統治權力時，應

該受限的範圍。一個國家具有「正當合法性」，這表示國家（包括它的政府、制定法律，以及它操作權力的

各種機關）能給予其國民一種信念，讓國民相信現行的國家各種政治制度是適合整個社會的各項活動。相對

地，沒有正當合法性，政府就失去統治與執法的理由和基礎。參照蔡英文，〈政治權力及其正當合法性〉，

《當代》，第124期（1997年12月），頁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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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政府在敘說「總徵收總配給」失敗的原因時，總是提及政府

派員向餘糧區提運政府封存之米，卻因產區之民眾抗阻封存米，無法將餘

糧運往消費地。加上，向福建省洽購糧食輸入濟乏，因運輸梗阻，未能即

時抵達，故米荒問題未能解決。53顯示，官署將城市缺米的問題，推諉給

產區人民阻運的行為，而非檢視徵購價錢的不合理。上述的論證也提醒我

們，閱讀官方報告書應該特別注意史料構成的背景，不可直接將之視為原

始檔案，才不會遺漏遮掩這些說詞背後的權力與利益因素，真正認識官方

對於糧食政策的處理邏輯。

參、從民間到政府──糧食資源的重新掌控

1946年1月11日行政長官公署廢除糧食統制，准許糧食自由流通，徵購

配給制度隨即廢止。為掌控現有存糧，行政長官公署下令各縣「封存」各

地農倉的稻穀，不許製米配給；並聲稱「封存的稻穀，除撥一部分調劑民

食之外，其餘配撥軍糈之用」。54顯示統治者為掌握實物，以供軍糧之用；

農倉之糧食不論是地主寄放在農倉，或是政府所徵購，都變成「軍糧」。

政府雖已取消米穀統制，仍以現金、皮疋獎勵的方式，鼓勵農民繳足取消

米穀統制前的配額。55但是取消統制後，1946年的新穀未出，農民僅能依賴

自身僅存的餘糧及獎勵物資生活。

米穀統制廢除後，糧食配給中止，農倉的米糧全被封存，供軍糧及公

糧之用。

政府封存存糧的舉動，引起民眾莫名的恐慌，如1946年1月14日霧峰鄉

53　〈臺灣省糧食局呈送七月來工作報告的有關文書（1946年6月-10月）〉，收於陳雲林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

案彙編》，第109冊，頁357。

54　〈臺灣省糧食局呈送七月來工作報告的有關文書（1946年6月-10月）〉，收於陳雲林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

案彙編》，第109冊，頁343-344。

55　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編，《臺灣一年來之糧政》（臺北：糧食局，1946年），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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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數百人就到公所、農業會抗議。為此，鄉長林夔龍召開鄉民大會，會議

中大家共同決議繼續配給工作，但其名稱改為「平糶」，其價格由11元半改

作25元，拋售農倉之糧食以滿足民食。並選林新乾、劉庭、林東山為代表與

統治當局交涉。561946年1月22日林獻堂等人拜訪臺中縣長劉存忠，表達因

農倉被封，鄉民無飯可食；若不及早設法，恐有暴動之虞。故此，劉存忠縣

長向林獻堂等人承諾僅留一部分，作為軍糧，其餘隨意糶出，作為民食。57

但是1946年2月16日縣長劉存忠卻一反過去的態度，下令封存的米糧僅可糶

出1,300包，其餘不准擅自糶出。58由此可知，縣政府不允許地方再繼續辦理

平糶，而將大量的糧食封存，作為軍糧。至於其他地區，新竹縣農民認為政

府應該將囤積的稻米釋還給人民，但是政府拒絕了農民的訴求，導致民怨沸

騰。591946年1月26、27日竹東地區有數百名民眾攻擊農業會倉庫，拿走10

萬斤的稻米；桃園、關西、中壢，以及通霄等地均發生了「食物騷亂」。60

隨著糧食自由流通後，糧商紛紛至產區高價收購米穀，農民將所藏稻

穀拿出販售，產區之存糧漸被商人運出販賣，以致產地米價亦驟漲。61因

此，許多產區的民眾為確保鄉民免於飢餓，紛紛主動成立糾察隊，阻止當

地米糧販運出售。62政府停止配給、封存米糧的情況下，造成生產區與消費

區，失去調解作用，城市的缺糧情況更加嚴重。過去，配給制度能提供消

費者最低限度糧食保障，或是求助於黑市，停止配給並封存米糧，市場米

量急凍，1946年1月以後米價逐月暴漲，1月每公斤價格11.12元，2月漲至

21.57元，3月更漲達29.67元之高，蓬萊白米物價指數漲幅高過於零售物價

56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18）1946》（臺北：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
年），頁19。

57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8）1946》，頁28。

58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8）1946》，頁62。

59　Nancy Hsu Fleming著；蔡丁貴譯，《狗去豬來：二二八前夕美國情報檔案》，頁135-136。

60　Nancy Hsu Fleming著；蔡丁貴譯，《狗去豬來：二二八前夕美國情報檔案》，頁140。

61　葉榮鐘，〈為籲請政府寬貸徵收米糧以蘇民困事敬陳〉，收入葉芸芸等主編，《葉榮鐘早年文集》，頁

350。〈奸商買占米糧拘去吃無錢飯〉，《民報》，臺北，1946年2月8日，版2。

62　〈對解決食米問題的意見〉，《臺灣新生報》，臺北，1946年2月5日，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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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數。（參見附表1、圖1）在米價持續高漲的情況下，發生許多餓死人的

悲劇，或因缺糧，生活困難而走上絕路。63甚至在大稻埕、艋舺、基隆、艋

舺和新竹等地，因米荒問題，到處買不到米的憤怒主婦拿小棍子，另一手

拿著方形鐵皮米桶，衝出街頭邊敲鐵皮桶邊高喊：「沒有米會餓死人，我

們要裹腹不要光復」。64由此可知，糧食管制下，民眾能獲得最低限度的糧

食，或是從黑市購買糧食。但是廢除管制後，政府封存民食，加上第1期作

未收成，導致市場上能流通的米穀日亦減少，米價反而日亦騰貴。

　                                                                                                        單位：公斤/臺幣元

           圖1：1946年蓬萊米價格趨勢

               資料來源：根據附表1資料所繪

面臨米荒的問題日趨嚴重之際，行政長官公署採取的措施分為兩種，

第一，從省外輸入糧食，補足糧源；第二，改善流通，平抑糧價。65關於從

省外輸入糧食，行政長官公署向福建省購買賦米20萬石，以補臺灣糧食不

63　Nancy Hsu Fleming著；蔡丁貴譯，《狗去豬來：二二八前夕美國情報檔案》，頁142。

64　鐘逸人，《辛酸六十年》，上冊（臺北：前衛出版社，1993年），頁389。

65　〈調劑糧食與日僑遣送（上）〉，《民報》，臺北，1946年2月28日，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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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透過採買外省米糧至臺灣拋售，以壓抑米價，並安定社會心理。661946

年2月21日，林獻堂再拜訪陳儀，陳儀也是表示，米荒問題已向福建省長劉

建緒交涉，不日可送來1萬包米，但肥料頗難獲得。67官方極力在報紙媒體

宣傳此消息，訂購的福建米糧，不久即將來臺。68此消息亦達到短暫的壓抑

糧價之效果，安定民心。69但是根據糧食局的說法，由於兩岸間「交通阻

礙」所致，從福建省運到臺灣的糧食數量相當有限。糧食局事後也承認：

「外援米數量雖少，但給予人民安慰的效利很大」。70

實際上，福建省本身缺糧，1946年春稻收成不到十不及二，撥濟臺灣

之米源出境，造成當地人心浮動，糧價激漲。71因此，1946年4月20日至8月

15日止，從福建輸濟臺灣的米糧不多，米僅36萬公斤、穀28萬公斤、麥3萬

公斤，後因臺灣稻作已登場，乃予停運。72由此可知，行政長官公署一手利

用軍事武力，厲行控制糧源，一手透過媒體向人民宣傳外米即將來援，短

暫地穩定市場秩序。也就是說，這只是政府的操弄兩面手法，一來安穩人

心，二來徹底掌控臺灣內部的糧源。

關於改善流通的措施，統治者巧妙地將「民食」封存轉變為「軍糧」

外，更設立糧調會以軍事的力量從各產區提運軍糧，以調劑民食。1946年3

月1日成立「臺灣省糧食調劑委員會」，指派警備總司令部參謀長柯遠芬為

主任委員，財政處長張延哲、糧食局長吳長濤、警備總司令部處長熊克禧

為副主任委員，結合黨、政、軍、團的力量，從事調劑民食，平抑糧價，

取締囤積暢通糧源等工作；並由軍方撥借一部分軍糧，由警備司令部派撥

66　糧食局，〈臺灣光復後之糧政措施〉，《臺灣銀行季刊》，頁211。

67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8）1946》，頁68。

68　〈閩米二十萬石即運臺，省糧食問題解決〉，《民報》，臺北，1946年3月17日），版2；〈公署定購五萬

袋閩米不日運臺〉，《民報》，臺北：1946年2月8日，版2；〈陳長官電閩採購，閩米將大量運臺〉，《民

報》，臺北，1946年1月9日，版2；〈閩米可採購十萬石〉，《民報》，臺北，1946年1月11日，版1。

69　〈糧食源源流入市上，省垣米價漸趨下跌〉，《民報》，臺北，1946年1月13日，版1。

70　糧食局，〈臺灣光復後之糧政措施〉，《臺灣銀行季刊》，頁211。

71　「福建省主席劉建緒電為該省糧荒嚴重請免將濟臺米運滬」（1946年7月），收於侯坤宏編，《糧政史

料》，第6冊（臺北：國史館，1992年），頁281-282。

72　糧食局，〈臺灣光復後之糧政措施〉，《臺灣銀行季刊》，頁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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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協助各縣提運倉糧，除保留應撥留軍糧數量外，撥交缺糧地區，平價

供應民食。73該會其發布的命令具有行政效力，並在各縣市普遍設立調劑分

會和糧食調節服務社，承劑配銷等業務。74然而，糧調會的主任委員柯遠

芬認為「目前只是糧價高，並不是沒有糧，亦沒有飢餓現象。糧價高漲不

是完全因為沒有糧的關係，大部分的原因，歸因於人的努力不夠」。75換言

之，柯遠芬宣稱米荒的問題，是「人為的缺米」所致，地主、生產者不願

意將米交出，並非是臺灣自身糧源不足的問題。因此，統治當局透過成立

糧食調劑委員會，以國家力量調劑分配糧源。

因此，臺灣省糧食調劑委員3月4日公佈調劑糧食要點處理要項：

1.發動政府及紳商力量，向省外採購食糧，以裕糧源，而抑糧價。

2.嚴厲禁止並懲辦各地壞民對於糧運之阻擾，各地食糧可以互為挹

注。

3.根據各地糧食盈需實況、提撥多餘軍糧救濟民食、平抑糧價、防

杜糧荒。

4.勸告農民應將食至新穀登場以外雜糧，全數發售，不可零星囤

積，否則查出沒收。

5.責令地主及糧商應將數量限期請各地糧食調劑分食備案，聽候指

定發售，不得自行控制糧食，操縱糧價，違者嚴懲。

6.缺糧人民，其購買數量，不得超額購存，致調劑困難。

7.人民應自行節約糧食，嚴禁食米釀酒及製為糕餅，並盡量食用雜

糧，以節約米糧消耗。76

73　「糧食調濟委員會組織及糧食調濟辦法」（1946年2月16日-1946年2月24日），〈各機關組織規程〉，《行

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301200013002。

74　「臺灣辦理臺灣糧政情形」（1946年6月15日），〈臺灣辦理臺灣糧政情形卷〉，《糧食部檔案》，國史館

藏，檔號：119000001837A。

75　柯遠芬，〈調劑臺灣糧食兩月感言〉，《正氣半月刊》，第1卷第3期（1946年5月），頁5。

76　〈囤積穀查出沒收，並獎勵人民密報，糧食調委會昨發布訂定處理要點十項〉，《民報》，臺北，1946年3
月5日，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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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條文內容而言，官方以統籌「軍糧」為主，而「民食」為輔；並以

法律規定生產者不可囤積，應全部出售。對於消費者，限制每人購買的額

度，必須節約糧食，並鼓勵民眾食用雜糧，禁止用於釀酒及製為糕餅。然

而，對商人而言，更是嚴厲，祭出嚴刑峻法不得任意囤積，操控米價。顯

現，糧調會以法律規定限制生產者與商人，以及消費者。

如前所敘，因封倉的政策，生產地與消費地的流通數量更為減少，造

成城市地區的糧食供給不足。糧食局認為「民間恐懼缺糧與不肖份子囤積

居奇，阻擾運糧種種原因相互生長，致各地糧價日漲」。因此，就各地封

存征購米11萬多公頓下，撥出6千公頓，分配各地接濟民食。77分別由臺

中、新竹、臺南、臺東的餘糧縣市提撥，調劑缺糧的縣市。糧食局並將新

竹、臺中劃為糧食供應區，凡缺糧地區得向該地區購運，並由該地區調濟

委員會協助。實際上，統治者封存強徵的糧食，使糧價狂漲，然後統治者

卻將封存之糧食以低於「市價1元」賣出，從中獲利。78反映出統治當局調

劑米糧手法之精明，在取消糧食統制之際，將封存的民食轉換為軍糧，卻

導致穀價騰昂時，再減價出售軍糧，大玩挖東牆補西牆的新戲碼。

餘糧縣補給缺糧縣的方式，糧荒問題實際上仍未解決，餘糧縣市政府

不願意拿出封存的囤糧流通縣內民眾，導致被劃為餘糧縣市的民眾都無米

可食。1946年3月6日霧峰鄉糧食救濟委員會商討糧荒問題，乃決議借金20

萬元，買樹薯籤粉，彌補鄉內糧食之不足的問題。791946年3月11日霧峰鄉

公所再召開糧食問題會議，不顧劉存忠縣長之命令，繼續辦理平糶。於是

縣政府通告霧峰農業會僅許可糶出1,300包，其餘不准再擅自糶出。若不

聽從，將主張平糶者移送法辦。但林獻堂與地方人士仍不顧縣府的命令，

決定再配給一日；並推派林獻堂等5人與縣長會面，商量糧食問題善後方

77　「電陳本省電陳本省撥借軍糧平價接濟民食實施辦法乞核示由」（1946年4月17日），收於陳雲林主編《館

藏民國臺灣檔案彙編》，第86冊，頁345-346。

78　〈借發軍糧六千頓平糶接濟糧荒〉，《民報》，臺北，1946年3月1日），版2；〈借撥軍糧平價接濟民食實

施辦法〉，《正氣半月刊》，第1卷第3期（1946年5月），頁16-17。「各地糧食調劑實施辦法」，收於陳雲

林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彙編》，第86冊，頁354。

79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8）1946》，頁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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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80

1946年3月13日林獻堂與地方代表，與警備總司令部少將蔡繼琨、縣

長劉存忠商討，林氏建議霧峰農倉現存米1,800包，分600包與國軍，其餘

繼續配給於庄民。但蔡繼琨表示受當局之命令，非全取去不可，並聲明臺

中縣下要徵集4千公頓，不僅供給國軍而已，更要供給基隆、臺北、高雄等

處。與會成員的林獻堂不禁大怒，痛罵其無理辦法，拂袖而歸，顯然此會

議無疾而終。813月14日蔡繼琨命軍隊20餘名，各持短鎗來包圍農倉，運走

米穀。82更讓地方不滿的是，日後蔡繼琨竟不承認以武力手段強迫運走糧

食之事。83蔡繼琨更向糧調會主委柯遠芬密告林獻堂阻礙糧運，糧調會派

熊克禧、王光濤少將，胡品三中校至臺中調查此事。調查人員與林獻堂會

面時，林獻堂反駁其因與蔡繼琨商糧留數百包以作鄉民配給，但蔡繼琨不

肯，而起衝突之故，並無阻擋之事。蔡繼琨、熊克禧召開座談會，言行強

硬，向地方領導階層表明欲索盡農倉之米。84

行政長官公署不止透過武力強行提運糧食，更操弄媒體，將糧荒問題

的責任，推諉給產地地主、農民的阻運，攻擊地主、農民的言論紛紛出

現。如行政長官公署的喉舌《臺灣新生報》刊載：「中部是臺灣的米倉，

80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8）1946》，頁94。

81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8）1946》，頁96。

82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8）1946》，頁98。

83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8）1946》，頁99。

84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8）1946》，頁101。葉榮鐘在《小屋大車集》紀載當日的情

形：「今天特地來到貴地向林獻堂先生要米，中部是臺灣的米倉，霧峰又是米倉中的米倉，可以說霧峰沒米

是無人肯信的。有米無米，盡在林獻堂先生是否肯幫忙政府而定。說時態度傲慢而語氣尖刻，林獻堂先生聽

著很不高興，他老人家說：政府搬去的米糧皆是老百姓的伙食米，他們現在都是糴黑市米維持生活，但因糧

價飛漲，困苦異常，正在籲請發還前所運去的米以舒困境，政府若沒有米可還老百姓，亦應結價給與價款，

假使現在不能立即給發，亦應指定日期償還，政府一味向老百姓要米，而拿去之米分文不給錢，如此作法，

不但老百姓無法維持生活，政府也無法維持威信。於是熊少將怒氣滿面，坐在椅子上說：本人現在發燒38度
以上，但是為著公務，死且不怕，遑顧區區的病痛，今日之事，只看林先生答應不答應，若不答應就請您老

先生同我們上臺北去。說時遲，那時快，他說完最後一句話，同時用手向桌面一拍，他面前一只空茶杯跳起

兩三寸，這一拍有分數，如響斯應，四個憲兵拿著上刀的步槍排闥而入，神氣十足，來勢十足，在座諸人除

兩位少將外，莫不為之失色，尤其是劉縣長左右為難，情形更為狼狽。還好這一幕綁票活劇，終於在未完成

的狀態下閉幕。」參見葉榮鐘，《小屋大車集》（臺中：中央書局，1976年），頁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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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峰又是米倉中的米倉，霧峰沒有米是無人肯信的，若地方人士能突破區

域侷限之見，肯運出存餘米糧至其他各縣市，全省缺糧嚴重的問題當可解

決。如林獻堂氏，以高齡厚望，自處一方，若能熱心協助，收效必宏。」85

或是聲稱：「各持小我之見，欲以糧食控制本區，不令外流，以為本區足

用，不管他人死活」。86說明政府將糧荒的爆發，推諉是因地方人士的阻

運，成為了政府「合理」要求地主、農民繳出米糧之理由。統治者操弄著

社會輿論，將糧荒爆發的責任，推卸給地方人士阻擋糧運而導致，地主皆

被視為不義之人，理應受到責罰，逼迫他們繳出米糧。統治者除了刻意形

塑輿論，製造壓力外；縣長劉存忠透過洪元煌傳話給林獻堂，87不可再力爭

留米，警告意味濃厚。88

統治者不僅透過武力的脅迫，而且製造輿論壓力，霧峰鄉農業會之存

米被搜刮一空，結果民眾無米可食，非使用代用食物不可。因此，1946年

3月22日霧峰鄉公所召開樹薯籤粉配給會議，由鄉長作為代表，對霧峰農業

會借出20萬元，買籤仔粉3萬斤，以配給貧民。89更令地方不滿的，廢除米

穀統制之初，縣長劉存忠曾批准地方辦理平糶，但是當蔡繼琨將米糧搜刮

殆盡時，警備司令部卻不承認縣長劉存忠之承諾，欲全數討回先前平糶之

米。但是農倉之米已盡數被拿走，尚不足470包，只好由每戶農民再供出米

糧補足。90如此一來，統治者以武力之手段運走封存之糧食，並命令需補足

因平糶不足的米糧。但農民卻遲遲未領到政府徵購米糧之款項，地方人士

85　〈緩急相劑有無相通本省糧食當可解決熊副主委赴臺中督導〉，《臺灣新生報》，臺北，1946年3月16日，

版2。

86　〈臺中米糧撥運臺北市已達一萬二千餘包全臺米糧調劑甚感樂觀〉，《臺灣新生報》，臺北，1946年3月16
日，版2。

87　洪元煌：南投草屯人，1904年畢業於草鞋墩公學校。1920年出任草屯庄協議會員，旋辭職從事民族運動，參

加臺灣文化協會，周遊全島舉行講演會。1921年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募集簽署人。戰後任第2任草屯鎮

長，1946年4月當選臺中縣參議員，1947年11月當選農民團體國大代表，曾赴南京參加制憲。參見洪敏麟總

編輯，《草屯鎮志》（南投：草屯鎮志編纂委員會，1986年），頁915。

88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8）1946》，頁105。

89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8）1946》，頁107。

90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8）1946》，頁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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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向臺中縣參議會請求救濟米荒，向政府追討強行提運糧食的款項，希望

縣參議會敦促政府提早撥付糧款。911946年4月18日霧峰鄉民更向監察委員

遞出「籲請政府寬貸徵收米糧以紓民困」的呈文：

三月十四日警備司令部蔡少將繼昆率軍隊三十餘名，並帶機

關槍數架，分乘卡車數臺，如臨大敵包圍敝鄉農業會，拔刀擬槍滿

口惡聲強迫該會林士英打開倉庫將存米二千餘包搬運一空，……。

聞蔡少將並不以此為足，尚欲追究不足米糧五百餘石，合米七萬

五千餘斤，蓋渠根本不承認劉縣長撥付之米為正當。故疊來勒迫敝

鄉農業會需繳該項糧米，謹案黑市價每斤七萬五仟餘斤之米，合臺

幣約壹百貳拾萬元，數目非少。而政府搬去之米，從未付與分錢。

敝鄉農業會那得有此大金糴米完帳……。92

這段陳情文字說明了，統治當局從農倉強行提運的米糧，未付分文，

反而欲追討因平糶而不足的米糧。顯現了統治者為立即的達到糧食調劑之

目的，竭澤而漁的榨取地方糧源。但是糧調會辦理平價出售，並非是全然

免費，僅是比照市價少1元，利用封存之稻米出售，從中獲利。要言之，行

政長官公署為調劑城市消費地糧食需求，強行從產區提運米糧，以供應消

費地。此舉對國家而言，一來可安撫城市的消費者的不安，二來藉此出售

糧食，增加國家收入。但是政府強行提運糧食，農民未得到應有的糧款，

造成農民生計嚴重損失。

鑒於上述的情況，1946年5月臺灣省參議會第1屆第1次大會，許多省

議員針對糧食問題提出質詢。如洪火煉質問農林處長趙連芳，「上半期米

穀收買代價及軍糧平糶剩金應散還民眾，以救濟民苦」。但是趙連芳卻回

應，此係糧食調整問題，並非政府牟利，事關糧食調濟委員會主辦，應

91　葉榮鐘，〈臺中縣參議會請求救濟米荒呈文〉，收入葉芸芸等主編，《葉榮鐘早年文集》，頁351。

92　葉榮鐘，〈為籲請政府寬貸徵收米糧以蘇民困事敬陳〉，收入葉芸芸等主編，《葉榮鐘早年文集》，頁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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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提會辦理。糧調會的主委則是回應，此問題歸財政處、糧食局辦理之業

務，賣米之餘金當然歸入政府。93顯示了，各部門對於償還款項的責任，相

互推諉。數日後，林獻堂同樣質問趙連芳，臺中縣政府於臺中縣下徵購米

糧4萬包，價值約6千萬圓。但是縣政府不僅尚未付款，反而宣稱政府是以

錢購糧。甚至指控臺中縣民眾不願供出米糧，這一切皆不符合事實，政府

應對外澄清，以正視聽，欠款應盡速付還。94但趙連芳同樣的皆不能給予明

確的償還方式。95

因此，吳鴻森、林壁輝、高恭、洪火煉等參議員，針對臺灣連年災

旱、戰爭關係，勞力、肥料缺乏，導致臺灣米穀歉收，外省食米又不能即

時輸入，米價日日高漲，該年第1期稻作又因大旱，收成無望，提案要求政

府應從速確立糧食對策：

請政府火速清償全省征米價款約一億數千萬元，以慰民望，

而維政府威信：（1）民國34年地主農民繳納農業會之一、二期米

谷悉被政府照公價征購，請將價款火速償還。（2）地主農民照公

價繳納政府之谷，而政府以時價出售，其超出價款應發還農民。96

後該提案送請省政府辦理，1947年6月省政府回覆：表示34年第1、2期

米款已簽請設法早日發還；政府並未以時價出售米穀。97從提案內容可瞭

解，政府遲遲未清償徵購食米的價款，使得民意代表需要在省參議會上，

要求政府歸還徵購米的價款、差價。但是省政府仍是持續拖延戰術，不願

給予明確的償還計畫，並否認未以時價出售糧食之事。但實際上政府是

93　〈省議會花絮（六）〉，《民報》，臺北，1946年5月4日，版2。

94　〈繳了米糧代價拿不到〉，《民報》，臺北，1946年5月9日，版2。

95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8）1946》，頁167。

96　「洪火煉提案請政府強化糧食政策以解決糧荒」﹙1946年5月1日，1947年9月8日﹚，〈提案類〉，《臺灣省

參議會檔案》，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01_61_501_36013。

97　「洪火煉提案請政府強化糧食政策以解決糧荒」﹙1946年5月1日─1947年9月8日﹚，〈提案類〉，《臺灣省

參議會檔案》，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01_61_501_36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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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照市價少1元」出售食糧，也就是售價是跟隨市價起伏。不言而喻，農

民拿到的是按公價的結款，通貨膨脹的影響下，往往拿不到時價的半數甚

至三分之一，農民遭受重大損失。1946年6月13日財政處長張延哲拜訪林獻

堂時，林氏向張延哲催討省政府取去2千餘包的價款；但張延哲仍答覆政府

欲還，卻不敢明言償還日期。由此可知，政府皆不願意正面回應，提出適

當解決問題的措施，各部門間相互推諉責任。98

綜合上述，當米荒問題日漸嚴重且擴大時，統治當局才又另提出解決

米荒問題之措施。然而這些措施，僅是政府玩弄的兩面手法，一手利用軍

事武力控制糧源，一手透過媒體向人民宣傳外米即將來援，並不從根本解

決問題。只做挖東牆補西牆之措施，以封存的米糧按時價少1元出售民眾，

拉攏消費地的民眾。糧荒問題的解決僅有片面效果而已，未有根本性的解

決，行政長官公署並一再拖延償還農民繳納米的徵購款。

肆、中央和地方的爭奪──糧食輸出管制措施

行政長官公署為徹底掌控臺灣糧食資源而制定禁止糧食輸出政策，但

中央政府卻認為省際間糧食應自由流通，中央與地方各執不同立場。以下

先說明走私盛行的原因，並從政策的制定過程，分析中央與地方政府各執

立場時的彼此交涉情形，凸顯統治者對於臺灣糧食資源的態度；而商人在

越來越多法律規範之下又如何應對。

一、走私活動頻傳

1945年10月31日，行政長官公署頒布的單行法規〈臺灣省糧食臨時辦

法〉第6條規定：「本省糧食暫禁輸出省境」，令各縣市政府、警察、交通

98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8）1946》，頁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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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嚴格執行，禁止米穀及其他食糧輸出省境。99但1946年2月25日行政院

頒布〈進出口貿易暫行辦法〉，其中米穀被列為限制「出口」的商品，運

出國外須經中央糧食部核准，由海關查驗。100然而，中央政府對於省際間的

糧食流通立場，以「自由流通」為原則，將「餘糧」省份的糧，調劑「缺

糧」的省份。101換言之，中央政府主張，糧食應廣為流通中華民國轄境，包

括臺灣與中國大陸各省之間的國內糧食貿易，顯見中央政府與行政長官公

署在糧食流通的立場上有所差異。

根據李文環研究指出，中央機構的駐臺海關對於行政長官公署要求協

助米糧管制，幾乎不予置理。中央與地方政府因對於貿易管制政策呈現嚴

重落差，雙方在走私行為的界定尚有不同看法，形成法律規定的灰色地

帶，反而有利於走私兩岸的私梟。102為此，行政長官公署在1946年2月25日

重申：

近日，閩、浙沿海一帶目下糧荒嚴重，米價暴漲。本省早稻

登場之時，恐不肖之徒將廉價之米轉售省外圖利，若不加以禁止，

影響本省糧食需求至深且鉅，通飭全省各港埠軍憲警查驗機關切實

查緝。103

從屢次重申的禁令來看，可知這種走私出島的情形，在新統治者的統

治能力未見嚴密、效率之前，依然頻繁活躍。換言之，就臺灣與中國大陸

間的糧食貿易一事，行政長官公署與海關出現對立，形成有利於走私的模

糊空間。

99　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編，《臺灣一年來之糧政》，頁24；〈臺灣省政府施政報告（1947年6月）〉，收於陳

雲林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彙編》，第215冊（北京：九州出版社：2007年），頁251。

100　〈制定「進出口貿易暫行辦法」〉，《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1001期（1946年3月），頁7-8。

101　〈解決目前糧食問題加緊運糧分配缺糧省份〉，《中央日報》，南京，1946年5月21日，版2。

102　李文環，〈戰後初期臺灣走私問題之研究（1945－1949）〉，頁39-44。

103　「臺灣省米穀及其他食糧暫禁移出省境公告案」（1946年5月25日），〈省參議會會議〉，《行政長官公署

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3019100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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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對立狀況中，管制則較不嚴格，沿海的小口，小帆船、機帆船均

可自由出入。104加上臺灣糧價較鄰近省市偏低，在比較利益法則下，許多商

人如火如荼地進行私運米穀出海以牟利。105商人通常運載臺灣米、糖等貨

物到日本銷售，以換取布、紗、麵粉、小麥等，有時也跑到寧波運載麵粉

回來臺灣販賣。106顯示，在利益的驅動下，走私商人敢于冒險，往返中國內

地、日本、臺灣之間，進行走私活動。為此，行政長官公署於1946年底，

著手制定限制出海船舶頓數之法規，以「船舶航行安全及防止非法航運起

見」為理由，「不足100總頓之船舶，只准航行本省沿海各口岸，不許駛往

省外各口岸」。然而，100總頓數以上之船舶申請出省者，只限在基隆、高

雄兩港啟航，不得在其它各口岸出發。這顯示出行政長官公署藉此規定提

高對港口管理的權限，限制商人利用帆船進行走私貿利。107

然而，商船逐漸規避稽查機關所在，轉往沿海小港走私貿易，這些沿

岸小港是當時臺北縣淡水，新竹縣竹圍、舊港、公司寮，臺中縣梧棲、大

甲，臺南縣布袋港、北門等處，它們大量出現走私現象，成為對中國貿易

的窗口。108以梧棲地區為例，戰前新高港（戰後改稱臺中港）已闢建一半以

上，可以泊船，因此自中國大陸來的船，陸續靠岸，許多臺人或中國人至

此開設船頭行，如梧棲當地人尤世景創設「華泰行」，專門負責大陸來臺

船隻裝卸及代辦船戶所需貨物的往來，以賺取佣金。進一步，從這些貿易

行成立的資料可以發現，有許多中國籍商人來到臺灣，獨立開設行號的情

況，不乏來此投機冒險的福建籍商人。如在梧棲開設貿易行的福建人林玉

堂，就是以輸出臺灣的米糖，交換中國沿海的手工製品和日常用品，賺取

104　〈防止米糧私運出口〉，《民報》，臺北，1946年6月22日，版2。

105　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編，《臺灣一年來之糧政》，頁21。

106　黃進興，《半世紀的奮鬥：吳火獅先生口述歷史》（臺北：允晨出版社，1992年），頁111。

107　「電基隆等港務局限制臺灣省與大陸各口岸來往船舶頓數，希遵照」，1946年10月4日法令，《臺灣省行

政長官公署公報》，民國35年冬字第6期（1946年10月），頁103-104；〈壹百頓以下船舶，依規暫緩駛

外〉，《民報》，臺北，1946年12月8日，版3；〈百頓以下船禁航海外，高雄貿易業者認為事關生死問

題，日前開會決定陳情籲請〉，《民報》，臺北，1946年10月22日，版2。

108　〈李連春局長談新政〉，《民報》，臺北，1946年8月15日，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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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潤。109

二、禁止糧食輸出政策制定過程

基於上述的理解，接著以1946年糧食輸出政策的具體制定過程當中，

以臺灣供需條件為主要考量的行政長官公署、與以調劑國內糧食供需為主

要考量的中央政府，兩者如何折衝制定糧食輸出政策。如前所述，臺灣糧

食因中央與地方政府立場不同而導致大量流出，迫使行政長官公署不得不

有所因應，重新檢討禁止糧食輸出的措施。

1946年5月行政長官公署草擬〈臺灣省查禁私運糧食出省辦法〉，規定

商民或機關團體運輸30公斤以上的糧食，應向當地糧政機關或指定警察機

關登記，請領運糧證明書。這顯示出行政長官公署欲藉此辦法奪回糧食輸

出管理權，防止商人藉由法律模糊空間進行糧食走私。行政長官公署將該

辦法呈中央糧食部備案，說明「在復原期間，各地糧價仍波動不定，本省

商人趁機輸出境外以圖厚利，倘不暫予禁止，必致刺激糧價上漲，引起囤

積居奇及投機操弄行為，將演變成人為的糧食恐慌」，強調該措施對於臺

灣糧食供給的助益。110要言之，行政長官公署基於臺灣糧食自給，向中央

政府強調禁止私運糧食出省，避免供給失調、糧價高漲。臺灣若有餘糧，

必交由中央政府統籌、輸往各省以調劑民食，絕非是禁止糧食輸往中國內

地。

但是中央糧食部對此草案並不贊同，認為該辦法管理之目的，應以防

止走私至國外為主；至於省際間之糧食流通，不宜過嚴。中央糧食部認為

臺灣該年度收穫「甚佳」，而華北以及福建、廣東兩省糧食甚感缺乏，對

缺糧省份的官、商採購宜多給予協助，以利盈虛互劑。至於規定30公斤以

上的運輸糧食，均應向當地糧政及警察機構登記以請領證明書，此條則過

109　「電呈違反糧食管理案件報告書2份請察核由」（1949年2月14日），〈食米走私卷〉，《臺中縣政府檔

案》，國史館藏，檔號：093000000715A。

110　〈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檢送臺灣省查禁私運糧食出省辦法電文〉，收於陳雲林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彙

編》，第155冊（北京：九州出版社，2007年），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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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細瑣，易生苛擾。111但是根據表1中央糧食部所宣稱1946年臺灣糧食收穫

「甚佳」，實際上僅高於1945年而已，遠不及日治末期的收穫量，臺灣糧

食供給仍無法平衡。然而，糧食部欲維持糧食輸出政策的模糊攏統，反對

提運糧食30公斤以上需登記之規定。因為欠缺登記標準的話，提供了1個更

模糊、可供操作的空間，有利於省際之間的糧食流通。

面對中央糧食部對此辦法的疑慮，行政長官公署在回覆中，特別凸顯

了臺灣因海岸綿長、港灣深澳，對外交通四通八達，糧食隨時隨地皆可漏

海。商人的目的在於營利，倘若採取放任政策，或僅管制輸出，則島內糧

食勢必大量外流。並且，臺灣屹立海外，與日本及琉球等地相鄰，臺灣又

因為嚴格管制，糧價較日本及琉球低，頻有商人從事販運糧食出國牟利。

因此，為防止糧商輾轉將米糧走私至國外，尤須依賴禁止私運出省之措

施。況且上年（1945）臺灣糧食生產遭受旱風、雨災已損失甚鉅，又因肥

料缺乏，全省總產量既未見增加，致近來各地糧價頗有波動。隨著青黃不

接時期的到來，禁止私運出省，先求得省內糧食供應無缺。若迨至島內糧

食匱乏，欲再求省外運濟，絕非易事。112由此可見，行政長官公署不斷強

調：臺灣因地理環境特殊，該政策僅為防止臺灣糧食私運出國外，並不妨

礙省際間的糧食調劑，內地各省如需臺省接濟糧食，在省內有餘糧的情況

下，可交由中央統籌辦理；相對地，若不即時查禁私運，他省需接濟時，

臺省恐無糧可資供應，藉此說法消除中央政府的疑慮。113

行政長官公署為消解〈臺灣省查禁私運糧食出省辦法〉草案的模糊空

間，進一步將規定更為詳細，該辦法所稱的「私運」，是指未經公署核

准，就私運糧食出省者。若當臺灣有餘糧時，各省官、商如須採購，由各

省糧食管理機構提出證明，經行政長官公署核准後即可購運。然而，中央

111　〈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檢送臺灣省查禁私運糧食出省辦法電文〉，收於陳雲林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彙

編》，第155冊，頁8-10。

112　〈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檢送臺灣省查禁私運糧食出省辦法電文〉，收於陳雲林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彙

編》，第155冊，頁11-14。

113　〈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檢送臺灣省查禁私運糧食出省辦法電文〉，收於陳雲林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彙

編》，第155冊，頁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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糧食部對行政長官公署規定30公斤以上就需領證的疑慮，行政長官公署認

為辦理領證極為簡易，無苛擾之處，拒絕修改。114對此，中央糧食部再行文

給行政長官公署，認為辨理糧食輸出的領證標準，應提高到60公斤，避免

增加辦證機關的業務。由此可再次看出，中央政府以臺灣糧食供應內地糧

食為主軸的意圖，是希望能夠降低申請標準，並且簡化申請運照之程序，

以避免不必要的程序妨礙省際糧食流通。115更值得留意的是，該辦法的制

定，除了為遏阻臺灣糧食的走私，更是行政長官公署追求臺糧輸往各地的

核准權利，藉以穩固糧食輸出的管制權。

歷經中央、地方政府之間前後耗時將近一年的往來折衝，至此終於大

致底定。1947年9月15日臺灣省政府公布〈查禁私運糧食出省辦法〉，禁止

臺灣米糧及其他食糧私運出口，強調私運係指「未經臺灣省政府核准私運

糧食出省」，凡私運糧食出省者，依〈非常時期違反糧食管理治罪暫時條

例〉之規定懲處。並且申明臺灣糧食有餘時，其他各省官商如需採購，應

由各省糧食管理機關開出證明，經臺灣省政府核准後，始得購運。116不言而

喻，上述法規更張與改定，可以說反映了糧食輸出管制日趨周延完備，省

府不僅掌控了糧食輸出核准之法律依據，甚至糧食數量、輸往任何地方，

都必須要有省府的核准。藉此詳細法令，省府希冀充分掌控糧食資源，以

利進行糧食管理。

三、走私商人的應對

雖有越來越嚴苛的法律規定，但是糧食走私的高獲利仍吸引許多商

人，成員包括臺灣人、中國人、日本人；走私銷售地有兩種類型，一為日

本、琉球，另一為中國。以下先說明原先走私營運狀況，包括什麼人參

114　〈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檢送臺灣省查禁私運糧食出省辦法電文〉，收於陳雲林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彙

編》，第155冊，頁15-16。

115　〈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檢送臺灣省查禁私運糧食出省辦法電文〉，收於陳雲林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彙

編》，第155冊，頁22-25。

116　〈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檢送臺灣省查禁私運糧食出省辦法電文〉，收於陳雲林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彙

編》，第155冊，頁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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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輸往何處；其次，分析商人在越趨嚴格的法律規範下如何應對。

臺灣因為與中國及日本之間的糧價有所差距，走私米糧至中國內地、

日本、琉球的豐厚利潤，為走私活動提供了極高誘因，吸引中國、日本籍

船隻逕至臺灣沿岸港口收購。雖然有禁止私運的法律規範，商人們仍遊走

於法律的灰色地帶，如商人利用禁止米穀及其他食糧出口規定裡對於糧食

的模糊定義，逕自私運米粉、樹薯粉、番薯粉等其他食糧出臺省，造成臺

灣糧價上漲。117因此，臺灣省政府為了確定其他食糧的種類範圍，在1948年

4月重申禁令，規定麵、麵粉、豆類、米粉乾、蕃薯、蕃薯乾、蕃薯粉等七

種副糧禁止私運出省。凡未經許可給證而私運出口者，與走私米穀一同依

照〈非常時期違反糧食管理治罪暫行條例〉從重處罰。118

臺灣走私集團多與中國大陸走私商人合夥，運載臺灣米糖至中

國。1191946年8月，彰化縣警察局所查獲的走私組織中，竟是由三位大陸廣

東人，與洪聰明、洪好意等彰化和美鎮碾米業者，合夥走私米糧。1201948年

6月，梧棲破獲走私集團，上述的華泰行尤世景、陳媽建，與新合勝行經理

陳老石，及閩南同鄉會副理事長等人，合夥從梧棲走私大量食糧至中國、

日本販售。121或是，臺灣商人在臺收購米糧後，委託中國內地商人航船販

售。122要言之，臺灣商人欲在中國銷售走私米糧，必須經由中國籍商人代

售。這反映出兩岸間的走私貿易，具有中國與臺灣兩地商人共同「合作」

的性質，臺灣商人掌握貨源，中國商人熟悉商業網絡。

另外一種情況，則是日本籍、中國籍商人直接來臺收購米糧。如在

117　〈臺灣七種雜糧禁止運出省外〉，《申報》，上海，1947年1月1日，版7。

118　「電為重申厲禁糧食走私前令，並規定臺灣省查禁私運出省糧食種類範圍，希查照」，1948年4月1日法

令，《臺灣省政府公報》，民國37年夏字第3期（1948年4月），頁61-62。

119　許雪姬等訪問、邱慧君等紀錄，《王世慶先生訪問紀錄》，頁89。

120　〈線西鄉破獲奸商密輸米〉，《民報》，臺北，1946年9月7日，版2；〈日本漁船運載白米逃走〉，《臺灣

民聲日報》，臺中，1946年4月21日，版2。

121　「尤世景等走私判決」（1949年3月10日），〈38年3月份刑事裁判原本〉，《臺灣高等法院檔案》，國家

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藏，檔號：A504000000F/0039/永簿/36/1/049。〈梧棲破獲走私案經過〉，《臺灣民

聲日報》，臺中，1948年6月8日，版4。

122　〈芳苑破獲走私米奸商修築橋樑贖罪〉，《民報》，臺中：1946年9月7日，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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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年破獲的走私案，中國籍（上海人）商人運來日常生活用品來臺，交

換食米、五金、菸葉等而回。123同年（1948），日本漁船大政丸來臺走私，

偷運白米回日本，被海關查獲。124由此類案件可知，走私的可觀利益，吸引

了中國或日本船隻逕至臺灣沿岸港口載米而回。因此，原來僅在臺灣沿岸

港口貿易的帆船或漁船，在有利可圖的情況下，冒著違法的風險前往各地

貿易，走私貿易圈則涵蓋福建、廣東兩省，甚至跨越至琉球和日本。125

國家控制米糧輸出日趨嚴格，但臺灣糧食價格和中國內地相差甚多，

面對這樣的情況，私運中國內地獲利頗豐，成為冒險家致富的捷徑。126不

僅商人積極投入走私活動，甚至連官員也參與走私，如1947年臺中某高官

在任期間，憑藉職務方便，多次利用臺中號私運大量米糖前往琉球及日本

出售，獲利甚多。127由此可知，走私活動的進行，需結合官員，以圖躲避官

方的檢查。因此，商人為進行走私，勢必與官方密切合作，其關鍵就在於

經由相關法律程序獲得政府核發的運照，商人就有機會利用「合法」的證

照，進行「非法」的走私貿易。以糧商在澎湖災荒救濟協助運賑為例，澎

湖因受海風及水源缺乏的影響，每年惟賴旱田，僅可收番薯、高粱、花生

等雜糧，其生產量僅足供居民半年食用，需臺灣本島輸糧接濟。128如1947

年澎湖因收成不佳，僅能出產少數雜糧，導致存糧不足，得靠臺灣本島供

應。但是當時航運交通並不方便，需仰賴糧商運賑米，但是糧船經過海

面，航行的目的地，權操在糧商手裡，許多是暗中進行私運米糧。由此可

知，商人藉自願承攬賑務，申請運照運輸賑米，卻未按規定銷售到指定地

點，反而將米糧銷售至利潤較好的地方，以澎湖作為「轉運地」，伺機由

123　〈市警察局不眠不休破獲走私集團巨案〉，《臺灣民聲日報》，臺中，1948年9月14日），版2。

124　〈日本漁船載運白米逃走，陸續緝獲走私數億，臺灣貨主孫登貴等被扣〉，《臺灣民聲日報》，臺中，

1948年4月21日，版2。

125　〈某大員走私〉，《民報》，臺北，1947年2月2日，版2。

126　〈吳開先返滬談物價高漲原因〉，《申報》，上海，1948年8月17日，版4。

127　〈某大員走私〉，《民報》，臺北，1947年2月2日，版2。

128　〈糧食部辦理臺灣省澎湖島民食接濟的有關文件（1946年8-10月）〉，收於陳雲林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

彙編》，第125冊（北京：九州出版社，2007年），頁348-349；善後救濟總署臺灣分署，《善後救濟總署

臺灣分署業務總報告》（臺北：善後救濟總署臺灣分署，1947年），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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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走私出境，求得最大的利益。129顯示，商人承辦賑米，無疑的是為獲得

「運照」，「合法」販運米糧，進行「違法」的走私。

另一個案，商人偽造政府核發的運證，利用偽照進行走私。1948年3

月糧食局受理振豐行陳坤來運銷澎湖食米的申請，當時澎湖發生糧荒，人

民紛紛向省府告急，糧商陳坤來在此情況下非常容易得到運照。不久後，

臺南的海關卻發現有一艘名瑞成的機帆船裝著一千包食米將要輸出，附有

糧食局給於振豐行的許可證，連同聯大行的保證切結書。臺南關的人員懷

疑運照的真實性，於是將原運照送澎湖警察所查詢，警察所的回覆信證實

了運證是偽造的。因此，臺南海關展開了查緝工作，首先找聯大行的具保

人，但是聯大行的店舖竟失蹤不見。根據原地址的房東說是臨時有人要求

釘上聯大行招牌，僅二三天就拿下，這個要求釘牌的人之後也不知去向。

然而，申請運銷的振豐行店主陳坤來辯稱不知道此事。顯然，這是一件設

計周密的走私案。130從商人偽造運照的舉動，顯示商人為證明其運糧的合法

性，通行無阻的私運糧食，即是商人利用著國家制度規範，達到制度性的

套利。

而除了利用運照掩護走私貿易之外，商人更與警方勾結。緝私的警方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漏海走私的情況則禁無可禁，鹿港武裝走私是典型的

例子。1948年6月2日，臺中縣鹿港員警所長黃篤海、督察員兼保安隊長孫

才良、行政課員許經倫、經濟督察員陳桂泉等人，勾結米商郭萍，串謀利

用運米商船走私食米。在進行走私時，被不同轄區警員鄭振賢在粘厝附近

發現，當場將走私食米全部扣押，交給當地居民粘章保管。6月3日深夜，

保安隊長孫才良竟然率人攜帶武器，威脅粘章交出扣留食米154包並且劫

走，後更加運200多包食米，合計共400餘包，全部偷運出口。此案經新

129　「為攜白沙鄉公所呈送共成號機航船保証禁絕走私之負責文書一份轉請察核准予省內通航由案」（1947
年7月4日），〈臺澎交通〉，《澎湖縣政府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藏，檔名：A37656000
0A/0036/334-2/1-2/2/006；「為攜馬公鎮公所呈送海成號等船保証絕不走私之負責文書2份轉請察核准予省

內通航由案」（1947年7月5日），〈臺澎交通〉，《澎湖縣政府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藏，

檔名：A376560000A/0036/334-2/1-2/2/005。

130　〈臺糧走私別記〉，《申報》，上海，1948年9月6日，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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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媒體舉發後，臺中縣長襲履端令縣警局長陳鼐調查，然該局調查結果卻

是「查無其事」，後遭記者舉發報導後，警方調查結果遭社會輿論抨擊，

警務處不得不派專員許振庠，會同襲縣長親至鹿港實地調查。調查結果認

為，孫才良等人罪證確鑿，將全部人犯移送臺中地檢處偵查。經臺中地檢

處數次偵訊，9月間一度將嫌犯交保釋放，引起社會譁然、輿論大加撻伐，

檢方不認真查辦之下，監察委員陳嵐 亦來責問案情，民怨四起，後地檢

處公開保證嚴加查辦。131最後於1949年3月宣判，涉案人員各判處有徒刑12

年，褫奪公權10年。132

另外一起案例是，1948年12月5日，前臺中縣第四科長蔡文慶，因其職

務的關係，熟識違法走私門徑。因前涉案鹿港武裝走私事件而離開科長職

務的蔡文慶，與許天助、陳定三等人合作食米走私漏海。133此顯示為了規避

政府的管制，商人勾結緝私的警方，建立合作關係；在緝私軍警的保護傘

下，兩岸走私活動仍頻繁。有鑑於此，省政府下令緝私及有關軍警人員務

須嚴格執法，不得袒護與掩護走私。134從此，禁令的頒發反證出官商合作走

私貿易頻繁活躍，導致米糧偷漏，無法根絕。

如上所述，中央政府對臺灣糧食輸出到國外的態度，與輸出到他省不

同；走私的狀況也一樣。走私至日本或琉球的日船被緝獲後，海關奉中央

政府命令，循外交途徑解決，先處以罰金，後將走私船隻放行；同時外交

部對日船屢次走私一事，向盟軍總部提出交涉，要求防範，嗣後來中國貿

易之日船，如再發現違法走私情事，將依〈懲治走私條例〉從嚴懲處。135至

於臺灣米糧走私至省外被緝獲，中央政府則將米糧扣留並予以充公，公開

131　林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18）1948》（臺北：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年），頁410；
〈臺中縣記者公會通電揭發內幕要求嚴懲〉，《臺灣民聲日報》，臺中，1948年9月11日，版4。

132　〈鹿港武裝走私孫才良等判決各處判刑12年〉，《臺灣民聲日報》，臺中，1949年3月8日，版4。

133　「為蔡文慶等走私食米案送請訊辦由」（1948年12月16日），〈蒲崇欽縱放走私犯蔡文慶脫逃〉，《內政

部警政署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藏，檔號：A301010000C/0037/05751/0032/01/002；〈北斗發

生武裝走私〉，《臺灣民聲日報》，臺中，1948年12月5日，版4；〈蔡文慶等食米走私案〉，《臺灣民聲

日報》，臺中，1949年4月3日，版4。

134　〈省令軍警人員不得掩護走私〉，《臺灣民聲日報》，臺中，1949年4月18日，版4。

135　〈日輪走私層出不窮〉，《申報》，上海，1948年4月19日，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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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賣。136

四、負擔沉重的中國糧食供應

如前所述，省政府雖然隨著禁止私運糧食政策的制定，掌控了臺糧輸

出的核准權；但是，走私的高獲利，仍使許多商人遊走於法律邊緣，私運

米糧出省。同時，隨著國共內戰情勢的窘迫，中國糧食供給困難，臺灣需

擔負沉重的中國糧食供給；中央與省府雙方對於臺糧輸出立場的矛盾，也

因此再度浮出檯面。

依照1947年的生產狀況，臺灣被劃為餘糧省份，需運補調劑中國內地

的缺糧省份，調盈濟虛。137而從1948年臺灣米運補汕頭之事件來看，由於該

年糧荒嚴重，汕頭市糧商集金在臺灣採購食米2萬1千公斤，分裝成350包，

運回潮汕以調劑潮汕縣市民食；但是當糧食運抵汕頭時，潮汕海關卻指其

為「無照」私運出口，而將糧食扣留，予以充公。為此，汕頭市政府向行

政院申訴，表示行政院曾明令「省際間糧食應自由流通」，此次糧運雖未

具有臺灣省政府發給米糧出口運照，依法有不合，但仍有中央糧食部的允

許，並非私運出國；但潮汕海關認為是走私出口，應予沒收充公，於法、

於情、於理均無不恰。汕頭市除電請財政部迅飭稅務司署轉飭潮汕海關准

予補辦手續外，並申請發還食米。138因此，調劑全國糧食的中央糧食部無法

坐視糧荒不斷惡化，必須有所行動，電請財政部轉飭海關，姑念該項糧食

是運回國內接濟糧荒，從輕處罰，准予補行報關，將來發還。139

由此事件可知，在查禁私運糧食的法律規範裡，汕頭市糧商的行為無

異走私；但中央政府卻認為是運返回國，是調劑中國人民的民食，予以寬

136　〈臺灣省糧食流通及購運的有關文件（1948年8月─1949年3月）〉，收於陳雲林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

彙編》，第269冊，頁211。

137　〈關吉玉談糧食〉，《申報》，上海，1948年8月26日，版5。

138　〈臺灣省糧食流通及購運的有關文件（1948年8月─1949年3月）〉，收於陳雲林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

彙編》，第269冊（九州，北京：2007），頁211-212。

139　〈臺灣省糧食流通及購運的有關文件（1948年8月─1949年3月）〉，收於陳雲林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

彙編》，第269冊，頁218-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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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惟汕頭市政府雖有中央糧食部的核准，卻未得到臺灣省政府的米糧出

口運照，其米糧仍不得輸出，也就是說，臺灣省政府是扮演決定糧食是否

「合法」輸出的關鍵角色，亦證明臺灣省政府已掌控臺灣糧食輸出的核准

權。

然而，1948年因中國各地糧荒問題持續惡化，多數產糧區域的地方政

府皆自行頒法令禁止糧食出境，此舉影響中央統籌調劑各省軍糈、民食甚

鉅。因此，行政院於該年8月15日訓令各省市首長，下令各省縣嚴禁發生糧

食之阻運及攔路估買等情事；如地方政府若有類似行為，需嚴格取締，以

利糧政之推行。140儘管如此，臺灣省政府依舊不允許糧食自由流通，亦明

白回覆行政院，「任自由運載出省，必致大量流往國外，『本省係屹立海

中，島嶼東北鄰接素稱缺糧之日本及琉球各地，故對於糧食流通，殊有配

合地理環境，加以管理之必要。』且國內糧源極度短絀，本省人口激增之

際，更不能不通籌有效之管理。」141由此可知，行政院與省政府對於糧食輸

出問題的觀點殊異。行政院基於平衡國內糧食供求，仍要求臺灣將餘糧運

補中國內地，以有餘補不足。省政府為爭奪糧食輸出控制權，仍不斷強調

臺灣地理環境的特殊，堅持如果未管制，將導致臺灣糧食大量輸出國外，

造成因為臺灣糧食供給不平衡而產生的統治危機。

但是，省政府雖然掌握相當可觀的糧食，但用之於臺灣民眾者卻為數

不多，142例如1948年度政府公糧配撥數量，用之於民食者，僅有53萬公頓

（37.9％）；反而投入大量的糧源於軍（眷）糧、公教糧、出口（軍糧）

者，共有9.7萬公頓（62.1％）（參見表6）。由此可知，取於臺灣的糧食，

非用於臺灣民眾，卻是大量運往中國接濟民食，以及作為軍（眷）及公教

140　〈嚴禁阻運糧食〉，《申報》，上海，1948年10月16日，版2。

141　〈臺灣省糧食流通及購運的有關文件（1948年8月─1949年3月）〉，收於陳雲林主編《館藏民國臺灣檔案

彙編》，第269冊，頁233-238。

142　關於戰後初期臺灣米穀生產、人民消費量的關係，可參見陳兆勇，〈土地改革與政權鞏固：戰後臺灣土

地政策變革過程中的國家、地主與農民（1945-1953）〉（臺北：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研究所博士論文，

2011），頁28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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糧。換言之，臺灣必須負擔沉重的中國糧食供應，甚至犧牲臺灣民食的平

糶供給，公糧用於人民的比率甚低。這顯示了省政府與中央政府彼此折

衝，並非為了謀求臺灣民眾的利益，而可說是中央與地方各自壯大資源的

競爭。因此，臺灣民眾承受龐大壓力將剩餘糧擠壓出來，「移出」米糧補

充中國所需，無異是去救「隔岸的火災」。

表6：1948-1949年度政府公糧配撥數量概況 單位：糙米萬公頓

項目 1947年7月至1948年6月 百分比 1948年7月至1949年6月 百分比

軍（眷）糧 1.23  8.8  4.27 23.9

公教糧 3.17 22.6  3.35 18.7

平糶米 5.30 37.9  7.04 39.4

移　出 4.30 30.7  3.22 18.0

合　計 14.00 100 17.88 100

說　　明：移出欄中在糧食局帳上原係以軍糧撥出，實際上是運往中國（外省），在糧食局帳上列

在軍糧，故此處按實際情形，劃出列在移出。

資料來源：黃登忠主編，《臺灣百年糧政資料彙編》，第1編（臺北：臺灣省政府糧食處，1997
年），頁7-20。

如表6所示，臺灣省政府僅禁止民間私運米糧出口，對於中央或其他各

省的糧食需求，臺灣仍供應許多經法定程序申請的糧食，輸至中國內地。

隨著國共內戰的發展，軍糧需求壓力日益增加，1949年7月13日，蔣中正聞

福州糧食粒米未送，遂手諭臺灣省政府陳誠，「雖知臺灣負擔之重，但無

論如何，三日內湊足3,000公頓糧食，送往福州前線、以資軍糧。」143但省

主席陳誠於7月16日覆電，稱臺灣籌糧已盡最大努力，請派員徹查：

本省供應軍糧，依照卯［4月］灰［10日］上海糧食會議決

定，自4月起，按15萬人撥發，自上海撤退後，已增至34萬人，

143　「手諭限三日內湊足三千頓糧食送到福州」（1949年7月13日），收於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

蔣中正先生往來函電》，下冊（臺北：國史館，2007年），頁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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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中自然有虛報者）所需軍糧，均經照數墊撥，計4、5、6三個

月，除15萬人外，加墊撥超額米9,473頓，計自職接省政迄今，中

央對於糧款，並未發分文，閩省軍民，糧食不敷，經朱主席［紹

良］派員洽商，已盡力予以協濟，先於辰［5］月儉［28］日運濟

300頓，辰式［31日］200頓，已［6月］寒［14日］300頓，午［7

月］佳［9日］100頓，並預定再運廈門300頓，迭次撥濟，事事俱

在。現新稻雖先後登場，新賦尚未啟徵，公家毫無存糧，公教食

米，延欠撥放，目前糧食，實為極端困難之時期，正派員赴緬購

米，運省接濟。鈞電所示限期，決無法辦到。至自保自足，此為封

建觀念，革命者決不應有，而本省亦斷無此事。以墊發中央軍公經

費，及事業費而論，照指數推論，已達新臺幣1億7千6百餘萬元，

合新臺幣發行總額百分之九十。此非但足徵本省對中央已盡最大的

努力，且長此以往，而臺省勢必非至奔潰不可，恐非鈞座之願望

也。總之，閩省需糧，當與朱主席商洽，盡量接濟，以副鈞望。但

對於臺省軍糧，擬請派員切實調查考核，以明是非，並究責任。144

誠如文獻所示，中央政府將臺灣視為糧食補給的角色，但在決策過程

中，臺灣民眾的利益與期望仍未受到正視，反而被要求負擔沉重的中國軍

糧供給。省政府千方百計徵集的糧食，是運往中國，而非留在省內由民眾

自用。此情況日益增多，如骨牌效應般，對臺灣糧食供需造成嚴重打擊。

但是隨著國民黨政府在國共內戰遭到嚴重挫敗之際，臺灣仍持續被要求供

應軍糧。當時省府不僅已代墊大量糧款，糧食更皆已運往中國，造成省府

背負龐大債款；而許多中國人民亦陸續撤退到臺灣，若持續將臺灣糧食輸

出，糧食供給將趨向枯竭，造成民心離反。由此可知，隨著中國大陸情勢

急速惡化，臺灣省主席陳誠無法坐視事態不斷惡化，需先考量臺灣的糧食

144　「電覆臺灣籌糧籌款已盡最大努力請派員徹查」（1949年7月16日），收於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

──與蔣中正先生往來函電》，下冊，頁736-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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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情況。如同1949年陳誠在力排眾議，以行政裁量的方式，強力推行入

境管制，防堵逃難潮，穩定臺灣局勢為優先。145因此，在現實的考量下，鞏

固臺灣內部的內定為其第一要務，陳誠才斷然拒絕中央政府輸運軍糧的要

求。

伍、結論

戰後，為了確保臺灣糧食的穩定供應，行政長官公署針對糧食施行管

制，當中可分為「島內糧食資源掌控」及「糧食輸出管制」兩種措施。關

於前者，行政長官公署延續了日治末期的「總徵收總配給」制度，但由於

國家權力未能滲透既有的糧食體制，導致徵糧體系無法有效運作，也使米

荒問題持續惡化。筆者進一步探討人民為何不願意配合此項政策，結果發

現，「總徵收總配給」制度並不同於以往，國家只配給糧食給公教人員，

加上黑市價格與收購價差距頗大，造成農民繳納糧食的意願低落。既然

「收購」無法確保數額，配給亦將無以為繼，行政長官公署自然很想廢除

此項制度，因此之後利用民調結果，建構出取消糧食統制的正當性，藉機

取消了此項制度，並減輕在之後糧荒問題上的政治責任。

取消米穀統制，使得米價一度下跌，但不久又開始上漲，糧食問題並

未因此解決。行政長官公署為把持現有存糧，下令各縣「封存」各地農倉

稻穀，並且玩弄兩面手法，一手利用軍事武力控制糧源，一手透過媒體向

人民宣傳外米即將來援，而不從根本解決問題。政府僅作挖東牆補西牆之

措施，以文攻武嚇逼地主供出糧食，再以封存的米糧出售民眾，拉攏消費

地的民眾，但卻一再拖延償還農民繳納米的徵購款，造成農民生計嚴重損

失。

至於戰後初期糧食輸出問題，過去研究大多侷限在「臺灣內部」討

145　林桶法，《1949大撤退》（臺北：聯經出版社，2008年），頁376-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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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筆者則站在中國戰後整體問題之視角進行討論，認為戰後臺灣糧食問

題不僅是臺灣內部的問題，更是牽連整個中國糧食的供需關係。由於中央

與地方政府在貿易管制政策上存在結構性的矛盾，因而對走私行為的界定

有不同看法，形成了法律規範的模糊地帶，反而有利於兩岸走私。為此，

省政府透過〈查禁私運糧食出省辦法〉重新掌握糧食輸出決定權，排除中

央政府干預。而面對國家管制米糧日趨嚴格之際，商人仍利用「合法」運

照進行「非法」走私貿易，或者勾結警方掩護走私貿易。走私運至內地仍

獲利頗豐，成為了冒險家致富的捷徑。

更重要的是，省政府雖然掌握臺灣糧食資源，卻是大量「移出」至中

國，以及作為軍（眷）及公教糧，而非留在臺灣供民自用，顯示了政府接

管臺灣之後，臺灣成為統治者不斷榨取糧食資源的對象。就此而言，統治

者以國家立場為出發，頻頻取用臺灣糧源以保障中國的軍糧民食，卻未

有相對的付出，不僅沒有考量臺灣民眾糧食供給是否充足，甚至掠奪民

眾保有的糧食。隨著國共內戰情勢的惡化，國民黨政府陸續失守中國大陸

據點，加上臺灣已不勘負荷此種供需型態，陳誠就在此般險峻的經濟情勢

下，斷然拒絕再補給中國軍糧之命令，以穩定臺灣局勢為其第一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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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戰後初期米價與物價比較 單位：公斤/臺幣元

時間 零售物價指數 蓬萊白米物價指數 米價指數占物價指數％ 蓬萊白米價格

1946年1月 4,849.0 5,559.3 114.65 11.12
1946年2月 6,014.0 10,784.3 179.32 21.57
1946年3月 7,413.0 14,834.3 200.10 29.67
1946年4月 8,469.0 13,751.0 162.36 27.50
1946年5月 9,695.0 17,459.3 180.08 34.92
1946年6月 9,872.0 12,500.0 126.62 25.00
1946年7月 10,402.2 10,803.3 103.90 21.62
1946年8月 10,725.2 12,691.7 118.34 25.38
1946年9月 10,279.0 9,558.3 92.99 19.12
1946年10月 10,801.7 12,166.7 112.64 24.33
1946年11月 11,047.8 12,083.3 109.37 24.17
1946年12月 12,066.2 14,975.0 124.11 29.95
1947年1月 14,800.9 16,108.3 108.83 32.22
1947年2月 23,871.0 26,841.7 112.44 53.66
1947年3月 29,371.4 38,750.0 131.93 77.55
1947年4月 28,977.4 45,275.0 156.24 90.55
1947年5月 31,249.2 40,141.7 128.46 80.28
1947年6月 33,512.2 39,441.7 117.69 78.88
1947年7月 36,182.2 34,441.7 95.19 68.88
1947年8月 39,448.0 35,141.7 89.08 70.28
1947年9月 45,842.2 35,975.0 78.51 71.95
1947年10月 65.158.7 36,391.7 55.85 72.78
1947年11月 80,831.5 40,833.3 50.52 81.67
1947年12月 89,921.9 47,775.5 53.13 95.55
1948年1月 97,486.8 47,775.5 49.01 95
1948年2月 114,094.1 60,833.3 53.32 122
1948年3月 133,515.8 81,666.7 61.17 163
1948年4月 141,532.0 100,833.3 71.24 202
1948年5月 144,138.5 84,166.7 58.39 168
1948年6月 148,665.3 79,166.7 53.25 158
1948年7月 184,618.0 98,333.3 53.26 197
1948年8月 228,354.6 102,500.0 44.89 205
1948年9月 275,830.6 113,333.3 41.09 227
1948年10月 607,269.3 349,166.7 57.50 698
1948年11月 1,214,402.8 527,500.0 43.44 1,055
1948年12月 1,112,683.1 577,500.0 51.90 1,155
1949年1月 1,546,402.1 1,114,166.7 72.05 2,228
1949年2月 2,261,448.3 2,333,333.3 103.18 4,667
1949年3月 3,019,630.7 2,805,833.3 92.92 5,612
1949年4月 4,599,461.1 3,944,166.7 85.75 7,888
1949年5月 10,190,565.6 9,360,833.3 91.86 18,722

說　　明：指數基期1937年上半年100
資料來源：黃登中主編，《臺灣百年糧政資料彙編》，第1編，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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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od Control in Early Post-war Period Taiwan (1945-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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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food control in post-war Taiwan by 

discuss four topic that related to food control, in order to appropriately and 

comprehensively to recognize this issue. The four topics are as follows. First, 

why the Japanese total procurement total ration system could not function in 

early post-war period? Second, what kind of strategy did the governor use to 

re-control food resources in Taiwan? Third, how did the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or's Office compromise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n the policy of food 

exportation? Fourth, regarding to restricting private food exportation, how did 

smugglers deal with this policy?

The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or’s Office proclaimed “Provisional Act 

of Food Control in Taiwan Province” on Oct., 31th. 1945. Although the policy 

inherited the idea from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s total procurement total 

ration system, it was only directed against civil service. The common people 

followed the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or’s Office’s fixed price and purchased 

grain from authorized retailers. Th e fixed price was far lower than black market, 

so that peasants refused to supply grain crop to the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or’s 

Office. The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or’s Office lost the control of food suppl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the Office made a poll to legitimize canceling food 

control policy. On Jan., 11th, 1946, the Office canceled “Provisional Act of Food 

Control in Taiwan Province”, and sealed county barns for “safekeeping”. Then 

the Office forced landlords to hand in grain crops, and sold crops in barn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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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people, in order to please them and to quell ang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Office repeatedly postponed the payment of purchasing grain crops from 

peasant, and that made peasant’s life became very harsh.

In terms of food exportation control,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provincial 

government held opposite viewpoint on it, and had different definition on 

smuggle activities. Therefore, the different opinions on smuggle led to a grey 

area, which was contrarily beneficial to smuggle. For this purpose,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set up new control policy, excluded the interference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and had the final say to food exportation again. Confronting to strict 

food control policy, the merchants utilized legal licenses or collaborated with 

police to cover illegal exportation. Thus, the merchants still made a fortune from 

smuggle. For those speculators, it became a short cut to become rich.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ough the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or’s Office 

controlled food resources in Taiwan, the resources were not for Taiwan Province, 

but for troops in China. For that matter, this study has an idea that the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or’s Office did not concern about food supply to Taiwanese 

people, they exploited food resource from Taiwan, and transferred them to troops 

in China. 

Keywords: food control,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or’s Office,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smu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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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稿從對外關係的視野關注戰後初期臺灣同時歷經脫離殖民地化與強

化中國大陸經濟往來之下，與日本和中國大陸間的經濟關係，瞭解其如何

在戰後東亞政經版圖重構與國家權力的介入進行調整。

戰後初期在臺的日本企業著眼於中國方面欠缺人材，希望透過中日合

作的技術或資金入股的合資保有本身的利益。最終國民政府並未採行日本

企業的意見，對日本在華資產採行收歸國有之政策，但日資企業仍透過各

種外交管道欲取回外地資產。至1952年中日和約簽訂後，仍有不少民間資

本家向兩岸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歸還日本民間企業資產

的請求。

臺灣從日本的殖民地轉為中國的一省後，在未能保有經濟決策的自主

性下，對日的正式經貿係於國民政府的體制下運行。在戰後的轉換期間，

臺日間的貿易往來則存在「正式」與「非正式」兩條途徑，有限度地互相

提供兩地的物資需求。臺日間的非正式走私體系，應可視為去殖民地化所

殘存的帝國流通結構，但仍反應出臺日間存在物資供需的互補關係。此一

狀態要至1950年臺日貿易重開後，兩地間於戰前建構的商貿網絡才獲得延

續。

至於在看待戰後初期臺灣與中國大陸經濟往來中的人流與物流時，或

可以超越政治疆域為版圖的思維模式剖析。從事對外貿易的臺灣商人因戰

後在對日關係幾近中斷，活動重心多轉往中國大陸；但在此之中，部分臺

灣商人係伴在日本對華侵略下進入中國大陸從事商貿活動，憑藉著戰前締

建的基礎從事兩岸貿易。

臺灣與中國大陸間資材流動的現象，不僅凸顯出華南地域圈的產業交

流存在戰前、戰後之延續，臺灣與中國大陸整體更存在產業發展差異的互

補性。亦即，戰後初期臺灣與中國大陸間的對外關係中的產業流動與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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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部分定置在戰前日本對外擴張過程中的人員與資材流動，並非直觀

地認定為全新的開始，而是存在戰前日本軍事侵略的延續性。由此可見，

欲理解戰後初期臺灣與中國大陸的經濟關係，不應一刀兩斷地以戰後作為

全新的起點，需關注戰前臺灣與中國大陸交流是否具有延續色彩。

關鍵字：對外關係、日本、中國大陸、對日和約、資源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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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45年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同年10月25日國民政府接收臺灣

後，促使臺灣經濟的對外聯繫出現變化。回顧日治時期推動的各項資本主

義化建設，不僅促使臺灣的基礎建設得以完備，尚建立近代工業的雛形。

綜觀同時期臺灣資本家的經濟活動，主要部門多由日本人控制，臺灣人僅

能作為近代化事業的資金動員者。2在此情形下，臺灣人資本有以組合團體

等組織為中心，進行地域性事業經營；3抑或在帝國圈內從事流通事業，從

事商業資本的積累。4

從對外關係的角度來看，戰前、戰後臺灣經濟的最大轉變為脫離日本

經濟圈，轉與中國經濟圈相連結。此一型態要至1949年底中華民國政府

因國共內戰敗退來臺後告終。從臺灣資本主義的發展歷程俯視戰後初期的

臺灣經濟，因政權更迭促使對外經貿主體的轉變，導致生產事業的原料調

度，乃至資本家的經濟活動均出現調整。在此過程中，政府經由國家權力

的介入，試圖重整戰後臺灣對外的經濟秩序與兩岸間的資源調配，資本家

的經濟活動亦在大環境的改變下將活動地域轉向中國大陸。

過去對戰後史的認知，多從社會、文化層面提及政府透過國家權力執

行去日本化政策；5從經濟史的角度著手的研究多著重在日產接收部分，欠

1 本文第參節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美援下的日臺經濟交流（1950-1965）」（NSC 102-2410-H-010-018-）中

的部分研究成果，第肆節為「臺灣經濟構造的轉換（1931-1949）」（NSC 102-2410-H-602-001-）與檔案管理

局「合作金庫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檔案專題選輯委外加值研究編輯案」（101313）。本文第肆節並曾先後2013年
12月21-22日於中國廣東省中山大學珠海校區舉辦之「產業與區域發展國際研討會暨經濟歷史研究學術論壇--經
濟轉型的歷史經驗：探索、求變、創新、發展」以「試論戰後初期海峽兩岸的經濟構造（1945-1949）」為題

報告，並獲國科會專專題研究計畫「臺灣經濟構造的轉換（1931-1949）」（NSC 102-2410-H-602-001-）出席

國際學術會議補助。2014年10月11-12日，在中國河南省河南大學召開之中國經濟史年會暨＂經濟轉型與社會

經濟持續發展＂學術研討會中，以「戰後初期臺灣與大陸的貿易關係（1945-1949）」為題進行報告。

2　矢內原忠雄著，林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北：財團法人吳三連臺灣史料基金會，2004
年），頁60-62。

3　林蘭芳，〈日治時期產業組合與臺灣農村〉，李力庸、張素玢、陳鴻圖、林蘭芳編，《新眼光：臺灣史研究

面面觀》，（臺北：稻鄉出版社，2013年），頁381-384。

4　籠谷直人，《アジア國際通商秩序と近代日本》（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0年），頁415-417。

5　何義麟，《跨越國境線──近代臺灣去殖民地化之歷程》（臺北：稻鄉出版社，2005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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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從戰敗國企業的角度進行討論。究竟自日本投降後至接收敵產方針確立

前，戰前曾在臺投資的日本事業面對1945年日本宣布敗戰，如何看待戰後

臺灣經濟與試圖保有殖民地資產。其次，戰後初期臺灣經濟脫離與日本的

殖民地從屬關係後，臺灣商人如何在國民政府的體制下前往日本從事商貿

活動。這些臺灣商人固然著眼於終戰前建構的臺日間物資供需體系，其經

歷又是否具備戰前的延續性？經營成效又如何？復次，臺日經貿除了官方

網絡的正式途徑外，又是如何經由非正式的走私途徑進行物資交流？

另一方面，一般人常容易誤解為海峽兩岸的資本與商貿交流是以戰後

為起點；實際上，戰後初期臺灣與中國大陸間的部分人流與物流，可定置

在近代日本向中國擴張的延長線探討。稍詳言之，戰前臺灣人即在日本向

中國擴張的羽翼下前往中國大陸與滿洲國進行事業經營；6日本敗戰後，臺

灣商人轉以本國國民的身份在中國大陸持續從事商貿活動。

戰後資源委員會接收臺灣重點事業後，曾將臺灣的糖業設備移往中國

大陸設廠；作為地方金融中樞的合作金庫，亦規劃運用臺灣本地的資金與

中國大陸的資材，推動臺灣較為薄弱的棉紡織業。但從歷史的縱深觀之，

日本在中日戰爭爆發後曾動員臺灣製糖業之人力、資材移往華南。在戰前

日本與戰後國民政府均曾對臺灣與中國大陸間的資材流通執行過類似的政

策下，針對兩岸間人員與資源流動議題，或可嘗試以跳脫政權更迭為界線

的框架進行剖析。

迄今為止對戰後初期臺灣經濟的研究論著，早期有劉進慶以戰前日本

的獨佔性資本轉換為國家資本的觀點進行剖析，7或是吳聰敏以量化研究的

方式探討惡性通貨膨脹的成因。8近年來，亦有針對臺灣電力公司、9臺灣省

6　許雪姬，〈1937-1947年在上海的臺灣人〉，《臺灣學研究》，第13期（2012年），頁1-32。許雪姬、黃子

寧、林丁國訪問、藍瑩如、林丁國、黃子寧、鄭鳳凰、許雪姬、張英明記錄，《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國的

生活經驗》（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年）。

7　劉進慶著，王宏仁、林繼文、李明峻譯，《臺灣戰後經濟分析》（臺北：人間出版社，1992年）。

8　吳聰敏，〈1945-1950年國民政府對臺灣的經濟政策〉，《經濟論文叢刊》，第25卷第4期（1997年），頁521-
554。

9　林蘭芳，〈戰後初期資源委員會對臺電之接收（1945~1952）──以技術與人才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集刊》，第79期（2013年），頁8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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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金庫10等公營事業進行討論。基本上，上述研究係著重以臺灣島內為中

心進行的討論。在對外層面的論著中，林滿紅與薛月順對戰後初期臺灣與

中國大陸的經濟交流，著重探討貿易局與公營事業對大陸出口的角色，以

及臺灣經濟如何受到兩岸匯兌造成的惡性通貨膨脹；11但或可進一步對遊走

於兩岸間的臺灣資本家與公營資本設備的移動進行考察。

日本學者堀和生提出的東亞資本主義論，試圖從統計數字論證戰後臺

灣與韓國從殖民地經濟轉向冷戰經濟圈之過程，並強調日本在東亞經濟扮

演的角色。12但戰後初期臺灣因轉換期時間過短，並無法以年度統計資料凸

顯出臺灣對外經貿關係的巨變。固然近現代臺灣經濟的運行深受周邊地域

的影響，但欲理解此一時期臺灣的對外關係對資本積累帶來怎樣的影響，

仍有待更多實證性的研究解明。

本文在考察時間的起迄上，將以1945年8月15日日本敗戰為起點，直到

1950年為止。選擇1950年為討論下限的原因，在於1949年底中華民國政府

因國共內戰敗退來臺後，促使臺灣自1950年成為獨立經濟個體，再加上同

年美援的重啟與與對日貿易的重開，促使臺灣的對外經濟進入與美國與日

本較為緊密的階段。在此之下，戰後初期臺灣經濟的對外關係有別與終戰

前依附日本經濟圈與1950年代起以美日經濟為首的交流型態。

基於以上的理解，本稿將從對外關係的視野關注戰後初期臺灣同時歷

經脫殖民地化與強化中國大陸經濟往來的人流與物流，瞭解其如何在戰後

東亞政經版圖重構與國家權力的介入進行調整。最後，再從近代臺灣資本

主義的發展歷程評價此段時期臺灣經濟的對外關係。

10　洪紹洋，〈臺灣基層金融體制的型構：從臺灣產業組合聯合會到合作金庫（1942-1949）〉，《臺灣史研

究》，第20卷第4期（2013年），頁99-134。

11　林滿紅，《臺灣海峽兩岸經濟交流史》（東京：社團法人交流協會，1997年），頁41-45。薛月順，〈陳儀主

政下「臺灣省貿易局」的興衰〉，《國史館學術集刊》，第6期（2005年），頁193-223。

12　堀和生編，《東アジア資本主義史論〈1〉形成・構造・展開》（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9年），頁

30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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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戰後初期臺灣經濟的外向關係──資本家與國家權力

戰後初期臺灣的商品進出口對象係以中國大陸的國內貿易為主，與日

本的貿易規模較小。如表1所示，1949年因中華民國政府在國共內戰敗退的

緣故，當年度臺灣對各地域的進出口數值，並未在官方統計中載明。1950

年臺日貿易重啟後，日本成為臺灣對外貿易中最重要的國家之一。經由統

計數字的解讀，固然能突顯臺灣與中國大陸之間活絡的經貿關係，但伴隨

國內貿易往來下的人流與物流關係，並無法從數字中窺見。又，臺灣在去

殖民地後與日本的經貿往來，還存在統計資料無法呈現的走私現象。

表1：戰後初期臺灣進出口總值（1945-1950）

時間
出口金額 進口金額

合計 中國大陸 日本 其他國家 合計 中國大陸 日本 其他國家

1946
2,481,865
（100.00）

2,308,703
（93.02）

-
173,162
（6.93）

1,085,247
（100.00）

1,046,698
（96.45）

-
38,549
（3.55）

1947
36,144,398
（100.00）

33,441,587
（92.52）

1,111,781
（3.08）

1,591,030
（4.40）

23,497,120
（100.00）

20,738,245
（88.26）

187,571
（0.80）

2,571,304
（10.94）

1948
226,268,155
（100.00）

187,120,253
（82.70）

18,090,933
（8.00）

21,056,969
（9.30）

187,513,025
（100.00）

170,761,975
（91.70）

193,671
（0.10）

16,557,379
（8.83）

1949
240,917

（100.00）
… … …

186,828
（100.00）

… … …

1950
599,011

（100.00）
216,511

（36.14）
382,500
（63.86）

793,953
（100.00）

253,192
（31.89）

540,761
（68.11）

註：（1） 1948年以前為舊臺幣千元，1949年以後為新臺幣千元。（2）本表為一般進出口貿易金

額，未包含美援。（3）1949年對各地區貿易資料，未能尋獲。（4）括號內單位為對外

貿易中的百分比（%）

資料來源： 臺灣省政府主計處編，《臺灣貿易53年表（1896-1948）》（臺北：臺灣省政府主計

處編，出版時間不詳）；行政院主計處編，《中華民國統計提要（1955）》（臺北：

行政院主計處編，時間不詳）；財政部編，《財政金融資料輯要》（臺北：財政部，

1952年）。轉引自袁穎生，《光復前後的臺灣經濟》（臺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年），頁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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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戰後臺灣對日本與中國大陸的經貿往來型態，或可從國家權力與

外向型資本家的經濟活動進行理解。最初臺灣省行政長官陳儀曾規劃以統

制經濟的理念，由臺灣省貿易局全數支配臺灣與中國大陸的貿易往來，但

因執行存在困難下，給予外向型民間資本家的活動空間。13其次，海峽兩岸

間因存在產業發展的差異，尚出現中央主管機關或臺灣的公營事業規劃將

資材運往彼岸興辦事業之現象。

在臺日經濟上，戰前在臺從事資本積累的日本資本，戰後初期向國民

政府提出的日華合作未獲回應後，轉而向國際爭取在外資產返還；曾具有

臺灣經驗的日本人官僚與資本家，亦在遣返後籌劃參與臺日貿易。此外，

1947年政府在全中國為框架下開放臺灣商人赴日貿易，在屬性上有別於

1950年9月臺日貿易簽署後的臺日貿易重啟。當時臺灣在戰前主要支配臺日

物資流通的財閥資本消失後，理應提供臺灣人參與對日貿易的極佳契機；

但政府對商人赴日貿易採取限制名額的政策，又加上當時日本經濟由盟軍

總部管轄與日本國內物資欠缺等背景，成為臺灣商人赴日貿易的不利要

素。

從資源取得的角度來看，戰前臺灣諸多民生物資與工業製品均仰賴日

本供應；戰後因臺日間的物資供應鏈瓦解後，物資多轉由中國大陸提供。

眾所皆知，戰後臺灣的民間資本參與工業部門投資要至1950年代後才逐漸

熱絡，之前多以從事商業資本積累。臺灣在對外經濟轉向中國大陸時，提

供諸多從事商業經營的臺灣商人機會。但過去對早期臺灣資本家參與經濟

活動進行的考察，主要著重在來自上海的資本家，或是對1970年代的企業

集團進行考察，以了解臺灣中小企業發展之歷史；14既有研究處理著重在民

間資本轉入工業資本階段，較少關注其如何在戰後轉換期從事商業資本的

積累。究竟有別於從事臺灣島內物資流通經營，當時以中國大陸和日本為

13　薛月順，〈陳儀主政下「臺灣省貿易局」的興衰〉，《國史館學術集刊》，第6期（2005年），頁193-223。

14　謝國興，〈1949年前後來臺的上海商人〉，《臺灣史研究》，第15卷第1期（2008年），頁131-172。瞿宛

文，〈臺灣戰後工業化是殖民時期的延續嗎？──兼論戰後第一代企業家的起源〉，《臺灣史研究》，第17
卷第2期（2010年），頁3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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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事業經營場域的外向型資本家，其經濟活動是否與戰前的經歷具有延

續性？對其往後的資本積累帶來怎樣的影響？

除了國家權力與資本家的角色外，尚可從華南、全中國、東亞三個層

次理解臺灣經濟的對外關係。首先，戰前隸屬日本殖民地的臺灣總督府曾

積極推動的「南支南洋政策」，即凸顯出臺灣與華南間在社會經濟層面具

有密切的連結。151937年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在佔領華南後，與臺灣之間

的經濟關係獲得更顯著的進展。戰後臺灣劃入國民政府的版圖後，與華南

經濟的交流係以存在距離較近的區位優勢作為出發。

至於臺灣從1895年起近半世紀接受日本殖民統治，與近代中國經濟相

較呈現不同的發展樣態。戰後臺灣併入國民政府的領土後，與中國大陸存

在產業發展的差距。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兩岸間除能供應物產交流

外，尚出現將資本財設備移轉到對岸的計畫。

戰後在東亞政治疆界的重構下，臺灣在未具自主性的決策下限縮與日

本間的經濟交流，對臺灣經濟重建的的資源取得呈現不利局勢。但若對戰

後日本經濟有所瞭解，可知當時由盟軍總部管理的日本亦處於物資限縮的

背景，未必有餘力供應臺灣所需。若能釐清戰後初期臺灣與日本、中國大

陸間的人員與資源流動，更能凸顯出戰後東亞經濟重整下完整的過程。

參、臺日經濟的摸索與調整

一、在臺灣的日本企業如何看終戰後的在臺資本？

戰後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對戰敗國日本提出以德報怨政策，放棄資金

上的求償。此一緣由，係為國民政府依循1945年7月26日由中、美、英三國

共同發表的「波茨坦宣言」，決議以實物代替金錢上的求償，作為對敗戰

15　鍾淑敏，〈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臺大歷史學報》，第34期（2004
年），頁14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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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懲罰。16基於上述的立場，國民政府對日本放棄金錢的求償，但對其在

華與殖民地臺灣的事業與資產，則採行接收的沒入性政策。究竟從日本敗

戰後至接收敵產方針確立前，戰前曾在臺投資的日本事業面對1945年日本

宣布敗戰時，如何看待戰後臺灣經濟與試圖保有殖民地資產。

在日本外務省的檔案中，記載1945年9月國民政府尚未正式接收臺灣

前，部分日資企業即提出欲與國民政府合資經辦各項事業，以維繫在臺之

投資。這些日本企業的立論，除為保有殖民地時期資產外，亦認為國民政

府欠缺接手經辦各項投資事業之專業能力。

作為臺灣金融中樞的株式會社臺灣銀行認為，戰時臺灣的金融與通貨

體系得以安定的基礎，應歸功於臺灣與日本內地的金融體系相連結。就戰

後的經營型態上，日本政府與皇室願將全數持股讓與中國政府，再加上部

分日本人資本願意轉讓者，臺灣銀行將可遵循中國法律變更為中日合資企

業；改組成立的臺灣銀行，除延續戰前既有的發行貨幣業務外，尚可從事

一般銀行業務。17

其次，戰前日本資本家曾在臺建立龐大的製糖事業，促使臺灣產製的

砂糖不僅能滿足日本國內需求，尚有餘力銷售至歐美等地。日本糖業聯合

會會長山田貞雄在日本敗戰後向外務省提出的陳情書指出，臺日間的供需

關係既已形成，戰後日方可採技術與資金入股的方式與中國政府合資經

營。如此一來，不但可解決中國糖業欠缺技術人才的困境，獲利亦能挹注

國民政府的財政收入。18

總公司設置於日本國內的日本樟腦株式會社，指出日本內地雖已朝向

合成樟腦發展，且設有日本樟腦化學工業株式會社。但日本樟腦株式會社

16　吳淑鳳，〈抗戰勝利前後國民政府處置日本態度的轉變〉，《國史館館刊》，第38期（2013年），頁43-
66。

17　「臺灣銀行」，〈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台湾ニ於ケル会社現状概要〉，《外務省記録》，東京：外交史料館

藏，登錄號：E-2-2-1-3_22_001，（アジア歴史資料センターに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8061272000）。

18　「陳情書」（1945年9月），〈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台湾ニ於ケル会社現状概要〉，《外務省記録》，東

京：外交史料館藏，登錄號：E-2-2-1-3_22_001，（アジア歴史資料センターに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

B080612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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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前已在臺投入大量資金與從事樟樹種植計劃，戰後若日本樟腦與臺灣樟

腦在國際市場上相競爭，將會使中日兩國以外的商人得利。在此前提下，

在臺的粗製樟腦可由兩國平等享有，共同拓展國際市場；至於臺灣支店的

經營，擬以中日合辦的方式，進行精製樟腦的製造、臺灣島內的販賣與出

口、粗製樟腦的委託販賣。在出口數量、價格與出口地等營運事務，可由

兩國政府共同協定，以爭取國際商機。19

經由上述的討論，日本方面的著力點在於中國方面欠缺人才，寄望透

過技術或資金入股的合資保有本身的利益。雖言最終國民政府對日本在華

資產採行收歸國有或出售之政策，但日資企業仍透過各種外交管道欲取回

外地資產。至1951年舊金山和約簽訂前，仍有不少民間資本家向兩岸的中

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歸還日本民間企業資產的請求。

稍詳言之，1951年2月3日日本海外事業戰後處理協議會會長藤山愛一

郎，向駐聯合國美國代表John Foster Dulles遞交要求歸還海外資產的陳情

書。藤山愛一郎指出，戰前日本在殖民地與佔領地企業資產的性質，多數

為非軍事性的和平產業。倘若將海外資產能夠歸還日本資本家，日本將能

肩負東亞經濟的重建工作。其次，從國際法的慣例來看，第一次世界大戰

敗戰國德國也未受到此項懲罰；是故，陳情書要求舊金山和約不應沒收日

本在外資產。20

另一方面，該組織所屬的臺灣事業者會指陳，國民政府接收日產企業

後無法發揮應有的產出與效率。從戰後國民政府留用日本籍技術人員的現

象，顯現出國府當局欠缺事業經營的能力；該組織甚至提出，臺灣甚有民

眾期望日本資本家返臺接手經營原有事業之說辭。基於上述的理由，日本

19　「會社事業概要調查事項」（1945年9月20日），〈本邦会社関係雑件/台湾ニ於ケル会社現状概要〉，《外

務省記録》，東京：外交史料館藏，登錄號：E-2-2-1-3_22_001，（アジア歴史資料センターにレファレン

スコード：B08061272000）。

20　〈在外資產返還關係/Petition Respecting Return of Overseas Assets/在外資產の返還についての陳情書ダレスが

對日講話條約準備のために來日した機會に業界代表として、終戰により在外資產賠償が引当として接收さ

れた。現地の經營必ずしも順調ではないので元の所有者への返還願〉，《在華日本紡績同業會資料》，大

阪：大阪大學附屬圖書館藏，號碼：2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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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家認為在臺的事業財產不應被視為日本政府的賠償標的，應歸還日本

企業家經營。21

從事後的角度來看，舊金山和約並未採納日本企業家的意見，又加上

中華民國政府迫於政經現實下未參與舊金山和約的簽署。但1952年4月28

日，臺日以舊金山和約為基礎簽訂的中日和約的第三條中，提出「關於日

本國及其國民在臺灣及澎湖之財產及其對於在臺灣及澎湖之中華民國當局

及居民所做要求（包括債權在內）之處置，及該中華民國當局及居民在日

本國之財產及其對於日本國及日本國國民所作要求（包括債權在內）之處

置，應由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國政府間另商特別處理辦法。本約任何條款

所用『國民』及『居民』等名詞，均包括法人在內」。22

經由中日和約第三條的解讀，似提供曾在臺擁有資產的日本個人或法

人，作為向中華民國政府爭取償還日產的依據。在此之下，1950與1960年

代不斷有日本個人或組織向中華民國政府要求歸還在臺資產之請求。例如

1957年在東京一帶由前高雄州知事赤堀鐵吉發起「高雄同志會」組織，指

出中華民國政府既然已放棄對日賠償，應對日人在臺產業損失加以賠償與

歸還日本人財產。23然而，臺日兩方政府並未就償還日產達成任何協議，政

府對來自日本的陳情案件，似乎均以冷處理的方式處理，未對這些請求進

行各項正面回應。

實際上，透過外交部檔案的解讀，可窺見當時蔣介石總統對此議題的

見解。1953年5月由戰後從臺灣被遣返日本的日本人組織的臺灣同盟，即向

駐日大使館提出要求發還在臺的各項私產，且遞交書信給總統。當時外交

部對此請求的回應為「日本為其前在臺財產向我所做之要求，應屬中日和

21　〈在外資產返還關係/Petition Respecting Return of Overseas Assets/在外資產の返還についての陳情書ダレスが

對日講話條約準備のために來日した機會に業界代表として、終戰により在外資產賠償が引当として接收さ

れた。現地の經營必ずしも順調ではないので元の所有者への返還願。〉，《在華日本紡績同業會資料》，

大阪：大阪大學附屬圖書館藏，號碼：26121。

22　〈中日和平條約全文〉，《日本研究》，第3卷第1號（1952年），頁8。

23　「司法行政部行政調查局情報報告（通報）──東京日人組織高雄同志會」，〈雜卷〉，《外交部檔案》，

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檔號：11-EAP-0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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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第三條所規定由中日兩國間另商特別處理辦法之範圍，在該向特別處理

辦法未經正式提商以前，我自不宜對此作任何明確之表示，以後如有日人

來館籲請，可以『日人在臺私產將依據中日和約之有關規定，予以處理，

中國政府對日向取寬大態度，惟對我國人民在日本軍閥從事侵略期間，

其生命及身體所受之損害，亦不能不予以顧及』等語相答」。此一議案，

最後由時任外交部長的葉公超轉至總統府內，在蔣介石總統批示「不必理

會」下，定調對日本各方的請求均予以冷處理。24

過去對戰後日產的討論，僅侷限對戰勝國中華民國接收日產進行單方

面的討論，並有諸多企業史的案例說明其如何從戰前日資轉變為公營事

業。近來鍾淑敏以日本人引揚後如何爭取在外私有財產返還進行討論，但

討論範圍侷限於日本國內的輿論形成與議論，欠缺對中日和約簽署後我國

政府的看法進行後續討論。25透過本討論，知悉1950年代後半日本人資本仍

欲取回在臺所持有的資本，但從政府的內部公文書中窺見，對於日人在臺

資產返還早於1953年蔣介石總統即以不對外公開的方式定調。

雖言曾在臺居住或投資的日本人索回在臺資產的各項行動最後均無疾

而終，但部分接收日資企業而成的部分公營事業，1950年代起因事業擴展

需購置設備或導入新技術下，重新建構由日本提供生產技術與資材的依存

關係，並延續到1960年代的日圓貸款，形成戰後臺日經濟交流關係中的一

翼。26另一方面，諸多戰前在臺日本企業在要求資產返還的同時，重新集結

日本國內的資產與人脈重新設立會社；但此一部份不屬於本文討論重心，

未來於別稿另行討論。

二、臺日間的通商關係──正式與非正式體系

24　「謹擬司長接見日本「臺灣同盟」代表田中泰作之談話參考資料」，〈日本留臺財產請求償還〉，《外交部

檔案》，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檔號：11-EAP-02373。

25　鍾淑敏，〈戰後日本臺灣協會的重建〉，許雪姬編，《臺灣歷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臺北：中央研究院臺

灣史研究所，2015年），頁69-121。

26　洪紹洋，〈中日合作策進會對臺灣經建計劃之促進與發展（1957-1972）〉，《臺灣文獻》，第63卷第3期
（2010年），頁9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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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年9月22日，盟軍總司令部以指令第三號，對日本的貿易進行全面

性管理。值得注意的是，戰後臺灣、朝鮮、樺太等地區不再屬於日本的領

土，瓦解戰前日本帝國經濟圈的供需結構。27戰後臺灣與日本間的貿易往

來，要至1950年9月由撤退來臺的中華民國政府，以維繫島內所需物資及外

匯來源為考量，與管轄日本的盟軍總部簽署「中日貿易協定」後，臺日間

的貿易往來才告恢復。28

在戰後的轉換期間，臺日間的貿易往來則存在「正式」與「非正式」

兩條途徑，有限度地互相提供兩地的物資需求。其中，正式途徑的臺日貿

易的營運，係由中央信託局所掌控。過去的研究曾記載臺日間最早的正式

交易，始於1947年3月，由占領日本的盟軍總部與國民政府簽約，將臺灣糖

業公司所產25,000噸砂糖銷售至日本，29但未曾論及民間資本家的對日經濟

活動。關於非正式部門的途徑，臺灣與日本間所存在的走私行為，迄今在

海洋史與經濟史的研究中或限於資料取得的困難，也未進行相關討論。

（一）正式貿易下的臺灣商人

欲討論正式途徑下的臺灣商人對日貿易，是在國民政府政權的對日貿

易框架下進行。戰後臺日間的民間貿易，始於1947年8月，盟軍總部同意中

華民國派遣商務代表前往日本進行貿易；為此，中國政府由官民兩方共同

籌組商務代表團赴日。30當時民間貿易的主管單位由經濟部邀集外交部、

財政部、交通部、資源委員會、中央信託局共同指派代表籌組的「對日貿

易指導委員會」。1947年8月13日，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確定民間商務

代表由中華民國商業聯合會及中國全國工業協會就上海、天津、漢口、廣

27　大藏省關稅局，《稅關百年史（下）》（東京：日本關稅協會，1972年），頁216-217。

28　林滿紅，《獵巫、叫魂與認同危機：臺灣定位新論》（臺北：黎明文化出版公司，2008年），頁49-62、83-
98。廖鴻綺，《貿易與政治：台日間的貿易外交（1950-1961）》（臺北：稻鄉出版社，2005年），頁17-
20。沈雲龍編，《尹仲容先生年譜初稿》（臺北：傳記文學社，1988），頁95-97。

29　廖鴻綺，《貿易與政治：臺日間的貿易外交（1950-1961）》（臺北：稻鄉出版社，2005年），頁12-13。

30　廖鴻綺，《貿易與政治：臺日間的貿易外交（1950-1961）》，頁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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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青島、重慶、福州、臺灣、東北九個區協議產生。31

然當時因上述兩組織尚未在臺灣設立分支機構，故經濟部直接指定由

臺北市商業同業公會辦理臺灣區區商務代表的推選。32本研究雖無法從資料

中耙梳臺北市商業同業公會如何遴選出商務代表，僅能從資料獲悉第一批

臺灣區商務代表為謝成源、劉啟光、劉明、紀秋水、殷占魁等五名，分別

代表義裕貿易行、臺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振山實業社、臺陽輪船股份有

限公司、臺灣青果合作社聯合社與臺灣農業會，前往日本進行貿易活動。33

上述五名臺灣代表計劃以臺灣的香蕉為主，再加上砂糖、鳳梨、樟腦等出

口到日本，換取腳踏車、漁繩、漁網、集魚燈、引擎等臺灣尚無力生產的

製品。34究竟最初派往日本的五名臺灣區商務代表，從事對日貿易的情形為

何？又是否具備戰前商貿網絡之延續性？

表2：1947年前往日本從事貿易的臺灣區商務代表

商務代表 所屬公司名稱

劉啟光 臺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劉　明 振山實業社

殷占魁 臺灣青果合作社聯合社、臺灣農業會

謝成源 義裕貿易行

紀秋水 臺陽輪船股份有限公司

資料來源：〈赴日商務代表貿易計劃〉，《資源委員會檔案》，檔號：24-10-001-04，藏於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館。

31　「對日貿易指導委員會第1次會議記錄」（1947年8月13日），〈對日貿易指導委員會會議記錄〉，《資源委

員會檔案》，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檔號：24-10-10-001-02。

32　「對日貿易指導委員會第5次會議記錄」（1947年10月4日），〈對日貿易指導委員會會議記錄〉，《資源委

員會檔案》，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檔號：24-10-10-001-02。

33　廖慶洲編，《臺灣食品界的拓荒者──謝成源》（臺北：金閣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04年），頁50-52。
〈在日省人の顏（3）-謝成源氏〉，《日台通信》，第19號（1952年），版4。

34　〈バナナの香りもほのかに待望の日台貿易──台湾からバイヤー迎へて〉，《全國引揚者新聞》，第1號
（1948年），版2。



118

66卷第3期

1924年畢業於臺北商業學校的謝成源，曾赴日本神戶經商與服務於三

和銀行，之後返臺於家族經營的布匹批發行擔任副總經理，並在東京設立

據點。值得注意的是，謝氏連襟張清港戰前曾任職於三井物產累積經商經

驗後，自行創辦捷榮行發展與日本國內間的商貿關係。1947年謝成源邀請

張清港等人共同創設臺北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謝氏或許即在此裙帶關

係下選為商務代表。1948年謝氏以義裕貿易行的名義前往日本從事貿易事

務，至1950年時謝氏擔任日本華商輸出入同業公會副會長，在日本的華商

圈中嶄露頭角。35

出生於嘉義的劉啟光，戰前曾參與農民運動，之後轉赴中國大陸任職

重慶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上校科員，並晉升為臺灣工作團少將主任。戰後

劉啟光返臺後先被指派為新竹縣長，1946年華南商業銀行改組成立後獲選

為董事長。36

同樣出生於嘉義的劉明，1928年畢業於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應用化學科

後，返臺任職於嘉義金振山商行於瑞芳大粗坑直營的振山金礦部，同時兼

營三貂嶺、暖暖、新店、鶯歌等地之煤礦事業，曾具「礦山王」之稱。37戰

後劉明則任臺灣省石炭調節委員會主任委員、臺灣省礦業會理事等職。38

原籍福建晉江的紀秋水，隨父經商來臺而定居基隆。在事業經營上，

紀氏先於基隆開設經營港灣運送業的吉成商行。1939年後創立臺陽汽船株

式會社、協發木材株式會社、興亞產業株式會社，均擔任社長職務。39但紀

氏的商船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幾乎損失殆盡，直至戰後才重新創組臺陽輪船

35　許雪姬編，林獻堂著，《灌園先生日記（廿二）-1950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年），頁

34。

36　「臺灣當代人物誌資料庫」：elib.infolinker.com.tw/login_whoswho.htm（2014年9月30日點閱）。

37　原幹洲，《南進日本之第──線に起つ：新臺灣之人物》（臺北：拓務評論臺灣支社，1936年），頁109。

38　陳翠蓮，〈戰後臺灣菁英的憧憬與頓挫：延平學院創立始末〉，《臺灣史研究》，第13卷第2期（2006
年），頁123-167；謝聰敏，〈延平學院的朱昭陽與劉明〉（2002年2月），收入「新臺灣新聞周刊」網站：

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bulletinid=46777（2014年9月30日點閱）。

39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頁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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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臺灣輪船公司、互惠運輸公司、臺陽鐵工公司等事業。40

出生於臺南的殷占魁，1923年畢業於日本 木師範學校本部第二部，返

臺後初擔任教職，爾後又任職明治製糖株式會社菁寮原料區委員、菁寮信

用組合專務理事等。41戰後歷任臺糖公司協理兼臺北辦事處主任、臺灣省農

會理事長，領導全農會營運，旋當選為首屆臺灣省參議員、臨時省議會員

等職。42

歸結上述5名臺灣區商務代表的經歷，僅有謝成源曾具備較為豐富的對

日貿易經驗，至於紀秋水戰前亦曾參與航運運輸事業與木材事業等，較少

參與赴日採購物資的經驗。綜言之，謝氏以外的四名商務代表的專才分別

歸屬半山的軍政、礦業、航業、農業經營，戰後或著眼於日本資本不再支

配臺日兩地的流通業，欲跨行參與具備獲利性的臺日貿易。然而，貿易經

營除需瞭解兩地物資供需的差異外，要如何在物資欠缺的日本國內購得物

資，成為當時成功的條件之一。43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中央信託局也在日本統籌中日間的物資貿易，亦

成為民間貿易競爭的對手。44此外，商務代表並無法與盟軍總部直接商談，

需輾轉交由中央信託局經辦，成為貿易無法拓展的最大癥結。45在日的商務

代表凡商品價格或各項問題等均需透過中央信託局代為詢問購料機關，容

易因磋商往返時日而影響商機。46大致上，我方商務代表雖向國民政府提出

40　蔡說麗撰，「紀秋水」條，收錄於《臺灣歷史辭典》，頁599；「臺灣當代人物誌資料庫」：elib.infolinker.
com.tw/login_whoswho.htm（2014年9月30日點閱）。

41　臺灣民報社，《臺灣人士鑑》，頁20；中研院臺史所「臺灣總督府職員錄系統」：who.ith.sinica.edu.tw/
mpView.action（2014年9月30日點閱）。

42　蔡說麗撰，「殷占魁」條，收錄於《臺灣歷史辭典》，頁652；「臺灣當代人物誌資料庫」：elib.infolinker.
com.tw/login_whoswho.htm（2014年9月30日點閱）；臺灣省諮議會「歷屆議員查詢」：www.tpa.gov.tw/big5/
Councilor/Councilor_view.asp?id=571&cid=3&urlID=20（2014年9月30日點閱）。

43　廖慶洲編，《臺灣食品界的拓荒者-謝成源》（臺北：金閣企管顧問股份有限公司，2004年），頁54-56。

44　林滿紅，〈臺湾の対日貿易における政府と商人の關係（1950-1961年）〉，《アジア文化交流研究》，第4
號（2009年），頁509-533。

45　「資日購字第40號，事由：呈報以後中日貿易原則與辦法」（1948年4月23日），〈專員陳紹琳函稿〉，

《資源委員會檔案》，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檔號：24-10-10-001-05。

46　「經發第2926號，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用籤」，〈吳半農函稿〉，《資源委員會檔案》，臺北：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檔號：24-10-10-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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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計劃，然日本物資係由盟總所管理，又加上商務代表需以中央信託局

作為中介，並不易在日本購得所需物資。

上述5人取得臺灣區商務代表資格後，僅有謝成源1人積極在日活動，

其餘4人均委託謝成源代理在日的各項活動。47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半山系

統的劉啟光，在其餘4名代表的同意下，1948年8月籌畫在東京築地華僑大

樓內成立「臺灣區商務代表對日貿易聯營處東京分處」；但此一組織未能

獲得盟總法律上的認可而作罷。自此之後，劉啟光也未在東京設置機構，

而是將貿易事務委託謝成源代理。48

謝成源為臺灣商務代表最重要的的人物，1949年4月並在築地華僑大樓

開設東京事務所，又大量接受其他商行的代理委託業務，足以顯現出謝氏

在日的活躍程度。49謝氏得以在日本成功，除了本身曾具有貿易經驗外，並

密集式地前往盟軍總部拜訪，與當時負責貿易的主管說明臺灣的需求，才

得以獲取臺灣所需的布匹、成藥、漁具等物資。此外，戰前曾任職於臺灣

銀行與華南銀行總經理名倉喜作亦提供謝氏各項支援，使其事業版圖得以

在東京立足。50謝成源與名倉喜作關係之緊密，或可由林獻堂日記中的1950

年謝成源多次與名倉喜作共同拜會林獻堂知悉。51

另一方面，戰後初期半山亟透過各樣管道參與各種特許事業，並常作

為臺灣民間與官方居間交涉關係人。從具備半山身份且不具產業經營經驗

的劉啟光得以獲選為商務代表，又積極在日籌畫東京分處的開設，縱使其

47　「the letter-Chinese Mission in Japan」（1948年12月10日），〈鄒任之伍和企業公司；紀秋水臺陽輪船公司；

黃及時光隆行；開源水產公司〉，《駐日代表團檔案》，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檔號：

32-02-398。

48　「報告」（1948年8月21日），〈鄒任之伍和企業公司；紀秋水臺陽輪船公司；黃及時光隆行；開源水產公

司〉，《駐日代表團檔案》，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檔號：32-02-398。

49　〈臺灣省政府核准對日貿易商登記表〉，《駐日代表團檔案》，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檔

號：32-00670。

50　〈在日省人の顏（3）──謝成源氏〉，《日臺通信》，第19號（1952年），版4。廖慶洲編，《臺灣食品界

的拓荒者──謝成源》，頁54-56。劉淑靚，《臺日蕉貿網絡與臺灣的經濟精英（1945-1971）》（臺北：稻

鄉出版社，2001年），頁47-48。

51　許雪姬編，林獻堂著，《灌園先生日記（22）──1950年》，頁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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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與日本間的關係，又未具備各項產業或商業經營基礎與經驗，或仍憑

藉著熟悉中國政府當中的行政與事務，覬覦對日貿易中的經濟利益。

除了戰勝國的中華民國的官方與民間前往日本從事貿易活動外，戰後

在日的臺灣關係者亦希望運用戰前的人脈關係，發展對臺貿易。例如曾任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局長的須田一二三，在1948年6月設立資本額1,000萬圓的

日臺貿易株式會社，擔任專務取締役。在人事安排上，則是以戰前臺中青

果會社的班底，計劃俟臺日貿易開放，從臺灣進口香蕉，並出口肥料和農

機具至臺灣。52但在國民政府尚未同意日商來臺的情形下，該會社僅能退而

求其次地擔任臺灣省青果運銷合作社聯合社的日方代理商，將臺灣輸往日

本的物資在日銷售。53

除了上述討論之中國體制的臺灣代表外，伴隨政府撤退來臺後，1950

年9月臺日貿易正式重啟，改由臺灣省政府核准對日貿易商名單。若依據同

年10月14日的〈臺灣省政府核准赴日貿易商人名單〉名單中，可得知最初

的5名臺灣區商務代表僅剩謝成源1名仍參與對日貿易，其餘均告撤退。54另

一方面，在此之前以中國大陸時期經濟部為主體頒發的商務代表若仍在日

經商者，由駐日代表團辦理登記，政府才得以將經濟部與臺灣省政府分別

核准的商務人士進行整合，進行一元化的管理。55

（二）非正式體系下的走私

日本帝國圈瓦解後，日本國內與原屬日本殖民地的臺灣、朝鮮在物資

欠缺下，各地商人尚尋求透過戰後日本的供需體系購入物資，56進而出現非

正式貿易的走私活動。但走私貿易並無法完全掌握精確數值，僅能依據海

52　〈「わが生がいの最良の年」に再起「在京組」の噂話〉，《全國引揚者新聞》，第7號（1949年），版4。

53　〈臺灣省青果運銷合作社聯合社代電〉（1949年8月24日），《殷占魁臺省青果合作社；黃頌昌協聯貿易企

業公司；廖雲士惠昌商行；李澤民三洋貿易公司》，駐日代表團檔案，檔號：32-02-411，藏於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54　〈臺灣省政府核准赴日貿易商人名單〉（1950年10月14日止），《臺灣省政府核准貿易商》，駐日代表團會

檔案，檔號：32-02-303，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55　〈希即檢送對日貿易商表冊以憑查證〉（1950年9月15日），《貿易商登記》，檔號：32-02-347，駐日代表

團會檔案，藏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56　大藏省關稅局，《稅關百年史》，下（東京：日本關稅協會，1972年），頁21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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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查獲案件或回憶錄進行瞭解部分實態。又，在無法估算實際的走私數

量下，亦無從推論對舊殖民地的物資供應帶來多大程度的影響。

戰後至1950年左右活躍於日本、臺灣、朝鮮、沖繩間的貿易活動，係

為運用機帆船或小型船舶，將日本生產的文具、藥品、纖維製品、機械工

具、日用品等，以走私的途徑運往臺灣、朝鮮、沖繩，並將上述地域的海

產物、藥品、砂糖、糖精、金屬屑等販售至日本。57

表3為整理自日本海關紀錄戰後初期沖繩地區與臺灣間從事的走私件數

統計。固然此一數字無法完全地顯現出臺灣在去殖民地後因物資需求與商

業利益為考量所浮現的非正式商貿關係。從臺灣輸往日本的查獲案件，又

相較日本輸往臺灣的案件來的多，是否與當時臺灣從事走私經營者較多，

抑或當時管理沖繩的GHQ是否具選擇性辦案則無從考證。

表3：日本海關統計對臺灣走私查獲與檢舉狀況

日本海關統計
查獲出口走私件數
（日本→臺灣）

查獲進口走私件數
（臺灣→日本）

1946/6-1946/12   1   40

1947   8   35

1948   6   20

1949   3   25

1950 14   25

小計 32 145

資料來源：大藏省關稅局，《稅關百年史》，下，頁225、227。

戰後初期的臺灣，即是在上述背景下以沖繩為中繼點，與日本國內進

行走私交易。綜觀臺日間的走私，係以日本九州南端到臺灣東北的南西群

島作為中繼站。在1947年時日本主要以走私出口電氣器具與雜貨至臺灣，

換取國內欠缺的砂糖；然而，1948年起因日本砂糖黑市價格下降與臺灣對

57　大藏省關稅局，《稅關百年史》，下，頁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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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活動的取締日趨嚴格，走私活動才漸趨減緩。58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走私中繼點的南西群島中，以距離臺灣最近的與

那國島最為重要。在與那國島從事走私貿易的除了在地的沖繩人外，尚有

臺灣、日本、香港、澳門商人，堪稱為東亞走私的集散中心。從臺灣送往

與那國島的物品，有米、砂糖、酒、米粉、水果等食品，以及香菸、化妝

品、布料等，均為沖繩缺乏的物資。至於由與那國島運往臺灣的物資，尚

包含來自美軍基地的彈匣等非鐵金屬製品，或卡其褲、毛毯、美製香菸、

藥品等。59臺灣與沖繩間的走私網絡，一方面滿足沖繩當地的物資需求；此

外，沖繩尚扮演中繼點的角色，將臺灣物資轉往日本神戶三宮、元町的華

僑聚居地，再銷售至名古屋與靜岡等地。60

依據石原昌家訪談參與走私的臺灣人所彙整的紀錄，得知當時漁民每

次出航進行捕撈可獲得500元分紅，但若參與走私貿易，每次則可得到以萬

元為單位的收益。但若被臺灣當局查獲，將要承擔漁船被沒收的風險。61由

日本人所從事的走私，以1948年3月奉盟軍總部來臺載運砂糖的日籍船舶日

昌丸走私案件最為著稱。當時該艘船舶載有共值舊臺幣1,000萬餘元的球軸

承、汽車零件、無線電零件、電燈泡、糖精、盤尼西林、魷魚和雜貨等商

品。船長小寺藤治指出，戰後日本在通貨膨脹的背景下，船員在收入有限

下為改善生活，才會鋌而走險地進行走私。62

過去林滿紅曾提出戰前往來於臺日兩地的臺灣人所建構的商貿網絡，

於1950年臺日貿易重開後獲得延續，63未曾就日本敗戰至重開前的臺日貿易

進行討論。綜觀戰後初期政府對臺灣商人赴日採以限制名額的方式，使得

58　大藏省關稅局，《稅關百年史》，下，頁226。

59　與那原惠著、辛如意譯，《到美麗島》（臺北：聯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年），頁273-275。

60　松田良孝，《與那國臺灣往來記──「國境」に暮らす人 》（沖繩：南山舍，2013年），頁299、302。
許瓊丰，〈在日臺灣人與戰後日本神戶華僑社會的變遷〉，《臺灣史研究》，第18卷第2期（2011年），頁

147-195。

61　石原昌家，《大密貿易の時代》（東京：株式會社曉聲社，1982年），頁88-89。

62　〈日昌丸走私處罰案〉，《駐日代表團會檔案》，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檔號：32-
00137。

63　林滿紅，〈臺湾の対日貿易における政府と商人の關係（1950-1961年）〉，頁509-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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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對日貿易的臺灣人名額有限，呈現過渡期的半真空狀態，直到1950年

臺日貿易重開後才展現連續性的特質。又，此一時期最為成功的商務代表

謝成源在往後的資本積累，並未留在日本成為華僑資本，而在1950年代返

臺投資臺灣鳳梨公司，由原本的商業資本轉型為農產加工業資本，且成為

中華開發公司創辦時的重要投資人。64非官方貿易的走私渠道，則伴隨臺日

貿易的再開與政府撤臺後開始對沿海嚴加管制，往來與臺灣與沖繩間的走

私活動亦逐漸消失。

肆、臺灣與中國大陸經濟的再接榫

一、外向型商業資本的活動

戰後初期臺灣人參與經濟活動，可約略分為工業與商業資本兩類。眾

所皆知，戰前臺灣較具規模的工業資本均由日本人所掌控，戰後初期最初

陳炘曾籌組大公企業欲接手日本人的事業，但在未獲臺灣省行政長官陳儀

同意下作罷。65當政府決議將日人企業進行接收並改組為公營企業後，臺灣

重要的產業部門均由政府經營，亦壓縮臺灣人參與工業部門的空間。雖言

當時如大同機械製鋼公司與唐榮鐵工廠等企業亦積極參與工業製品投產，

但在惡性通貨膨脹的背景與資金融通等種種不利因素，兩間臺灣最具規模

的民間企業均曾瀕臨倒閉危機。66

至於在商業資本層面，可分為以島內流通為中心與從事對外貿易兩

種。從事對外貿易的臺灣商人因戰後在對日關係幾近中斷，活動重心多轉

64　中華開發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編，《中華開發信託股份有限公司35週年紀念特刊》（臺北：中華開發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1994年），頁18。

65　吳濁流，《無花果》（臺北：前衛出版社，1988年），頁162-163。

66　許雪姬，〈唐榮鐵工場之研究〉，《高雄歷史與文化論集》，第2輯（高雄：陳中和文教基金會，1995
年），頁155-199。許雪姬，〈唐傳宗與鼎盛時期的唐榮鐵工廠，1956-1960〉，《思與言》，第33卷第2期
（1995年），頁6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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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中國大陸；但在此之中，部分臺灣商人係伴在日本對華侵略下進入中國

大陸從事商貿活動，憑藉著戰前締建的基礎從事兩岸貿易。又，在戰後湧

現的創業熱潮中，部分創業者除投資島內的工業部門外，尚專營或兼營從

事兩岸間的貨通有無而獲利。在此當中，不少商人選擇前往上海進行物資

交易，原因或為當時上海作為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較為容易購入所需的

各項物資與銷售各類臺灣產製的商品。

經由以上的說明，本段嘗試從有限的回憶錄與傳記等個案資料為基

礎，嘗試透過實證性的考察將戰後從事外向型商業活動的臺灣商人分為殖

民地網絡延長、戰後事業經營場域由日本轉向中國大陸者、從事兩岸間物

資交易的新創業者。經由此一考察，將能初步理解戰後資本家係如何在

1950年代跨入工業資本營運前，如何在轉換期的契機從事商品買賣的資本

積累。

（一）殖民地網絡延續型

第一種類型的臺灣人資本家，主要是在1930年代以後日本在中國東北

和華北的影響力逐漸加大，開始有諸多臺灣人前往滿洲國等地尋求職或展

開政治仕途。就本稿所能尋獲到的案例而論，部分臺灣商人前往中國大陸

的動機是伴隨中日戰爭後日漸嚴苛的經濟統制，在從事以島內商業經營日

漸困難下前往中國大陸尋求商機。1945年日本敗戰後，這些商人持續運用

中國大陸的基礎，與臺灣間尋求物資交易。

1. 和泰商行

創辦味全食品公司的黃烈火，戰前最初在年豐棧從事油品買賣。1938

年黃烈火等人在神戶集資創辦和泰洋行從事棉布與雜貨買賣，並由其主導

商行營運。但其後因黃氏罹病，1941年解散和泰洋行。67

1942年黃烈火病癒後另創和泰商行，並在陳重光的慫恿下將事業版圖

拓展至滿洲國。當時黃烈火與日本人在長春合資設立木材加工廠，並將產

67　黃烈火口述，賴清波記錄整理，《學習與成長──和泰味全企業集團創辦人黃烈火的奮鬥史》（臺北：財團

法人黃烈火福利基金會，2006年），頁47-4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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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銷售至中國大陸各地。值得注意的是，因中國大陸存在法幣、滿洲國國

幣、日幣等三種通貨，故能透過匯差獲利。此外，黃烈火還在北京與上海

銷售日本產製的汽車零件。然而，1944年隨著戰事的緊迫與船舶輸送日漸

困難下，黃烈火改在中國大陸境內進行各項物資買賣。68

戰後黃烈火在長春的木材事業因局勢混亂無以為繼，1947年9月將和泰

商行重新在臺開業。首先，黃烈火經戰前美孚公司臺灣分公司經理張鴻圖

的引薦下取得該公司油品的臺灣代理權，從上海美孚公司亞洲油料庫運送

各種油品回臺銷售。其次，還從上海運回固特異、皮愛司、鄧祿普、雙錢

牌等各種汽車與腳踏車輪胎。復次，還銷售中國肥皂公司生產的肥皂與香

皂，與齊魯企業公司產製的橡膠製品。在出口方面，除了將豐國糖業公司

生產的紅糖運送至上海外，還包含香茅油、水果、木材等特產。黃烈火認

為戰後臺灣經濟若能與中國大陸密切交流，將有助於經濟復甦，故相繼在

上海和天津設立據點。大致上，黃烈火透過每週往返基隆與上海的中興輪

載運砂糖與油品物資的雙邊貿易，可達雙倍之獲利，但此業務伴隨中國大

陸的失守而告終。69

之後黃烈火選擇發展臺灣交通業所需的輪胎與汽車，故從日本的橫濱

輪胎與豐田汽車進口產品。其中，黃烈火透過戰前橫濱輪胎臺灣營業所所

長、戰後升任該公司董事的山內氏的居間牽線獲得該公司在臺代理權。至

於豐田汽車方面，則是經由橫濱輪胎的引薦獲得代理權。1953年黃烈火創

設味全食品公司，正式從貿易業轉入食品加工業。70

2. 永豐商行

戰後以製紙業發跡的永豐餘集團的前身，為1924年由何傳、何永、何

68　黃烈火口述，賴清波記錄整理，《學習與成長──和泰味全企業集團創辦人黃烈火的奮鬥史》，頁46-48、
67-68、76-77。

69　和泰汽車股份有限公司公關課編，《和泰汽車50年史》（臺北：和泰汽車股份有限公司，1998年），頁15。
黃烈火口述，賴清波記錄整理，《學習與成長──和泰味全企業集團創辦人黃烈火的奮鬥史》，頁88-89、
91-94。鄭建星編，《臺灣商業名錄》（臺北：國功出版社，1948年），頁70。

70　和泰汽車股份有限公司公關課編，《和泰汽車50年史》，頁15-16。黃烈火口述，賴清波記錄整理，《學習與

成長──和泰味全企業集團創辦人黃烈火的奮鬥史》，頁100-102、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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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三兄弟以父親何皆來名義創設的永豐商行。綜觀永豐商行的業務，主要

為買賣米穀、肥料、砂糖、麵粉等，其中以代理三井物產所經銷的德國獅

馬牌（B.A.S.F.）化學肥料最為重要；1934年伴隨業務的擴展，何家將事業

改組為永豐商店株式會社。然而，戰時德國肥料減產的原因使得事業經營

日漸清淡，故1941年何義前往上海找尋機會。71

大致上，何家在中國大陸的投資事業以上海為中心，前往各地蒐購雜

糧轉售給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迄日本敗戰前，何家在北京、無錫、常州、

鎮江、揚州、蘇州、杭州、高郵、廈門等地設有據點。72

戰後初期何家將事業重心移回臺灣，在臺北註冊登記永豐股份有限公

司，以經營進出口貿易為主，並將獲利用於各項投資。依據記載，當時永

豐股份有限公司亦曾進行與上海間的貿易，並進口當時臺灣未能自製的塑

膠製品。73另一方面，何家開始投資製紙事業，至1948年時點共創設永豐紙

業、永豐餘造紙、永豐原造紙等三間公司。74

1950年代後伴隨臺日貿易重開，何家除作為三井船舶的代理外，尚積

極投入製藥事業，轉向工業資本的發展型態。

（二）戰後由日本轉向中國大陸

關於第二種型態，主要基於戰前臺灣殖民地經濟體系的背景下，凡舉

民生類的紡織品或中高階機電用品均需仰賴從日本國內提供，當時臺灣商

人前往日本採購臺灣欠缺的各項物資返臺銷售。然而，戰後初期臺日貿易

在幾近斷絕下，這些商人轉而前往中國大陸購入物資。

1. 臺南幫

統一企業的創辦人吳修齊與吳尊賢兄弟，在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為從

71　義容集團編輯小組，《臺灣前輩企業家何義傳略》（臺北：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3年），頁38、40、42-
43。

72　義容集團編輯小組，《臺灣前輩企業家何義傳略》，頁46-49。

73　義容集團編輯小組，《臺灣前輩企業家何義傳略》，頁58-59、77。鄭建星編，《臺灣商業名錄》，頁497。

74　鄭建星編，《臺灣商業名錄》，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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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紡織業的買賣，1950年代後轉而從事棉紡織生產，並跨足至食品業。75

1934年吳氏兄弟創辦的新和興布行，係從日本批入各類棉布在臺銷

售。但太平洋戰爭後因日臺間航路逐漸困難，以及日本國內減少生產棉紡

織品等因素，從日本國內移入臺灣的紡織品日漸減少。有鑒於此，1942年

臺灣總督府設立臺灣纖維製品株式會社，將臺灣島內紡織品的銷售調整為

配給銷售，此時新和興商行成為配給制度該會社的下游的業務代理。76

1945年日本敗戰，吳修齊在1946年重新籌設新和興洋行，布匹的供應

來源由最初的日本轉成上海。當時新和興洋行獲得上海的南光行以低價提

供大量布匹在南部批發，又進一步同在臺北設立三興行。吳修齊藉由大量

採購、大量銷售的方式，獲取上海方面廠商的信賴。1947年吳修齊更進

一步前往上海組織三星行，透過直接採購降低成本。值得注意的是，在惡

性通貨膨脹的背景下，多數人情願持有實物；吳修齊曾言當時借款給他人

所賺取的利率只有幾倍，但新和興洋行在通貨膨脹下的獲利率則高達數十

倍。77

1949年上海淪陷後使得臺灣紡織品的來源斷絕，又加上對日貿易尚未

重啟，吳尊賢以觀光團名義赴日採購布匹。之後在政府推動紡紗紡織政策

的契機下，1951年組織三興織布廠，1954年成立臺南紡織公司。78

2. 南邦電機行

戰前成立南邦電機行的洪健全，主要業務除從事收音機修理與組裝外，

尚作為全島收音機的批發商。戰後在臺日貿易中斷下，1946年洪健全創立

建隆行，專營電氣製品的貿易與批發。在貨物來源方面，洪健全前往中國

大陸的上海、南京、廣州和香港等地採買電氣產品，供應全省電氣行。79

75　謝國興，《臺南幫：一個本土企業集團的興起》（臺北：遠流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年），頁337-
345。

76　吳修齊，《吳修齊自傳》（臺北：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93年），頁70、86、118-120。

77　吳修齊，《吳修齊自傳》，頁149、152-153、160。

78　吳修齊，《吳修齊自傳》，頁170、186、195。

79　鄭秋霜，《大家的國際牌──洪健全的事業志業》（臺北：臺灣電化商品股份有限公司，2006年），頁16-
17、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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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伴隨政府在國共內戰的敗北，洪健全在臺日貿易協定簽訂後轉從日

本進口松下企業的無線電器材，與其他品牌的真空管、電線、電工器材

等。1953年洪健全將建隆行改名為建隆電器廠，開始裝配收音機、製造零

件、取代進口產品，並以國際牌的商標銷售。1956年改組為國際通信機械

公司後，除運用美援貸款擴增廠房外，尚在1957年與日本松下電氣產業

株式會社合作，由日方派員來臺進行生產指導，製造收音機、電唱機、喇

叭、變壓器、線圈等。80

（三）從事兩岸間商業的創業者

關於此一類型，應可視為部分創業者以專營或兼營的方式遊走於兩岸

從事物資運送。若能自行擁有船舶者，更能擺脫定期航班運送物資的限

制，增加經營運上之彈性。

1. 新光吳家

戰後以創辦新光紡織與百貨業著稱的吳火獅，戰前曾服務於日本人經

營的小川商行，經常前往日本購買布匹返臺販賣。戰後初期吳火獅除投資

製糖和礦業等工業外，尚創辦以進口布匹、雜貨、紡織零件，出口糖和茶

葉的新光商行。值得注意的是，吳火獅將部分事業重心放在兩岸間的物資

貿易。81

其中，吳火獅曾在臺中梧棲委託友人經營造船廠，並建造一艘150噸木

船作為自用。木船竣工後，主要前往上海、寧波、汕頭、廈門、福州和香

港等地運貨。吳火獅所擁有船隻，平均每月往返基隆與大陸之間兩趟，返

程時可攜帶3,000—4,000包麵粉，獲利達到成本的一倍以上。此外，吳火獅

並前往上海購入機械製造的布匹，當上海供應不足時，則轉往南通購入手

工織造的土布。後來上海的麵粉管制出口，吳火獅轉進溫州載運海產。最

終該艘船在舟山群島撤退時被政府徵收，結束其戰後初期的海運事業。82

80　鄭秋霜，《大家的國際牌──洪健全的事業志業》，頁24-33。

81　黃進興，《吳火獅先生口述傳記──半世紀的奮鬥》（臺北：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年），頁41-
43、73-87、131。

82　黃進興，《吳火獅先生口述傳記──半世紀的奮鬥》，頁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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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年代後，吳火獅除了建立紡織事業外，尚多角化經營的方式擴及

至保險和百貨等事業。

2. 三陽工業

戰後共同創辦三陽工業的張國安與黃繼俊，戰後初期亦穿梭於兩岸間

從事各類商品買賣。稍詳言之，黃繼俊開設以從事兩岸貿易為主的慶豐

行，1948年張國安進入該行號服務。張國安的回憶記載，戰後初期臺灣

所需的肥皂、香菸、襯衫、球鞋、布料等，多從中國大陸運送來臺。當時

該行號的營運方式是採取見機行事的方法，例如張國安曾前往嘉義購入蜂

蜜，再出口到廣州；此外，還從購買自學甲的蒜頭、花蓮的藤、宜蘭的黃

瓜出口至香港。至於從中國引進臺灣的物品，則包含購自廣東採購的魷魚

乾。但依張國安所言，這種以游擊式的營運模式利潤有限。83

1949年初期，許多上海的物資改由舟山群島轉運臺灣，黃繼俊聽聞舟

山群島在油電欠缺下均靠煤油照明。為此，1949年2月張國安乘坐200多噸

小貨船裝載120桶煤油，從基隆前往舟山群島銷售，再從當地購買海蜇皮返

臺販賣。往返於臺灣與舟山群島間的買賣業務持續至1950年3月止。當時臺

灣共有29家貿易行前往定海做生意，但最後只有我們一家賺錢，其他都被

定海商行吃掉。主要是當時共產黨控制大部分定海縣，部分當地商人以組

織游擊隊對抗共產黨為名，向政府申請槍枝，用來搶劫商船。84

1954年，張國安與黃俊繼共同創辦以生產磨車燈為主的三陽電機廠，

1961年改組為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為臺灣第一家生產機車的公司。

本段透過有限的案例對往後成為大企業家的資本家，將其劃分為上述

三種類型。綜觀戰後初期這三種類型均屬商業資本的積累型態，對往後

1950年代以後的發展究竟帶有哪些助益？在過去的通說中，指陳1950年代

臺灣人資本在進口替代的發展階段中，多轉向工業資本發展。在此之前，

臺灣人仍多停留在商業資本階段。戰後初期臺灣在歷經惡性通貨膨脹的背

83　張國安，《歷練──張國安自傳》（臺北：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年），頁24-27。

84　張國安，《歷練──張國安自傳》，頁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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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以貨物買賣的商業資本營運特性在經常持有實物以高價賣出下，較

不容易受到貨幣貶值的影響，使其資本積累不致受到太大的波及。但遊走

於兩岸間獲利的商業資本伴隨中國大陸的失守而告終，1950年臺日貿易重

開後部分商業資本轉而於戰前較有淵源的日資進行貿易往來，或是在政府

的政策扶植下逐步轉型為工業資本的生產樣式。

二、未完成的經濟構造──官方籌設的資材交流計畫

（一）資源委員會的製糖設備移轉計畫

既有論著對戰後初期臺灣機械業規模最大的臺灣機械公司的營運進行

討論時，曾指陳海峽兩岸存在產業差異與市場互補性之說。85若就兩岸的

製糖事業觀之，1945年以前臺灣機械製糖的普及性與規模遠勝過於中國大

陸。稍詳言之，中日戰爭爆發前中國各省的製糖量以四川省居首，其次為

廣東、福建、廣西、江西、雲南。但就生產樣式而論，全中國多以舊式糖

的方式生產。其中，廣東省共創辦六間近代化機械製糖廠；在廣西省和

以甜菜生產著稱的山東省，則各有一所機械製糖場；至於福建省則是以推

動改良糖 為目標。其他地方的糖業生產，仍多停留在舊式糖 階段。86

有鑑於此，戰後資源委員會為發展中國大陸的機械製糖，曾指派臺灣

糖業公司將既有的閒置資材分別運往廣東與四川，計畫在當地建立機械製

糖廠。

1. 廣東糖廠籌備處的設立

1948年6月創辦的廣東糖廠籌備處，是由臺灣糖業公司與廣東省政府合

資設立。在出資方面，廣東省政府所屬廣東實業公司提供番禺縣市頭糖廠

為廠址，以及無線電話一套、港幣30萬元。臺灣糖業公司則提供壽豐糖廠

的機器設備、發電機一套、設備修理運輸修繕費用，並撥借白砂糖5,000公

85　洪紹洋，〈戰後臺灣機械公司的接收與早期發展（1945-1953）〉，《臺灣史研究》，第17卷第3期（2011
年），頁151-182。

86　日本糖業聯合會，〈支那糖業事情（一）〉，臺灣糖業聯合會會報，《糖業》，第26年第3號（1939年），

頁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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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作為週轉金。87

關於廣東糖廠籌備處的營運，在董事會未成立前，除營運方針由臺灣

糖業公司負責外，所需支出先由臺灣糖業公司代墊。俟未來董事會成立

後，再由兩公司對墊付金額進行清算。在人事安排上，籌備處主任以下的

工作人員由臺灣糖業公司調用，必要時得由主任薦請該公司核聘。88

關於建廠工程部分，主要因惡性通貨膨脹造成幣制下跌導致資金不敷

使用。再者，最初規劃於1948年底完成將花蓮壽豐糖廠移轉至廣東，但受

到壽豐糖廠當地颱風侵襲拖延運送，建廠進度受到影響。為此，1949年2月

22日至3月11日間，廣東糖廠籌備處主任冼子恩前往臺灣與臺灣糖業公司洽

定趕工進度，以求糖廠能於當年舊曆年底前運轉。89至於已經運抵該地的機

器，多數則委託臺灣的臺灣機械公司協助修配。90

廣東糖廠籌備處除了規劃在市頭設廠外，1949年5月12日廣東糖廠又進

一步以3,600公噸臺灣產製的特號白糖收購民營的宏業東莞糖廠之土地、廠

房、機器設備。91在此轉折下，廣東糖廠籌備處原本用於市頭的建廠經費，

全數挪作為購入東莞糖廠經費。同年6月以後至10月廣東淪陷時點，籌備處

因經費拮据，除了已開工的工程持續外，其餘工程均告停擺，多數工人並

遭受解雇之命運。92

87　「廣東糖廠籌備處37年度總報告」（1949年3月），〈廣東糖廠籌備處工作電報底表及事業述要」，《資源

委員會檔案》，臺北：國史館藏，檔號：003-010301-0962。

88　〈廣東糖廠籌備處暫行組織規程〉（1948年7月13日呈奉總經理核准），臺灣糖業公司編，《業務公報》，

第1卷第2期（1948年），頁21。

89　「廣東糖廠籌備處37年度總報告」，〈廣東糖廠籌備處工作電報底表及事業述要」，《資源委員會檔案》，

臺北：國史館藏，檔號：003-010301-0962。

90　「廣東糖廠籌備處事業述要」（1949年4月），〈廣東糖廠籌備處工作電報底表及事業述要」，《資源委員

會檔案》，臺北：國史館藏，檔號：003-010301-0962。

91　「宏業東莞糖廠代表朱麗泉廣東糖廠籌備處代表冼子恩會談記錄」，〈海南島開發計畫〉，《資源委員會檔

案》，臺北：國史館藏，檔號：003-010301-1141。

92　〈廣東糖廠籌備處事業述要〉（1949年6月），〈廣東糖廠籌備處工作電報底表及事業述要」，《資源委員

會檔案》，臺北：國史館藏，檔號：003-010301-0962；〈廣東糖廠籌備處事業述要〉（1949年7月），〈廣

東糖廠籌備處工作電報底表及事業述要」，《資源委員會檔案》，臺北：國史館藏，檔號：003-010301-
0962；〈廣東糖廠籌備處事業述要〉（1949年8月），〈廣東糖廠籌備處工作電報底表及事業述要」，《資

源委員會檔案》，臺北：國史館藏，檔號：003-010301-0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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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廣東糖廠籌備處係由臺灣糖業公司直接經營的事業，凡人員與製

糖設備係由臺糖公司提供，至於設備裝配亦由臺灣機械公司支援，可視為

戰後華南地區間的資材交流。但臺灣製糖業與華南地域的交流，可追溯自

1938年下半日軍佔領廣東後，1939年糖業聯合會即派遣調查團前往廣東各

糖廠視察，並由臺灣製糖業既有的技術人員協助東莞糖廠的復舊與運作。93

在此同時，臺灣機械公司前身臺灣鐵工所也受邀前往該地，進行糖廠的修

繕與復舊業務，並在當地設立出張所，作為糖業機械修繕的後援。94由此可

見，戰前和戰後臺灣與廣東間均曾進行製糖事業的交流，具有地域間的連

續性。

2. 四川糖廠籌備處的設立

作為中國甘蔗生產省分居首的四川，至戰後初期仍停留以土法煉糖的

方式。1948年8月，資源委員會策動由臺灣糖業公司與四川省的資川酒精廠

共同設立四川糖業公司籌備處。95

在四川糖廠籌備處的人事聘用上，以借調臺灣糖業公司與資川酒精廠

的人員為原則，至於籌備處副主任的派任由臺灣糖業公司推薦，常駐四川

主持臺灣糖業公司撥交製糖機械的修配運輸工作。至於廠房所需的製糖機

械，由臺灣糖業公司拆遷委員會將苗栗糖廠的1,325箱閒置設備搬遷至四

川，1948年10月由民生公司從基隆運往上海後，再轉運至四川。但伴隨國

共內戰的白熱化的船隻調度困難，至當年年底僅有911箱運抵該地。96

在開辦經費上，最初依據1948年5月物價編列法幣1,480億元，之後欲追

加部分預算與要求申請1949年的創業概算，皆因國庫拮据未獲核准。另一

93　〈南支經濟開發は糖業から〉，《糖業》，第26年第6號（1939年），頁28。

94　洪紹洋，〈日治時期臺灣機械業發展之初探：以臺灣鐵工所為例〉，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臺灣學研究

國際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論文集》（臺北：國立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2009），頁284-285。

95　〈四川糖廠籌備處組織規程〉（1948年8月5日會令公佈），臺灣糖業公司編，《業務公報》，第1卷第2期
（1948年），頁22。

96　「四川糖廠37年度總報告」，〈四川糖廠籌備處37年度總報告〉，《資源委員會檔案》，臺北：國史館藏，

檔號：003-010301-1002；〈四川糖廠籌備處組織規程〉（1948年8月5日會令公佈），臺灣糖業公司編，《業

務公報》，第1卷第2期（1948年9月8日），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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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當時中國處於惡性通貨膨脹的背景下，以實物作為出資標準才能確

保建廠經費。臺糖公司與資川酒精廠分別提撥白糖400噸與酒精4萬加侖作

為籌建經費。從事後的角度來看，當年臺糖公司提供金圓券349萬2,944.49

元，等值503.46噸之白糖；資川酒精廠提撥金圓券23萬2,948.34元，折合酒

精合50,773.91加侖。97

1948年底四川糖廠籌備處評估來自臺灣的製糖機械因廢置數年，在零

件短少或毀損甚多下，將來的運轉效率尚無從判斷。為解決上述問題，需

洽請臺糖遷廠工程委員會提供機器圖樣與相關資料。其次，因內戰關係船

舶多被徵用，使得上海與四川省的運輸受阻，又加上長江水位低落等原

因，使得機器無法順利運抵。復次，在貨幣貶值與物價上漲下，花費在機

械搬運之費用即超過原訂資金總預算，壓縮到其他工程的進行。為改善此

一困境，僅能尋求臺灣糖業公司與資川酒精廠持續增資。98

運抵當地的機器一方面委託臺糖遷廠工程委員會在臺灣製造外，隨著

兩岸的運輸日漸困難，部分則在取得圖樣後於四川生產。99原本滯留在上海

的機器，至1949年9月初才全數送抵四川糖廠籌備處，當時廠區估計約耗費

4個月得以安裝完畢。安裝器材在購入上原本規劃在上海採購，但在上海失

守多數改在廣州、上海訂購。100依據該廠最終於同年10月的報告中指出，最

初四川糖廠籌備處與臺灣糖業公司的協議為臺糖公司提供完整機器，籌備

處不負修配之責任。但最後在政治局勢動盪下始由籌備處自行安裝工程，

當月試裝完成者有發電機引擎1部、壓榨機引擎2部、水壓機3部，開始試裝

97　「四川糖廠37年度總報告」，〈四川糖廠籌備處37年度總報告〉，《資源委員會檔案》，臺北：國史館藏，

檔號：003-010301-1002。

98　「四川糖廠37年度總報告」，〈四川糖廠籌備處37年度總報告〉，《資源委員會檔案》，臺北：國史館藏，

檔號：003-010301-1002。

99　「資源委員會四川糖廠籌備處事業述要」（1949年3月），〈四川糖廠籌備處工作概要及工作電報底表

等〉，《資源委員會檔案》，臺北：國史館藏，檔號：003-010301-0961；〈資源委員會四川糖廠籌備處事業

述要〉（1949年4月），〈四川糖廠籌備處工作概要及工作電報底表等〉，《資源委員會檔案》，臺北：國

史館藏，檔號：003-010301-0961。

100　〈資源委員會四川糖廠籌備處事業述要〉（1949年9月），〈四川糖廠籌備處工作概要及工作電報底表

等〉，《資源委員會檔案》，臺北：國史館藏，檔號：003-010301-0961。



135

戰後初期臺灣對外經濟關係之重整（1945-1950）

者有甘蔗輸送機、一號壓榨機、蔗渣輸送機、真空鍋等。101但至政府自四川

省撤守前，四川糖廠仍未正式開工運轉。

臺灣糖業公司分別將臺灣的設備移往四川和廣東省的計畫，顯現出戰

後資源委員會在兩岸存在發展差異下，借重臺灣的糖業設備進一步推動中

國省分的糖業近代化。但從臺灣糖業公司派駐中國大陸的人員來看，悉數

均為外省籍員工，並無臺灣籍職員參與的現象。102探究其可能原因有二，一

為戰前即在糖廠服務的臺灣籍的員工當戰後日本人撤離後，在來自中國大

陸本身的技術人員本身即對製糖事業不甚熟悉下，係仰賴其從事現場面的

生產事務。其二為資源委員會對於職員聘用係以是否具備大學畢業學歷作

為重要指標之一，任職於臺灣糖業公司的臺灣籍員工在戰前較少有機會接

受高等教育的背景下，戰後初期固然較少有機會受到拔擢前往中國大陸參

與新糖廠的籌設。

另外，從臺灣糖業公司參與廣東糖廠籌備處的事例來看，因廣東與臺

灣同屬中國華南，在1930年代即有糖業資材與人員提供日本在華南佔領地

的發展。從戰前、戰後臺灣製糖業皆提供廣東省人員或設備的支援，除凸

顯臺灣機械製糖業相較於廣東先進外，兩地間的資材與人員的頻繁往來的

部分或奠基於均隸屬地理位置與氣候條件類似的華南地區。但戰前臺灣對

廣東製糖業的協助是以日本對外侵略為前提的經濟開發，戰後資源委員會

在以推動中國現代工業為目標的宗旨下，將臺灣已關閉的糖廠資材移往當

地，以進一步發展廣東製糖業的近代化。

在過去的論著中曾指陳戰後行政長官公署將臺灣庫存之砂糖運往中國

大陸銷售之舉，係對臺灣資源進行汲取的掠奪行為。究竟該持怎樣的觀點

評析戰後初期將臺灣糖業的閒置設備移往廣東與四川的事例？本稿認為，

戰前臺灣製糖業除了滿足臺灣與日本所需外，尚有餘力出口至海外；戰後

101　〈資源委員會四川糖廠籌備處事業述要〉（1949年10月），〈四川糖廠籌備處工作概要及工作電報底表

等〉，《資源委員會檔案》，臺北：國史館藏，檔號：003-010301-0961。

102　〈四川及廣東糖廠籌備處職員名冊〉，《資源委員會檔案》，臺北：國史館藏，檔號：003-010102-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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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臺灣被編入以中國大陸為中心的國民政府統治下，在臺灣尚未推展以

糖業為中心的國際貿易下，臺灣的製糖設備可說呈現過剩的閒置現象。綜

觀資源委員會以閒置資材運往中國大陸設廠之舉，是基於該組織係以中國

近代化工業生產為宗旨，在規劃以中國工業整體發展為基礎所提出的計

畫。

（二）合作事業的推展：臺灣省第一棉織合作工廠設立計畫

回顧日治時期臺灣並未設立一貫性的棉紡織工業，臺灣僅有少數的織

布和加工工廠，多數棉紡織製品仰賴自日本內地供應。1945年第二次世界

大戰戰爭結束後，臺灣的紡織品轉由上海供應。103有鑑於此，接收臺灣產業

金庫成立的合作金庫認為藉由臺灣低廉的勞動力和能源，再加上由中國大

陸提供的紡紗，聯合地方社團組織共同籌組合作棉織廠，名稱預定為「臺

灣省第一棉織合作工廠」。104

當時此工廠規劃由中國大陸的全國合作社物品供銷處與臺灣省合作金

庫共同輔導設立，臺灣省建設廳與中國大陸的社會處則從旁負責指導與監

督。在業務上，主要以生產棉製品為主，絲麻毛等其他製品為輔。105

在資本籌措上，除了發起設立的合作金庫外，由具有投資意願投資的

個人、農會、合作社優先認購，不足部分再由合作金庫或其他銀行補足。

具體來說，每股以舊臺幣1萬元為基準，每人或組織至少需認購10股，但每

單位認購額不得超過總股份的20%。在合作社資本決議上，各農會將負擔

300萬元，5大縣聯合社將負擔舊臺幣350萬元，12個各小縣市聯合社將負擔

舊臺幣350萬元，共計舊臺幣1,000萬元。106

103　加島潤，〈戰後上海棉布の生產‧流通と臺灣〉，加島潤、木越義則、洪紹洋、湊照宏，《中華民國經濟

と臺灣》（東京：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2012年），頁63-82。

104　「保證責任臺灣省第一棉織工廠章程草案」，〈信託─營業卷〉，《臺灣銀行檔案》，臺北：檔案管理局

藏，檔號：0037/0080.05/0001/02/052。

105　「保證責任臺灣省第一棉織工廠章程草案」，〈信託─營業卷〉，《臺灣銀行檔案》，臺北：檔案管理局

藏，檔號：0037/0080.05/0001/02/052。

106　「保證責任臺灣省第一棉織工廠章程草案」，〈信託─營業卷〉，《臺灣銀行檔案》，臺北：檔案管理局

藏，檔號：0037/0080.05/0001/0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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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建廠計劃書來看，設廠計劃所需原料與機械是以1948年3月份的上海

市市價為標準。計劃書內容詳細記載工廠所需之製造流程，以及各項機械

設備、原料、人工所需成本；且當時臺灣使用幣值單位為舊臺幣，與中國

大陸使用的國幣有所不同。在原物料設備幾乎均由中國大陸提供下，生產

計劃書也由國幣計算，最終再依照臺灣與中國大陸間匯率折算為臺幣。107

1948年4月2日，在召開籌組臺灣省第一棉織合作工廠座談會中，時任

社會部全國合作物品供銷部經理陳仲明也前往與會，提出臺灣棉紡織工業

不發達，可在臺籌組合作棉織工廠。當時陳氏估算，此一工廠的興築約需

舊臺幣8,000萬到1億元間，預計半數由其於南京、上海等地籌措，另外半數

資金，則邀請臺灣省各合作社機關投資。會議上臺灣省財政廳廳長嚴家淦

也允諾，資金不足部分將由合作金庫進行填補。未來此一工廠不僅能供應

臺灣島內棉織品，也可用來救濟部分失業工人。108

大致上，與會的臺灣省合作金庫理事長謝東閔、臺灣省農會理事長殷

占魁對此議案均表贊同，認為此一棉織品不僅符合本省需要，在島內也無

競爭品。也就是說，未來藉由島內自行生產，將可減低中國大陸的進口依

賴，以減少商人從中剝削。但合作金庫總經理劉明朝仍擔心過去臺灣的

合作界均欠缺此項經驗。為此，陳仲明指出廠房竣工後的工人將會現地訓

練，技術方面也將調派專家負責，產品將透過合作體系供銷，經營上的困

難應該不大。109

當日座談會的結論，決議先設立籌備委員會，嚴家淦建議由各縣市合

作社聯合社、青 省聯社、漁業省聯社、臺灣省合作金庫、全國供應處臺

107　「保證責任臺灣省第一棉織工廠章程草案」，〈信託─營業卷〉，《臺灣銀行檔案》，臺北：檔案管理局

藏，檔號：0037/0080.05/0001/02/052。

108　「合作金庫籌組臺灣省第一棉織合工廠座談會記錄」，〈信託─營業卷〉，《臺灣銀行檔案》，臺北：檔

案管理局藏，檔號：0037/0080.05/0001/02/052，藏於檔案管理局。

109　「合作金庫籌組臺灣省第一棉織合工廠座談會記錄」，〈信託─營業卷〉，《臺灣銀行檔案》，臺北：檔

案管理局藏，檔號：0037/0080.05/0001/02/052，藏於檔案管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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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分區負責人作為籌備委員。110

就合作棉織品廠的投資計劃來看，由於中國棉紡織業的發展相當成

熟，故設備和技術上是由中國大陸方面提供。至於生產計劃並未以棉紡織

標準的「原棉─紡紗─織布─加工」一貫程序，而是直接進口紡紗進行後

續生產，或許是基於當時資本能力採行的折衷計劃。其次，臺灣部分的資

金籌措，是在政府的勸誘下擬動員地方資本共同參與投資，有別於一般投

資多由單一或少數資本家參與。

然而，此項投資計劃隨著國共內戰的加劇、經濟局勢的混亂，在1949

年後上海失守與中華民國政府撤守來臺無疾而終。合作金庫為滿足臺灣島

內棉紡織需求，故計劃從中國大陸引進設備與技術，謀求臺灣在地紡織業

紮根。中國自晚清以來以民間資本為首的棉紡織發展，戰後在接收中國紡

織機械公司下，不僅棉紡織已能充分供應國內需求，也具備棉紡織機械的

生產能力。111合作金庫為滿足臺灣島內棉紡織需求，故計劃從中國大陸引進

設備與技術，並企圖動員基層資金發展工業，亦能視為戰後初期臺灣與中

國大陸兩地經貿交流下工業合作的一個縮影。

總的來說，戰後初期臺灣在與中國大陸經濟圈接軌的同時，原本應可

充分運用兩地產業發展經驗的差異性發揮資材交流，由官方機關擘劃的製

糖業與紡織業設備移設計畫，因國共內戰波及導致兩岸產業無法出現完全

移轉的交流，仍停留在紙上談兵或物資交流階段。

伍、結論

近年來臺灣史研究常就戰前、戰後以臺灣為主體的延續與斷裂進行考

110　「合作金庫籌組臺灣省第一棉織合工廠座談會記錄」，〈信託─營業卷〉，《臺灣銀行檔案》，臺北：檔

案管理局藏，檔號：0037/0080.05/0001/02/052，藏於檔案管理局。

111　富澤芳亞，〈在華紡技術の中國へ移轉〉，富澤芳亞、久保亨、萩原充編，《近代中國を生きた日系企

業》（大阪：大阪大學出版會，2011年），頁6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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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未曾從「臺灣─日本」、「臺灣─中國大陸」的對外經濟層面進行剖

析。綜觀1940年代後期臺灣從殖民地經濟至戰後納入中國經濟圈出現的

人流與物流變化，臺灣與日本間呈現大幅度限縮的現象；然而，臺灣與中

國大陸的經濟關係中的部分人流與物流，卻存在戰前日本向外擴張下的延

續。

臺灣從日本的殖民地轉為中國的一省後，在未能保有經濟決策的自主

性下，對日的正式經貿係於國民政府的體制下運行。縱使臺灣內部經濟存

在諸多與日本經濟的可能連結，但在有限度的臺日貿易下使得轉換期的臺

日商貿關係呈現幾近斷裂的真空現象。此一狀態要至1950年臺日貿易重開

後，兩地間於戰前建構的商貿網絡才獲得延續。至於臺日間的非正式走私

體系，應可視為為去殖民地化所殘存的帝國流通結構，但仍反應出臺日間

存在物資供需的互補關係。

至於在看待戰後初期臺灣與中國大陸經濟往來中的人流與物流時，或

可以超越政治疆域為版圖的思維模式剖析。在人流方面，對賺取商業利益

的臺灣商人而言，不論在日本對中國侵略或戰後臺灣納入中國一省，以存

在市場利益導向與否最為重要考量；在此前提下，才出現臺灣商人在臺

灣、日本、中國大陸流動之現象。從兩岸資材流動的現象來看，不僅凸顯

出華南地域圈的產業交流存在戰前、戰後之延續，臺灣與中國大陸整體更

存在產業發展差異的互補性。亦即，戰後初期臺灣與中國大陸間的對外關

係中的產業流動與商業網絡，部分定置在戰前日本對外擴張過程中的人員

與資材流動，並非直觀地認定為全新的開始，而是存在戰前日本軍事侵略

的延續性。由此可見，欲理解戰後初期臺灣與中國大陸的經濟關係，不應

一刀兩斷地以戰後作為全新的起點，需關注戰前臺灣與中國大陸交流是否

具有延續色彩。

倘若從1940年代臺灣資本主義對外關係來看，不論是前期臺灣在大東

亞共榮圈的基礎發展的戰時工業化，抑或戰後初期官方單位欲整合兩岸的

閒置資材進行相互投資計畫，均因時局的變化未能完成。這段時間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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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流與物流的移動，成為過渡時期的特殊現象，一方面凸顯出同時期臺灣

本身民生工業的貧弱性，亟欲靠對外貿易取得所需物資；另一方面，從臺

灣糖業資材移設至中國大陸的案例來看，仍顯現出兩岸產業發展的差異型

態。

此外，當時從事外向型資本家的經濟活動，對於其資本積累相較於參

與工業資本者具備怎樣的優勢？大致上，1940年後期臺灣歷經惡性通貨膨

脹的背景下，從事物資買賣的外向型商業資本家因為多持有實物，容易在

通貨膨脹下獲利；反倒是本業專注於工業為主的資本家，在原料調度和工

資等各項成本均呈現快速的漲幅下，又加上國共內戰後期物資取得逐漸困

難的背景，在事業經營上受到的波及較為嚴重。

戰後出現在兩岸的經貿往來，伴隨1940年代末期中華民國政府在國共

內戰的敗退下告終。1950年伴隨臺日貿易的重開與韓戰爆發美國決定重啟

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援助，臺灣的對外經貿轉向與美日間有著密切的來往。

臺灣與中國大陸間的軍事與政治對峙使得兩岸間的經貿關係中斷，但戰後

初期與日本間呈現真空的經貿狀態亦重新在冷戰下的國際政經下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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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establishment of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Early 

Post-War Years in Taiwan (1945-1950)

Sao-Yang Hong*

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ried to 

reestablish the economic order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 distribution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Mainland. In above background, we found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capitalist focused on the China Mainland. The paper will explore 

Taiwan who both undergone decolonization and strengthened the economic 

relation with the China Mainland developed the economic relation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Mainland.

During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the Japanese enterprises which had assets 

and factories in Taiwan consider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acked technical 

talents, and they hoped to maintain the assets by participating the company’s 

stocks from offering technology or capital. Finall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didn’t take the proposal which suggested by Japanese enterprises and confiscate 

the Japanese assets, but the Japanese enterprises still actively tried to take back 

their assets in original colony and occupation by diplomatic approach.

After Taiwan became a province of China, they couldn’t have the 

independent economic decision and the form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operated unde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stitution.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we observe the Taiwan-Japanese trade relations which had formal and 

informal channels.

When we explore the economic relations of Taiwan-China Mainland, we 

* Assistant professor, Education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Yang M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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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think the migration of people and goods beyond the political boundary. The 

economic relation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business network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Mainland belong to the expansion process of the people and 

goods flow. Thus, we can serve as the economic relations exist the continuity 

colonial era, and the cognition differed from the past image which the economic 

was the new start point after 1945 in the economic relations of Cross-Straits.

Keywords: the foreign relation, Japan, the China Mainland, Treaty of Peace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Japan, National Resources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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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整理出戰後省議員對於「違警罰法」的批評，修正過去研究認臺

灣人對「違警罰法」任其存在、不以為意的說法。民眾的不滿其實透過省

議員的代言而現身，議員們的批評內容儘管零碎未成系統，然而整理其言

論可以發現，內容其實與1970年代末期法學者的批判是相同的。但省議員

在質詢臺上的批判資源多來自戰前法律生活經驗，而不是外國學說或立法

例，日治時期的法律生活經驗、對司法權的認識，背後隱含了對人權保障

的憲政要求，戰後因為行憲，省議員進一步取得明確的憲法依據，強化批

判的正當性與力道。兩者匯集的結果，臺灣人並不會對違反憲法人權保障

規定的「違警罰法」不以為意，而且在憲政與人權保障的要求上，展現出

歷史經驗的延續性。

關鍵字：臺灣省議會、違警罰法、臺灣法律史、人身自由、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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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43年10月1日在民國時代中國修正公布的「違警罰法」（1943-

1991），因為1945年10月25日起中華民國實質統治臺灣，成為影響戰後

臺灣人民日常生活最大的法律。這是一部結合程序與實體的法律，從告

發、偵訊、裁決、執行，甚至是救濟，全部由警察一手包辦的法典，檢

察官或法官完全不必參與其中，堪稱是「小型的刑法」，1 有自己的總則

與分則體系，成為戰後警察權的界限得以大幅外延的依據。在中華民國

法律體制上，違警處分被視為警察職權，視作警察罰的一種，也是最常

用的警察罰，2 是一告發與審理合一的糾問主義3 處罰模式，司法機關無

從介入，也不適用通常行政救濟程序。4 在相對封閉的警察體系內，有辦

法的人一旦發生違警情事，在地方民意代表的「講情拜託」，把案件搓

掉；5 外僑遇有違警情事，員警經常「過分客氣，而免予置辦」。6 在行

*    本文原發表於2013年12月25日「國史館修纂同仁學術討論會」。感謝與談人吳宗謀教授、本刊匿名審查人，

以及劍橋大學歷史系博士候選人陳冠任先生在深化本文論點及英摘所提供協助，惟文責一切由本人自負。

**  國史館助修、國立臺灣大學歷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1　薩孟武、梅仲協、林紀東、劉慶瑞等編，《法律辭典》（臺北：中華叢書委員會，1963年），「違警罰法」

（林紀東撰），頁1087-1088。

2　「警察罰」在法律上的定義是對於違反警察法上義務的人，基於國家一般統治權所科的處罰。林紀東，「警

察罰」，薩孟武、梅仲協、林紀東、劉慶瑞等編，《法律辭典》，頁1328。

3　糾問主義是追訴者與裁判者為同一人或同一機關，被告只是被審訊的個體，並不作為訴訟的主體，從蒐集、

調查證據到進行訴訟程序，均由同一機關行使，當事人只是過堂而已。林俊益，《刑事訴訟法概論》，上冊

（臺北：學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年5版），頁17。

4　「違警罰法」第47條規定，不服違警事件之裁決，不得提起再訴願。行政法院曾有見解如事件應否取締，另

有法令依據時，而官署誤予處分者，「自不得僅因其裁決之形式，而不許人民依通常程序請求行政救濟」。

反之，如果援引「違警罰法」裁罰正確得當，便無通常行政救濟程序之適用。「行政法院判決原本判字第柒

拾伍號」（1955年12月17日），〈徐洪芬不服違警裁決訴願案〉，《臺灣省警務處檔案》，國史館藏，典藏

號：063000000145A。按，《臺灣省警務處檔案》，2012年12月時連同臺灣省政府暨所屬機關與各縣市政府檔

案，共41個全宗26,000餘卷的龐大檔案，自國史館移轉給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本文撰寫時，檔案尚在國史館，

檔號與典藏地尚仍其舊。

5　「本省實施地方自治後人民知識水準不夠對手法精神欠佳由」（1953年），〈各警察機關提供違警罰法修正

案意見案〉，《臺灣省警務處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63000001786A。

6　語出時任臺灣省警務處長的陳仙洲。「為外僑違警應依法處理希遵辦飭遵由」（1953年10月17日），〈外僑

違警處理案〉，《臺灣省警務處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6300000184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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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體系內，案件以外的考量經常可以左右案件的裁決與否與輕重為何。

這使得一般人因違警被處罰時，在自我主觀認識或理解上，不太意識

到自己的行為有悖於國民公德、社會安寧秩序，經常直覺地理解為自己違

反的是警察的下命，要看警察的臉色。7 民眾時常把「違警罰法」視作警察

的權柄、便宜的手段，認為警察執法時，往往出於特定行政目的，而非維

持社會生活的安寧與秩序，8 「法治」於是變成由警察來治。9

「違警罰法」賦予警察多種的裁決選項，警察的權威便是架構在這些

處罰手段上。首先，除了罰鍰以外，警察對於違警行為，得施以4小時以

上，7日以下之拘留處分，依法加重時，合計得加至14日；同為自由罰的，

還有2小時以上、8小時以下的罰役。其次，得以展現警察權威者，還有作

為主罰之一的申誡，看似雖輕，然有論者認為這最輕微的言詞申誡處分，

收效反而在他罰之上，申誡時，警察可扮演家父長角色，義正辭嚴地教訓

違警人，使「違警者聞而悅服，望而起敬」。10 最後還有對行為人施以類保

安處分，對於未滿14歲人違警、心神喪失人違警、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人違

警者、精神耗弱或瘖啞人違警者，如處罰後無人或不能管束，得送交收養兒

童處所，避免其「流浪無歸，貽害社會」，11 或送交相當處所施以監護或療

養。因遊蕩或懶惰而有違警行為習慣者，得加重處罰外，並得於執行完畢

後，施以矯正或令其學習生活技能，將違警人送往感化院、習藝所或其他工

廠，12 時間多長，也無明文規定。至於何謂「遊蕩」，警察方面有做「遊手

好閒、行為放蕩」解，甚至將僅涉及個人品行問題的「懶惰」及「玩忽教

7　趙得寶，〈讀者投書（四）．一個小攤販的呼聲〉，《自由中國》，第18卷第12期（1958年），頁379。

8　李鴻禧，〈談社會安寧秩序維護法的憲政意義〉，收於氏著《憲法與人權》（臺北：李鴻禧，1985），頁

324。又，原屬軍事機關的臺灣省保安司令部，雖非警察機關，因為「臺灣省戒嚴時期取締流氓辦法」，便得

直接引用「違警罰法」的規定，直接逮捕流氓予以管訓。〈社論．從憲法保障人民身體之自由說到取締流氓

辦法〉，《自由中國》，第19卷第12期（1958年），頁364、文漢瑞，〈讀者投書（四）由蔡金塗被捕談法

治〉，《自由中國》，第22卷第8期（1960年），頁364。

9　李聲庭，〈與內政部長田部長論警察權〉，《自由中國》，第19卷第6期（1958年），頁169。

10　趙安仁編著，《違警罰法釋義》（重慶：出版者不詳，1946年），頁50、76-77。

11　趙安仁編著，《違警罰法釋義》，頁91。

12　趙安仁編著，《違警罰法釋義》，頁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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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萎靡不振」，同樣認為具有是「惡性」，13 於是遊手好閒，好吃懶做的

人，便經常是送管訓的對象。14

「違警罰法」賦予警察如此大的權力，甚至在司法院大法官二度宣告

違憲的情形下，竟然依舊施行了40餘年，直到1991年才被「社會秩序維

護法」所取代。臺灣法律史研究者王泰升對這個法律生活現象長期得以存

在的解釋是，行政機關、立法機關，甚至是一般民眾都「不以為意」，背

後脈絡是日治時期便有著同樣經驗，以致於未受新思潮的影響的一般民眾

「習焉不察」。15 這樣的詮釋與觀察大體不差，但似非全貌。例如1956年臺

灣省警務處便發文全臺警察機關要求警察人員利用里民大會時講解「違警

罰法」，理由除了國民法律常識不夠外，警察取締違警行為時，時常「引

起許多誤解與不服情形」。16 而誤解與不服氣的內容究竟是什麼？

確實，臺灣朝現代（modern）社會轉型的同時，伴隨的是警察廣泛

地介入行政事務的運作之中，這樣的歷史經驗，使得人們不太容易會意識

到以「違警罰法」／警察作為政策推行的工具所可能帶來的副作用，反而

認為理所當然。時至今日，這種將警察視作解決問題的藥方的心態，每

當爆發重大社會安全議題時，總是從記憶裡被撩起。17 1963年省議員張富

（1909-1996，桃園人）便在省議會提案，請政府飭令省警務處援用「違警

罰法」配合水利法令，使違警罰法作為輔助推行水利政策工具。張富的理

由是，「違警罰法」與「水利法」同屬行政法令，但「違警罰法」在適用

範圍與裁決手續上，「猶屬簡捷」，水利會員工人數有限，對維持龐大的

13　趙安仁編著，《違警罰法釋義》，頁113。

14　臺北市政府新聞處，《臺北市民手冊》（臺北：編者，1977年），頁205。

15　王泰升，《臺灣法律史概論》（臺北：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年4版），頁178。

16　〈警察人員應利用機會講解違警罰法與處罰目的〉，《臺灣省警務處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

063000001789A。

17　近期臺灣面臨食品安全衛生問題時，即有立委、教授、業務主管機關衛生福利部等均表達應該設置「食品警

察」或「衛生警察」，才能有效強化公權力。〈食不安  學者促設食品警察〉（2013年6月18日），「自由

時報電子報」，網址： www.libertytimes.com.tw/2013/new/jun/18/today-life10.htm（2013年12月22日點閱）；

〈掃蕩黑心食品 擬設衛生警察〉（2013年11月12日），「中時電子報」，網址： news.chinatimes.com/
focus/11050106/122013111200112.html（2013年12月22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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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農田灌溉秩序與水利設施，力有未逮，建議對於輕微水利違反案件，

要求縣警局依據「違警罰法」裁決，維持灌溉秩序。18

儘管如此，我們也不能夠無視於對「違警罰法」的批評聲浪，這類聲

音雖然微弱、無力，但龐大受罰人數，豈無半點不滿或抗議的聲音？以

臺北市為例，1954年6月至1955年4月間，違警案件共有29,706件，人犯數

38,280人，以當時人口670,242人計（1955年3月底），每百人有5.7人受罰，

相較之下，同期的刑事案件（含竊盜）每百人不到0.8人。19

1968至1977年間的10年間，臺灣受違警處罰的人數高達2,754,817人，每

百人就有18人受到違警處分；以1977年為例，臺灣省每60人就有1人受違警處

分，臺北市更高，每48.36人就有1人受違警處分。20 如以個別縣市警局而論，

1955年基隆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全年度案件就有3,686件，違警人6,601名，平

均每日達10件20人。21 在龐大的受罰人數下，本文試圖尋找、分析這些批評的

內容，某種程度也能夠顯示出批評者所具備的法律意識為何；同時當我們宣稱

一般民眾對「違警罰法」不以為意或是無關痛癢時，其實必須考慮到能否當時

的一般人民的不滿，究竟有擁有多少發聲的條件與管道？以及能否留下來的問

題。

其實地方議會、省議會或是報章雜誌，在議會或是選舉時，時有議

員、候選人指其違憲或妨害人權。這類非法學者的批評聲音，過去並沒有

獲得充分重視，因此本文將以「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為主要材料，透過

當時少有可以高聲放言的議壇質詢管道，瞭解擁有言論不負責權的省議員

18　對此建議，省府以兩法適用之範圍與處分之官署各異，加上人民違反水利法規規定義務，在「違警罰法」上

亦無明文規定，表示格於法令，未便照辦。1963年12月2日，臺灣省議會第3屆第2次大會專輯》（臺北：臺

灣省議會秘書處，1963年），頁147，亦可見：臺灣省諮議會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 ndap.tpa.gov.tw/
drtpa_now/main.php（2013年12月22日點閱），該專輯於資料庫中之典藏號：003-03-02OA-01-5-3-01-05065
（下僅以「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表示）；1963年12月2日，《臺灣省議會公報》，第10
卷第26期（1963年），頁1400，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3-03-02OA-10-5-4-01-01885。

19　臺北市政府秘書室，《一年來的臺北市政》（臺北：編者，1955年），頁3、179。

20　謝瑞智，〈違警罰法修正方向之探討〉，收於謝瑞智編，《警政研究所特刊》（桃園：中央警官學校，1979
年），頁2。

21　「據呈值日官處理違警事件注意事項一份請核示」，〈基隆市處理違警事件注意事項案〉，《臺灣省警務處

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6300000184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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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如何批判「違警罰法」，同時點出該法的運作實態，並且點出臺灣人在

憲政與人權保障的要求上，展現出歷史經驗的延續性。

貳、違警罰法的批評焦點

一、大人（tāi-jîn）思維與執法偏差

日治時期的臺灣，警察權威的重要來源之一，即是擁有「犯罪即決」

權力，戰後的警察同樣藉由「違警罰法」，擁有裁決14日以下拘留、罰鍰

的權力，以及日治時期所無的罰役（至多16小時）、勒令歇業與停止營

業的裁定權限。更有甚者，戰後的違警人對於警察裁定如有不服，只能訴

願一次，排除「訴願法」的適用。法院不能介入審理，更是日本時代所無

的制度設計。這也難怪，1962年李源棧（1910-1969，高雄人）在省議會

質詢時說，戰前日本警察的威嚴，是全世界有名的，但是戰後在以美國為

首的盟軍總部改造下，作風一變，揚棄了這種不合時宜的威嚴，但目下臺

灣的警察卻是「有時仍要犯著戰前日本警察的那種毛病，對老百姓打罵由

之」22。言下之意是「大人」還沒成為過去。

由於違警裁決是警察的主要任務之一，其重要性反映在警官養成教育

的時數配當。以中央警官學校特科警官班規定之課程時數分配表為例，自

1951年4月的第14期受訓的學員起，在警察學科中的14種課程中，「違警罰

法」授課時數達50小時，僅次於警察實務演習與刑事警察課程，占全部時

數610小時的8％。23 此外，違警行為亦納入演習教育，當學科授完後，便由

教官模擬情境，指導學員演習，假想情境包括：加暴行於人（如雙方因債

22　1962年7月11日，〈《臺灣省議會公報》，7卷第12期（1962年），頁458，典藏號：003-02-05OA-07-6-8-00-
00360。

23　警察學科包括警察法總論、「違警罰法」、警察勤務、中國警察行政、戶籍行政、外事警察、交通警察、消

防警察、經濟警察、保安警察、動員與警察、衛生警察、政治警察、刑事警察。中央警官學校臺灣警官訓練

編，《中央警官學校臺灣警官訓練班教育概況》（臺北：編者，1954年），頁35-36。



158

66卷第3期

務糾葛，將人推倒，滿身污泥）、酗酒喧嘩、私宰漏稅、違反專賣等。這

些都是生活中常見的糾紛類型，也都能夠以「違警罰法」由警察速決。

當時敢於而且能夠發出批評政府聲音的省議員，在議會質詢時，認為

「違警罰法」賦予警察的權力太大了，警察時常可以藉此修理老百姓。在

美國國務院官員的眼中，曾謂戰後臺灣依舊存在著「警察國家」的氣氛。24 

這樣的指控並非毫無來由，原因在於戰後初期的警察，依舊協辦或代辦龐

雜的行政事務。25 相對地，事繁權即大。例如戰後的衛生機關雖另成系統，

但防疫、保健等衛生工作的推行，多需警察協助，故衛生隊的管理，初期

即是延續日本時代，有言「亦非警察機關不可」。26 1950年代初期，特種營

業許可證的審核與准駁同樣是警察機關負責。以陽明山警察所為例，包括

旅棧、浴室、飲食、冰類、戲院、說書、遊藝、刻印、腳踏車、代書、介

紹各業及服務生、舞女、攤販等營業證之申請、查驗、臨檢、換發，均由

警察局所處理。27 基本上延續了日治時期的警察職能。

1963年2月時，臺灣省政府為了減少警察協辦業務，減少員警勤務，制

定「臺灣省政府簡化警察業務方案」報行政院核定實施，將警察的主要業

務規定限於犯罪偵防、交通秩序管理、保安（指警備、消防、公共危險物

品之取締及災害之搶救）、風化管制、違警處理等6項。其中明文規定不再

由警察機關協辦的行政業務竟高達23種，28 但仍有繼續協辦戶政、兵役、財

24　陶百川，〈臺灣人權問題的證詞和我的意見〉，收於胡佛、李鴻禧主編，《成長的民主》（臺北：中國論壇

社，1980年），頁354。

25　協辦或代辦均不是法律名詞。李震山，《警察任務法論》（高雄：登文書局，1990年），頁27；臺灣省議會

秘書處編，《臺灣省議會第2屆第3次大會專輯》（臺北：臺灣省議會秘書處，1961年），頁1829，見「臺灣

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3-02-03OA-02-6-2-0-00016。

26　劉匯湘，《日據時期臺灣警察之研究》（臺北：臺灣省警務處，1952年），頁39。

27　「陽明山警察所核發特種營業許可證手續表解」（1952年3月修正），〈改進人民申請及訴願〉，《臺灣省

警務處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入藏登錄號：063000001654A。

28　包括：1.公共場所之衛生稽查、2.衛生隊之管理、3.飲食物之檢查、4.環境衛生之督導考核、5.違章建築拆除

隊之指揮監督、6.依建築法規處罰違章建築所有人及承造人、7.礦業措施與治安無關部分、8.協助度政、9.協
助水源地保護、10.原列入特定營業之理髮、浴室、冰類及清涼飲料水業、肉類零售、連環圖畫、葬儀及無

女性陪侍之飲食業（茶室及餐廳、咖啡廳）等各種營業，仍以一般商業登記辦理、11.核發乙種車輛徵稅之

號牌、12.屠宰驗印、13.協助催繳稅收、14.處理勞資糾紛、15.協助推行民眾補習教育、16.外臺戲演出申請

可許之核准事項、17.協助畜牛異動檢查、18.推行山地實行定耕農業、19.協助推行山地育苗造林、20.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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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建設、衛生、海關、稽徵、新聞、司法、鹽政及糧食、警備機關等19

項業務。舉其要者，如新違章建築查報與勒令停工、禁止市區養猪、違反

環境衛生事項之取締、查緝漏稅、私鹽、出版品等，不一而足。29 從臺灣人

民的法律生活經驗的角度來看，1963年以前的警察職務範圍，與其說是警

察任務的擴張，不如說是日治時期警察保安、衛生業務的延續。加上「違

警罰法」賦予的裁決權限，直逼日本時代的犯罪即決制度，30 兩相結合，使

得警察官署成為「無所不管之萬能行政機關」。31 戰後初期的臺灣到底是不

是警察國家，從人民的生活經驗與實感，以及1965年省警務處長周中峰公

開說臺灣警察任務之多，恐怕是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比擬等語，32 答案似乎不

言而喻。33

在舉手投足，都難脫警察干涉的情形下，臺灣省議會內不時可見議

員質詢時，批評警察以「違警罰法」作為護符，動輒以民眾以「態度不

佳」、「妨害公務」、「污辱警員」等規定告發民眾，34 或只是多講幾句，

動輒得咎，就把人送派出所，按照「違警罰法」中的妨礙公務的條款送

違禁書刊檢查小組長，劃歸新聞主管單位兼任、21.滯納戶稅文件之送達、22.免除沿海檢查所哨警力配屬、

23.協助收音機檢查。〈檢發「臺灣省政府簡化警察業務方案」及其「臺灣省政府簡化警察業務方案實施程

序」〉，《臺灣省政府公報》，52年春字第36期（1963年），頁13-14。

29　〈檢發「臺灣省政府簡化警察業務方案」及其「臺灣省政府簡化警察業務方案實施程序」〉，《臺灣省政府

公報》，52年春字第36期（1963年），頁13-14。

30　1904年公布的「犯罪即決例」規定高階警察有權即決以下各罪：（一）該當拘留或科料之罪；（二）應科處

主刑三個月以下重禁錮之賭博罪；（三）應科處主刑三個月以下重禁錮或百圓以下罰金之行政諸規則之罪。

關於日治時期警察官署犯罪即決的制度介紹，請參見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律改革》（臺北：聯經出

版事業公司，1999年），頁213-221。

31　語出刑法學者林山田。林山田，〈訂立行政罰法以代違警罰法〉，《中國論壇》，8卷8期（1979年），頁

15。

32　1965年5月10日，臺灣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議會第3屆第5次大會專輯》，（三）臺北：臺灣省議會秘

書處，1965年），頁1547-1548，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3-03-05OA-03-6-2-0-00011。

33　李聲庭明白說「目下警察權似乎大過司法權，幾成為『警察國家』。」李聲庭，〈讀者投書．請司法當局立

即採取行動〉，《自由中國》，第17卷第9期（1957年11月），頁287。

34　「違警罰法」第72條第2項：「有左列各款行為之一者，處七日以下拘留或五十圓以下罰鍰：二、於公務員

依法執行職務時，以不當之言論行動相加，尚未達強暴脅迫或侮辱之程度者。」〈臺灣省臨時省議會第2屆
第3次大會專輯〉，（下）（臺北：臺灣省議會秘書處，1955年），頁1711-1712，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

庫」，典藏號：002-02-03OA-02-6-6-0-0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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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35 民眾往往認為警察藉「違警罰法」找人民麻煩，而警察對於「違警

罰法」如何執行，各局所甚可自訂辦法，報省警務處備查即可。36 找麻煩的

情況，尚有對現行違警民眾強制帶案，延後數小時才處罰，並不依照該法

規定得以傳案處罰的方式處理，民眾對此頗生反感；37 花蓮縣少數分駐所在

處理違警時，由佐警訊問簽批裁決，如果佐警不在，違警人只好在「小衙

門」內枯坐。38 對於前項情形，省警務處基於可能影響巡邏線之治安控制，

1957年通令對「除非帶案不足以制止其違警行為或無從查悉其姓名住址而

有逃亡之虞外」，在登記姓名、住址、身分證號碼後，飭其自行到案。39

違警罰的執行上，省議員建議警察機關應切實交付裁決書，並諭知如

有不服，應於接到裁決書翌日起5日內提起訴願，且應於得訴願之期（5日

內）過後始執行違警罰，但省府以「違警罰法」第48條明文規定，除罰鍰

應於裁決後3日內完納，不服警察官署之裁決提起訴願未經決定前，原裁決

應停止執行外，其餘應於交付裁決書後即時執行之，就待訴願期限過後始

執行的建議，表示歉難照辦。40 實際上，警察機關對於違警人之拘留處分，

多採取裁定後即予執行，常不給違警人有申訴答辯機會，便加以拘留，41 這

和日治時期倒是十分類似（詳後述）。

35　1974年9月23日，〈《臺灣省議會公報》，第31卷第9期（1974年），頁566-567；《臺灣省議會公報》，第

10卷第3期（1963年），頁125，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3-05-04OA-31-6-2-00-01465。

36　1952年4月陽明山警察所自訂「陽明山警察所辦理司法案件簡化辦法」，第1條：「凡屬違警事件，解所後儘

可能即行裁決，免傳訊之煩」、第2條「對孕婦老弱殘廢有違警行為，如能足堪認定時，勿庸到所可報案逕

行裁決」，皆與「違警罰法」的執行與裁罰有關。「電囑本所改進有關人民申請案件及訴願事項辦理情形

報請鑒核由」（1952年4月20日），〈改進人民申請及訴願〉，《臺灣省警務處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藏，入藏登錄號：063000001654A。

37　臺灣省臨時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臨時省議會第2屆第4次大會專輯》，（下）臺北：臺灣省臨時省議

會，1955年），頁1739-1940，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2-02-04OA-02-6-2-0-00072。

38　「據呈該局辦理違警事件情形希遵照」（1956年4月3日），〈花蓮縣警局辦理違警事件情形案〉，《臺灣省

警務處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63000001843A。

39　《臺灣省臨時省議會公報》，第10卷第1期（1957年），頁9064，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

002-03-01OA-10-1-2-02-00004。

40　《臺灣省臨時省議會公報》，第13卷第19期（1959年），頁675，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

002-03-04OA-13-5-4-01-00748。

41　1975年6月4日，《臺灣省議會公報》，第32卷第20期（1975年），頁1424，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

藏號：003-05-05OA-32-5-3-01-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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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違警罰的本質，多是在約束或禁止個人日常性轉瞬即逝的各類

行為，或是防止對於個人或公共生活危害的發生，想要維護現代文明社會

「應該有」的秩序，以及基本的公德心，但警方執法時常把「犯違警」卻

與「做壞事」連結，逾越了本來的法律目的。例如1970年省警務處長羅揚

鞭回應郭雨新（1908-1985，宜蘭人）主張廢止「違警罰法」的質詢時便

說，如果要把「違警罰法」取消，那麼「今天社會裡面有很多做壞事的，

犯罪不夠而違警是夠的，如果沒有『違警罰法』來制止的話，這社會上做

壞事的更多了」。42 在此種心態下，加上「違警罰法」充斥許多不確定法

律概念，又賦予警察機關拘留、罰役、習藝與送管訓等類似刑法上保安處

分的權力，「違警罰法」常成為警方「教訓壞人」或是辦刑案的工具。當

遇到嫌疑犯，懷疑是同夥，或為了追查兇器來源，時以「違警罰法」作為

辦案工具。臺北市刑警大隊曾有問完當事人口供筆錄後，便由刑警大隊的

值日官將案子批交分局，指示分局將連嫌疑犯都還稱不上的當事人拘留7

天，43 等於是先製造違警罪名，行他案逮捕，將嫌疑人處以拘留，再來偵查

犯罪。44 從警務檔案來看，利用違警罰當作刑事案件偵查手段的方式，可說

繼續延續日本時代的做法。1948年3月嘉義市警察局對於違警犯其有刑事罪

嫌者，便指示各分局就違警部分先予裁決，利用違警罰執行期間內，繼續

偵查刑事罪嫌。45

於是每當發生命案或其他社會矚目案件，民間無非希望儘快破案，未

必是急於將犯人繩之以法，而是如果不破案，不知道會有多少人隨時會被

警局拘留。46

42　1970年12月4日，臺灣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議會第4屆第6次大會專輯》（霧峰：臺灣省議會秘書處，

1971年），頁2327，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3-04-06OA-03-6-2-0-00039。

43　「質詢及答覆警政衛生部門第6組」，《臺北市議會公報》，第8卷第19期（1974年），頁1046。

44　李鴻禧，〈談社會安寧秩序維護法的憲政意義〉，頁320。

45　「電為准函以補充警察機關申請延長羈押辦法請查照等由擬具變通辦法六項請核示由」（1948年3月5日），

〈司法警察聯繫辦法案〉，《臺灣省警務處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入藏登錄號：063000001664A。

46　「質詢及答覆警政衛生部門第四組」，《臺北市議會公報》，第10卷第5期（1976年），頁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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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晦澀不明的空白授權規定

1955年臨時省議會通過議員洪掛（1906-2006，彰化人，在臺東發展）

提案，建請立法院刪除「違警罰法」第64條第1項第1款對於「遊蕩無賴行

跡不檢者」，得處7日以下拘留，50元以下罰款規定。洪掛批評該條文義過

於籠統、欠缺具體，不夠明確，常為警察機關濫用，妨礙人民自由至深且

巨，與民主國家立法相背馳。47 而且警察機關對這類人民的手段，經常直

接裁決拘留。1974年臺北市警察局副局長高松壽在市議會答詢時，便公開

說對於「品行惡劣」，或是「遊蕩、懶惰、刁頑的，這些人當然是給他拘

留」。48

1960年代省議員余陳月瑛（1926-2014，高雄人）同樣對「違警罰法」

充斥空泛條文，有過嚴厲指摘。她批評許多條文的文義晦澀不明，例如

「遊蕩」、「懶惰」即屬違警，但如何才算遊蕩、懶惰？並無一定標準。

警方曾列舉以下幾種行為，例如三男一女於旅社內共睡一床、無故侵入少

女房間（屋主不告訴）、深夜結伴不良少年遊蕩、火車站廣場前深夜遊

蕩、深夜爬上屋脊企圖不良、有竊盜習慣深夜遊蕩企圖不明、夜宿火車

站、少女與數名男人在旅社洗澡深夜不回家、戴披頭假髮在撞球間遊蕩、

深夜遊蕩身上帶春藥、一般餐廳女服務生陪客人飲酒喝飲料談笑、飲料中

心女服務生在櫃臺與客人玩撲克牌、野雞車、拉客黃牛等，諸如此類在警察

實務上被認為是「違警罰法」上的遊蕩無賴或行跡不檢，取締與否取決於員

警的自由心證。49 至於存在於不少臺灣人的記憶中的（包括家父在內）的第

66條第1款「奇裝異服有礙風化者」，主要是取締蓄髮者為多。包括家父在

內的父執輩們，因留長髮經過派出所或警察局，被喝令進入理髮或限期理髮

者，可說是共同經驗。

47　〈建議中央修正違警罰法第64條第1項第1款條文以重民權請公決案〉（1955年3月21日），《〈臺灣省臨時

省議會公報》，第5卷第13期（1955年）〉，頁3648，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2-02-02EA-
05-5-3-01-00644。

48　《臺北市議會公報》，第8卷第19期（1974年），頁1046。

49　謝瑞智，〈違警罰法修正方向之探討〉，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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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反覆違警的人，甚會被認定是流氓。「違警罰法」第28條與「臺

灣省戒嚴時期取締流氓辦法」因有所關連，流氓取締辦法第3條第7款規定

「遊蕩懶惰邪僻成性，而有違警行為之習慣者」為流氓，即可因違警而被

列為流氓，同辦法第6條規定：「本辦法逮捕之流氓……其屬違警而有『違

警罰法』第28條之情形或曾有前科或違警處分而有妨害社會安寧之虞者，

送交相當處所施行矯正或命其學習生活技能」。50 一旦反覆違警，便有可能

提報為流氓，送去矯正。51 1965年11月省議員許新枝（1928-，桃園人）、

陳興盛就「違警罰法」第28條對於習慣違警人加重處罰及矯正、習技處分

提出質詢，兩人質疑此這些行政罰的類型，已近似刑法保安處分，在矯正

期間或學習生活技能的期間、範圍與程序均無明確規定下，倘引用失當，

「其易侵犯基本人格，且易侵犯刑法適用之範圍」，故在省議會提案請大

法官會議解釋。52 可比許多法學博士還早提出這番見解。

1969年余陳月瑛再度於省議會主張廢止「違警罰法」及「臺灣省取締

流氓辦法」。她認為兩法「違背行憲法治精神」，而且一旦檢舉機關貪污

舞弊或參加公職競選，在地方派系暗鬥下，有勢力者便能利用這兩種法

令，將人陷入絕境。或者在地方選舉時不與國民黨合作，一夕之間就變成

流氓。53 對於人身自由，余陳月瑛認為竟可由行政官員對一般人加罰入身，

「這是行憲體制最痛苦的事情」；而且認為「違警罰法」所定罪刑，無論

輕重大小均可併為刑法處理，法院亦應創設輕罪法庭，方符法治，也才能

雪「省民所受違憲冤屈」。54 1974年蔡介雄（1939-1997，臺南人）同此主

張，認為應成立違警法庭，違警人應當作為訴訟主體，有權辯護，違警罰

50　〈修正臺灣省戒嚴時期取締流氓辦法〉，《臺灣省政府公報》，45年春字第12期（1956年），頁118。

51　根據1959年時行政院答覆立法委員質詢的資料，1955年修訂「臺灣省戒嚴時期流氓取締辦法」後，依據上

項辦法登記為甲等至丁等流氓，共計6,152名，取締2,999名。〈短評．（二）就「法」言法〉，《自由中

國》，第20卷第2期（1959年），頁75。

52　1965年11月1日，臺灣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議會第3屆第6次大會專輯》（臺北：臺灣省議會秘書處，

196年），頁184-185，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3-03-06OA-01-5-3-01-05072。

53　〈社論（二）．與陳兼院長論反對黨〉，《自由中國》，第23卷第1期（1960年），頁4。

54　1969年7月28日，臺灣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議會第4屆第3次大會專輯》（霧峰：臺灣省議會秘書處，

1969年），頁3147-3148，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3-04-03OA-04-6-8-0-0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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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納入檢察官與法官的權力範圍內，否則警察「保母」要關人比法官還容

易？法官、檢察官至少還要考慮「刑事訴訟法」關於羈押要件的規定。55

此外「違警罰法」中還有不少關於空白授權的問題。例如「違警罰

法」第69條第2項「有關公共衛生之營業設備方法不遵官署之規定者」，一

般人可能難以完全獲悉相關規定。例如，理髮師為顧客挖耳，便觸犯此規

定；56 特種營業雇用服務生未申報被查獲4次，亦有引本條，將負責人處7日

拘留。57 至於54條第11款「營工商業者不遵法令之規定」，同屬空白構成要

件，將禁止內容委之於其他法律或行政規章。於是警察官署對於任何工商

業，都可以依據此一空白違警條款，處7日以下之拘留或50圓以下罰鍰，也

可以停止營業或勒令歇業。刑法學者林山田批評這種空白違警條款讓「警

察權限之大，簡直無與倫比」，對工商營業出現太多警察管制，58 而所謂的

官署規定與法令範圍，更可以擴大解釋為行政機關所發的命令。

三、「主罰」與「從罰」失衡

「違警罰法」的處罰種類，分為主罰與從罰。主罰又分拘留、罰緩、

罰役、申誡；從罰則有沒入、停止營業、勒令歇業。按理，從罰在於補主

罰之不足，理應較主罰為輕，但「違警罰法」的從罰卻比主罰還重。59 例如

未經許可從事銀飾器製造加工，警方便可以當事人違反「臺灣省政府三八

未冬經商字第四四九九一號代電」的規定，再依「違警罰法」第54條第1

項第11款「營工商業不遵法令之規定者」，裁決罰鍰的同時，並將現場查

55　1974年9月23日，臺灣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議會第5屆第4次大會議事錄》（霧峰：臺灣省議會秘書

處，1975年），頁527，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3-05-04OA-00-5-3-01-05200。1974年9月
23日，《臺灣省議會公報》，第31卷第18期（1975年），頁1434-1435，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

號：003-05-04OA-31-5-3-01-02088。

56　1967年5月15日至8月25日，〈臺灣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議會第3屆第9次大會專輯》，（四）（霧峰，

臺灣省議會秘書處，1967年）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3-03-09OA-04-6-8-0-00102。

57　1969年11月17日，《臺灣省議會公報》，第22卷第20期（1969年），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

003-04-04OA-22-6-2-02-01429。

58　林山田，〈訂立行政罰法以代違警罰法〉，頁15。

59　李鴻禧，〈談社會安寧秩序維護法的憲政意義〉，頁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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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已製成飾品之銀片及加工用具，認為是提供違警所用之物，當場予以沒

入，60 其價值比罰鍰金額高出甚多。

1974年省議員余陳月瑛針對「違警罰法」中規定戲院、書場、舞臺，

只要有「唱演淫詞穢劇或其他禁演之技藝者」，便得停止營業或勒令歇

業，認為處罰過重；且不獨演藝場所，對如苗栗鄉間製茶廠，警察機關亦

得以未獲農林廳許可，逕以「違警罰法」勒令歇業。61 一旦勒令歇業之後，

接著警察便依照「商業登記法」，報請縣市政府撤銷營業登記，當事人倘

於此時才提起訴願，在行政機關的認定中，認為就「違警罰法」的處分已

經確定，不能提起訴願，直接損害人民的工作與財產權，但省議員批評此

「警權行使猶大於司法權」。62

1977年臺灣省旅館商業同業公會聯合會理事長林丁傳向省議會請願，

指政府為抑止色情氾濫，查獲旅館從業人員媒介色情，依照「違警罰法」

論處時，可處以申誡、罰役、罰鍰或拘留7日，但對於毫不知情的營業負

責人之從罰，動輒宣告停業處分或勒令歇業，甚者如從業人員與負責人有

嫌隙，亦可藉故「引妓入室」，喚警察前來取締，使負責人蒙受吊銷執照

之嚴重處分，非但耗資甚鉅的財產無法獲得保障，員工的工作權、生存權

亦受到影響。故林丁傳建議「違警罰法」的主罰與從罰應做合理修正，同

時就停業或勒令歇業這重大處分，亦得向行政法院提訴，否則在「違警罰

法」的僅能訴願1次，對象還是警察局的情況下，「無異一審定讞，使旅館

業者含冤受罰，無處可訴，所謂訴願實同虛設」。63 當警方在加強所謂正俗

工作時，對於營業負責人從事妨害風俗勾當者，除加重處以罰鍰拘留外，

60　〈徐洪芬不服違警裁決訴願案〉，《臺灣省警務處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63000000145A。

61　〈吳榮祥等請願為製茶工廠遭苗栗縣警察局以違警罰法勒令歇業案〉（1955年），《臺灣省臨時省議會檔

案》，臺灣省諮議會藏，識別號：002-42-401-44016。

62　1974年9月23日，《臺灣省議會公報》，第31卷第18期（1974年），頁1435，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

典藏號：003-05-04OA-31-5-3-01-02089。

63　1977年，「林丁傳請願為修正省特定營業管理規則及違警罰法部分不合理條文並訂定旅館業管理規則案」，

《臺灣省議會檔案》，臺灣省諮議會藏，識別號：003-13-302-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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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上的慣例是，第1次查獲裁處停止營業，第2次勒令歇業。64

關於特定營業的管理，也與「違警罰法」結合。依據「臺灣省特定營

業管理規則」，包括1.戲院業；2.旅館業；3.酒家、酒吧、茶室業；4.遊藝

場業；5.爆竹煙火業；6.委託寄售及舊貨業；7.收費之傭工介紹業；8.刻印

業等特定營業均由警察機關管理，而業者違反本規則之規定者，依該規則

57條「罰則」規定「分別依法處罰」。65 而所謂依法，其中之一便是「違警

罰法」，警察可裁處最令業者害怕的停止營業，甚至勒令歇業。情節重大

者，還能報請縣市政府吊銷登記證。警察的權限在結合省府的單行法規與

「違警罰法」後，權限益增，從許可、管理到裁決的主動權都握在警察手

裡。作為從罰的停止營業與勒令歇業在結合更為綿密的各項營業管制規則

後，對於民間的影響範圍更大，也為人民所怨。

四、違警裁決缺乏司法救濟手段

對於「違警罰法」的裁決不能夠向法院聲請裁判，向來是「違警罰

法」在戰後普遍遭受質疑，甚至宣告違憲的主要癥結。但我們若將違警罰

放到清朝末年到民國時代中國的發展歷程中，其立法脈絡即是「去刑法

化」的趨勢，66 共同氛圍便是要排除司法對違警裁罰的介入。

自清末的中國創辦現代警政後，光緒32（1906）年民政部便仿襲明治

16（1883）年公布的日本舊刑法第四編違警罪，制定「違警罪章程」5條26

款，首先在京師內外城巡警總廳試行，當時各省亦有擬行違警辦法。1906

年民政部基於統一各地立法，67 1908年「大清違警律」正式頒行。

在立法例上，清廷選擇了將違警律自刑律中獨立出來，民政部在酌定

64　古奠基，〈警察正俗工作之探討〉，頁384-385。按，作者古奠基，在出版《警政通論》時，任職中央警官學

校編譯組組長。1949年來臺，先後服務於臺中縣、基隆市、苗栗縣警局，歷任課員、分局員、副分局長兼戶

政事務所主任、縣警局秘書等職，承辦過司法等項業務。

65　古奠基，〈警察正俗工作之探討〉，收於氏著，《警政通論》（苗栗：古奠基，1985年），頁380-381。按

本文原刊於1973年6月出版的《警學叢刊》。

66　沈嵐，〈中國近代治安處罰法規的演變──以違警罰法的去刑法化為視角〉，《政法論壇》，第29卷第4期
（2011年7月），頁179。

67　韓延龍主編，《中國近代警察制度》（北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3年），頁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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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警律草案摺中的說法是：「中國警政正待擴充，關係綦重，尤非訂立專

律不足以昭鄭重而密維持」，但民政部並沒有進一步說明，為何得制定專

門法律，方能「昭鄭重而密維持」，看起來反而比較像是因為警政的出

現，所以有必要將違警律自刑法中析出單行，從而界定警政的範圍。固

然，現實上「大清新刑律」尚未制定公布，違警罪無從附麗於刑律，但選

擇將「違警罰法」與刑法分立，確是當時專門研究「違警罰法」學者們的

共同主張，他們強調「違警罰法」有相對於刑法的獨立性、合理以及實用

性之必要。68 換言之，自刑法中排除，其實是一種主觀的選擇，這點在憲政

編查館考核違警律的奏摺可以獲得印證，對於泰西各國立法例，有將違警

融會於刑法，不另設違警名目，憲政編查館認為此說「理論雖當」；不過

「今既議定單行，則宗旨不符，毋庸深論」。69

決定單行立法後，法規的編纂體例上，採取了當時奧地利、匈牙利、

荷蘭、義大利等以罪之性質劃分各章，分為妨害安寧秩序、妨害交通、妨

害風俗、妨礙衛生等各章，而不採日本、法蘭西、德意志等國按照處罰輕

重的劃分方式。採行此種編纂體例的理由，除了各國最新法典及草案採用

此說外，主要是考慮到負責違警罪預防、搜查及逮捕的警察，法學知識未

能完備，為了便於警察記憶，否則每遇一犯，就必須通覽整部法典，方能

找到違犯何條規定，而未能由違警行為的性質，迅速斷定觸犯哪條禁令，

因此採行為性質歸類分章編列，相對符合實際需要。70

除了選擇單獨立法，還有一個目的便是將違警罪排除於司法審查外。

湯化龍在《大清違警律釋義》中說得很明白「違警罪不獨立，行政權易為

司法權所蹂躪也」，且依照「違警律施行辦法」第1條之規定，對於違警之

判，「應暫作為行政處分不准向審判衙門或其他地方官衙門呈控」。71 故違

68　沈嵐，〈中國近代治安處罰法規的演變──以違警罰法的去刑法化為視角〉，頁180-181。

69　「憲政編查館奏考核違警律摺併單」（光緒34年4月10日），收入曾榮汾編，《中國近代警察史料初編》

（桃園：中央警官學校，1989年），頁280。

70　「憲政編查館奏考核違警律摺併單」（光緒34年4月10日），收入曾榮汾編，《中國近代警察史料初編》，

頁280。

71　轉引自沈嵐，〈中國近代治安處罰法規的演變──以違警罰法的去刑法化為視角〉，頁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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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罪現身於中國時，設計上便不想受司法機關牽掣，此外，倘將違警律附

於刑律，可能衍生出有即決違警罪之權的警官，身分究竟是司法官或行政

官的爭議問題。為了避免爭議，採用與刑律、刑法脫離的獨立法典立法，

在於避免爭議，將違警律做為從預防、搜查、逮捕到裁決專管專用的警察

法規。目的說穿了，就是在於「增警吏之權限」。72

清末將違警罪排除於現代型司法的審查之外，認為是一種行政罰，也

為後來北京政府與國民政府所承繼。1943年國民政府針對「違警罰法」進

行全盤修正──此次修法成為施行於戰後臺灣的「違警罰法」的源頭──

進一步確定違警裁決屬行政處分，明文規定不服警察官署的裁決，只能向

其上級官署提起訴願（第46條）。73 依照1943年的「違警罰法」，警察官

署最高可處人民14日拘留，儘管涉及人身自由限制，但人民在制度上無法

請求法院的裁判作為救濟手段。然而這種排除司法審查，並能由行政機關

對人民處以自由刑的作法，在行憲前的民國時代中國法學界，以及立法實

務上普遍認為並無不妥。1943年行政院將「違警罰法」草案送立法院審議

時，立法院的審查報告對新法草案劃清「犯罪」與「違警」界線，給予正

面肯定。74 例如，新法不援用舊法的罰金、沒收及訓誡等可能與刑法等相關

法律規定的刑罰種類相混，於是改稱罰鍰、沒入與申誡；新法草案將「違

警罰法」總則與分則各立一編，由總則統攝分則，可不必再援用刑法總則

與「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將「違警罰法」繫於行政法的範疇內。對於以

行政處分課與人民拘留處分，僅認為舊法拘留日數最高為15日，合併處罰

得至30日，認為「未免過長」，建議縮短外，75 對於警察得處人民拘留，只

72　「憲政編查館奏考核違警律摺併單」（光緒34年4月10日），收入曾榮汾編，《中國近代警察史料初編》，

頁281。

73　民國時代中國的「違警罰法」（1915年）、「違警罰法」（1928年）均沿襲清末立法，對於違警處分的救

濟，均無任何明文規定。沈岚，〈中国近代治安处罚法规的演变──以违警罚法的去刑法化为视角〉，頁

185。

74　當時在立法院參與審查的委員有劉克儁、林彬、羅鼎、陳顧遠、趙琛、梅汝璈等人。「呈請公布違警法由」

（1943年7月10日），〈違警罰法〉，《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錄號：001012161009。

75　「呈請公布違警法由」（1943年7月10日），〈違警罰法〉，《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錄號：

00101216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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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確認性質是行政處分，不由法院宣告亦無不妥。

立法院的審查意見，僅關注如何將「違警罰法」定性，如何切割「違

警罰法」與刑法的關係，使兩者顯然有別，確實落入行政法的領域內便

可，基於違警事件「宜於速結」，以及對縮短提起訴願及訴願決定日期，

而且不得提起再訴願，不適用通常訴願程序。76 至於分則所規範的各種違

警行為是否合理，立法院的審查意見無置一詞，可說全盤接納抄襲自日本

1908年因新刑法公布而生的「警察犯處罰令」。77

1955年畢業自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並曾在臺南州知事官房文書課任

通譯的省議員的胡丙申（1892-1972，臺南人），便以他在日本時代的生

活經驗，以違警處分僅能循有限的訴願管道，認為是「不合法治國的法

令」，在議會建議中央修法，但省府對此消極以對，認為「違警罰法」係

行政法，自無須規定可向法院請求正式裁判。78 1955年12月臨時省議會大

會決議通過胡丙申、盧繼竇（1909-1993，高雄人）建議，以中華民國是法

治國家，建議人民犯「違警罰法」時得請司法機關正式裁判。79 省府以「違

警罰法」的裁決屬行政罰為由，提供訴願管道已足，當不會因「違警罰

法」規定不得再訴願，而「蒙受不白之冤」。言下之意是，上級官署在做

訴願決定時，會很公平地處理。然而，所謂的上級官署都是自己人，如不

服警察分局之違警裁決，上級官署便是警察局，救濟管道都還是在警察體

系內，如何能期待獲得公平處理？更有甚者，內政部就違警裁決提起訴願

時，利用函令增加法律所無之限制，為提起訴願設下重重條件：1.不服警察

官署之裁決，應要在接到裁決書時，立即以書面或口頭聲明不服，否則日

後提起訴願概為無效；2.違警裁決在執行期間或結束後，均不得提起訴願；

76　「呈請公布違警法由」（1943年7月10日），〈違警罰法〉，《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錄號：

001012161009。

77　李鴻禧，〈談社會安寧秩序維護法的憲政意義〉，頁309。按，1908年日本公布的新刑法，已無違警罪。

78　《臺灣省臨時省議會公報》，第6卷第26期（1955年），頁5859，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2-
02-03OA-06-6-8-00-01088。

79　《臺灣省臨時省議會公報》，第7卷第12期（1955年），頁6462，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2-
02-04OA-07-5-3-01-00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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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起訴願者如無一定住址，倘覓不到保人，要能夠提出5,000元以下保證

金，才能提起訴願；4.申誡雖為主罰之一，但不准提起訴願。80 在求速決的

目的下，實務上，顯然企圖迴避「違警罰法」第46條規定訴願期間原裁決

應停止執行之規定，不願見到當事人對裁決提起訴願。

省府這種期待違警處分的訴願能得公平的說法，顯然與受裁決人的印

象大相逕庭，也無視於外界對「違警罰法」訴願制度的批評。1958年12

月西螺鎮民代表會做成決議建請修正「違警罰法」第46條，將不服違警裁

決，改向司法機關提出訴願裁判，同時代表會在請願事實中指出：對於違

警訴願案件，獲得減輕或免除的情況，可說「百無一有」。81 1965年省議

員葉炳煌（1919-1976，新竹人）以「違警罰法」的救濟程序，時見官官相

護，並明白指出行政機關所為之裁決，「等於司法之審判行為，顯與憲法

抵觸」。82

早期省府甚至對議會做成相關決議置之不理，大會雖做成由省府轉請

中央修法將「違警罰法」的救濟改交司法機關的決議，但省府竟回覆議

會，表示「歉難照辦」，連轉呈公文都不願意，議會之弱勢，如狗吠火

車。83 倘有回應，便是一答了事，以現行「違警罰法」之中違警罰，純係

行政罰之性質，議員所指日本戰後將違警罰改為「輕犯罪法」屬刑罰，性

質不同，應按訴願程序辦理，賦予「違警罰法」的裁決能夠向請法院聲請

裁判，乃是「與體制不符」的提議。84 中央內政部也持相同立場，認為違警

事件屬輕微處分，貴於速決，沒有採司法三級三審之必要，強硬表示在行

80　趙安仁編著，《違警罰法釋義》，頁135-136。

81　「雲林縣議會函請修正違警罰法第46條案送請省政府研究」，《臺灣省臨時省議會檔案》，臺灣省諮議會

藏，識別號：002-13-302-47001。

82　1965年5月10日，《臺灣省議會公報》，第13卷第11期（1965年），頁529，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

藏號：003-03-05OA-13-5-3-01-00609。

83　「胡丙申等提案建議人民違犯違警法時得請司法機關正式裁決」（1956年），《臺灣省臨時省議會檔案》，

臺灣省諮議會藏，識別號：002-61-202-45003。

84　1958年11月5日，《臺灣省臨時省議會公報》，第12卷第26期（1958年），頁1122，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

庫」，典藏號：002-03-03OA-12-5-4-01-0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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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罰與刑罰之法制未改變前，歉難採納。85 司法行政部也表示行政法的處分

救濟手段是訴願而非訴訟，是以行政罰處分，欲在普通法院以訴訟方法救

濟，「在體制上不甚合理」。86

行政部門始終堅持「違警罰法」屬行政罰，不願司法介入，背後其實

還存在著一個實用目的，即前述所提，慣將「違警罰法」當成辦案手段，

這樣的執法文化與習慣，是在拓展行政權力的活動範圍，也難怪省主席黃

杰在議會答詢時，認為「違警罰法」不能輕言廢止。87 行政權領域的擴大，

相對地，司法領域的遭到壓縮，日漸衰微情形的情況也就不難想見。88

以「違警罰法」便宜行事的的結果，養成了警察對於憲法賦予人民的

提審權、法院簽發的提審票視若無物的態度。1965年6月30日臺灣高等法

院庭長田濟棨、推事仲躋閣，依法簽發提審票，向臺北縣警察局提審遭該

局拘捕的犯罪嫌疑人（既不是通緝犯，也不是現行犯），但高院法警抵達

警察局後，先是縣警局警官表示該局已下班，不能辦提審手續，拒絕簽收

提審票；隔天法警再來，又說局長不在，警方雖把提審票收下，但表示不

能將人交法警提回；第3天臺北縣警察局派員聲覆書送高等法院前，就趕緊

先將這位警方眼中「並非善類」、「罪有應得」的「惡霸」，依「臺灣省

戒嚴時期取締流氓辦法」送警總職訓總隊，根本不甩應於24小時內將人犯

交給法院的憲法規定，向法院聲覆無人可交後，便欲了事。縣警局如此做

的理由是，他們已先按「違警罰法」第54條第10款，裁處當事人7日拘留，

同時認為這樣的拘留是警察的職權，並非「提審法」所稱的「非法逮捕拘

禁」，所以家屬不能以此為由，向法院聲請提審，因為這不符合「提審

85　1959年5月14日，《臺灣省臨時省議會公報》，第14卷第5期（1959年），頁67，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

庫」，典藏號：002-03-05OA-14-5-4-01-00067。

86　1965年11月1日，〈《臺灣省議會公報》，第14卷第14期（1965年），頁501，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

典藏號：003-03-06OA-14-5-4-01-00328。

87　1964年，〈臺灣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議會第3屆第3次大會專輯》（臺北：臺灣省議會秘書處，1964
年），頁2721，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3-03-03OA-04-6-8-0-00067。

88　李鴻禧，〈保障基本人權思想之本質與變異之研究分析〉，收於氏著《憲法與人權》，頁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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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要件。89

這個例子告訴我們，「違警罰法」的存在使得憲法所保障的人身自

由，處在一個極度危險的狀態，讓警察得以輕易地迴避司法的介入，甚至

無視於法院的命令。司法權尊嚴掃地的臺灣高等法院，身為事主的院長孫

德耕卻不認為自己是放棄職責，對外界表示：高院責任已盡，司法的威信

并未受到損害，法院開出提審票，但提審票提不到人，這是「法律的尊嚴

受到損害」。90 警方對法院開出的提審票，視若無物，理都不理，司法威信

公然被挑戰，孫院長此番有如置身事外的見解，是否過於正面樂觀？還是

習慣已成自然？

根據監察院糾正案顯示的數據：1956至1957年的2年間，臺北、臺

南、高等等地方法院受理79件提審案件，被告經法院提到者僅19件，其餘

各案，執行逮捕之警察機關均已向檢察處聲請延長羈押，或已移送檢察官

為由聲復法院，至於羈押是否合法，是否如期移送，法院從未依據「提審

法」加以追究。91 1965年根據司法行政部的統計，當時各法院一共開出11

張提審票，但提到者竟然只有1件，其餘10件拒絕。92 由此可見警察機關

的強勢，法院放棄職權追究，雙方幾可謂無視憲法與「提審法」的規定。

然而，省議員未必接受政府與法學者對「違警罰法」的定性，而是從

該法出現的時空背景與憲法層次，正面挑戰「違警罰法」的存在正當性。

1960年省議員鄭宋柳（1910-1983，新竹人）於大會再提案，以「違警罰

法」為行憲前公布之特別法規，歐美各國無此法律，日本也在盟軍占領時

廢止，他主張「現在法律科以人民之罰則，皆應由法律為之」，「違警罰

法」賦予警察自由裁量權，不僅牴觸刑法，且違背憲法，「在立憲今日已

89　〈提審案打了回票  這檔事不好玩笑〉，《聯合報》，1965年7月3日，版3。按：1995年12月22日大法官解釋

第392號解釋文，明白指出「提審法」以「非法逮捕拘禁」為聲請提審之條件，與憲法第8條第2項規定有所

違背。

90　〈提審案打回票  警處說遲誤了〉，《聯合報》，1965年7月4日，版3。

91　陶百川，《人權呼應》（臺北：遠景出版社，1979年），頁195-196。

92　荊知仁，〈論「自由人權」與「民主憲政」〉，收於胡佛、李鴻禧主編，《成長的民主》，頁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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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理由存在」。93 但在政府方面始終認定「違警罰法」的裁決是行政罰，不

是犯罪，自無此問題，而且依照當下的社會情況，要廢止「違警罰法」，

未免言之過早。94 1967年余陳月瑛同樣從憲法的高度，直指行政權侵奪司

法權，以及人身自由與財產權非由法院不得剝奪，認為「違警罰法」應廢

止，並認為這部法律是「訓政時期的殘物」，繼續存在，只會「自毀體

統，自毀法治」。95

1964年省議員陳興盛再次提案建議中央設立簡易法庭，審理不服違警

案件，他的理由是「違警與犯罪互有牽涉法益之侵害與違反警察業務之可

能，凡此情形究以刑事處罰抑以違警行為處罰，實難有一定標準」。96 陳

興盛的說法挑戰了法學界質的差別說，行為人的行為到底只是違反法規義

務或行政秩序（行政犯），還是具有倫理上的可非難性（刑事犯），並

不容易區別；更何況，到底是違警還是違法，實務上取決於警察的主觀認

定，一旦認定是違警行為，便能就此排除法院介入審理。類似的情況，也

出現「違警罰法」與其他法律產生競合時，警察決定使用「違警罰法」或

其他法律，便決定了人民能否有機會訴諸法院審理。1958年省議員蘇振輝

（1907-1997，彰化人），就醫師不應病人召請的法律適用問題提出質詢

時，蘇指出此行為在「醫師法」與「違警罰法」中均有規定，97 警察選擇以

「違警罰法」裁決，受裁決的醫師便無從聲請法院裁判，使得當時醫師無

法出診的客觀條件（病人召請時在深夜2點，距離10多公里，又沒有交通工

93　1960年6月2日，臺灣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議會第2屆第1次大會專輯》（臺北：臺灣省議會秘書處，

1961年），頁173-174，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3-02-01OA-01-5-3-01-05077。

94　「鄭宋柳提案為建議內政部廢止違警罰法並將有需要部份之條文納入刑法案」（1960年），《臺灣省議會檔

案》，臺灣省諮議會藏，，識別號：003-61-219-49001。

95　1967年5月15日至8月25日，臺灣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議會第3屆第9次大會》，（四），見「臺灣省議

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3-03-09OA-04-6-8-0-00102。

96　1964年6月8日，臺灣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議會第3屆第3次大會專輯》，頁128，見「臺灣省議會史料

總庫」，典藏號：003-03-03OA-01-5-3-01-05067。

97　「違警罰法」第69條第4項：「開業之醫師、助產士，無故不應招請，或應招請而無故遲延者」；「醫師

法」第20條「醫師對於危急之病症，不得無故不應招請或無故遲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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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等為法院所斟酌，僅能聽由警察分局逕行裁罰。98

然而政府內部並非完全沒有在法院內部設置違警（警務）法庭，解除

違憲狀態的構想。1961年監察院提案通過請司法院解釋警察官署有權拘留

違警人長達14日是否違憲，但大法官會議始終擱置不予解釋，提案監委陶

百川去問司法院長謝冠生為何大法官會議遲遲不做出解釋，謝冠生的回答

是：他正與行政當局會商善後辦法，「等到」行政部門設置警務法庭的辦

法決定了，司法院便可解釋「違警罰法」第18條第1款（拘留）因違憲而無

效，99 等於是看行政部門的臉色辦事。

五、違警罰鍰提成充賞

違警罰鍰的收入作為警察充賞之用所遭受的批評，是過去較少被注意

的面向。1944年9月9日配合「違警罰法」，內政部制定「違警罰鍰提成充

賞辦法」。該辦法第2條規定「警察機關得於已受銷之違警印紙價款內提取

四成作為充賞之費用」，這四成的違警罰鍰中按照第3條規定，每月依承辦

員警70%、處理機關主官100 5%、其他人員15%比例分配，而且對於服務勤

勞、辦案得力之警官、長警，可再另給全部賞金的10%，但此項人數不得超

過全部承辦員警三分之一。至於其他人員包括告發人在內等間接協助辦理

案件之人員都能分得賞金。101 違警罰鍰的收入的四成，絕大部分進了警方

私人口袋。

1960年10月臺灣省政府警務處因為「臺灣省警察人員互助共濟辦法」

規定，修正了「臺灣省各級警察機關違警罰鍰提成充賞分配標準」，降低

承辦員警的分配數額，歸入原是該由警察同仁由薪水撥出月薪5％的所支

98　1958年，臺灣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臨時省議會第3屆第4次大會專輯》（臺北：臺灣省議會秘書處，

1959年），頁1136-1140，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2-03-04OA-00-6-2-0-00214。

99　陶百川，〈臺灣人權問題的證詞和我的意見〉，頁356。

100　根據內政部的解釋，處理機關主管長官指違警事件有管轄權的各官署主官，即各縣市警察局及其分局的局

長。〈內政部核示「違警罰鍰提成充賞辦法」中所稱「處理機關主管長官」一語適用範圍〉，《臺灣省政

府公報》，36年秋字第61期（1947年9月），頁694。

101　「高雄縣議會電為建議政府廢止違警罰鍰提成辦法案送請省政府轉請中央採納」（1957年5月31日），《臺

灣省臨時省議會檔案》，臺灣省諮議會藏，識別號：002-13-302-4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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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共濟互助金，違警罰鍰不充公庫，而是作為警察從業人員共同事業的增

闢財源管道。在當時就認為違警獎金的提成部分，就是「政府用來獎勵警

察人員的，屬於警察同仁所有，提繳一部份辦互助救濟，很為合理」的觀

念下，102 並不覺得如此調整有何不妥。從這份由檔案中才能找到的分配標

準，可以知道這四成充賞獎金的分配，在1960年後更細緻的分配標準。以

警察分局的部分為例，分為「直接查獲之員警45%」、「直接處理之員警

18%」、「裁決機關主官4%，副主官3%」、「間接協辦之員警13%」、

「公積金3%」、「繳警察局5%」、「繳警務處互助共濟金10%」。其中，

間接協辦人員包括出納、會計、秘書、看守、繕寫、檔案、監印、校對、

保管等職員，103 警察局及分局上下都是罰鍰的分配對象。

於是對受違警處分的民眾觀感而言，普遍認為警察取締違警是以罰款

為目的，以違警罰鍰充作獎金的印象，104 逢年過節時，就會感覺違警取締

得特別嚴厲，警方在獎金誘使下，拘留、罰鍰、罰役、申誡均未按照情節

輕重處罰，動輒處以罰鍰。1966年省議員黃占岸（1913-1977，高雄人）質

詢指出，臺北市警察局長分到的違警提成獎金起碼1萬元以上，高雄市5,000

至8,000元，其餘各縣市局長3,000至5,000元，105 等於是變相的薪水，或是

成為警察人員互助共濟事項的基金來源。1960年時，一位中學教師的薪餉

和食物配給的折價金額合計，月薪不過645元。106

1955年桃園縣議會率先發難，主張廢除此種「分紅」規定。桃園縣議

會指警察取締往往以獎金為目的，動輒發動職權，於是透過臺灣臨時省議

會建議撤銷該辦法，後來臺北市、苗栗縣、高雄市、高雄縣、屏東市等地

102　李承謨，《臺灣警察人事的實際問題》（臺北：警民導報社，1959），頁66-67。

103　「違警罰鍰分配標準案」，《臺灣省警務處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63000005683A。

104　臺灣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議會第2屆第1次大會專輯》，頁2026，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

號：003-02-01OA-02-6-2-0-00094。

105　1966年5月23日，《臺灣省臨時省議會公報》，第15卷第11期，頁377，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

號：003-03-07OA-15-6-3-01-00291。

106　胡虛一，〈教師與「窮」──介紹中學教師的待遇及其生活〉，《自由中國》，第20卷第11期（1960年6
月），頁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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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議會紛紛來電支持，但內政部以該辦法實施以來，「尚著成效」，立法

意旨在於獎勵努力取締人員，沒有遽予廢止必要。107 對各縣市議會透過省

議會的進行請願，1963年內政部明確表示「違警罰法」提成充賞，最初係

仿效海關緝私獎金制度，行之數十年，跟其他財務罰鍰獎金為獎勵工作人

員提高效率同一宗旨，在此反共抗俄時期，對地方治安維持甚為重要，應

予維持。108

1958年省議員歐雲明（1912-1983，臺南人）再以取消違警獎金事質詢

省主席周至柔，周至柔對取消違警罰鍰獎金表示尚須慎重考慮，不願承諾

廢止，109 同年臨時省議會大會亦曾做成相同決議，110 始終未獲內政部正面

回應。1959年省議員陳林雪霞（1903-1973，臺中人）再以同樣議題質詢省

警務處，警務處以此辦法係中央規定，但擬議在執行上以勸導代替糾正，

以申誡代替罰鍰，111 1961年省議員呂錦花（1909-1981，臺北人）認為以

罰鍰充獎金，使警員普遍存在「急功好利」心態。112 1964年議員林蔡素女

（1903-1993，雲林人）、許新枝同樣主張「違警罰法」的精神在於糾正而

不在處罰，不應動輒罰鍰或罰役、沒入或停止營業處分，應該擴大申誡應

用。113

107　1955年10月15日，〈《臺灣省臨時省議會公報》，第6卷第17期〉（1955年），頁5467，見「臺灣省議會

史料總庫」，典藏號：002-02-03OA-06-7-1-02-00830。1957年6月2日，《臺灣省臨時省議會公報》，第10
卷第19期（1957年），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2-03-01OA-10-5-1-00-00981。1958年5月23
日，〈《臺灣省臨時省議會公報》，第12卷第1期（1958年），頁19-20，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

藏號：002-03-03OA-12-7-1-01-00010。

108　1965年5月10日，《臺灣省議會公報》，第13卷第19期（1965年），頁977，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

典藏號：003-03-05OA-13-7-1-01-01494。

109　1958年，臺灣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臨時省議會第3屆第3次大會專輯》（臺北：臺灣省臨時省議會秘

書處，1958年），《臺灣省臨時省議會公報》，第10卷第19期，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

0002-03-03OA-02-6-8-0-00078。

110　《臺灣省臨時省議會公報》，第12卷第17期（1958年）〉，頁559，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

002-03-03OA-12-5-3-01-00468。

111　1959年，臺灣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臨時省議會第3屆第4次定期大會專輯》，頁1229-1230，見「臺灣

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2-03-04OA-00-6-2-0-00267。

112　1961年5月8日，臺灣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議會第2屆第3次大會專輯》，頁179，見「臺灣省議會史料

總庫」，典藏號：003-02-03OA-01-5-3-01-05093。

113　1964年6月8日，臺灣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議會第3屆第3次大會專輯》〉，頁2718，見「臺灣省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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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替代此種充賞制度，有省議員建議採另編預算方式。1963年省議員

黃奇正（1900-1977，臺北人）建議另編預算獎金，1965年桃園縣議會也有

透過省議會建議中央改編列勤務津貼，取消警察違警罰鍰獎金，否則警察發

動職權很難不讓人認為是以獎金為目的，事無論大小，均予取締，甚至吹毛

求疵。但省府的復文（省警務處長周中峯代為決行），表示未便照辦，認為

這是提高員警維護治安效率的手段。114 警務處面對議員的質詢，在書面答

覆竟說，假如大家都守法不違警，自然也不會發生違警罰鍰問題，並且認為

相較於拘留、罰役，警察機關處以罰鍰，已經是從輕發落了。115

直到1968年7月，在臺灣省議會屢次建議後，省警務處向內政部建議違

警罰鍰不要作為個人提獎之用，而作為充實全體警察設備或福利之用。116 

此後違警罰鍰的收入應用分配改為繳公庫50%、違警印紙工本費8%、全體

員警福利費30%、事務補助費6%、查獲違警案件員警工作效率費6%。117 儘

管1968年3月廢止提獎制度，省議員仍舊質疑獎金變成員警福利金，是否改

個名目繼續變相支領，換湯不換藥？

貳、批判內容的脈絡

上述對「違警罰法」的批評內容，反覆提到的論據之一，便是憲法第8

史料總庫」，典藏號：003-03-03OA-04-6-8-0-00067。1964年6月8日，臺灣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議會

第3屆第3次大會專輯》，頁2942，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3-03-03OA-04-6-8-0-00100。

114　「桃園縣議會函為建議修正現行違警取締獎金辦法改為發給勤務津貼以防警察人員苛擾人民案」，《臺灣

省議會檔案》，臺灣省諮議會藏，識別號：003_13_302_00009。

115　1963年，臺灣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議會第3屆第2次大會專輯》，頁2407，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

庫」，典藏號：003-03-02OA-03-6-2-0-00033。1965年11月1日，臺灣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議會第3屆
第6次大會專輯》，頁231，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3-03-06OA-01-5-1-00-05141。

116　1967年11月6日，《臺灣省議會公報》，第18卷第14期（1968年），頁552，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

典藏號：003-03-10OA-18-6-2-02-00812。

117　1969年5月19日至8月7日，臺灣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議會第4屆第3次大會專輯》，頁2245，見「臺灣

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3-04-03OA-03-6-2-0-00085。1970年6月9日，臺灣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

省議會第4屆第5次大會專輯》（霧峰：臺灣省議會秘書處，1970年），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

號：003-04-05OA-03-6-2-0-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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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保障人身自由的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行犯之逮

捕由法律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不得逮捕拘禁。非由

法院依法定程序，不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

罰，得拒絕之。」在戰後國民黨政府宣稱實施憲政下，成為省議會得以展

開批判的重要支點。

綜觀前述省議員們的批評，制度面上，批評最烈的部分，主要是「違

警罰法」讓憲法所保障的人身自由落空，以及權力分立下的司法權不彰的

情況。警察可不經法院剝奪人身自由，以及對違警裁決只有一次性的訴願

救濟管道不抱信任，省議員屢屢向政府提出建議案，主張設置違警法庭或

由法院審理，將違警罰納入檢察官與法官的權力範圍內，違警裁決不能夠

向法院聲請裁判救濟，是議員所不能苟同。他們質疑違警處分的拘留，比

「刑事訴訟法」的羈押要件還寬鬆；此外，警察對違警人加重處罰及矯

正、習技之處分，近乎刑法上的保安處分，讓警察擁有這麼大的權力，嚴

重破壞憲法上的權力分立，行政權大幅侵奪司法權。當政府一再宣稱違警

罪是行政罰，藉以排除法院審判的介入時，省議員也質疑政府對「違警罰

法」的定性，直指該法根本是訓政時代的「殘物」，究竟是違警與違法，

實際上取決於警察的認定，難有一定標準，正本清源之道在於設置簡易法

庭審理。實體內容上，省議員們批判部分條文，文義過於籠統，不夠具體

明確，成為空白授權，常為警察機關濫用，而且又跟許多行政命令如「臺

灣省戒嚴時期取締流氓辦法」綁在一起。

執行面上，省議員批評警察以「違警罰法」為護符，執勤態度不佳，

動輒打罵人民，人民多說幾句陳述意見，時以「違警罰法」的妨礙公務條

款取締，往往將人民強制帶案，又延時裁決。對違警人之拘留處分，實務

上常見裁決後即予執行，不給違警人有申訴答辯的訴願機會。警察常常視

犯違警等於做壞事，將違警罰當作刑事案件的辦案手段，先按上違警罪

名，行他案逮捕，再行偵查，這些都被省議員們認為是違反憲法對於人身

自由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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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整理的批評內容，儘管省議員早已點明，但在1970年代末前，

學界的批評顯得十分委婉。除了如任教過臺大與政大的法學教授李聲庭在

《自由中國》公開指摘「違警罰法違憲不是沒有根據的」，認為憲法第8條

的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不得審問處罰」是一項禁止規定，意義十

分明確，並沒有模糊空間，他反問當局「請問此處的處罰（按：指憲法第8

條）二字，跟「違警罰法」三十多個『處罰』，在意義上有何不同？蓬萊

米是不是可以煮成飯的米？」，並且明示如果有人說「違警罰法」沒有違

憲之處這種話，不像是學過法律的人會說的。118 相較於李聲庭清楚剴切的

批判，憲法學者林紀東在1960年出版的《中華民國憲法釋論》論及人身自

由的基本規定時，提到因為違反行政法規，而被處行政罰，「涉及人身自

由之限制者，（如「違警罰法」第18條之拘留），是否亦應由法院為之，

亦為可研究之問題。」119 林紀東把問題點出，顯得欲言又止，有些法學者

連提都不提。

擔任過大法官的臺大法律系教授洪應灶在憲法課的教科書《中華民國憲

法新論》，論及憲法第8條第1項的人身自由時，以「違警罰法」第1條「違

警行為之處罰，以行為時之法令有明文規定者為限」為例，強調憲法上的人

身自由保障，需注意人民如未觸犯法律已經禁止的行為，應不受國家機關任

何處罰；但在論及審問處罰時，卻對「違警罰法」賦予警察得以審問處罰剝

奪人身自由的權力是否合憲，隻字未提，僅云「通常由法院行使之」。120

其實，當時的法學界的主流學說，與行政部門的見解相同，將違警人

視為行政犯，認為行政犯應由行政官署處罰，救濟程序循行政層級為之，

自然不應由地方法院裁罰，藉此迴避司法審查的必要性。121 這種以質的

118　李聲庭，〈與內政部長田部長論警察權〉，頁169。

119　林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釋論》（臺北：朝陽大學法律評論社，1960年），頁134。

120　洪應灶，《中華民國憲法新論》（臺北：臺灣大學法學院事務組經售，1959年3版增訂本），頁37-38。

121　林紀東在論及有關行政罰討論時，對於行政官署擁有行政秩序罰的處罰權，例如「違警罰法」上的拘留、

罰鍰、罰役、申誡等，主要著眼於行政犯如何與刑法犯區分，對行政機關針對行政犯得以裁決拘留、罰役

等剝奪人身的處罰手段，並無表示異見，或認為不妥。林紀東，《行政法》（臺北：政治大學公共行政企

業管理中心，1965年），頁409-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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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說，將行政犯與刑事犯截然劃分，認為在本質上不同，在1990年代以

前的臺灣法學界被認為是通說，122 甚至當二次大戰後的德國，在這種質的

差別學說逐漸失勢的情形下，臺灣在威權體制下且行政權獨大的現實情境

下，仍是法學界的主流觀點。法學者為了讓這類法律具有「正當性」，於

是將其定性為行政罰，藉此免受刑法或憲法上原則的拘束，並且讓行政犯

成立變得十分容易，無非都在配合或協助行政目的，123 學說與實務可說一

同在鞏固「貴於速決」的行政目標，124 法治國的基本原則，自然被晾在一

旁。

不過，監察院在1950年代末，不斷在院內年度的政治設施總檢討會議

上做成決議，認為警察有處拘留、罰役的權力違憲，送請行政院注意。

1961年6月正式發函司法院聲請大法官解釋，也是著眼於「違警罰法」授

權警察官署有權拘留人民達14日是否違反憲法第8條的規定。但長期沒有得

到回應，至於「違警罰法」分則中的各項禁止規定，是否同樣存在違憲情

況，尚非監察院關心的重點。125 省議員則是注意到了當中存在許多空白授

權的條款。

直到1970年代末期，臺美關係生變，國民黨政府對內展開革新，尋求

統治的內部正當性時，「違警罰法」的違憲性與修改必要性，才拉出了更

大的公共輿論討論空間，政府內部也才開始有所動作。1979年1月30日國

民黨中央常會第106次會議上，研討因應臺美斷交後內部的改革措施時，126 

政治方面，包括司法行政部及法院隸屬問題、制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單行

122　如林紀東，《行政法》，頁408-412。

123　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臺北：三民書局，2013年增訂12版），頁460-462。

124　然並非所有學者都這種主張，荊知仁曾表示：法律如果可以這樣解釋，「那真是有法猶如無法了」。他對

「違警罰法」有關拘留的規定，認為「實在是有很大的違憲嫌疑」。荊知仁，〈論「自由人權」與「民主

憲政」〉，頁116。

125　洪淑華，〈臺灣戒嚴時期大法官釋憲與人權發展〉（臺北：政治大學歷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年），

頁84-87。

126　〈民國六十八年蔣經國大事日記略稿〉，《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入藏登錄號：00500000024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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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修訂「違警罰法」、制定國家賠償法、勞動基準法等。127 當執政當

局釋出修改「違警罰法」的氣氛後，討論逐漸熱烈起來，當時法學者如吳

庚、李鴻禧在論及該如何修改「違警罰法」時，除了聚焦於如何符合憲法

第8條「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不得審問處罰」的文字規定，提出的制度改

革方向，建議法院設置「輕罪法庭」，將違警事件交由法院以司法程序審

理，128 藉以解除最明顯的違憲情形外，林山田、李鴻禧也觸及了「違警罰

法」所規定的禁止事項，指出分則中的許多條文在內涵與文義違背現代法

治國原則與基本法理。

整整延宕了二屆的大法官後，1980年11月7日大法官會議終於對1961年

監察院所提出的釋憲聲請案作出釋字第166號解釋，語氣平淡地表示「違警

罰法」賦予警察官署裁決拘留、罰役權力，「係關於人民身體自由所為之

處罰，應迅改由法院依法定程序為之，以符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之本旨」，

委婉地暗示違警罰法的違憲情況，但不敢大膽明示，似乎在等待行政機關

的善意反應。129 這樣做法其實印證了上述謝冠生院長以司法的違憲審查決

定，必須配合行政部門的步調。

然從本省籍省議員批評「違警罰法」依據，不只援引憲法作為批判的

論據，比較特別的是，還以生活過或認識到的日本時代法律生活經驗作為

批判資源，130 藉以諷喻戰後國民黨政府的警察藉「違警罰法」，權力可比

帝國主義下的日本警察還大。這樣不同時代的批評連結之所以可能，在於

對於違警行為的內容，日治時期與戰後有高度的延續性。戰後臺灣省行政

127　〈中央常會繼續研討政治外交改革措施〉，《中央日報》，1979年2月1日，1版。

128　吳庚，〈談違警罰法的修改〉，《中國論壇》，第8卷第8期（1979年7月），頁10-11。李鴻禧，〈違警罰法

修廢問題之商榷〉，《中國論壇》，第8卷第8期（1979年7月），頁27-28。

129　王兆鵬，〈臺灣刑事訴訟法的重大變革〉，收入湯德宗、王鵬翔主編，《2006兩岸四地法律發展》，下冊

（臺北：中央研究院法律學研究所籌備處，2007年），頁409-410。到了1990年大法官會議二度對「違警

罰法」作出解釋，在時代氛圍已經改變下，大法官終於敢於挺身行使司法審查權，在解釋文中明白說違警

罰法至遲於1991年7月1日失其效力，以限期失效的方式，迫使行政與立法部門加速審議「社會秩序維護

法」。

130　省議員蔡介雄質詢時點出日本統治時期的違警例，源頭來自普魯士。1974年9月23日，《臺灣省議會公

報》，第31卷第17期（1974年），頁1283，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3-05-04OA-31-6-8-00-
0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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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公署警務處在擬定接收日治時期各州廳接管期間3個月間警務工作表中

（1945年11月開始），便規劃預計以1個月時間布告週知，第2個月宣傳，

第3個月實行「違警罰法」。131 長官公署警務處原先擔心臺胞未習國文，對

於法令規章可能不甚了解。132 實際上國民黨政府是過慮了，違警罪所規範

禁止行為，戰前與戰後呈現高度的延續性，日本時代臺灣人經驗過的「臺

灣違警例」，與民國時代中國的「違警罰法」，堪稱是孿生兄弟。

管制內容的高度相似，讓1954年時省議會內的本省籍議員許金德

（1908-1990，新竹人）在質詢時，以為警察機關處理違警案件，「尚多沿

用日據時代違警令」133，省警務處則表明並無發現有沿用日治時期違警令情

事。許金德的誤解，從人民法律生活的角度就能理解。首先法條名稱的用

語──違警是相同的；再者從日治時期的「臺灣違警例」，到戰後的「違

警罰法」，規範內容上同時反映出從戰前到戰後，警察強勢介入人民法律

生活的連續性，而且對生活秩序的管制面向基本上是延續的。1926年《臺

灣民報》批評臺灣適用即決處分的範圍不但比起日本本土更廣，光是「臺

灣違警例」就有122項禁止行為，警察一旦有意刁難，不怕找不到處罰依

據，規定的內容「可說是無微不到，內中有文句極其模糊的，也有範圍極

其廣大的，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了！」134 這樣的批評如果放到戰後，

其實也不太容易產生時空錯置之感。

不僅是省議員曾以昔日的經驗凸顯今日竟不如「日據」時期，甚至連

最基層的鎮民代表會也是如此。1958年省議員歐雲明（1912-1983，臺南

人）、王安順（1919-2007，雲林人）在省議會提案，要求將違警處分僅能

訴願改為得聲請正式裁判，建議將「違警罰法」第46條修改為「不服警察

131　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警務處編，《臺灣一年來之警務》（臺北：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1946年
11月），頁7。

132　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警務處編，《臺灣一年來之警務》，頁52。

133　1954年，臺灣省臨時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臨時省議會第2屆第1次大會專輯》，（下）（臺北：臺灣

省議會秘書處，1954年），頁1137，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2-02-01OA-02-6-2-0-00079。

134　〈論評．違警例的濫用何多！豈無救濟方法？〉，《臺灣民報》，第120號（1926年7月4日），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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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署關於違警事件之裁決者，得於接到裁決書五日內得向法院請求正式裁

判」。他們的理由除了禁止向法院提訴是違憲、違反民主國家作法、不合

時勢外，一個比較有歷史延續性的理由是，他說過去連「帝國主義之日本

立法例」，亦得請求正式裁判。135 同年12月，最基層的民意機構雲林西螺

鎮民代表會也就同樣議題，以縣議會決議向臨時省議會提出請願，主張違

警「申訴」案件，須由不同系統之機關處理，才能獲得公平之裁判，而且

「鑒諸以前日政時代之違警罰法，不服警察之裁決，得向地方法院提出正

式裁判」。136

「正式裁判」一詞，不是中華民國法體系下的法律名詞，而是日本統

治時期所遺留在民間法律生活用語。正式裁判所指涉的是，當人民不服警

察官吏依照「犯罪即決例」這類簡易手續做成的即決處分結果，向法院請

求裁判之謂。儘管警察官廳在當時被賦予裁判的權能，成為明治憲法的例

外情況，137 但仍保留讓法院有最終決定的權限，使得犯罪即決的案件能夠

回歸法院的檢察官或判官處理，以期形式上符合明治憲法規定的國家統治

權行使方式。

1920年代臺灣人知識份子批評犯罪即決時，並沒有直接挑戰這個制度

的存在正當性，有稱「即決例本非不善」，他們並不反對犯罪即決的存

在，而是批評警察官署對訴訟人權的侵害。138 《臺灣新民報》的社論便

言：「即決例本非不善，然若於執行者稍失良心，就難免其弊害」，對

「輕微瑣細」的犯罪，以即決的方式處理，不用正式裁判，基於「省其司

法事務的繁雜」，他們基本上是認同的。臺灣人知識份子所批評的是，警

135　1958年6月2日，《臺灣省臨時省議會公報》，第12卷第17期（1958年），頁558-559，見「臺灣省議會史料

總庫」，典藏號：002-03-03OA-12-5-3-01-00467。

136　「雲林縣議會函請修正違警罰法第四十六條案送請省政府研究」，《臺灣省臨時省議會檔案》，臺灣省諮

議會藏，識別號：002-13-302-47001。

137　「大日本帝國憲法」第24條：「日本臣民，不得奪其應受法律所定法官審判之權」。末川博編著，《新法

學辭典》，上卷（東京：日本評論社，1937年），頁8-9。

138　王泰升，《具有歷史思維的法學：結合臺灣法律社會史與法律論證》（臺北：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0
年），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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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因為日臺民族的情感，以及缺乏素養等執法上的偏差與不公平。139 1932

年8月30日社論〈從速改正犯罪即決例〉，同樣先是承認犯罪即決的存在價

值，並無一概推翻警察機關所具備「小裁判所」功能：

凡為立憲的國家，大多以三權分立為原則，故一切的裁判，本應受

司法裁判所的所管，但是對於輕微的犯罪，為節省經費和短縮時間

起見，另訂簡便的辦法，以期裁判的敏速處置，固屬當然的事。140

犯罪即決必須改善的地方，是警察在即決後，刻意阻撓當事人向法院

聲請正式裁判的心態與做法。他們指責警察官署即決時不公開，又不許辯

護士代言，於是許多枉屈的事情，無從得伸，遭警察即決後，除非申請正

式裁判以外，別無救濟方法，但警察經常透過各種方式，經常讓當事人

「過期」──超過3日內申請正式裁判規定期限，或是禁止與辯護士面會，

對家人或對外說本人沒有聲請意願，141 或是欺騙民眾，若有不服得先繳納

罰金，再去法院抗告，殊不知繳納罰金後，法院就不受理了。142

因此臺灣人知識份子的批判主調是警察透過各種手法「阻害民權」，

以強迫或誘騙方式，使人民喪失救濟機會，加上當時認為法院可能比警察

公平的認識前提下，他們反覆向臺灣人宣傳作為犯罪即決救濟手段的正式

裁判，藉以抗衡警察的濫權行徑。他們指責警察官署不當、非法剝奪人民

的訴訟權利，他們想告訴一般民眾的是，警察的即決不是「犯無救的」，

呼籲臺灣人「務要照法而行，消極的去救濟其濫用才是」，143 也不斷提醒

當局，要求擁有即決權的中高階警官警部、警部補，對下吏的舉發報告，

要加以慎重審查，對於不服即決的案件，則要給予申請正式裁判上的方

139　李崇僖，〈日本時代臺灣警察制度之研究〉（臺北：臺灣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6年），頁121-
123；延陵子，〈評壇．落書事件と無罪判決〉，《臺灣新民報》，1932年7月6日，頁5-4。〈社說・警察

的暴行〉，《臺灣新民報》，1931年3月7日，頁2。

140　〈社說・應從速改正犯罪即決例〉，《臺灣新民報》，1932年8月30日，頁4-44~4-45。

141　〈社說・應從速改正犯罪即決例〉，《臺灣新民報》，1932年8月30日，頁4-44~4-45。

142　李崇僖，〈日本時代臺灣警察制度之研究〉，頁134-135。

143　〈論評．違警例的濫用何多！豈無救濟方法？〉，《臺灣民報》，第120號（1926年7月4日），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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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以便對存在誤弊的即決處分，有補救與匡正機會。144

儘管過去的研究已經告訴我們，當時受即決處分向法院聲請正式裁

判，實際上很少發生。1920年代年平均近7萬多的即決案件，聲請法院裁判

數最多的1928年不過89件，比例微乎其微。145 但我們也不能就此忽視這些

微小實數背後的可能意義。戰後具有日本時代經驗的臺灣人，卻以當時仍

有聲請正式裁判的機會，作為批評戰後「違警罰法」的理由，這樣的連結

之所以成為可能，這些數量不多的聲請正式裁判經驗、閱報所獲訊息，或

是聽聞知識份子宣講鼓吹，都可能在無形中發揮作用。特別的是，戰後本

省籍民意代表從在地歷史經驗發出的批評與質疑，時間比起戰後的許多學

者還早，同樣切中要害。因此省議員之所以能對「違警罰法」提出有力批

判，一方面有其歷史淵源，亦即日治時期對人權保障的要求已經進入臺灣

社會生活中；另一方面，隨著戰後國民政府的行憲，進一步取得明確的憲

法上依據，批判更具正當性與力道。這種結合臺灣歷史經驗與戰後憲政基

礎的批判意見，與1970年代以前學者委婉批評基礎並不相同，這也同時反

映出臺灣社會與民國時代中國社會在法律生活經驗上的差距。

對於違警罰鍰的提成充賞，自省參議會到省議會，歷屆大會召開時，

議員均強烈反對繼續維持違警罰鍰獎金制度，各地方議會不時做成決議，

透過省議會向中央反映廢除此一制度。之所以如此會有如此現象，與過往

生活經驗產生極大的反差有所關聯。1966年余陳月瑛的批評，道出了日治

臺灣與民國時代中國在法律文化上的重大差異，她說：

光復後罰款獎金制度移遷本省時，當時本省六百萬人民極為驚駭，

因警察任務神聖，且為國家執法應不該對罰款有抽頭之制度，而引

起百姓失望極深……此種獎金制度不但失去政府威信被罰者卑視警

員，罰者貪欲不止，實有破壞政府體制損害官吏聲譽……本法確屬

惡法，應予澈底廢止。146

144　〈社說・犯罪即決例的適用要防弊害〉，《臺灣新民報》，1932年2月24日，頁4-126~4-127。

145　上述的平均數，計算自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律改革》，頁218-219。

146　1966年11月14日，臺灣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議會第3屆第8次大會專輯》（霧峰：臺灣省議會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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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同樣是從民間法律生活經驗而發的比較觀察與批評，余陳月瑛用

「驚駭」來形容這種罰鍰竟可作為提成充賞的情況，並非過言。就筆者目

前所見，日本時代臺灣人對於關於犯罪即決的批評中，少有見到批評以科

料作賞金的情況。始於1930年的警察共濟組合，經費來源係以組合員繳納

相當於月俸的2%，以及政府補助相當於組合員薪俸2%的給與金運轉生息，

尚未有見以即決罰鍰所得，直接充作共濟組合的經費來源的制度設計，147 

公私份際的拿捏，在兩個時代，差異極大。148

進入結論前，本文必須指出，省議會從學理、從法理、從經驗出發的

諸多批判，儘管切中要害，砲火猛烈，但成效極其有限，除了提成充賞稍

作修改（但也只是換湯不換藥的形式修正），其餘並沒有獲致實質效果，

「違警罰法」仍然不動如山，持續存在四十餘年。作為一個不具修法權

限的地方議會，省議員的批判意見所提到的憲法或法律要件論述，實際上

並非其所能處理，在中華民國憲法的體制下，修法權力是中央的立法院。

1970年代以前，臺灣人在以全中國為主的「民意」架構下，在立院的聲音

微乎其微，人口占絕大多數的本省人選民，無從透過定期的民代選舉過問

國政，不足以影響作為國家意志結果的法律規範之制定或修改。149 這是臺

灣社會儘管有再多的不滿與批評，仍舊無法撼動「違警罰法」的主因。但

這也意謂著「違警罰法」及其實踐者所構築的法律秩序，對臺灣社會而言

仍然是一種外在的、強加的法律秩序，未必符合臺灣社會的心聲與過去經

驗。此種與立法權無緣的情況，一直到1970年代後才逐漸改變，臺灣的民

意透過增額中央民代的定期改選進入國會，有關此類違憲法律的批判聲浪

伴隨此過程而逐漸加強，最後在威權體制鬆動，臺灣的民意進入國會後，

處，1967年），頁291-292，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3-03-08OA-01-5-3-02-05207。

147　劉匯湘，《日據時期臺灣警察之研究》，頁36。

148　受日本時代的教育與文化下養成的人，對此公私界限的掌握與認識，已經內化為個人修為。周婉窈，《臺

灣史開拓者：王世慶先生的人生之路》（新北市：新北市政府文化局，2011年），頁181-183。

149　王泰升，《臺灣法律現代化歷程：從「內地延長」到「自主繼受」》（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5年），頁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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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批判意見才得以轉化為立法行動；加上大法官對解釋憲政制度的角

色權威表現出信心，1990年1月19日的釋字251號展現出不同於過去的作

為，以限期失效強勢宣告「違警罰法」由警察限制人身自由處分之規定違

憲。150 在政治情境與結構轉變下，「社會秩序維護法」快速完成立法，

「違警罰法」才隨之走入歷史。

參、結論

本文所指出的經驗事實，過去因為研究視角的不同，較少被注意；相

對地，如果從以臺灣為主體的法律史研究角度出發，便能發現這種具有連

續意義的法律生活史現象。從人民的法律生活經驗的社會事實上來看，戰

後的「違警罰法」賦予「警察把人抓起來關」的權力，其實與戰前臺灣人

所經驗的犯罪即決制度，只有程度與範圍上的差別，戰後可說延續了戰前

「警察代替法院」的法律生活實象。人民對於警察作為「大人」的印象，

在「違警罰法」的授權下，讓警察國家的陰霾，始終揮之不去。同時，國

家賦予警察的任務很大程度延續日本時代。「違警罰法」內充斥的各種不

確定法律概念或是空白授權條款，讓國家透過警察協助完成社會秩序以外

的行政目標。當1970年代臺灣民間工商娛樂發展日趨蓬勃之後，省議員

也關注到「違警罰法」的從罰：沒入、停止營業、勒令歇業，可說威力無

窮，處分比主罰還重，警察的一紙裁決書，便能使投下鉅資的營業場所停

止營業甚至勒令歇業。

由於「違警罰法」是在民國時代中國尚處於訓政時期便制定的法律，

1947年行憲後，姑且不論「違警罰法」的內容是否實質正當，「違警罰

法」賦予警察的裁決與權限，便難以通過這部儘管在當時僅具形式意義憲

150　王泰升，〈自由民主憲政在臺灣的實現：一個歷史的巧合〉，《臺灣史研究》，第11卷第1期（2004年6
月），頁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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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檢驗。戰後監察院雖沒有明說「違警罰法」違憲，但他們以憲法第8

條為依據，不斷建請行政部門注意此一問題，甚至聲請大法官解釋。擁有

比一般人更大的發聲管道與空間的省議員，透過議會的質詢與發言機會，

同樣援引憲法，批評侵奪司法權的「違警罰法」，動輒剝奪人民生存、自

由、財產等權，卻不是由法院依照法定程序，而是授權警察對人民進行逮

捕、拘押、罰役、停業、歇業，這是訓政時代的殘物，違反法治國的基本

原則。用1972年省議員余陳月瑛質詢時的一句話來說，便是：「法律地位

竟與憲法同一位置，令人啼笑皆非」。151

除了警察所擁有的裁決權限外，更令代表民意的縣市議會與省議會民

代們驚駭與質疑的是，違警的罰鍰竟可提成充作警察的充賞之用，公然將

罰鍰當作抽頭分紅的做法，或是後來部分改作全體警察人員的共濟互助金

之用，都讓違警人打從心理質疑警察裁罰的公平性，質疑警察人員的執法

動機。對比至日本時代的生活經驗，當時的警察之所以是臺灣人的怨府，

主要原因之一是殖民統治下的民族與階級歧視情境下的警察權濫用，但臺

灣人質疑警察執法的劣跡中，尚無見著公然將罰鍰以公作私、作為個人提

成充賞這項。

同樣從經驗出發的批評是，在日本時代對於違警即決尚可聲請法院正

式裁判尋求救濟，匡正行政機關的違法缺失，但戰後臺灣繼承自民國時代

中國的「違警罰法」，同樣是被警察抓去判拘留，如以「違警罰法」裁

決，卻不能聲請法院裁判。本省籍省議員時以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尚

能由可得公平的法院介入審查，暗諷、批判「違警罰法」在號稱「自由中

國」、號稱行憲的臺灣的存在正當性，並以日本時代的法律生活經驗質疑

法律的合理性。儘管，學界與政府時以學說上質的差別說，區別出行政犯

與刑法犯，認為違警行為定性為行政罰，便可藉此免受刑法或憲法原則的

拘束，但從生活經驗出發的省議員們，並不接受法學者與行政部門在當時

151　1972年8月4日，臺灣省議會秘書處編，《臺灣省議會第4屆第9次大會專輯》，（三）（霧峰：臺灣省議會

秘書處，1972年）〉，頁4155-4156，見「臺灣省議會史料總庫」，典藏號：003-04-09OA-03-6-8-0-00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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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理上的定性或法學界的通說。省議員們結合臺灣歷史經驗與戰後憲政基

礎的批判意見，與1970年代以前學者委婉批評意見的基礎並不相同，這也

反映出臺灣社會與民國時代中國社會在法律生活經驗上的差距。

本文整理出省議員對於「違警罰法」的批評，修正與補充過去研究認

為一般民眾對「違警罰法」不以為意、任其存在的說法，從省議員的發言

上來看，民眾的不滿，其實是透過省議員在議會的發言質詢而現身，這些

批評內容儘管零碎未成系統，但如果我們後設地整理他們的言論，可以發

現他們的批判內容與焦點，與1970年代末的許多法學者的批評，其實是

相同的。質詢臺上，他們的批評更直接，資源更多來自在地生活經驗的啟

示，而非外國立法例或學說，在憲政與人權保障的要求上，可說展現出歷

史經驗的延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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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the Criticism and Context of the Act of Governing the 

Punishment of Police Offences in post-war Taiwan

Chun-ying, Wu*
This article analyzes criticisms against the Act Governing the Punishment of 

Police Offences （hereinafter "the Act"） by members of the Taiwan Provincial 
Council in order to revise existing literature that the Taiwanese people were 
unmindful of, or indifferent to the Act. Civilian discontent was channeled through 
the presentation of members of the Taiwan Provincial Council. Though these 
criticisms are fragmentary and unsystematic, a thorough analysis shows that 
they are in line with the criticisms offered by the jurisprudents in the late 1970s. 
Nevertheless, materials of criticism offered by council members who stood 
behind the podium were mostly based on local living experience before WWII, 
instead of foreign legal theory or legislative cases. On the other hand, legal 
experience in daily life under Japanese rule and understanding of jurisdiction 
connoted the demand for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under constitutionalism. After 
WWII, du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legitimacy and effi cacy 
of members of the Taiwan Provincial Council were strengthened as their authority 
had been rooted in the Constitution. As a result, the Taiwanese people were not 
unmindful of the Act, which offended human rights protected by the Constitution. 
Instead, the Taiwanese people illustrate continuity in historical experience by 
demanding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Keywords: Taiwan Provincial Council, Act of Governing the Punishment of 
Police Offences, Taiwan legal history, physical liberty,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 Assistant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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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為了解臺灣高中生對於抗日戰爭1（以下簡稱「抗戰」）的認知情形，

本文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蒐集並分析598位中上程度的高二、高三學生

對抗戰的看法，相關議題的設計包含：（一）與抗戰相關的歷史知識；

（二）與抗戰相關的歷史意識；（三）與抗戰相關的歷史思維能力等三個

面向。期能藉以了解「中國現代史」教學在臺灣高中歷史教育中的現況，

並作為改進高中有關抗戰史教學之參考。

本文分為四部分，一、前言：說明研究動機、方法與目的；二、臺灣

高中歷史教科書中的抗日戰爭：分析高中課程綱要及各版教科書的相關內

容；三、臺灣高中生眼中的抗日戰爭：說明問卷問題的設計及分析問卷結

果；四、結論。

初步獲致以下幾項結論：（一）抗戰的議題深具歷史教育的功能；

（二）歷史人物的評價指標趨於多元；（三）教科書應強調抗日戰爭是人

類反侵略戰爭的重要指標；（四）兩岸教科書中的抗戰史內容不宜採用口

號或教條式的論述。

關鍵字：抗戰、歷史教育、高中歷史課程綱要、高中歷史教科書

*　本文曾發表於由澳門理工學院成人教育及特別計劃中心主辦之「天人古今：華人社會歷史教育的使命與挑戰

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年9月9-12日。

1　根據教育部於95學年度實施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行綱要」（簡稱「95暫綱」），第2冊第5章「中華民國

的建立與發展」第三節「從中原到臺灣」的重點之一為「中日戰爭」，相關文字說明如下：「民國以來，中

日關係成為中國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環，日本侵華也成為攸關中國內部發展最為主要的外部因素。本節應

探討民國以來日本對於中國的影響，以及侵華在其整體國家戰略中的地位；關於中國在此一時期確立了有別

於傳統華夏概念的中華民族主義，可以提出來思考討論。有關八年抗戰，九年一貫教材已有述及，因此不必

著墨太多，但其歷史意義與影響則應詳細分析探究。」本文依據「95暫綱」，以「抗日戰爭」作為問卷使用

之語彙，以符合高中學生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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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自1987年解嚴以來，民主化、自由化和本土化的訴求成為臺灣社

會的主流思維，在這股風潮的引領下，近二十年來，臺灣社會經歷相當急

劇的政治社會變遷，「臺灣本土認同」與「中國認同」也形成兩股在政

治、社會與文化上的拉鋸勢力。由於這兩股勢力相互頡抗，展開全面性的

攻防戰，使得高中國文、歷史課綱，成了雙方交鋒的舞臺。以原定99年實

施的課綱為例，這兩科高中課綱也因受到牽連遲遲無法定案，最後只得比

其他科課綱晚兩年實施。2 高中歷史課綱之所以受到「青睞」，主要與歷

史教科書的功能有關。歷史教科書是「社會歷史記憶」的製造者之一，透

過史事的選擇、組織與重述「過去」，有可能創造一個傳統，來詮釋該群

體的本質及維繫群體的凝聚。3

有關高中生「社會歷史記憶」的探察，筆者曾於2011年首次以辛亥革

命為主題進行調查，初步獲致以下四項結論：（一）辛亥革命的議題深具

歷史教育的功能；（二）歷史人物的評價指標趨於多元；（三）大眾媒體

已成為學生歷史知識的來源之一；（四）臺灣高中生的國家認同紛歧。4 為

了進一步論證前述看法，本文選擇高中生所熟知的重要歷史事件──「抗

日戰爭」作為調查的主題。

對臺灣而言，不同族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經驗並不相同，甚至是

處於對立的陣營之中。二戰期間，臺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自然無法置身

戰爭之外。不論是「志願兵制度」或被徵調遠赴海外從軍，充當皇軍的砲

2　高中英文、數學、地理、公民與社會、物理、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等科，均自99學年度實施新課綱，此一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於97年1月24日發布，係由95學年度實施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行綱要」（簡稱

「95暫綱」）修訂而成。而國文、歷史課綱則遲至100年5月27日及7月14日分別由教育部公布修正「普通高級

中學課程綱要」之歷史課程綱要與國文課程綱要部分，自101學年度由高中一年級逐年實施。

3　王明珂，〈過去的結構──關於族群本質與認同變遷的探討〉，《新史學》，第5卷第3期（1994年9月），頁

122。

4　管美蓉，〈臺灣高中生眼中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暨南京臨時政府成立」國際學術研討會，南京：南京大

學，2011年10月15-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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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以及臺灣各大小城鎮頻遭盟軍空襲和海上封鎖，造成極大的破壞和損

失；乃至戰後臺籍日本兵無人照顧，顛沛流離，受盡歧視。這些戰時的種

種經驗，在在成為臺灣人歷史記憶的一部分。5 另一方面，近年來臺灣社會

對「七七事變紀念日」的冷淡，可以說是一種集體失憶。當許多人逐漸不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時，對於「七七」給予中國人的災難，便失去如同身受

的情懷，於是「七七」逐漸被遺忘。6

回歸到高中歷史教育的立場來看，對於這類深具立場的議題──如抗

日戰爭，我們應如何教學？如何讓學生認識到不同立場的可能性？又如何

形成共同歷史記憶？終戰與勝利的意涵何者更符合不同世代的思維？我們

是要教導學生如何判定正確的立場？還是哪種說法都是合理可接受的呢？

不同族群的戰爭經驗並不相同，如何賦予自我新的生存價值與意義？凡此

種種，皆是本文所欲討論的重點。

不同於前人的研究，7 本文主要是請受訪學生針對問題論述自己的觀

點，而非僅讓學生寫出人名或事件名稱，因此，考量學生的回答能力，在

抽樣時主要是取樣指定科目考試歷史考科成績在全國前1/3的高分組群學

生，而未採取嚴格的分層抽樣。這是初步的嘗試，旨在拋磚引玉，希望能

形成蒐集和分析高中生社會歷史記憶的有效方式，藉以呈現臺灣高中生眼

中的抗日戰爭，以期為高中歷史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參考。

本文採用調查研究法，即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蒐集臺灣高中生對於

抗日戰爭相關議題的認知情形。問卷調查時間是2013年5月，研究調查樣本

主要是高中二、三年級的學生，不論是高二或高三的學生，均是使用「95

5　許俊雅，〈記憶與認同──臺灣小說的二戰經驗書寫〉，《臺灣文學館研究學報》，第2期（2006年），頁

4-5。

6　王明珂，〈臺灣與中國的歷史記憶與失憶〉，《歷史月刊》，第105期（1996年10月），頁38。

7　盧建榮、王明珂分別在1994-95年針對中學生的文化認同或社會歷史記憶進行調查分析，前者取樣國一、二

及高一、二共2700多名學生進行問卷調查；後者則蒐集2416位國一、高二學生的意見進行分析，他們的問題

多是簡答式，例如：你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有哪些（請依排名順序寫出）？或是，請寫出10個本國歷史上的重

要人物等，多屬專有名詞式的回答。參見盧建榮，〈臺灣青少年認同文化的形塑──對五所中學學生問卷調

查結果之分析〉，《思與言》，第34卷第3期（1996年9月），頁128；王明珂，〈臺灣青少年的社會歷史記

憶〉，《國立臺灣師大學歷史學報》，第25期（1997年6月），頁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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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綱」，而非使用「101課綱」。8 調查樣本所抽選之高級中學係依北、中、

南、東四區分別取樣，每校1至2班，共有11校，598位學生。抽樣學校如

下：9

表1　抽樣學校數及其地區分布

地　區 學　　　　　校　　　　　名　　　　　稱 校　數

北　區 北一女中、建國中學、中山女中、壽山高中 4校

中　區 新竹高中、臺中一中、臺中女中 3校

南　區 高雄中學、高雄女中、瑞祥高中 3校

東　區 花蓮女中 1校

筆者透過高中歷史專任教師的協助，利用歷史課堂上課的時間，請

學生回答抗日戰爭相關議題的問卷。參與問卷的學校，分布在北、中、

南、東四區，根據2013年度大考中心指定科目歷史考科考試結果，本次取

樣學校的歷史成績有7校屬於全國前5%的明星高中；有2校是介於全國前

8%-10%之間；有2校介於前25%-35%之間。本調查取樣偏向中、高程度學

生，主要是因為回答這份問卷需用文字敘述，考量低成就群學生作答意願

較低，為避免無法取得足夠有效問卷，乃採取了此一抽樣方式。就研究限

制而言，它不是全國性樣本，筆者分析樣本時，也並非以量化結果作為標

準，而是以質的分析作為論述的主要參考。若要進一步了解全體高中生對

八年抗戰的認知，可在本研究的基礎上設計問卷，進行符合全國樣本的問

卷調查。

8　95暫綱及101課綱均有「抗戰」這一議題，相較之下，101課綱所述及的內容更多，同樣是第五章「中華民國

的建立與發展」，主題之一為「統一建國與抗戰」，有關抗戰的重點有二：一是「抗日戰爭與外交成就」，

一是「戰亂下的社會與民生」。近來課綱變動，未來或可再進行相類似的問卷調查，以了解不同課綱下的學

生學習樣貌。

9　本次問卷調查工作，承蒙北一女中陳惠珠老師、建國中學戴志清老師、中山女中彭裕峰老師、壽山高中王偲

宇老師、新竹高中趙淑慧老師、臺中一中許全義老師、臺中女中林秋志老師、高雄中學顏銘賢老師、瑞祥高

中倪心正老師、高雄女中蘇美月老師以及花蓮女中吳一晉老師大力協助，謹此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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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解臺灣高中生對抗日戰爭歷史的認知，問卷設計包含三個面向，

共計8道題目，略述如下：一與抗日戰爭相關的歷史知識；二與抗日戰爭相

關的歷史意識；三與抗日戰爭相關的歷史思維能力。

貳、臺灣歷史教科書中的抗日戰爭

一、歷史科課程標準的變遷

檢視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後所訂的高中歷史科課程標準（參見下

表），可以發現，從民國41年擬定施行至84年（88年實施）新課程標準修

訂前，歷40餘年，經3次修訂，皆隻字未改，這意謂著此一課程目標未能

與時俱進。41至72年版所揭櫫的四項原則，主要是在民族主義架構下，強

調國家組織正當性與社會集體感，重視歷史知識的傳授、情意的陶冶以及

史實的灌輸，缺乏培養學習者自主性與分析反省的能力。其四項目標皆以

「明瞭」二字開頭加以陳述，學生在歷史教學中被列為傳授的對象，學習

過程就是接受由教科書編輯者所提出的歷史知識。

84年公布的課程綱要（88年實施），其目標則是以「啟發學生」、

「引導學生」與「培養學生」作為陳述，呈現出以學生為課程主體的新思

維。84年版的四項原則分別從不同角度闡釋歷史學科作為必修課程的合理

性及其核心價值。此一課程目標與以往最大不同是回歸歷史學科的本質，

以往的歷史教學是將歷史知識以一種客觀存在的、固定的發展過程方式呈

現在學生面前；84年版則將思考視為這門學科應有的功用及應培養的能

力，其中「強化能力」這一目標，最能彰顯與昔日課程目標的差異所在。

95年版（95年實施）與101年版（101年實施）的目標將必修與選修分開，

整體來說，仍延續84年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模式，重視培養學生歷史思維

能力以及激發學生對歷史學習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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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41-101年課程目標10

版本年代 目　　　　　　　　　　　　　標

41年

一、明暸中華民族之演進及各宗族間之融洽與相互依存關係。
二、明暸我國歷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變遷的趨向，特別注重光榮偉

大的史實，以啟示復興民族之途徑及其應有之努力。
三、明瞭世界各主要民族演進之歷史及其相互影響。
四、明瞭世界文化之演進及現代國際大勢，確立我國對國際應有之態度與責任。

51年 同上

62年 同上

72年 同上

84年

一、啟發學生對歷史的興趣，俾能主動學習歷史，吸收歷史經驗，增加人文
素養。

二、引導學生了解歷史知識的特質，使其認清歷史變遷對時代的重要性，以
強化其思考與分析能力。

三、引導學生思索人我、群我的關係，以培養學生對社會、民族、國家的認
同感與責任心。

四、培養學生具有開闊的胸襟及世界觀，使能以更寬廣的角度思索中國歷史
文化在世界歷史文化中之地位。

95年

必　

修

一、培養歷史學科的方法，藉由歷史問題的探討提升學生的思維。
二、幫助學生理解自己文化的根源，建立自我認同感。
三、建立學生對於世界上各種文化的基本認識和理解，養成包容並欣賞多元

文化的開闊胸襟。
四、激發學生對歷史的興趣，以充實其生活的內涵。

選　

修

一、加強培養學生在閱讀、思考、辨析、論證等方面的能力。
二、學習史學方法，反思三年來學習歷史之心得。
三、強調從今日之臺灣觀看東亞（含中國大陸）、亞太及世界史上的重要問題。

101年

必　

修 

一、引導學生認識重要的歷史知識。
二、培養學生具備蒐集資料，探討歷史問題，進而提升其歷史思維的能力。
三、幫助學生理解自己文化的根源，建立自我認同感。
四、認識世界重要的歷史發展，培養學生尊重各種文化的開闊胸襟。
五、激發學生對歷史知識的興趣，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以充實其生活內涵。

選　

修

一、引導學生認識世界各重要文化的內涵，進而養成思考、分析、比較、論
證、評價等方面的能力。

二、引導學生瞭解世界重要文化演變的重大問題及現象，進而養成重視本
土、尊重多元、關懷弱勢文化的胸襟。

三、引導學生從文化省思與傳承的角度，關懷世界重要文化的發展，以形成
寬闊的世界文化視野。

10　參見41、51、62、72、84、95、101學年度教育部公布或實施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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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版本歷史教科書對抗日戰爭的觀點

（一）88年以前統編本有關抗日戰爭之敘述11

與抗日戰爭直接相關的章節為28章「八年抗戰」，共有3節，第1節為

「抗戰的爆發及初期情勢」，分為以下6段：1. 盧溝橋事變抗戰開始；2. 抗

戰初期的會戰；3. 中國實施持久戰略；4. 外交方針與國際形勢；5. 日本以

華制華；6. 堅定意志度過艱險。第2節「中國與同盟國家並肩作戰」，分為

以下6段：1. 中國成為同盟國家之一；2. 日軍在中國戰場慘敗；3. 平等新

約與開羅會議；4. 黎明前的黑暗；5. 中美聯合反攻；6. 日本投降，抗戰結

束。第3節「中國抗戰的精神和成就」，分為以下5段：1. 全民奮起共赴國

難；2. 生活艱苦意志堅定；3. 戰時精神與後方建設；4. 臺灣的光復；5. 亞

洲各國民族同獲獨立。

上述相關內容共有6,835字（扣除中間插入有關臺灣史的敘述約700字

左右），3節課文若以人、事、時、地等內容來分類，可歸納如下：1. 提及

的人名有20位，包括吉星文、蔣委員長（中正）、佟麟閣、趙登禹、謝晉

元、韓復榘、汪兆銘、陳公博、周佛海、陳納德、羅斯福、邱吉爾、徐永

昌、岡村寧次、何應欽、蔣夫人（宋美齡）等；圖片說明有野田毅、閻錫

山、甘地、尼赫魯；2. 提及的地點：多達70處以上。3. 重要的時間和事件

（依章節順序）共有52件事件，包括：1937年七七事變，1937年7月17日

廬山聲明、1937年8月13日淞滬會戰、1937年11月9日八百壯士堅守四行倉

庫、1937年12月南京大屠殺、1937年12月處死韓復榘、1938年3至4月臺兒

莊大捷、1938年10月武漢撤軍、1938年4月通過抗戰建國綱領、1937年8月

中蘇互不侵犯條約、1938年12月汪兆銘逃往河內、1940年3月汪政權成立、

1944年汪兆銘病死、抗戰初期中共共赴國難宣言、1941年1月新四軍事件、

1939年9月俄、德瓜分波蘭、1940年6月封閉滇緬、滇越路、1940年7月日

本開始對重慶等地疲勞轟炸、1940年10月美增援及滇緬公路、滇越鐵路重

11　呂實強、蔣永敬編，《歷史》第三冊（臺北：國立編譯館，1996年，12版），頁6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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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1941年日蘇中立協定、1941年8月美國空軍志願隊來華、1941年12月珍

珠港事件、1941年12月9日美國正式對日、德、義宣戰、1942年1月蔣中正

成為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太平洋戰爭初期英美敗退、1942年1月長沙

會戰、1943年1月平等新約成立、1943年8月蔣中正繼林森之後成為國民政

府主席、1943年11月開羅會議、1944年10月宣布聯合國組織案、1945年10

月聯合國成立、1944日軍反攻（一號作戰）、1944年6月衡陽會戰、1942年

2月美對華貸款、1943年3月美國第14航空隊在華成立、1944年中美自印反

攻、1945年打通中印公路、1943年9月義大利投降、1945年5月德國投降、

1945年7月波茨坦宣言、1945年8月6日及8月9日投擲原子彈、1945年8月14

日日皇宣布投降、蔣中正發表文告、1945年9月2日盟軍受降、1945年9月9

日日遞降書、1944年號召十萬青年從軍、1944年通膨嚴重、1938年國民參

政會成立、1945年10月25日臺灣光復、1947年二二八事件、1942年2月蔣中

正訪問印度等。

上述所呈現的抗日戰爭內容，正是部編本歷史教科書的典型樣貌，即

在有限的篇幅中充滿了大量的年代、人名、地名、事件等名詞，有關歷史

發展的脈絡與面貌反而不清晰。「這樣的教學目標只能要求學生記憶，而

記憶課本中記載的史實就是學生的歷史知識。」12 傳統的歷史教育觀主要

是以培養「集體感」與「認同感」為宗旨，單向給予學生一套固定「正確

的」歷史詮釋。

（二）95暫綱有關中日戰爭之說明 13

表3是95暫綱的文字說明，表4則是依據此一說明編寫及審查而成的各

版教科書有關中日戰爭議題的比較表。由於表3對於「中日戰爭」這一重點

的編寫說明頗為具體，因此，7家教科書出版社在相關議題的內容上差異並

不大（參見表4）。

12　杜正勝，《新史學之路》（臺北：三民書局，2004年），頁86。

13　此處以「中日戰爭」為標題，主要是因為「95暫綱」明列的重點之一即為「中日戰爭」，其涵蓋面包括民國

以來的日本侵華事件，「對日抗戰」屬於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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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95 暫綱第五單元「中華民國的建立與發展」主題三「從中原到

臺灣」重點及說明 14

單　　元 主　題 重　點 說　　　　　　　　　　明

五、中華民
國的建
立與發
展

3 .從中
原到
臺灣

◆中日
戰爭

3-2民國以來，中日關係成為中國國際關係中最重要
的一環，日本侵華也成為攸關中國內部發展最為主要
的外部因素。本節應探討民國以來日本對於中國的影
響，以及侵華在其整體國家戰略中的地位；關於中國
在此一時期確立了有別於傳統華夏概念的中華民族主
義，可以提出來思考討論。有關八年抗戰，九年一貫
教材已有述及，因此不必著墨太多，但其歷史意義與
影響則應詳細分析探究。

（三）95暫綱各版本教科書有關中日戰爭內容之比較 

表4　各版本教科書有關中日戰爭內容之比較15

重　　要　　概　　念 三民 全華 南一 泰宇 康熙 翰林 龍騰

1. 抗戰前的中日關係
1-1日本侵華策略：大陸政策（北進

與南進）
1-2民國以來的對華侵逼（二十一

條、佔領山東、九一八、滿洲國）
2. 剿共與西安事變
2-1安內攘外政策、剿共戰爭（①瑞

金、②逃竄路線、延安）
2-2西安事變及其影響（國共聯合抗

日）
3. 對日抗戰
3-1前期（七七事變、①南京大屠

殺、②汪兆銘政權）
3-2 後期（太平洋戰爭、①廢除不平

等條約、②開羅會議）
   【②開羅會議與第一冊第三單元

相參照】
3-3雙方戰略的調整（日：速戰速

決、以華制華；中：持久戰、
與盟國並肩作戰）

3-4抗戰的歷史意義與影響（或成就）

Ｖ

Ｖ

Ｖ無①

Ｖ

Ｖ無②

Ｖ無①

②

Ｖ簡略

Ｖ

Ｖ

Ｖ

Ｖ無②

Ｖ

Ｖ

Ｖ無②

Ｖ簡略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

Ｖ簡略

Ｖ

Ｖ

Ｖ

Ｖ

Ｖ

Ｖ簡略

Ｖ

Ｖ

Ｖ

Ｖ

Ｖ

Ｖ無①

Ｖ

Ｖ

Ｖ

Ｖ簡略

Ｖ

Ｖ無①

Ｖ

Ｖ

Ｖ無②

Ｖ簡略

Ｖ

14　95學年度實施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行綱要」於93年8月31日發布，並於94年1月20日修正發布。

15　金仕起等編，《歷史》，第2冊（臺北：三民書局，2007年）；邱炫煜主編，《歷史》，第2冊（臺北：全
華圖書公司，2007年）；林能士主編，《歷史》，第2冊（臺南：南一書局，2007年）；陳豐祥主編，《歷
史》，第2冊（臺北：泰宇出版公司，2007年）；王仲孚主編，《歷史》，第2冊（臺北：康熹文化，2007
年）；王健文等編，《歷史》，第2冊（臺南：翰林出版公司，2007年）；黃春木主編，《歷史》，第2冊
（臺北：龍騰文化，2007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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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臺灣高中生眼中的抗日戰爭──問卷結果分析

臺灣高中歷史教育自88年實施新課綱，開放教科書編寫，開啟了高中

歷史教育的新局，在這波歷史教學新趨勢的引導下，高中生的歷史意識和

歷史思維能力是否與以往不同？臺灣史單獨成冊之後，對高中生有怎樣的

影響？凡此種種，均是筆者欲透過問卷加以了解的議題。一般而言，歷史

意識是指過去的事件，一方面因人們對現況有所認識以及對未來有所期望

而被揀選出來，加以解釋，它們由此獲得意義；另一方面，因為現況被安

排在與過去事件的關聯中，獲得了它的位置及方向，也使得人們對當前狀

況有更進一步的了解。而抗日戰爭這個主題，恰好是高中教科書一個具有

代表性的議題，不論在統編本或95暫綱的各版教科書中，它都占有相當篇

幅；同時，抗日戰爭對中學生而言，也是中國歷史上最為學生所熟悉的重

要歷史事件之一；16 更重要的是，它對臺灣的歷史發展影響深遠。因此，筆

者便以抗日戰爭為主題，設計了8道問題，以下就問卷各題的回答情形進行

質與量的初步分析說明。17

1. 你（妳）曾從哪些書籍、媒體等接觸到「八年抗戰」的相關資

訊？（可多選）

□（A）國小課本　□（B）國中課本　□（C）高中歷史課本　□

（D）電影　□（E）電視節目　□（F）小說　□（G）漫畫　□（H）

線上遊戲　□（I）網路　□（J）其他

16　根據盧建榮、王明珂1994-95年的調查可知，當時受訪中學生認為七七事變是本國歷史上前3大的重要事件，

參見盧建榮，〈臺灣青少年認同文化的形塑──對五所中學學生問卷調查結果之分析〉，頁128；王明珂，

〈臺灣青少年的社會歷史記憶〉，頁154。

17　以下引文中的標楷字體部分，均是筆者直接引用自受訪學生的回答文字，基於保護當事人的隱私，筆者未標

示出處，特此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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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598位受訪學生的回答可以看出，學生獲取「八年抗戰」相關資訊最

主要來源是國中社會課本及高中歷史課本，有高達9成以上的受訪學生選擇

此項；其次是電影和電視，有超過5成的受訪學生選擇此項；再來是網路，

約有4成左右的受訪者選答。此外，國小課本和小說也有2成以上的受訪者

選答；有7%的受訪者選了其他，不少學生提及是從家中長輩口中得到相關

訊息。

從這個結果可知，受訪學生對八年抗戰的認識與理解，主要是來自課

堂所學的教科書內容，不容忽略的是教師所扮演的詮釋者角色。在版本

開放的情形下，教師可以依授課的需要，自行編寫或補充教材，現行教

科書遠不及以往的部編本對教學內容具有相當大的約束力。因此，教師對

八年抗戰的講授內容，對學生會有一定程度的影響力。此外，能讓人印

象深刻的歷史記憶，未必是透過教科書的傳遞，有可能是其他「歷史再現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的管道，例如歷史電影、博物館等。18 在這次調

查中，電影和電視也成為學生接觸八年抗戰訊息的來源之一，主要原因是

以八年抗戰為題材的電影或電視節目，不少賣座與口碑均佳，加上有線頻

道的反覆播映，使學生可以很容易接觸到這些與八年抗戰有關電影。19

在高中學習階段，學生通常會暴露在兩種社會歷史記憶之中，一種來

自學校歷史教育課堂的傳授；另一種則是學校之外的社會所傳布。前者受

國家力量的制約，試圖在學生心中建立典範的認同與文化價值；後者則經

常不受現實政治權力的規範與影響，它所建立的是多元的、衝突的、爭辯

中的認同與文化價值。20 在一綱多本的架構下，以往透過部編本對形塑意

識形態所發揮的主導作用，已難有依附；另一方面，在影視媒體強勢傳播

下，勢必會影響學生對於某些歷史事件的觀點。因此可知，值此資訊爆炸

18　潘光哲，《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臺北：三民書局，2006年），頁178-179。

19　早期由臺灣中影出品發行的抗戰電影，如1974年丁善璽導演的「英烈千秋」；1975年丁善璽導演的「八百壯

士」；1976年劉家昌導演的「梅花」等作品，這些影片不時會出現在有線電視的頻道，提供大眾觀賞。近年

中國大陸則有2010年沈東導演的「喋血孤城」；2011年張藝謀導演的「金陵十三釵」等。

20　王明珂，〈臺灣青少年的社會歷史記憶〉，頁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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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代，更重要的課題應是讓學生不再成為被形塑的對象，並能進一步培

養其主動思考與判斷的能力。 

2. 以下是與八年抗戰有關的事件或語彙，請選出一個你（妳）最

想進一步了解的事件或語彙，並說明選擇此一事件或語彙的理

由。（單選）

□（A）盧溝橋事件　□（B）淞滬會戰　□（C）南京大屠殺　□

（D）珍珠港事件　□（E）投擲原子彈　□（F）重慶精神  □（G）以

德報怨　□（H）廢除不平等條約　□（I）臺灣地位未定論　□（J）

八百壯士　□（K）七三一部隊　□（L）其他

受訪學生選擇「南京大屠殺」的比例最高，有30%的受訪學生表示最想

進一步了解這個事件；其次是「臺灣地位未定論」，有13%；再者是「珍珠

港事件」及「七三一部隊」，均有10%的學生選為最想了解的事件。相對而

言，高中課本一定會敘述的盧溝橋事件、淞滬會戰以及廢除不平等條約，

對學生的吸引力反而不及像「重慶精神」（5%）、「以德報怨」（5%）和

「八百壯士」（7%）這些曾見於部編本，但現行課本已不再使用的語彙。

選擇「南京大屠殺」的人數最多，並不令人意外，因為學生從國中到

高中教科書乃至大眾媒體，都不難接觸到相關訊息。根據學者研究，凝聚

人群最重要的方式，除了共同起源記憶之外，便是「集體受難記憶」，

「七七事變」與「南京大屠殺」等日本侵華事件，便是凝聚當代中國人的

重要集體受難記憶。21 各版高中歷史教科書對南京大屠殺多有文字說明且附

有照片，同時，教師上課時也常會播放相關紀錄片，加以大眾媒體對日本

政府欲掩飾此一暴行的作法也多所報導，甚至電影也提及此一悲劇。22 因

此，這就成了學生在學習八年抗戰時最鮮活的印象之一。

21　王明珂，〈臺灣與中國的歷史記憶與失憶〉，頁38。

22　例如，2011年由張藝謀執導的「金陵十三釵」，即是以1937年「南京大屠殺」作為故事的時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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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問卷可知，學生選擇「南京大屠殺」的理由，大致可分為以下幾

類：（一）了解事件本身的背景、經過和影響，意即歷史事件本身的真

相，例如：「我們只知道日本做了很殘忍的事，但是究竟做了什麼，課本

裡一直沒有明講，頂多從電影金陵十三釵，看出一二」。（二）作為控訴

日本侵華的證據，例如：「南京大屠殺是日本侵略中國的最直接證據，

藉由深入了解此事件，知曉更多的真實，有助於強化『日本侵略說』的立

場」。（三）理解當時日本人的心態，例如：「雖然很血腥，但我想知道

當時日本士兵以何種心態面對，躲過的中國人的心理、戰後日本士兵有何

後遺症（心理狀況之類的）、日本政府何出此舉及如何讓士兵執行（有用

藥之類的）。（四）想知道不同立場的人如何看待此一事件，例如：「因

為一直以來這個事件都無法很客觀的描述吧！畢竟很殘忍，不過一直用中

國角度看，應該會少些什麼」。

想了解「臺灣地位未定論」23 這一語彙的學生表示，「從以前到現在，

臺灣的地位一直是個爭議，感覺是與我們最相關也是最貼近的議題。」有

關臺灣地位的爭議「在統獨雙方立場上，有全然相反的想法。」對於解決

統獨雙方的爭議，學生認為「若能從歷史角度為出發點，可以當作省思的

一部分」、「唯有鑑往才能穩健地走歷史的下一步。我希望了解此論點來

了解臺灣古今之況，再帶她走最理想的下一步。」

選擇「珍珠港事件」的學生，有些是覺得電影珍珠港很好看而想進一

步了解，如：「電影中的『珍珠港』將當時場景演得栩栩如生，令人想再

進一步了解。」有的學生是想了解日軍的動機和美軍參戰的原因，如：

「日軍為何在當時貿然襲擊珍珠港，而美國參戰僅是為此原因嗎？」還有

學生想揭開謎團，「很想知道珍珠港事件前夕，美國是否真有接獲情報。

此事蒙上了層神秘面紗，真教人無法不去窺探。」

選擇「七三一部隊」的學生表示，「我想了解日本成立七三一部隊背

23　「臺灣地位未定論」的起源有其政治和歷史背景，而臺灣在經歷總統直選、政黨輪替等民主化進程後，可以

確定的是，臺灣的主權屬於臺灣全體人民，現今「臺灣地位未定論」的說法恐難再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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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真正』的理由，以及是何因素造成他們有這般變態行為。」也有學生

指出，「相關傳說與謠言不斷，令人好奇。」還有學生想了解「七三一部

隊」對戰局的影響，如：「七三一部隊是日本在華進行秘密實驗的部隊，

在東北所做的實驗可能造成比其它戰役更嚴重的結果，卻仍不為人知。」

選擇「八百壯士」的學生也有受到電影影響的，但不是「八百壯士」

而是「三百壯士」。有學生表示，打破日本三月亡華論，「就是多虧這

『八百壯士』，有關這八百壯士的相關內容卻很少，故讓人更生興趣。」

同樣也有學生是從人性的角度出發，「想更深入了解為何能夠有如此偉大

的人，可以犧牲自己來換取國家的勝利。」想知道為何壯士能無所畏懼，

「他們之間那些勇敢艱辛的故事，以及他們是抱持著什麼樣的心情在面對

強大的敵軍，什麼樣的時代認知，能夠產生這些毫不畏懼的壯士。」想了

解士兵在戰爭中的心境，「如果能了解那些在最低層、最前線作戰的士兵

當時的情境與內心，就更可以使我們接近所謂的八年抗戰，更能對國家情

操產生共鳴。」也有學生在贊佩之餘，表露出對此一情操的無由想像，或

者對時人奉獻精神的不解，因此，也想了解「這背後是單純的愛國情操，

還是屈於不得不的政策所驅使。」

分析這些高分群學生的選擇及理由，可以找出學生最想學習的主題及

其動機，教師在課堂教學時，可以深化這些學生最想進一步認識的主題，

並且可以讓學生依興趣報告，以啟發深入探究問題的能力。歸納可以引起

學生興趣的正是「從人性的角度出發」，在學生這樣青春茂盛的歲月，實

在無法想像與自己自身經驗相去如此遙遠的戰亂與殘酷，不能理解人性竟

有如此不理性的一面。因此，總想了解「真正」的動機與理由，想了解做

出這些犯行之人，如何面對自己，又如何掩飾。由此可知「好奇」、「解

謎」都是可以引起學生的興趣。

3. 你（妳）對八年抗戰印象最深的是什麼？（例如：印象最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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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人的不屈精神，因為儘管雙方實力懸殊，中國人為了保

家衛國，「地無分南北，年無分老幼」，決心抗戰到底。）

抗戰八年，歷時既久，規模又大，影響深遠，因此，受訪學生的回答

稱得上是五花八門，大致可以分出以下幾類：其中令最多學生印象深刻是

中國人的意志與團結以及為國犧牲，像是：「中國人為國的自我犧牲：因

為愛國，所以甘願，也因為不願見到家園被滅，所以犧牲，不管男女老

少，這豈不是個偉大的情操。」也有學生寫到軍人不怕死的精神，例如

「中國人敢死的精神：裝備的懸殊，但卻不因此向日本鬼子屈服，打不過

就玉石俱焚、令人動容。」更有學生體會到戰場上無名英雄的生死瞬間，

「默默犧牲奉獻的軍人們：很多生死瞬間，與日軍互擊，很多很多，都是

身為後輩的我們難以想像的，而這些無名英雄們，可能默默的在深山中的

某處永遠沉睡，或許只是一顆子彈的瞬間……生命瓦解。」還有感慨今昔

的差異，即昔日中華民族的團結，與今日臺灣的分裂「八百壯士死守的故

事（愛國精神）：為什麼當時能夠如此認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並願意

與之同生死，共進退，現在的臺灣社會卻是這樣分裂？」

在戰爭中流離失所的無辜百姓，戰火下的無奈命運，也讓學生感同身

受，「在八年抗戰中幾十、幾百萬人無辜受戰火牽連：許多華人因八年抗

戰而離鄉背井，在戰後因政治丕變而無法歸鄉，在異地終老一生，又有許

多人受日軍的侵犯及摧殘。」有學生關注於戰火下的農民，「河南大饑

荒：逃荒期間，往陝西移動的河南人民卻處處遇到困境，先是在路上遭到

日機轟炸，之後在陝西邊境，被國民黨員拒絕入境避難，因為有人提議將

難民甩給日本人。只能說，當時人命不值錢。」

生活在臺灣的學生，對臺灣人民在戰爭時期的矛盾和掙扎更是感觸良

多，「日本統治下臺灣人的迷茫：許多臺灣人原是從中國過來，八年抗戰

後期日本人徵召臺灣人攻打自己祖國的人民，顯得非常心酸、弔詭。」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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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生關注到慰安婦的創痛，「她們在戰爭中受到了身體和心靈的嚴重創

傷，但和軍人不同的是，戰後她們反而受到了同胞的鄙視，至今日本也不

承認和公開道歉。」

學生不僅不忍於被侵略的中國人民，也同樣震驚於原子彈帶給日本的

屍橫遍野，「當時老師有放投影片給我們看，戰爭和核武使用的後果（有

畸形兒的照片和爆炸情況）令人恐懼！」學生也質疑投擲原子彈是正確的

選擇嗎？「那兩顆原子彈太令人震驚了，它徹底地改變整個時局，但到底

是對或錯，它到底毀滅了什麼，是停止了戰爭，卻讓無數無辜的日本居民

陷入死亡和毀滅的深淵。」學生質疑發動戰爭的日本政府，難道忍心讓自

己的士兵走上殺戮戰場嗎？「日本自己的士兵也有死掉許多，日本政府怎

捨得？大和魂到底是指民族團結，還是集體自殺啊？！」一位學生寫到戰

爭對人性的扭曲：「從這場殺戮，我同時看到人性光明和黑暗的一面（救

人的團體／日本皇軍），以及戰爭是如何的扭曲、撕裂了人們的良知，造

成雙方的無奈。除此情感上的衝擊，另有一事即日本歷史教科書看待這一

事件的迴避態度，也讓我覺得感慨。」

還有一些學生對國民政府在戰爭下的作為感到印象深刻，例如「以

空間換取時間」的戰略，「我覺得把政府從南京撤到重慶實在太不可思

議了！而且是全中國人民無所不用其極地齊同抗日，這讓我烙下深刻印

象！」也對中國人的戰爭生活印象深，「中國人的求學精神：中學、大學

生邊上課、邊逃難，逃到西南繼續上課。」還有一些學生提到中共在戰爭

發展實力，「由中共在八年抗戰的口號『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

日』及後續的新四軍事件，在在看見中共之狡詐，也因此在八年中壯大聲

勢，致日後國軍敗退臺灣，這八年可說是關鍵。」

固然有些學生回答了教科書中所標示的提振民族精神、廢除不平等條

約等歷史意義；但更多學生卻能寫出抗日戰爭中激動人心之歷史情懷，這

有可能與筆者在問卷上的舉例有關，或許應該避免引導。不過，換個角度

來看，卻也因此刺激了學生反思自己在學習這一歷史知識所獲得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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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具有滋潤、美化、開拓人生的功能；歷史也具有鑑誡的作用，可以啟

迪思想、增加智慧。當學生寫下這些對抗日戰爭最深刻的印象時，這些不

教條、不政治的回答，似乎可以讓我們從學生身上找到歷史所發揮的力

量。

4.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領導對日作戰；汪兆銘（精衛）則在淪陷

區成立南京「國民政府」，與日合作。你（妳）認為汪兆銘是

漢奸嗎？為什麼？請用 20 字左右說明你（妳）的看法？（單

選）

□（A）是　□（B）不是　□（C）不知道　□（D）沒意見 

全體受訪學生認為汪兆銘是漢奸的比例有26%，認為不是的有30%，

還有27%表示不知道，16%表示沒意見，1%未答。若進一步分析，在286

位女生當中，有28%認為汪是漢奸；304位男生中，有25%認為汪是漢奸，

兩者的比例接近。但在認為汪不是漢奸的比例上，男生比女生多出9個百分

比，相對的，女生沒意見的比例就比男生多出8個百分比左右；而男、女生

選不知道的比例頗相近，分別是28%和26%。由於本文並未採用嚴格的分層

抽樣，受訪對象是以高分組群的學生為主而非普查的結果，因此，數據不

宜擴大解釋，在此僅能表示，對於高分組群的男、女生對於這個議題有一

定程度的差異，儘管大家學習的歷程相近，高分組群的男生似乎較不會以

忠、奸來評判人物。

學生針對汪兆銘是否是漢奸所提出的理由十分精彩與深刻，對照於教

科書內容枯燥與制式的介紹，學生在評判此一爭議人物時，呈現出多元的

觀照角度，令人驚艷。首先，認為汪是漢奸的理由，最主要是基於「他與

敵人合作」、「協助日本」、「成立儡傀政權」、「背棄祖國」的事實，

認為這樣的行為，便足以判定他是漢奸。有些學生進一步分析汪與敵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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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動機，認為他是為了自身利益；有些學生從汪的行為來說明他對國家

造成的傷害，因而主張他是漢奸，如：「在敵方陣營另設政府，企圖掩蓋

日本侵略南京之實」、「對抗外患應該團結一致，怎能分散軍力、動搖民

心呢」；也有學生反映，從小課本就是這麼說，24 自己也就習慣這種論調，

「也許因為從小到大課本裡的汪兆銘，就是一個『奸』，所以不會特別去

想他到底為什麼會做那些選擇，只會覺得他是一個叛徒。」基本上，上述

認為汪是漢奸的理由，是以其行為、動機或影響作為判斷的指標。

另一方面，認為汪不是漢奸的理由，學生則已跳脫「民族大義」的角

度，重新以不同的眼光來反省與思考汪兆銘的選擇。學生的論述大致可以

歸納為以下幾類：一、有些學生認為這是亂世之中的無可奈何；人要活下

去，不一定要赴死，「世界上不是所有人都有赴死的精神，不用浪費平民

老百姓的生命。」二、有的從他的動機來看，「他保護了當時偽政權境內

的中國人民。後人可以輕而易舉的指責他們『苟活』、『沒有氣節』，但

若換成當時情景，誰又有資格要求大家都要『拋頭顱、灑熱血』呢？」

三、有的從結果來分析，「汪政府並沒有表示將中國主權交付日本，追求

和平不應被視為漢奸。」四、有些尊重他的選擇──追求和平，「想要與

日本達成和平的協議，避免戰爭，而非存心出賣或背叛中國。」五、有的

認為他只是與蔣的理念不同，「只是歷史總是主觀，蔣政權得勢下，人們

對汪『漢奸』的印象無法輕易移除。」六、有的甚至認為他是放棄自己的

名聲，「汪兆銘其實也知道可能背上漢奸之名且日非真心，然為人民仍犧

牲了小我以全大我」；有的則贊揚他是浪漫的和平主義者；「他打從青年

時期就是個背負著民族使命的熱血志士，只是方法和立場不同罷了。」

七、有的認為汪有其策略，「汪精衛成立南京『國民政府』是想採取『對

日和平』的方式，如果蔣的方式成功了，日對中的侵略便是失敗，反之則

仍還有汪對日的條約約束，其實也是為中國人著想吧！」八、有的認為成

24　統編版高中第三冊（第144頁）有4/5頁左右的篇幅敘述汪政權，並予以總結：「汪政權沒有絲毫自主的權

力，只是日本以華制華的工具，受到國人的唾棄。除少數漢奸外，附和者很少，作用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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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敗寇，不足為奇，「歷史都有角度，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漢奸』亦

是由這種不理性的歷史傷痕衍生出的詞彙。」九、有的認為各有立場，認

為「國共對汪向來有嚴重的偏見，但汪在淪陷區建立政權，對保護當地中

國人應有一定功效，至少免於日軍的直接屠戮。」十、有些認為「漢奸」

是用詞不當，並分析這個語詞的語境、立場與背景，「中國歷史上不乏有

漢人為外族政權效命者，汪精衛之所以被認作『漢奸』或許是後代之民族

主義思潮所造成。」又如，「『漢奸』一詞也有爭議，滿洲國皇帝溥儀，

算漢奸嗎？」十一、有的則入戲太深，認為汪是間諜，為中國政府辦事，

「汪精衛應該是雙面間諜，藉由與日的合作透露機密予我國，後被日慢性

下毒。」

至於學生選不知道的理由，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類，一是不知道汪的

心態、動機和背後的原因；二是不知道真相，例如他是不是間諜；三是與

原先的認識有出入，「在高一時，我認為汪兆銘是漢奸，出賣祖國，但在

高三時重新接觸這段歷史時，覺得事情並不是我想像的那麼容易」；四南

京「國民政府」的成立，不論是迫於形勢還是向日示好，都是時局下的產

物，「對於愛不愛國，我是不太同意的，不見現在許多企業或官員，對臺

灣這地方也無所謂的熱忱。」五是漢奸的說法應是「當權者的立場，但我

不覺得是歷史全貌。」六是學生自覺「民族情感定位模糊，就算他是漢

奸，他所背叛的也不是我的國，中國歷史和臺灣歷史是分開教學的，也把

學生的民族意識劃分了。」七是二分法太粗糙，「一個人的行為受許多背

景影響不該由個人承擔。」因而認為正反兩極的看法都屬偏激，「汪精衛

的偽政權，或許是向日本人屈服的一種較弱的表現，但對於安定及保護佔

領區的中國人，汪的努力不可忽視。」

最後，選擇沒意見的理由，主要有：一、認為每個人都有他自己的想

法、考量和選擇，可以選擇對自己最有利的條件；二、「漢奸只是洗腦用

的名詞」；三、「汪曾受過國民政府的打壓，憤而與敵人合作乃人之常

情」，但他替敵國做事的事實，並不會改變。四、亂世之中，「可能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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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依附更大的勢力」；五、漢奸與否純屬觀點問題；六、動盪時局下，每

個人都在尋找自己的定位、立場，我們不該以國民黨的本位看待一切。 

從上述的理由來看，學生已不再只以民族大義來評判人物，而是更開

闊地從人性角度予以同情的理解，從調查中可以發現高中生已能體會亂世

之中芸芸眾生的無奈與無畏。同時，學生也能對於歷史解釋中的觀點和立

場，提出質疑、批判與分析。從學生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她）們不再

只是重述以往教科書常見的說法，似乎是反映了某些學者的研究觀點，學

生的看法究竟從何而來，未來可再進一步分析。25 從這個角度來看，與1996

年調查結果相比，在88年啟用新課綱及實施一綱多本架構之後，這些成績

優異的受訪學生可說呈現了與以往不同的歷史認知，可以用更客觀、多元

的標準評價歷史人物。26

5. 你（妳）認為對身在臺灣的我們而言，八年抗戰有怎麼樣的歷

史意義？（可以從八年抗戰的結果、對歷史發展的影響、對戰

爭的反省、對世人的啟示等方面來說明。）

有些學生從影響和結果來說明抗戰的歷史意義，包括，「它間接促成

中共的再起，也使日本人、列強開始重視中國，使中國得以脫離不平等條

約的束縛，也讓中國的民族意識更盛。」指出它是現況的歷史淵源，「共

產黨的發展，臺灣的定位，造成現在兩岸的情勢迥異，而國內爭吵兩岸

的問題，都是從抗戰後延伸的問題。」有的學生肯定它使中國文化得以保

存，「八年抗戰代表著中國阻絕外敵的里程碑，透過這場艱辛的戰役，讓

中國文化得以保存，並繼續傳承。」有的學生則對臺灣的回歸中華民國提

25　如王克文在《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臺北：國史館，2001年）所提出的看法，強調汪的烈士情結與

浪漫情懷，此觀點在學生的回答中依稀可見。

26　根據筆者2011年的調查結果，學生對袁世凱的評價已與1996年所作的結果大異其趣，基本是已呈現出多元的

觀點，不會以道德情操這類主流價值觀作為唯一標準。參見管美蓉，〈臺灣高中生眼中的辛亥革命〉（論文

集審查中）；盧建榮，〈臺灣青少年認同文化的形塑──對五所中學學生問卷調查結果之分析〉，頁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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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不同看法，「臺灣得以光復，歸還中華民國，但我不認為這是好事，畢

竟在日本51年的統治下，臺灣變得進步許多，如果臺灣繼續由日本統治，

今日說不定已是亞洲數一數二的強國了。」

更多的是對戰爭的警惕，「戰爭是殘忍的，不僅造成許多無辜人民死

傷，或許還會造成日後的民族仇恨，所以我們應以此為警惕，放下仇恨，

以更好的方式解決衝突。」戰爭的代價太高，不能輕啟戰端，「見證強

權入侵，權力鬥爭等等，擦槍走火說的容易，『開戰』、『慷慨赴義』、

『誓死成仁』，這些代價可不是每個人都承擔得起。」同時，強調民族大

義不要再有了，「民族大義很重要，但不要再有了，雖然損失很多，但對

那些命只有一條，最基層人民而言根本是損失不起的！」在超越民族大義

之外，是對人生的啟示：「讓我知道，在當時努力對抗日本而團結的中國

人，也是有小蝦米對抗大鯨魚的時候。」

學生也感嘆身為臺灣人的無奈，「我覺得八年抗戰讓我有臺灣時常受

到無辜波及和牽連的感覺，我們似乎常常不能有自己的主見，自己做任何

決定。」在身分認同上產生巨大的困惑，「八年抗戰時臺灣為日本殖民

地，究竟要忠孝國家，為日本賣力？還是要認同祖先的祖國與同種族的漢

人？這樣的選擇深具意義，也間接導致之後的二二八事件。」有學生深刻

的反省，「從甲午戰爭後割臺到二戰後還臺，臺灣像是一顆皮球一樣尋不

到根，因此從歷史中重建臺灣人共同的根。」從歷史找到意義，「八年抗

戰重創臺灣，使臺灣於日治的工業基礎嚴重受損，亦造成人權被漠視，如

軍伕、慰安婦等，還有隨之而來的通膨。八年抗戰後也為臺灣在國際間的

定位留下問題。而戰爭時也喚醒臺灣人的民族意識，戰後也導致本、外省

情結，但也使臺灣文化更多元。」

的確，歷史的發展，形成臺灣社會中有外省人，有本省人；有原住

民，有新住民，從學生們相互矛盾又彼此包容的論述中，可以發現，共識

是多元價值與人道關懷，不要再有戰爭，不要再有核武，從抗戰精神的啟

發，臺灣社會需要團結，不必再有族群對立，「要學習身為臺灣人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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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相信自己，團結的精神，而戰爭是因為野心，和仇恨及沒同理心所

造成的，我們要避免並深思。」

儘管教科書對抗日戰爭的歷史意義多有著墨，但筆者期望學生能從自

身現實的角度來思索抗日戰爭的意義。也許是因筆者在問題中強調了「身

在臺灣的我們而言」，因此，學生所表達的抗日戰爭歷史意義顯然超出了

教科書所寫的範圍，增添了些許現世的關懷。誠如西方學者卡耳（Edward 

H. Carr）在《歷史論集》所言：「歷史是『過去的事件』和『逐漸出現

的未來目的』間的對話。」27 臺灣高中生眼中抗日戰爭的意義正是與現在

對話的結果──「間接造成了蔣中正未來政權的不穩，以致日後失去大

陸退守臺灣，和共產黨蓬勃（大家窮怕了），也演變成今天臺灣國際地位

尷尬的局面，以及些許的民族認同問題。臺灣人是很無奈的，被迫要因蔣

的遷臺，而背上這樣至今令我們走不上世界舞臺（只能以個人身分，沒有

國家）的重荷。中共的崛起成了意識型態對抗，對世界也造成了很大的影

響。」強調要發揮「抗戰的精神，臺灣人需要更團結、更有共識的對抗現

階段國際舞臺中共的打壓。」

從受訪學生的回答中，可以再次印證學習歷史對學生而言，的確具有

了解現狀淵源、傳遞智慧以及鑑往知來的功用，特別是歷史思維能力的培

養，唯有讓學生透過歷史學習培養獨立思考的能力，才能擺脫國家或政黨

意識形態的干擾與操弄。

6. 中國大陸教科書寫到抗日戰爭勝利的原因之一是「中國共產黨

在全民族抗戰中起到了中流砥柱的作用」。28 你（妳）同意這

種說法嗎？為什麼？（單選）

27　Edward H. Carr著，王任光譯，《歷史論集（What is History？）》（臺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5年），

頁114。

28　在此引用《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適用於大學生，非高中生）第六章〈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之「教學目的

與要求」：「懂得中國共產黨及其領導的人民抗日力量是中華民族抗戰的中流砥柱。」參見沙健孫等主編，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教師參考書（修訂版）》（北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年），頁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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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同意　□（B）不同意　□（C）無法判斷　□（D）沒意見

受訪學生有61%對於「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戰中起到了中流砥柱的

作用」的說法不表認同；有20%表示無法判斷；有12%沒意見；只有8%同

意上述的說法。其中，女生不認同上述說法的比例有58%，比男生的64%略

低6個百分點；而女生認同上述說法及無法判斷這兩項，均比男生多了3個

百分點，二者的差異不大。學生不認同上述說法所持的理由有以下幾類：

一是以中共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國民政府，七分發展實力」作為反駁

的證據，29 寫道：「中共當時兵力顯然沒有到了可作為中流砥柱的數量，

而『七分發展』的口號也是證據之一。」或者，「是（中共）為自己打廣

告吧！？記得臺灣課本都寫中共當時趁機擴大實力。」二、指出課本代

表官方立場的特質：「自己的課本都把自己寫得很偉大。」強調教科書中

寓含官方的意識形態，如：「中國以黨領政舉世聞名，其作為具有權力的

書寫者意圖於教科書中，暗渡意識形態亦很明顯；臺灣的教育則仍以國民

黨政府為抗日主流有其道理，畢竟國民政府應為當時軍隊、領導階層的掌

控者。」更有學生直接批判此種論述「不過是為政治服務、粉飾掩蓋、出

賣歷史良知的『偽歷史』。」他認為「論述本身相當空泛，『中流砥柱』

這種含糊、空洞的形容詞無法明確表達『貢獻在哪？』我認為共黨在戰時

實力微薄，是戰後接受東北日本人留下的軍備才壯大，因此何來的影響力

呢？」三是承認中共在敵後戰場的貢獻，但正面戰場仍是國軍為主，「雖

然中國共產黨的確在鄉村等地區的抗戰貢獻良多，但主要在前線作戰，以

及籌畫軍事策略的仍是國軍，故應該也要提及國軍的貢獻。」四是就算

承認中共有貢獻，但往往是誇大的結果，「我曾到過中國盧溝橋的抗日紀

念館，館中所記多是將小戰小役誇大，並說和國軍合作，發揮極大作用云

云。但在書中（不只是中、臺人所記，更有外國所記）多記國軍在前與日

29　這種說法並未見於各版高中歷史課本，亦未見於呂實強、蔣永敬所編之《歷史》第3冊。但類似的說法常被

引用，如：「我們確定的政策應當是百分之七十作擴張，百分之二十對付國民黨，百分之十抗日。」參見徐

中約著，計秋楓等譯，《中國近代史》，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年），頁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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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中共隨之在後接收。或許可說為兩方合作，但我不同意所謂的『中

流砥柱』作用。」

有20%的學生選「無法判斷」，所持的理由主要是不知誰說的才是真

的？因為「『黨』的思想與生活是臺灣人民從不讀到，從不體會到的，

臺灣人不可一逕批評黨的專政洗腦與控制，中國人也需要跳脫出黨的思維

去反省。」也有學生認為「基本上臺灣歷史教育上，對共產黨必有所抹

黑，反之亦然。知道對岸教科書的正確性，以普通高中生來說並無判斷能

力。」或者，「臺灣教科書的觀點往往認為中共總是扯國軍後腿，可能帶

有某些歷史偏見，但中共對抗日到底出了幾分力，高中生可能還無法判

斷。」

至於有12%表示沒意見，或是抱持尊重的態度，如「反正歷史的事實本

來就會有各自的歷史解釋，中國的教科書怎麼描述我們就給予尊重。」或

是認為兩方都有貢獻，如「也許中共在抗戰中團結了底層人民的心，也是

部分的中流砥柱。但說是完全靠他們嗎？那也不適切，畢竟總指揮整場抗

爭的，是國民黨。我想，兩方都是抗戰的中流砥柱吧！」或是指出歷史教

科書是國族建構的工具，如「各國各政權對於歷史事件的看法，及意義本

有分歧與主觀解釋，直書之外，包含著對當局的曲筆幾乎是必然的手法，

再者，每件事的背後皆有各種原因，也不無可能。」

8%的受訪者認同中流砥柱的說法，主要理由是考量中共對農村的影響

力，「農村人民大多是支持共產黨的，若非共產黨表明與國民黨合作抗日

的態度，或許人民便不會如此團結。」又如，「因為中共懂得觀察民心，

加上國民政府不斷壓制人民貧富差距大，人民困苦，中共利用政府缺失才

爭取民心。」

儘管臺灣歷史教科書強調領導中國抗戰的是國民政府，中國共產黨則

是利用抗日戰爭的時機大力擴充軍隊，發展農村基層組織，對國民政府造

成嚴峻的挑戰，根據調查，有60%左右的高分組群學生大致是接受類似的觀

點，而不認同中共在抗戰中起了中流砥柱的作用，其中有許多學生都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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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物的舉出例證，一如上文所列。而出人意表的是，有高達三成的受訪

學生對此一論述表示無法判斷或沒意見，顯示他（她）們並未接受臺灣教

科書所傳達的主流觀點，而是反思教科書作為形塑國家意識的工具，所述

是否為真？或者，以更開闊的態度來面對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角色──

在農村或敵後戰場的經略。

7. 你（妳）認為「終戰紀念」和「抗戰勝利紀念」二者的意涵是

否相同？為什麼？（單選）

□（A）相同　□（B）不相同　□（C）不知道　□（D）沒意見

針對本題，受訪學生有74%選「不相同」；有5%選「相同」；有14%

選「不知道」；有7%選「沒意見」。其中女生有84%選「不相同」，比男

生的66%高出18個百分點，比例差距頗大；反之，有20%的男生選「不知

道」，比女生的7%高出13個百分點，二者相差頗多。由日本天皇在戰敗後

所宣讀的「終戰詔書」並非是多數學生熟悉的語彙，它僅出現於少數版本

之中，為何女生對這個語彙的掌握比男生來得好，頗值得深究。

對於認為二者意涵不同的受訪學生，大致有以下幾類看法：一、認為

抗戰勝利，強調勝利，有炫耀的意謂，終戰則強調和平，例如：「抗戰

勝利紀念應只有戰勝國可設立，有點炫耀意味；終戰紀念則代表，無論

戰勝、戰敗以及中立國對於終戰和平的渴望。」「『終戰』更有和平的意

味，emphasize『結束』，『抗戰勝利』則emphasize勝利。」衍伸而來，

就是前者精神意義不及後者，「一個是指戰爭的結束，一個是慶祝勝利。

後者的精神意義遠大於前者。」有的甚至批評抗戰勝利的說法是很膚淺，

「抗戰勝利給人的感覺很膚淺，好像重點是勝利而非戰爭。」還有的認

為終戰紀念有更多的內省，如「終戰紀念像在紀念戰爭這整件事，包含檢

討及內省；但抗戰勝利像種炫耀政府豐功偉業，感覺就非常不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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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學生是從不同觀點或立場來解讀，如「終戰感覺比較中立，抗戰勝利

比較有立場，『抗』和『勝利』，感覺只是某一種角度。」或者「終戰是

指二次大戰結束，是以世界觀點來看，而抗戰勝利，則添加了更多中國民

族觀點。」又如，「前者是日本政府宣告戰爭結束的用詞，後者則是國民

政府對抗戰勝利的紀念。兩者為對八年戰爭的不同詮釋。」有的學生指出

使用終戰一詞是史實的描述，後者則是歷史解釋，如「前者為戰役結束－

歷史事實；後者則為戰役成功－歷史解釋。」三、也有學生從侵略的角度

來看，「終戰有種雙方是因不和才開戰，是雙方主動挑起戰爭。抗戰代表

日本入侵中國，而我們是被動應戰。」四、有些學生了解「終戰」一詞的

由來，因此指出「終戰」一詞是日本為自己解套的語彙，如「前者表示終

止戰爭的紀念日，較不去表明戰敗或勝利，『終戰』這詞主要是日本對於

WWII戰敗解套之詞。後者表示在抗戰抵擋外敵後勝利的紀念日。」又如，

「終戰紀念是為日本保留顏面，而抗戰勝利紀念，則是表達中國於抗戰得

到勝利。」

筆者以「終戰紀念」與「抗戰勝利紀念」做一對比，主要是源於臺灣社

會對於這類抗戰相關語彙使用的爭議，30 最近的爭議是在政府要求公文上統

一使用「日據」，而非歷史課程綱要上已行之多年的「日治」。事實上，在

現行教科書和社會媒體不再說明「終戰」的意涵，學生在沒有「民族大義」

的包袱所做的「望文生義」，倒是對抗日戰爭提出不同的見解與反省。

8. 若是臺灣想紀念抗日戰爭，你（妳）認為應採用「終戰紀念」

或「抗戰勝利紀念」哪一語彙？為什麼？（單選）

□（A）終戰紀念　□（B）抗戰勝利紀念　□（C）都可以　□（D）

沒意見

30　1995年10月25日，在陳水扁擔任臺北市長任內，曾將「五十週年光復節」改為「終戰五十年」，並舉辦了一

系列的紀念活動，引發了有關「光復」或「終戰」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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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8%的受訪學生選（A）終戰紀念；有33%選（B）抗戰勝利紀念；

有13%選（C）都可以；有16%選（D）沒意見。其中女生有40%選（A），

比男生的37%多3個百分點；選（B）的女生有36%，比男生的30%多6個百

分點；有9%的女生選都可以，男生有16%，比女生高出7個百分點；至於

選（D）沒意見的女生有15%，與男生的16%相近。大致來看，選（A）、

（B）以及都可以、沒意見的比例，大致是各1/3左右。

選擇終戰紀念的受訪學生，所提出的理由可分為以下幾類：一、對日

抗戰的結果是慘勝，付出的代價太高，滿目瘡痍，只有損失，沒有所謂

的誰勝誰敗。例如，學生寫道：「抗戰的終結付出中國太多的代價，伴

隨而來的國共內戰，使人民更加痛苦。這樣的結果僅僅只能算是『對手

認輸了，抗戰終結』，對整體中國而言，並非勝利。」另一位學生亦表

示：「『勝利』二字在平民聽來反而會覺得格外諷刺，尤其中國在抗戰勝

利後，國內之慘狀更是淒慘，因此我認為『終戰』會更能有警惕，與提醒

之作用。」二、從抗日戰爭時期臺灣是日本領土，日本戰敗了，臺灣何來

勝利之說？如：「打仗時我們是替日本人打，日本戰敗後國民政府接收臺

灣，兩者在戰爭中是對立的，用終戰紀念沒有輸贏比較適合。」另一位考

生認為，「臺灣在當時基本上是屬於日本國，且許多臺人也加入皇軍和日

本一起作戰，所以在臺灣，我認為用終戰紀念較妥，用抗戰勝利紀念感覺

就是在說：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三、認為這種說法，太像早年的國民

黨立場，臺灣沒必要以特定民族的角度來紀念戰爭，「抗戰勝利紀念這種

說法，太像早年國民黨的立場了，現代應用較中立的終戰紀念就好。」另

一位學生則表示，「抗戰勝利紀念像是站在中國大陸人的立場。」有位學

生更指出，「臺灣畢竟已脫離了中國，在實質上更接近世界主流的觀點，

因此應該以較廣的角度來看待『八年抗戰』。」四、認為抗戰之所以取得

勝利是因為美國投下原子彈，日本才投降，不是國民政府的戰力所致，

「抗日能夠勝利，有大部分的原因是因為美國的協助，並非臺灣真正的實

力，因此不適用勝利，而且也比較不客觀。」五、採用終戰紀念予人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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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景，「終戰紀念給予人們不再有戰爭的美好前景，抗戰勝利紀念似乎

並未給予此類保證。」又如，「畢竟還是希望能夠以和平理性態度解決國

際事務，雖然是一個象徵性的紀念，仍希望是『終止戰爭』。」有學生則

將終戰概念與普世價值連結，「以普世人權價值的『和平』而言，終戰所

傳達的意涵較為妥適。」

選擇抗戰勝利紀念的學生有如下的理由：一、認同中華民國及其在抗

戰中的奮戰與努力，如「『抗戰勝利」較能充分表達我方不屈不饒，堅持

奮戰，而最後得以勝利的堅強意志。」另一位學生亦表示，「『抗戰勝

利」是國民政府用血淚換來的，不因統治的地方不同，而有所更改。」更

有學生指出，「當初力抗日軍的便是日後撤退來臺的國民黨，嚴格來說，

真正能紀念『抗戰』的大概也只有臺灣。」二、強調日軍侵略中國的史

實，「在我的認知裡，究竟是日本侵略我國，為使後人易曉而不待深探，

宜用此語。」而抗戰勝利紀念正是「對抗入侵贏得勝利的紀念。」另一位

學生更強調，「無論臺灣民族認同或是否認為抗戰為『自己的歷史」，但

倘若欲發起紀念，則應以『抗戰勝利』之名，以示反對侵略之精神。」

三、認為抗戰結束後，戰爭狀態並未隨之遠去，「終戰的定義太廣，因為

此八年結束後，內戰又緊接著來，那如何能說是『終』戰呢？」

至於選擇「都可以」和「沒意見」的學生，主要的看法有，一、尊重

多元價值，「臺灣人民那麼多元，我覺得不能從單一方面去考量，對不同

的人都會是種傷害。」二、尊重不同族群的歷史經驗，「整體來看，臺灣

好像不是（也沒本錢是）立場很鮮明的抗日，用終戰紀念這個比較中性

的詞，似乎較合宜。可是所謂『臺灣』指的是國民政府，還是這個地理

區域呢？從政權還有民族上的牽絆來看，我們好像也是『抗戰勝利』的一

員。」三、臺灣定位不清，不知要用何種立場紀念，如「目前為止臺灣的

地位還處於尷尬，故對於這一詞彙，我沒有特定的看法。」

從問卷結果來看，也許未來教科書對於抗戰的歷史意義，乃至中國戰

場在反侵略戰爭中的貢獻，可以有更多的討論與分析。畢竟，「終戰」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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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是發動戰爭者在投降後的藉口；「和平」，也不會是透過妥協姑息就能

得到。若沒有中國軍隊拖住日本，讓日本與德國無法在印度大會師，否則

結果如何實未可知。這場反侵略戰爭的勝利，是中國人擺脫了一百多年來

「強凌弱，眾暴寡」的命運，揆諸歷史，唯有公理正義的彰顯，侵略者受

到失敗的教訓，人類才有可能得到最後的和平。

肆、歷史的反思──代結論

由本次問卷調查結果，可以獲致如下幾點啟示。

一、抗戰的議題深具歷史教育的功能

抗戰是意涵豐富、層次多元的學習主題，給予高中生的啟發，不只在

反侵略戰爭這一層意義上，更可擴展至價值觀的建立。從學生的回答可以

發現，受訪學生展現了尊重個人的不同選擇；學生的價值觀也不只是贏得

勝利，追求和平更是重要的選項。儘管教科書中並無太多生動的細節來

展現戰爭中的生活圖像，但學生對於戰爭狀態下人的精神價值、人的生存

處境仍然十分關注。戰爭固然可畏，但戰爭裡仍有珍貴的人性，偉大的情

操，反而可以和人生的議題連結。高中歷史也許可以採用主題式的深入討

論，以滿足學生想要探究歷史事件種種面貌的動機。

二、歷史人物的評價指標趨於多元

從受訪學生對汪兆銘之評價可知，高中生對歷史人物的評價已不再以

善惡對立或道德批判的角度，而是趨向多元價值。的確，汪政權對淪陷區

人民的日常生活有其功能，對於其動機、目的，既無需過多道德批判，但

也無需過度美化或合理化其行為。教學時可以讓學生了解這些抉擇的來

龍去脈，讓學生自己評價、論辯；可以使用「通敵者」代替「漢奸」的稱

呼，通敵是確實可見的行為，至於他的動機、目的或功與過，則不必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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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論。學生觀點的多樣化，可說是教科書版本開放的產物，在掙脫了部編

版單一觀點的束縛後，高中教師取得了更多的歷史解釋權，不必亦步亦趨

地追隨教科書的說法，可以更多元地提出自己或學者的最新研究。另一方

面，包括大眾媒體、網路和課外讀物等媒介，都可提供學生更具影響力和

話題性的觀點，教科書或歷史課堂已不再是學習歷史的唯一管道。

三、應強調抗日戰爭是人類反侵略戰爭的重要指標

從學生問卷可知，以民族主義的角度所塑造的歷史記憶，已不再成為

大多數學生會欣然接受的共同記憶。在標舉多元價值的時代，抗日勝利固

然是事實，但它也有複雜的因與果，勝利所帶來的巨大代價讓人重新思考

勝利的意義。若只強調對日抗戰獲勝，並不足以涵括這場戰爭對人類歷史

的意義，抗戰勝利，應是人類反侵略的戰爭終獲勝利。第二次世界大戰是

侵略與反侵略之戰，最後由反侵略的陣營獲勝。我們不應該將中國戰場孤

立於世界大戰之外，中國戰場的勝利，也正是世界反侵略戰爭中東亞戰場

的勝利。這場戰爭與臺灣亦是緊密相連，不因臺灣當時為日本殖民統治

而能置身事外。相反的，臺灣亦是這場戰爭中重要的環節，臺灣受殖民統

治無法自主，臺灣是日本人的軍伕、慰安婦、志願兵的來源，戰爭後期更

因為是日本殖民地而受盟軍轟炸，臺灣人在日本的殖民下是無法決定脫離

戰爭的命運。臺灣在這場戰爭中是日本的戰爭工具，直至反侵略戰爭勝利

後，臺灣才能脫離日本殖民的命運。事實上，臺灣與這場反侵略戰爭的關

連，除了被日本強行捲入戰爭外，還有李友邦所領導的臺灣義勇隊到中國

大陸投身於戰爭與日本作戰。臺灣學生對於這場改變臺灣命運的戰爭，應

該學習以「反侵略」的普世價值來反思。

四、兩岸教科書中的抗戰史內容不宜採用口號或教條式的論述

從學生的回答可知，描述中共抗戰時期作為的「一分抗日，二分應付

國民政府，七分發展實力」，的確是深入數個世代的學生心中；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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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中國大陸也同樣在教科書中標榜中共在抗戰的角色與貢獻，甚至抨擊

國民政府消極抗日。對於兩岸在歷史論述的落差，應該要回歸史實，而不

是以總結式的口號來作為推論的證據。有關抗日戰爭的經過，中華民國

藏有豐富的檔案及資料可資說明，例如：國民政府陣亡將官人數（師長以

上）高達205人，共軍則有2人；動員10萬以上兵力的大會戰共有22次，中

共只參與2次；以及國軍參與大型戰鬥1,100餘次，以及小型戰鬥28,900餘次

等，皆可作為論述的依據。

近年來臺灣本土意識高漲，去中國化的呼聲時有所聞，加以外省第一

代凋零，以及影視中也少見以抗戰作為題材，使抗日戰爭與臺灣社會失去

連結，以致抗戰歷史也逐漸為我們所淡化。戰爭固然不值得歌詠，但在戰

爭中為保家衛國、延續中華文化而犧牲奉獻的高貴生命，還是應該予以感

念，至少應還它一個本來的面目。如果兩岸一味否認對方在抗戰中的角色

與貢獻，而不提出論證，學生在無可釐清的情況下，自然會接受中國是靠

美國兩顆原子彈結束戰局的說法，而忽略中國軍隊把日本一百餘萬大軍釘

在中國戰場上所發揮的牽制力量。31

最後，我們可以思考我們需要什麼樣的歷史教育來傳遞恰當的、共同

的歷史知識，藉此在高中學生間建立一種典範的社會認同與價值觀。近20

年來，臺灣社會處於高度的認同焦慮狀態，如何透過共同的社會歷史記憶

的重塑，建立和諧、平等的社會，已是刻不容緩。其中，主導歷史教育走

向的高中歷史課綱的制定者和教科書的編者，可說是具有關鍵的影響力。

檢視臺灣高中生對於抗日戰爭議題的看法之後，筆者認為相關教育文化政

策的制定者，應體認到不同世代間的巨大差異，並容許多元的、甚或相互

矛盾的歷史記憶存在，期許能在國族認同與普世價值之中取得平衡。

31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臺北：東華書局，1987年），頁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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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Point of View o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Analysis of Student Questionnaires

Mei-jung, Kua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Taiwa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attitudes/

cognitive situation toward the Sino-Japanese War,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analyzing questionnaire responses/data collected from hundreds of 11th and 12th 

graders. It is hoped to understand how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has reflected 

in high school history teaching and the results can also be served as a means of 

improving the teaching of war history in high school.

This paper will contain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presents the motivations, 

methodology and purpose of the study. The next part introduces anti-Japan wars 

in high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mainly focused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igh 

school history curriculum and contents in textbooks used by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third part shows the results of students' questionnaire, followed by brief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study.

Some preliminary results obtained from analyzing students' questionnaire 

responses：(1) war issues have important functions on history education; (2) 

evaluation towards historical figures tend to be diverse; (3) history textbooks 

should emphasize Sino-Japanese War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anti-aggression; 

(4) contents of history textbooks should not use slogans or dogmatic discourse 

both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Keywords: Sino-Japanese War, history education, 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se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for se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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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歌仔戲」是發源於臺灣的劇種，也是最具本土風格的民間戲曲，但

事實上歌仔戲除了與宗教信仰、廟宇相互緊扣的演出模式，以及近年來常

見的公演活動外，在臺灣部分地區，歌仔戲有時也會出現於喪事。雖然這

對歌仔戲團而言是個存在已久的「另類」表演舞臺，不過顧及一般人對喪

事有所忌諱的民風，故罕有戲班會主動提及，更因喪事屬私人追悼場合，

並非對外開放的觀賞場域，自然不受民眾關注，更遑論有人研究了，所以

喪事遂成為歌仔戲最神秘的表演時機。而喪事給人的印象不外乎哀戚悲

慟、莊嚴肅穆，在這樣的氛圍下安排原本以營造熱鬧效果為主的歌仔戲演

出，是否屬恰當之舉？又喪家的孝眷人等為何願意花錢聘請戲班在喪事串

場，究竟其用意何在？筆者經過長期的走訪和調查，發現這種特殊地表演

方式在臺灣各地自成一套「小傳統」的文化體系，每個體系自由操作，自

由運行，當然也隨著時代流轉而自生自滅。縱觀這類表演型態，首推目前

仍流傳在宜蘭縣和新北市貢寮區、雙溪區的「司公戲」最具特色，其影響

層面也最深入，更是最有獨樹一幟的展演文化。為揭開這種神秘表演的面

紗，本文將針對臺灣現存之喪事演戲模式逐一說明，再深入介紹流傳在宜

蘭縣和新北市貢寮區、雙溪區的「司公戲」，並詳實記述一場「司公戲」

的演出過程，最後析論「司公戲」為喪事提供了哪些功能？以及其瀕臨絕

跡之因為何？希望藉此能為這特殊地戲曲展演方式留下些許記錄。

關鍵字：喪事演戲、司公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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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歌仔戲」是發源於臺灣的劇種，也是最具本土風格的民間戲曲，演

出時機大多與宗教信仰有關，例如隸屬公眾事務的神明誕辰、迎神慶典、

歲時例祭、建醮法會，或私家、個人性質的祈安植福、賽還良願，不過無

論是由何人出資聘請，其主要功能一來酬答神恩，彰顯聖澤；二來娛樂地

方百姓，增添喜慶色彩。因歌仔戲與宗教信仰關係緊密，故演出地點亦以

廟宇為主，廟宇如有固定之專屬戲臺，劇團遂在其上搬演戲目，若無，則

在搭建於廟埕廣場或靠近廟宇之路口、空地的臨時戲臺上表演，用「外臺

戲」的演出模式讓神人齊賞同歡。雖然往昔臺灣曾出現採售票方式表演的

內臺歌仔戲，以及透過唱片、廣播、電影、電視為展演媒介的歌仔戲，可

惜皆為曇花一現，不若外臺歌仔戲有著驚人地生命力與影響力。近年來，

部分歌仔戲團開始應聘參與各地方政府、文化機構主辦的公演活動，使得

歌仔戲的演出時機、地點，開始跳脫固有地宗教信仰和廟宇之侷限，邁出

了更寬廣的表演道路，也讓人有了耳目一新的觀感。但因臺地絕大多數的

歌仔戲團迄今仍採行傳統經營模式，以致民眾依舊慣將歌仔戲與宗教信

仰、廟宇聯想在一起，而「酬神戲」自然成了歌仔戲最為人所熟知的表演

型態，營造熱鬧氣氛更是歌仔戲在酬神之餘，最外顯地一項社會價值。

但事實上歌仔戲除了與宗教信仰、廟宇相互緊扣的演出模式，以及近

年來常見的公演活動外，在臺灣部分地區，歌仔戲有時也會出現於喪事。

雖然這對歌仔戲而言是個存在已久的「另類」表演舞臺，不過顧及一般人

對喪事有所忌諱的民風，故罕有戲班會主動提及，更因喪事屬私人追悼場

合，並非對外開放的觀賞場域，自然不受民眾關注，更遑論有人研究了，

所以喪事遂成為歌仔戲最神秘的表演時機。而喪事給人的印象不外乎哀戚

悲慟、莊嚴肅穆，在這樣的氛圍下安排原本以營造熱鬧效果為主的歌仔戲

演出，是否屬恰當之舉？又喪家的孝眷人等為何願意花錢聘請戲班在喪事

串場，究竟其用意何在？這些疑問誘發了筆者探討歌仔戲在喪事演出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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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動機，經過長期的走訪和調查，發現這種特殊地表演方式在臺灣各地自

成一套「小傳統」的文化體系，每個體系自由操作，自由運行，當然也隨

著時代流轉而自生自滅。縱觀這類表演型態，首推目前仍流傳在宜蘭縣和

新北市貢寮區、雙溪區的「司公戲」最具特色，其影響層面也最深入，更

最有獨樹一幟的展演文化。為揭開這種神秘表演的面紗，本文首先針對臺

灣現存之喪事演戲模式逐一說明，再深入介紹流傳在宜蘭縣和新北市貢寮

區、雙溪區的「司公戲」，並詳實記述一場「司公戲」的演出過程，最後

析論「司公戲」為喪事提供了哪些功能？以及其瀕臨絕跡之因為何？希望

藉此能為這特殊地戲曲展演方式留下些許記錄。1

貳、臺灣現存之喪事演戲模式

在針對臺灣現存之喪事演戲模式進行說明前，筆者必須就「喪事演

戲」此一行為予以明確界定，同時解釋本文的挑選標準，以免讀者產生疑

義。首先，「喪事演戲」可分廣義和狹義兩類，「廣義」的喪事演戲泛指

治喪過程中所有類似戲劇表演之活動，舉凡釋教、道教靈寶派於喪葬拔渡

法事中所安排的「儀式戲劇」，如打枉死城、2 打血盆、3 斬畜、4 挑經、5 

1　筆者在進行田野調查採集資料期間，承蒙宜蘭縣頭城鎮下埔里供興民俗樂團團長阮春圍先生（1938-2014）的

鼎力協助，謹在此敬致謝忱，並以本文獻給阮團長，以告慰其在天之靈。

2　因為在臺灣的傳統觀念中，「橫死者」或「枉死者」悉為命不該絕，故此類亡者命終後會被囚禁在陰間的枉

死城中，迨禁錮至原本應享之年歲時，方可重獲自由，陽世孝眷不忍親人長禁枉死城中，故往往會延請釋教

法師、道教靈寶派道士行「打枉死城」科儀來保釋亡者出城。

3　「打血盆」的對象是曾生育而被禁錮於「血盆池」內的女性亡者，由於民間深信孕婦生產時所流之血深具穢

氣，有汙染天地江河之嫌，死後須囚禁於「血盆池」受苦，陽世子女為報答親恩，讓母親能脫離受禁於血盆

池地獄之苦，遂請釋教法師行「打血盆」科儀來濟渡亡魂，並讓子女代母親飲血水，以此感念養育之情，同

時為亡者解罪懺愆。

4　「斬畜」科儀係起源於「六道輪迴」之俗，所謂的「六道輪迴」是指天、地、人、佛、畜、鬼六道，若亡

者享壽歲數經推算後不幸落入「畜道」，相傳將會遭到十二生肖的糾纏侵擾，難有安寧之日。陽世孝眷因不

忍亡親在陰間受苦，遂央請釋教法師演行「斬畜」科儀，斬除十二生肖中糾擾亡者的牲畜，並引領亡者出離

「畜道」，擺脫苦難的煎熬。

5　「挑經」係仿傚傳統目連戲中的劇目橋段，由釋教法師、道教靈寶派道士扮演目連的角色來為喪家孝眷人等

代挑亡者前往西天，並唱唸二十四孝 （男喪）、十月懷胎（女喪）或勸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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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橋、6 金橋、7 弄觀音、8 請經、9 雙挑 10 等科儀，或喪家孝眷人等、親

朋好友聘請「小戲喪葬陣頭」，如三藏取經、五子哭墓、五女哭墓、歌仔

陣、車鼓陣、公揹婆、牛犂陣等在亡者靈前演出。由於這些科儀或陣頭的

展演皆具有戲劇色彩，自然可歸屬於「喪事演戲」的範疇，但因表演團體

非專業之戲班，表演者亦非職業演員，雖然演出時有戲服、道具、配樂，

不過並無搭建戲臺及懸掛佈景，所以只能算是「廣義」的喪事演戲。至於

「狹義」的喪事演戲，乃是指喪家孝眷人等在治喪過程中，斥資延聘歌仔

戲團於喪宅、亡者靈前、功德壇場、奠禮會場演出完整劇目，但表演之目

的並非僅限於供亡者欣賞，在特定情況下觀眾可擴大至神、鬼、人三界。

而本文係採用狹義之解釋，所以將「儀式戲劇」、「小戲喪葬陣頭」的各

項演出全數汰除不論，僅針對目前臺灣各地尚存之治喪過程出現歌仔戲團

表演的特殊文化，加以說明介紹。11 而臺灣現存符合狹義規範之喪事演戲模

式除了後面會介紹的「司公戲」外，尚有以下4種：

一、亡者五代同堂之「內外鼓」

「五代同堂」是指從自己開始算起，子、孫、曾孫、玄孫共五代人同

住一堂，代表家庭健全完整，成員們感情和樂融洽，此乃向來注重家族觀

 6　「過橋」科儀是由釋教法師、道教靈寶派道士擔任類似「導遊」的角色，帶領亡者安然步過地府「奈何橋」

的所有關隘。

 7　在釋教的儀制中，亡者除了要通過陰陽中介的「奈何橋」外，尚需經過另一座名為「金橋」的陰間橋樑，傳

說中過了「金橋」便有機會往生仙界或投胎至富貴人家，為了讓亡者得此良因，喪家孝眷會延請法師扮成牛

將軍、馬將軍、金童、玉女、曾二官、曾二娘、土地公等角色來演行「金橋」科儀，帶領亡者步上「金橋」

以求善果。

 8　「弄觀音」是以唐三藏往西天取經為背景，可是並非演出人們耳熟能詳的《西遊記》故事，而是採取一場極

盡荒謬的鬧劇模式來虛構出唐三藏取經之片段，又整個科儀最精彩之處為道童戲弄觀音娘娘的橋段，故科儀

遂得「弄觀音」之名。

 9　「請經」係運用「儀式戲劇」的手法演出《西遊記》中「西天取經」之橋段，藉此解釋經懺的由來。

10　「雙挑」屬道教靈寶派的科儀，其目的同於「挑經」，但差別在於「雙挑」除了由道士扮演目連外，另安排

一位「雷有聲」的丑角來插科打諢，營造出一莊一諧的強烈對比。

11　由於「儀式戲劇」、「小戲喪葬陣頭」在演出時並無搭建戲臺，所以臺灣民間慣將這類表演俗稱為「土腳

戲」（意謂在地面上演出），至於歌仔戲因於戲臺上搬演，故另有「棚頂戲」之別稱（意指在戲棚上表

演），而常民百姓也喜以這兩個特殊稱法來區分「儀式戲劇」、「小戲喪葬陣頭」與歌仔戲的不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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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的國人最夢寐以求之人生願望。雖然往昔流行早婚，但因醫療不發達，一

般人的壽命不長，故欲達成「五代同堂」的理想，實有一定程度的困難性。

反觀今日醫療進步，人們的平均壽命大為延長，可惜因社會結構丕變，常民

觀念迥異於過去，導致臺灣瀰漫晚婚的風氣，所以「五代同堂」若要在現今

實現，仍然是個困難性相當高的人生挑戰。有鑑於「五代同堂」係人生難得

之光榮大事，亦屬地方上罕見的一樁美事，因此臺灣民間從古至今對於「五

代同堂」均極為讚揚與歌頌，無論是封建時代的官府或今日之政府機關，凡

獲悉有民眾締造「五代同堂」之舉，必定予以表揚嘉勉。而臺灣中部地區的

習俗對於「五代同堂」的亡者，准許孝眷為其啟建喪葬拔渡法事時，可延聘

歌仔戲團於功德壇場前演出，此即當地俗稱「內外鼓」之最高等級治喪方

式。所謂「內鼓」是指拔渡功德的科儀演法，「外鼓」則是指歌仔戲的表

演，藉由內鼓和外鼓同時齊鳴合奏，以突顯亡者「五代同堂」的非凡身份，

並慶賀其福壽全歸。不過依中部地區的認定規範，若要獲得「內外鼓」治喪

殊榮的亡者，其「五代同堂」的標準必須從亡者以降，子、孫、曾孫、玄孫

四代無論內外，不分媳婿，皆需全數健在，完全符合者方可稱為真正的「五

代同堂」，也才能享有喪事演戲的「內外鼓」殊榮。由於認定標準甚為嚴

格，且現代人普遍晚婚，以致此俗雖仍流傳在中部地區，但已許久不見。

二、喪葬拔渡法事普渡之演戲

臺灣民間在啟建喪葬拔渡法事時，喪家若經濟能力許可，往往會承此

良因增行「普渡」儀式，賑濟喪宅所屬境界之男女無祀孤魂滯魄等眾，使

其得享飽煖之功，展現出博愛渡眾的崇高精神，並以此普渡功德回向予亡

者。喪葬拔渡法事的普渡又依主持功德者為釋教法師或道教靈寶派道士而

有所不同，其中釋教分為小普、蒙山普施、蒙山登座三種，道教靈寶派則

有小普、中普兩種，端視法事規模及普渡祭品數量而決定採行何種科儀。

目前全臺喪葬拔渡法事中舉行普渡儀式之風氣最盛，普渡規模也最大者，

首推中部地區，因當地自古即對普渡一事甚為注重，所以凡啟建拔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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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喪家大多會要求釋教法師或道教靈寶派道士增行普渡科儀。按中部地

區之習俗，只要喪家舉行釋教「蒙山普施」或道教靈寶派「小普」規模的

普渡，親友、鄰居便紛紛備辦祭品、飯擔前來讚普。若是演行釋教「蒙山

登座」或道教靈寶派「中普」，喪家不僅會租借整車白米賑孤，經濟狀況

較富裕者還會殺猪宰羊，延請藝師鋪排各式「看桌」，或大手筆的斥資搭

設「大滿漢」12，甚至聘請歌仔戲團至功德壇場前演出，獻演戲曲以娛慰

前來受渡的孤魂滯魄，其場面絲毫不遜於地方廟宇的中元普渡。不過因演

戲並非喪葬拔渡法事普渡之必要條件，故此舉悉為家境闊綽的喪家才會安

排，在中部地區實屬可遇而不可求的罕見排場，又近年來民眾之娛樂早已

不同於往昔，連帶影響到喪葬拔渡法事普渡演戲的模式，使得歌仔戲日漸

不受喪家青睞，取而代之的則是遊走在情色邊緣的清涼歌舞秀或鋼管秀，

並儼然成為當地喪事的另類新興特色。

三、黃籙大齋之演戲

按道教靈寶派對於喪葬拔渡法事規模的分類，凡啟建二朝以上之功

德，即可稱為「黃籙大齋」，由於舉行天數較長，故科儀的安排相當多

元豐富，壇場佈置更分有內、外壇，其等級已近似於廟宇建醮。但「黃

籙大齋」並非不分亡者皆可啟建，而是亡者必須符合高壽、子孫滿堂的條

件，且因「黃籙大齋」所需的人力、物力、財力頗鉅，使得普通喪家望之

卻步，不敢輕易辦理，所以悉為經濟能力良好的地方望族方能斥資舉行，

誠屬臺地罕見的大規模拔渡法事。依照道教靈寶派的定制，啟建「黃籙大

齋」的時間為亡者出殯前，當科儀流程演行至「進表」後，用來象徵亡者

的紙糊魂身即能披掛紅彩，意謂亡者已獲得薦拔而轉變為家魂，此時法事

旋可「由齋轉醮」，從本來的凶事（白事）轉化成吉事（紅事）。迨亡者

出殯完妥，由道士引魂回家進行「安位」儀式時，在臺南地區：

有聘請戲班的習俗，如布袋戲、歌仔戲等，稱為「壓醮尾」。……

12　「大滿漢」是中部地區特有的普渡祭品，係以臨時戲臺為底座，其上用數百斤的白米堆疊成1座小山，並於

小山四周鋪排上百種的各式祭品，藉以象徵「滿漢全席」，遂得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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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位的同時開演辦仙，讓送葬回來的親友吃著圍食，觀賞著傳統

戲劇，做為一個圓滿的結束。13

臺南地區「黃籙大齋」之演戲雖擇功德壇場前搭臺，但實與展演於廟

口的「酬神戲」別無二致，除了在戲目開演前有「扮仙」外，演出的內容

亦以吉祥團圓的戲文為主，觀眾亦擴大至神、鬼、人三界，完全顛覆了常

民對喪事哀戚悲慟的刻板印象。

四、因亡者生前喜愛看戲而演戲

歌仔戲是由蘭陽平原的「本地歌仔」衍生而出，再逐步擷取各大劇種

的精華，並予以融會貫通，變化改良，且因演員與觀眾之間的語言毫無隔

閡，演出內容通俗多元，淺顯易懂，以致短時間就風靡全臺，奠定其民間

戲曲的代表地位。過去農業時代由於娛樂管道不如現今豐富多樣，歌仔

戲遂成為農閒之際民眾紓解壓力的最佳媒介，不分男女老少，貧富貴賤，

人們隨著戲臺上演員的口白動作，暢遊在真假虛實共組而成的劇情之中，

體會人生的喜怒哀樂與悲歡離合，不僅宣洩了內心情緒，也領悟了世間百

態。因為歌仔戲的戲文內容絕大多數都貼近於常民思維和普世價值，故其

劇情的起伏轉折往往扣人心弦，使得老一輩的臺灣人普遍都喜愛觀看歌仔

戲，把看戲當作是最好的休閒活動，更視為人生一大樂事。基於此，在臺

灣中、南部地區偶爾可見喪家孝眷人等有鑑於亡者生前喜愛看戲，所以在

治喪期間會集資延聘歌仔戲團蒞府粉墨登場，藉此慰其在天之靈，同時表

達孝眷感念親恩之心。這種演出模式係純粹表演給亡者欣賞，因此無須在

開臺後安排「扮仙」，而搬演的劇目亦以亡者生前所喜愛之戲文為主，或

由孝眷人等自由點戲，主要目的乃為了娛靈娛人，以此沖淡喪禮帶給人們

的感嘆與悲痛，並做為調和哀傷氣氛的要素。但是晚近歌仔戲已非臺灣人

的主要娛樂媒介，喜愛看戲的老年人又日漸凋零，迫使這項原本就不易見

到的喪事花絮，未來延續的道路更加艱辛。

13　洪瑩發、林長正，《臺南傳統道壇研究》（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3年），頁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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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司公戲」概說

前文已言，縱觀臺灣現存之喪事演戲模式，首推目前仍流傳在宜蘭縣

和新北市貢寮區、雙溪區的「司公戲」最具特色，其影響層面也最深入，

更最有獨樹一幟的展演文化。但因為「司公戲」是地區性的「小傳統」，

故文獻無徵，即使在某些書籍中曾出現同字詞彙，不過其內容卻都是指陳

釋教、道教靈寶派於喪葬拔渡法事中所安排的「儀式戲劇」，而非描述隸

屬「狹義」喪事演戲定義的「司公戲」。14 雖然現今已有大量關於歌仔戲

或臺灣民間喪葬禮俗之學位論文及專書出現，可是仍無人提及此一特殊地

表演型態，使得本文在蒐羅相關研究資料時，面臨極高程度的困難性。筆

者經過長期的努力，可惜依舊徒勞無功，只在宜蘭縣立文化中心（今宜蘭

縣政府文化局）出版之《八十七年度臺灣文化節「戲弄宜蘭」成果專輯》

一書中找到一張「司公戲」的圖片，此圖是搭配在介紹位於羅東鎮的「陳

若庭歌劇團」之篇章內，該篇作者孫惠梅對此圖的說明文字也僅有短短一

行15，能提供給本文的幫助實在不大，由此可見，「司公戲」這一研究議題

至今仍屬乏人耕耘灌溉的荒蕪曠野。基於「司公戲」乃本文的研究主軸，

所以筆者有義務為其進行釋名工作，同時詳加介紹歷史、分布、舉行時

機、展演對象、演出方式，讓人們有機會認識此一蒙上神秘面紗的特殊表

14　有關釋教、道教靈寶派於喪葬拔渡法事中所安排的「儀式戲劇」已有諸多研究成果，專著有楊士賢，《臺灣

閩南喪禮文化與民間文學》（臺北：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年）)。學位論文則有楊士賢，〈臺灣釋

教喪葬拔渡法事及其民間文學研究──以閩南釋教系統為例〉（花蓮：國立東華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博士論

文，2010年）；劉美玲，〈釋教打血盆儀式的意涵、流變與傳承：以新竹縣橫山鄉春盛壇為例〉（國立交通

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論文），2011年) ；黃慈慧，〈釋教「打血盆」拔度儀式之研究

──以南投縣釋教團體為例〉（嘉義：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2012年）。單篇論文亦有呂能通，〈道士戲

之研究〉，《中國民間傳統技藝論文集》，下（1984年），頁369-384；李豐楙，〈臺灣儀式戲劇中的諧噱

性──以道教、法教為主的考察〉，《民俗曲藝》，第71期（1991年），頁174-210；李豐楙，〈臺灣中南

部道教拔度儀中目連戲、曲初探〉，《民俗曲藝》，第77期（1992年），頁89-147；王天麟，〈桃園縣楊梅

鎮顯瑞壇拔渡齋儀中的目連戲「打血盆」〉，《民俗曲藝》，第86期（1993年），頁51-70；李豐楙〈複合

與變革：臺灣道教拔渡儀中的目連戲〉，《民俗曲藝》，第94、95期合訂本（1995年），頁83-116。

15　詳見林鋒雄總編纂，《87年度臺灣文化節「戲弄宜蘭」成果專輯》（宜蘭：宜蘭縣立文化中心，2000年），

頁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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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模式，更期盼藉此有助於這個瀕臨絕跡的地方文化，可以受到各界關心

和重視。

一、釋名

在宜蘭縣和新北市貢寮區、雙溪區流傳著一項特殊習俗，即亡者生

前若喜愛觀看歌仔戲，那麼孝眷人等可擇治喪過程中原本應啟建拔渡法

事的特定時日，聘請歌仔戲團蒞臨喪宅演出，以戲曲表演替代功德道

場，當地俗稱這種喪事演戲的模式為「司公戲」。它與其他臺灣現存之

喪事演戲模式最大的不同點，在於前述四種模式中歌仔戲的演出僅屬治

喪過程之點綴性配角，意指若有安排演戲則可突顯亡者之殊榮或拔渡法

事的規模盛大，反之，亦不影響喪事進行的流暢性和完整性，演戲只是

可有可無的加分橋段。但依照宜蘭縣和新北市貢寮區、雙溪區民眾的傳

統觀念，當地的「司公戲」雖然同樣也由孝眷人等自由選擇是否安排，

不過一旦決定演出「司公戲」，即可省略啟建一壇拔渡法事，足見「司

公戲」與功德道場地位等同，在治喪過程中扮演了重要地角色。基於此

一緣故，所以宜蘭縣和新北市貢寮區、雙溪區的民眾才會將這樣的喪事

演戲模式稱為「司公戲」，意謂該戲曲演出等同於「做司公」（即啟建

喪葬拔渡法事），而筆者必須再次強調，此演戲模式與齊享「司公戲」

名號的釋教、道教靈寶派之「儀式戲劇」全然不同，雖然彼此有共同俗

稱，但在宜蘭縣和新北市貢寮區、雙溪區卻是指陳兩種不一樣的文化，

不容恣意混淆。16

二、歷史、分布

「司公戲」究竟出現於何時，由於文獻無徵，自然確切年代已不可

16　雖然「司公戲」演出等同於「做司公」，但在宜蘭縣和新北市貢寮區、雙溪區民眾的傳統觀念中，由歌仔戲

團演出的「司公戲」，與齊享「司公戲」名號的「儀式戲劇」之最大不同，在於前者是央請職業劇團負責，

表演者悉為伶人，所以縱然其演出與功德道場地位等同，可是終究僅有娛靈娛人的效果，而無法兼負起拔渡

亡者的使命。後者則是延聘釋教壇主持，表演者均為深受百姓敬重之神職人員，故除了娛靈娛人之外，當地

居民更相信這類演出具備不可思議地拔渡功能，有助於亡者往生淨土，離苦得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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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但因「司公戲」悉由歌仔戲團演出，所以可透過歌仔戲的發展過程來

推測，即歌仔戲出現迄今不過近一百年，遂可間接證陳「司公戲」的歷史

應頂多與其等同而已。而「司公戲」的分布狀況可從兩個面向來說明，一

是流傳「司公戲」習俗的區域，二是應聘表演「司公戲」的歌仔戲團分布

區域。首先，目前流傳「司公戲」習俗的地區為宜蘭縣和新北市貢寮區、

雙溪區，而宜蘭縣以蘭陽溪為界，又可分成溪北、溪南兩區，若扣除該縣

大同、南澳兩個原住民鄉，則溪北地區包含宜蘭市、頭城鎮、礁溪鄉、

壯圍鄉、員山鄉，溪南地區包含羅東鎮、蘇澳鎮、三星鄉、五結鄉、冬山

鄉。根據諸多宜蘭縣歌仔戲前、後場藝師所做之統計，「司公戲」在溪北

地區較為盛行，長久以來，溪北地區的演出次數約為溪南地區的4倍。而溪

北地區的5個鄉鎮市中，以頭城鎮、礁溪鄉、壯圍鄉三地的演出最為頻繁，

又此三地之中，濱海村庄更較內陸村庄喜演「司公戲」。17 至於新北市貢寮

區、雙溪區則因地理位置鄰近宜蘭縣，故風俗亦受影響，讓「司公戲」得

以流傳至這兩區，值得一提的是，依據不少宜蘭縣歌仔戲前、後場藝師的

回憶，早期「司公戲」一俗的流傳區域尚包括基隆市和新北市瑞芳區，可

惜後來因這些地區轉型成工商業都市，習俗漸趨簡化，導致「司公戲」不

受居民青睞而遭遺忘。其次，現今應聘表演「司公戲」的歌仔戲團全數集

中在宜蘭縣境內，往昔該縣所有歌仔戲團均能演出「司公戲」，但晚近因

部分劇團為強調只做「酬神戲」之單純性，使得目前尚有承接此項業務者

僅剩宜蘭市宜蘭英歌劇團18、頭城鎮供興民俗樂團、羅東鎮漢陽歌劇團19、

17　之所以演出次數會呈現這樣的區域性差異，根據諸多宜蘭縣歌仔戲前、後場藝師所做之推論，此乃受到庄頭

風氣影響，意即該庄頭若常有「司公戲」展演，自然會帶動當地民眾延聘「司公戲」的風氣，而且會愈來愈

盛行；反之，那些罕見「司公戲」的庄頭，必然會對此一習俗不甚注重，以致展演機會也就微乎其微了。

18　「宜蘭英歌劇團」成立於民國49年，創團者為綽號「宜蘭英」的吳貴英，吳團長因演技精湛，且致力於推廣

歌仔戲，所以於75年榮獲教育部頒發「民族藝術薪傳獎」。有關該團之歷史，可詳見林鋒雄總編纂，《87年
度臺灣文化節「戲弄宜蘭」成果專輯》（宜蘭：宜蘭縣立文化中心，2000年），頁173-182。

19　「漢陽歌劇團」成立於民國49年，創團者為莊進才，莊團長在宜蘭縣的戲曲界享有「八隻交椅坐透透」之美

名，意指其音樂造詣過人，精通各項樂器，也因為他在傳統戲曲領域的傑出表現，所以於83年榮獲教育部頒

發「民族藝術薪傳獎」。有關該團之歷史，可詳見林鋒雄總編纂，《87年度臺灣文化節「戲弄宜蘭」成果專

輯》（宜蘭：宜蘭縣立文化中心，2000年），頁18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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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山鄉復興歌劇團4團而已。20

圖1　縱觀臺灣現存之喪

事演戲模式，首推

目前仍流傳在宜蘭

縣和新北市貢寮區

、雙溪區的「司公

戲」最具特色。

圖2　「司公戲」的演出方

式是僅在臺灣鄉間

宴客所用之鐵架帆

布帳篷中，搭設一

座離地約半公尺高

的小型戲臺，藉此

以示該演出與「酬

神戲」之不同。

圖3　「司公戲」在娛靈

之餘，同樣兼具

娛人效果。

三、舉行時機

按宜蘭縣和新北市貢寮區、雙溪區的習俗，「司公戲」的舉行時機有

三，即亡者的三七、出殯、百日。由於「司公戲」流傳區域之族群悉以

閩南人為主，而閩南人的三七為孝女主祭，所以若擇三七之際演出「司

公戲」，相關花費係由孝女、孝女婿負責。至於選在出殯、百日時表演

「司公戲」，則因原本這兩個特定時間點的奠祭行為是由孝男、孝女共同

處理，同理，「司公戲」支出的費用亦為孝男、孝女一起平分。為何治喪

期間只有這三個特定時日才能演出「司公戲」？原因在於依照宜蘭縣和新

北市貢寮區、雙溪區的傳統喪葬儀節，人過世之後必須啟建「三壇」拔渡

功德，其組合為「午夜」規模的「入木功德」或「頭七功德」、「午夜」

20　「復興歌劇團」的前身為「正光歌劇團」，成立於民國64年，創團者為許玉珠，後來因故團名曾先後更改成

「永興歌劇團」、「光興歌劇團」，直到71年許玉珠將團務交由其子許振忠接掌後，團名才換成「復興歌劇

團」，並沿用迄今。有關該團之歷史，可詳見林鋒雄總編纂，《87年度臺灣文化節「戲弄宜蘭」成果專輯》

（宜蘭：宜蘭縣立文化中心，2000年），頁15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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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的「滿七功德」、「水懺卷」規模的「三七功德」或「出殯功德」、

「百日功德」，該區域固有觀念認為「午夜」乃演行最基本地重要科儀，

而「水懺卷」除了拜誦《水懺》、《金剛對卷》外，其功德最外顯處在於

以娛靈娛人為目的之「弄鐃」21 和「金橋」，基於此，遂可改用同樣具有娛

靈娛人功能的「司公戲」來替代「水懺卷」，故「司公戲」的舉行時機自

然同於「水懺卷」的三七、出殯、百日。又「司公戲」的確切表演時間，

要端看在哪個時機舉行才予以調配，因「司公戲」的演出模式分上、下兩

場，若安排在三七、百日，則有早上、下午各一場或下午、晚上各一場這

兩種表演型態；若欲擇定出殯當天，其前提必須是家奠、公奠及出殯係安

排於下午，如此方有足夠時間讓「司公戲」在早上、晚上各演一場，且不

會去擔誤到出殯的時辰。

圖4　在「司公戲」正式

展演前，孝眷人等

要先延請法師為亡

者引魂回家。

圖5　由於「司公戲」的

戲臺空間有限，所

以後場伴奏的樂師

必須坐在臺下。

圖6　魂帛奉安在鋪有毛

毯的籐椅靈座上，

好讓亡者舒服地欣

賞表演。

21　「弄鐃」雖屬科儀，但實為一場特技表演，主要目的是要調節哀傷氣氛，一來娛靈，二來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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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演對象、演出方式

有關「司公戲」的展演對象，除了亡者生前喜愛觀看歌仔戲這項先決

條件，另外亡者尚須符合高壽或已當曾祖父、曾祖母（不分內、外）這

兩項原則，其中高壽雖無硬性規定歲數至少為何，但綜合多位宜蘭縣歌

仔戲前、後場藝師的表演經驗，一般悉為享壽80歲以上的亡者方有安

排「司公戲」。除此之外，向來「司公戲」的展演對象都是以女性亡者

為主，依據藝師們的統計，女性和男性亡者的演出比例約為九比一，其

懸殊程度之高可見一斑。究其主因，在於往昔農業社會，男人忙於農作

與外出賺錢，較無暇到處看戲，而女人僅操勞家事及照顧子女，尚可挪

出空閒時間觀看戲劇，故喜愛看戲的高齡亡者長期以來都是女多於男，

進而促使「司公戲」的服務對象亦以女性亡者居多。又「司公戲」的演

出方式是擇喪宅或奠禮會場前之適當位置搭設臨時戲臺，不過其戲臺並

非一般外臺歌仔戲慣用的單向斜式（前簷高，後簷低）或懸山式（中脊

高，前、後兩簷低），而是僅在臺灣鄉間宴客所用之鐵架帆布帳篷中，

搭設一座離地約半公尺高的小型戲臺，藉此以示該演出與「酬神戲」之

不同。在「司公戲」正式展演前，孝眷人等要先延請法師為亡者引魂

回家，再將亡者的魂帛請至設於戲臺正前方之臨時靈座上奉安，隨後

才開演戲文。而「司公戲」所搬演的戲目分為兩種形式，一是上、下兩

場皆演略帶哀淒內容的戲文，例如女性亡者安排《靈前會母》、《目連

救母》，男性亡者演出《千里找父》、《目松歸天》；二則為上場表演

略帶哀淒內容的戲文，即女性亡者演《目連救母》，男性亡者演《目松

歸天》，下場改以吉祥團圓的戲文為主。部分喪家會在下場演出完妥後

要求增行「弔靈」（亦稱「哭喪」）橋段，即演員跪在戲臺上唱唸哭調

仔，代孝眷人等表達不捨親人離世的哀痛心情，但此一橋段不屬於正式

戲文，故喪家須另備紅包慰勞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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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司公戲」演出過程記實

一、演出緣由

本文所記錄的「司公戲」演出過程是居住在宜蘭縣壯圍鄉新社村之林

府孝眷，因慟念慈母登仙別世，為報答養育深恩，且鑑於母親生前喜愛觀

看歌仔戲，遂研議利用三七之際延聘戲團展演「司公戲」，藉此娛樂母

魂。22 這場「司公戲」的展演對象生於民國4年，不幸於98年農曆8月28日辰

時仙逝，享耆壽95歲，在亡者過世當天，孝眷人等即聘請同鄉美福村「明

瑞壇」之釋教法師前來啟建午夜規模的「入木功德」，並由明瑞壇壇主林

明鏘排定亡者各七時日，其中三七擇於農曆9月18日。基於臺灣傳統習俗，

「做七」的時辰係亡者每七之子時，為方便各房孝眷返家同時參與「司公

戲」和亡者三七，林府涓選農曆9月17日下午演出「司公戲」，迨上、下兩

場戲文演畢後，再接著18日子時舉行亡者三七。前述已言，「司公戲」是

用來替代原本三七、出殯、百日的「水懺卷」功德，而按「司公戲」流傳

區域之習俗，啟建「水懺卷」功德時喪家必須聘外燴師傅於是日晚上辦桌

宴請親朋好友及左鄰右舍，以感謝眾人在治喪期間的關心與幫忙，同理，

舉行「司公戲」時亦須如此，故林府遂於當天晚上備辦16桌酒席宴請各方

賓客。又本次「司公戲」安排的時日為亡者三七，依閩南人的固有定制，

三七為孝女主祭，所有祭品和相關花費也悉屬孝女負擔，孝男僅扮演協助

的角色，因此林府這場「司公戲」的戲班禮金、酒席支出乃由亡者的4位孝

女平分，孝男只負責提供演出場地而已。

22　往昔宜蘭縣所有歌仔戲團均能演出「司公戲」，故喪家若決定要安排「司公戲」，均自行聘請熟識之歌仔戲

團，或由里長、村長、地方仕紳推薦劇團前來表演。但目前因該縣僅剩四個歌仔戲團尚有承接此項業務，且

實際上現今絕大多數的喪家皆不知到底還有哪個劇團願意做「司公戲」？所以往往會委請釋教法師代為延

聘，使得釋教法師儼然成為「司公戲」的仲介者，這些劇團亦與宜蘭縣和新北市貢寮區、雙溪區的各釋教壇

相互合作，藉此獲得「司公戲」的演出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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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出戲團

林府「司公戲」是延聘「供興民俗樂團」前來演出，該團位於宜蘭縣

頭城鎮下埔里，其歷史源自於昭和17年（1942），下埔庄內的古公三王

神明會「振興社」，會員們為籌辦主神聖誕而開會研商慶典事宜，會中鄉

紳蘇有財提議由庄民自組歌仔戲團來演戲酬神，獲得全體會員贊成後，旋

招募學員並委請蘇阿樹老師前來教戲，且集資購買各式戲服及道具，經過

兩個月的學習，是年農曆11月12日正式登臺。由於首次演出就贏得各界好

評，所以開始應聘至外地表演，但後來為了避免至盛行北管西皮派的村庄

時，因「社」之名而遭誤解屬福路派的戲團，遂改名為「振興團」。又下

埔的地理位置較低，往昔每逢豪雨，當地常有水患，但也因此順水流來許

多草蝦，迨水勢稍退，庄民即可撈補草蝦來販售賺取外快，其他各庄乃戲

稱振興團為「草蝦仔班」。民國40年，振興團有鑑於戲約應接不暇，偶

遇大日子分身乏術而每每得罪請不到戲的村庄，為避免這樣的情形一再發

生，乃分新、舊兩班，舊班維持原名，新班則另稱「勝樂團」。雖然分成

新、舊兩班各自運作，不過彼此的演技皆極為精湛過人，其中舊班更贏得

兩屆宜蘭縣地方戲劇比賽冠軍，新班亦頻頻得獎。可惜好景不長，因不少

女性演員出嫁後就離開戲班，導致兩班演員人數嚴重銳減，在不得已的情

況下，兩班只好於65年時又合併成「振興團」。後來演員人數依舊持續減

少，迫使振興團在70年宣告解散，80年，老團員阮春圍與其妻陳貴英因

不忍鼎盛一時的振興團長期離開戲曲界，故出錢出力並號召昔日的老演員

們重組戲班，更名為「東龍歌劇團」，且由阮春圍擔任團長，統籌一切事

務。92年又改團名為「供興民俗樂團」，沿用至今，該團曾獲得宜蘭縣傑

出演藝團隊的殊榮，亦屢受地方政府、文化機構邀約公演，是宜蘭縣境內

頗具名聲的歌仔戲團。

三、演出過程

有關林府「司公戲」的演出過程，筆者按照展演的場次、橋段，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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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場、下場、弔靈3部分，依序記述如下：

（一）上場

林府「司公戲」是採取下午、晚上各一場之表演型態，上場的演出時

間為下午3點至5點，阮團長在中餐過後就開著貨車將戲籠、樂器、佈景等

物品載至林府，其他團員也同時陸續到達，然後大夥兒開始進行戲臺的佈

置工作。由於「司公戲」無需正式的大型戲臺，林府孝眷僅聘人在喪宅前

的空地搭設數間鐵架帆布帳篷，再擇帳篷適當位置鋪排一座長、寬各約5公

尺，高度僅半公尺的小型戲臺。有鑑於空間有限，所以阮團長只在戲臺上

方懸掛一面書有「供興民俗樂團」字樣的軟景，另於戲臺最後端加掛一面

暗紅色的布幕充作背景，而演員化妝、著裝則自行在戲臺後方找尋適當位

置，後場伴奏的樂師亦分坐臺下左、右兩側。開演之前，孝眷人等在法師

的指導下，先將亡者魂帛迎至戲臺前的案桌上，旋由法師續行引魂儀式，

召請亡者魂魄返家觀看梨園全檯，擲出聖筊後，表示亡者已回到家堂，

即可把魂帛奉安在鋪有毛毯的籐椅靈座上，好讓亡者舒服地欣賞表演。因

「司公戲」不用「扮仙」，故3點一到，隨即開演戲文，上場所安排的戲

目為《靈前會母》，其劇情梗概為朱家原有兩兄弟，雖然皆家財萬貫，可

惜先後英年早逝，各自留下孤兒寡母，大房為朱大嫂和其子朱春科、春科

之妻，二房為朱二嫂蘇氏和其子朱坤定。春科、坤定兩人自幼感情融洽，

宛如親生兄弟，但蘇氏卻生性霸道奸詐，獨佔了朱家的所有財產，並處心

積慮謀害大房全家。後來春科、坤定上京赴考，蘇氏為除掉春科這個眼中

釘，竟派人半途暗殺，所幸春科命大未死。蘇氏又要求朱大嫂、春科妻去

山上牧羊，再派人把羊群偷放掉，迫使大房婆媳二人因怕被蘇氏責難而流

浪街頭，以行乞維生。迨春科、坤定雙雙考取功名返鄉豎旗祭祖時，蘇氏

卻謊稱大房婆媳已去世，春科在傷心之餘只好補設靈堂奠祭，同時發放米

糧賑濟貧民，以此功德回向給母親、妻子。行乞的婆媳聽聞有人發放米糧

亦前往領取，孰知無意間竟讓春科與她們在靈堂前重逢相認，得以一家再

度團圓，復拾天倫之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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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靈前會母》戲中

朱大嫂和其子朱春

科、春科之妻的扮

相。

圖8　《靈前會母》戲中

朱二嫂蘇氏和其子

朱坤定的扮相。

圖9　朱家大房婆媳二人

因羊群走失，怕被

蘇氏責難而流浪街

頭，以行乞維生。

圖10　蘇氏謊稱大房婆

媳已去世，春科

在傷心之餘只好

補設靈堂奠祭。

圖11　春科與母親、妻

子在靈堂前重逢

相認，得以一家

再度團圓，復拾

天倫之樂。

（二）下場

由於林府遵照地方習俗在舉行「司公戲」時，備辦酒席宴請親朋好友

及左鄰右舍，感謝各界於治喪期間前來慰問與協助，所以下場必須等賓

客用餐完畢方能開演，其演出時間為晚上8點至10點半。下場安排的戲目

為《目連救母》，此乃我國民間流傳已久，令人耳熟能詳的傳奇故事，

但臺灣絕大多數的歌仔戲團由於沒有固定劇本，故登臺之前，演員們只大

略掌握劇情綱要，然後就上場即興發揮，以致表演內容常與真正的歷史典

故相差甚遠，而此一展演型態即俗稱的「活戲」。同樣地，供興民俗樂團

在林府所搬演的《目連救母》，事實上也是根據演員們各自對該傳奇的所



251

喪事演戲慰亡靈：「司公戲」的初步調查與分析

知，加以拼湊彙演而成，因此增添了不少橋段。其劇情梗概為目連之母劉

世真身染重病，因不忍拋下獨子目連，遂到處尋醫訪藥治療病體，但卻都

徒勞無功。後來誤信其弟劉安讒言，喝下以狗胎燉煮之藥湯，此舉不僅讓

病情加重，亦破了她長年持齋的清戒，冥府的大、小鬼更奉命前來拘提其

魂魄，押入地獄審問受苦。劉安又慫恿目連毀壞供奉在廳堂上的佛像，以

洩家中遭逢厄運之恨，正當目連要毀佛時，觀世音菩薩顯靈指點，賜給目

連佛帽、袈裟、錫杖這三樣法寶，讓他可順利前往地獄拯救母親，並吩咐

切莫把錫杖隨意敲地，否則地獄之門將會大開，屆時眾鬼魂會流竄人間作

亂。目連一路上顛沛流離，受盡千辛萬苦，觀世音菩薩為考驗目連的意

志，更化身美女對其色誘，所幸他一心只求救母，不被任何外慾侵擾，觀

世音菩薩在感動之餘另送清風一陣以助目連安全抵達地獄。目連在闖進地

獄大門後得見閻羅王，並對其苦苦哀求，閻羅王乃特准他們母子相會，劉

世真見到目連便哭訴所受之苦，目連遂懇求鬼卒偷偷放走母親，可惜遭鬼

卒拒絕，目連救母心切，一怒之下竟以錫杖敲地，讓地獄之門頓時大開，

眾鬼魂傾巢而出，導致天下大亂。幸得釋迦佛祖出面解圍，告知目連錫杖

敲地一事已誤放鬼魂八百萬，故目連必須投胎為叛軍黃巢，重返人間收拾

鬼魂，藉此將功贖罪，母親也才能離苦得樂。

圖12　劉世真破了長年

持齋的清戒，冥

府的大、小鬼奉

命前來拘提其魂

魄，押入地獄審

問受苦。

圖13　觀世音菩薩顯靈

指點，賜給目連

佛帽、袈裟、錫

杖這三樣法寶，

讓他可順利前往

地獄拯救母親。

圖14　觀世音菩薩為考

驗目連的意志，

更化身美女對其

色誘，所幸他一

心只求救母，不被

任何外慾侵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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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目連在闖進地獄

大門後得見閻羅

王，並對其苦苦

哀求。

圖16　目連救母心切，一

怒之下竟以錫杖敲

地，讓地獄之門頓

時大開，眾鬼魂傾

巢而出，導致天下

大亂，但幸得釋迦

佛祖出面解圍。

（三）弔靈

迨下場演畢謝幕，林府全體孝眷人等依照輩份，各自頭戴草箍、簳

頭、荖包或頭綁頭白，每個人先手執清香向亡者魂帛膜拜，接著跪在臨時

靈座前等待「弔靈」，由於林府的「司公戲」是擇三七舉行，故孝女、女

婿跪在最前面主奠。供興民俗樂團的演員們亦換著白、黑、灰等素色服

裝後出場，「弔靈」時演員們之身分是代表亡者的兒女，藉由唱唸哭調仔

來哀弔亡者，雖然演員們不用像孝眷必須頭戴首服，但仍要跪在戲臺上演

行此一橋段。「弔靈」的哭調仔內容是隨各演員自由發揮，長短不拘，並

無統一詞句，就算是同一位演員，若在不同的「司公戲」演出場合，其唱

詞也往往會有所差異，展現出十足地活潑性，是最具草根特色的「民間文

學」。又「弔靈」的哭調仔除了表述對亡者之無限哀思外，其內容另有向

亡者祈願的功能，透過「弔靈」來希冀亡者保佑孝眷，使他們否極泰來，

家運順遂。以下茲舉林府「司公戲」中「弔靈」哭調仔的詞句3則，以供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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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娘啊！我的母親啊！我的雙腳跪落地，雙手合十淚哀哀，目屎一

直滴落來，想到娘親今不在，今生無緣後世來。母親妳就要保庇，

妳就要有靈有聖，保庇妳的兒子、媳婦、女婿、查某子，乎他們事

業做甲真穩定，光宗耀祖好名聲！

阿母啊！我的雙腳跪落地，千聲萬叫阮阿母，妳去做神放全家，乎

阮找無妳一個。娘親做神就保庇，保庇全家大賺錢，保庇子孫有福

氣，闔家萬事皆如意。老大人就要保庇親戚朋友、厝邊隔壁，大家

身體真勇健，房房子孫榮華富貴萬萬年！

阿娘啊！我的母親啊！我的雙腳來跪落，思念母親的形影，心內痛

苦誰人知，聲聲叫母沒轉來，為何妳我這無緣，一別千古難再見。

阿娘妳就要庇佑咱全家，保庇子孫大葩尾，房房順遂甲平安，咱厝

這個名聲才會擱傳落！

而最後一位「弔靈」的演員唱完哭調仔，還會講述成篇的祈願話語當

作結尾：

母親妳在生為人，如今死後做神，希望妳在天之靈能來暗中保庇林

家子孫，大家出外逢凶化吉，做生意者日日見財，月月得利，保庇

這些子孫男添百福，女納千祥，行東往西事業做真在，行南往北田

園、厝地一直買，保庇這些子孫日日春、日日好，人人招財又進

寶！今日就是妳這些有孝的子孫請司公戲來演出，做戲乎妳老大人

看，乎妳心情可以歡喜甲輕鬆，妳就要來保庇林家當朝一品，二甲

進士，三元及第，四代兩公卿，五福臨門，六國封相，七子八婿，

八面威風，九世同居，十子團圓，滿堂賺大錢！

語畢，演員們率領所有孝眷人等向亡者魂帛行三拜大禮後，整場「司

公戲」的演出至此順利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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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弔靈」(亦稱「

哭喪」 )  即演員

跪在戲臺上唱唸

哭調仔，代孝眷

人等表達不捨親

人離世的哀痛心

情。

圖18　「弔靈」之際全體

孝眷人等依照輩

份，各自頭戴草

箍、簳頭、荖包

或頭綁頭白跪在

臨時靈座前。

圖19　演員們在「弔靈」

橋段要換著白、

黑、灰等素色服裝

出場。

圖20　「弔靈」時演員們

之身分是代表亡者

的兒女，藉由唱唸

哭調仔來哀弔亡

者。

伍、結語

經由本文之調查，可知「司公戲」這項獨樹一幟的的展演文化，雖屬

地區性的「小傳統」，但堪稱臺灣現存最具特色之喪事演戲模式，其影

響層面也最為深入。經筆者請益諸多宜蘭縣和新北市貢寮區、雙溪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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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仔戲前、後場藝師，並與延聘「司公戲」的喪家孝眷人等深度訪談後，

歸結出「司公戲」在常民的觀念中，對於喪事提供了娛樂、教化、表達

哀思三大功能。首先，娛樂功能可說是「司公戲」最外顯地特徵，也因為

這項功能使其可媲美拔渡法事「水懺卷」的「弄鐃」和「金橋」，不但讓

「司公戲」與功德道場地位等同，且足以替代之，也造就了「司公戲」在

治喪過程中擁有重要地角色。不過「司公戲」的娛樂功能係以「娛靈」為

主，因展演的對象悉屬生前喜愛觀看歌仔戲，故孝眷才會出資延聘梨園全

檯來娛樂親魂，同時藉此報答亡者的養育恩情。當然「娛靈」之餘，「司

公戲」亦有「娛人」的效果，孝眷人等透過觀賞戲曲表演，暫時忘卻喪親

的哀痛，緩和沉重情緒，此舉實與當今的「悲傷輔導」有著異曲同工之

妙。至於教化功能方面，「司公戲」所搬演的皆為略帶哀淒內容或吉祥團

圓之戲文，無論戲目為何，各戲文的情節均傳達忠、孝、節、義等道德倫

常，讓看戲的孝眷人等及親朋好友從中蒙受教化，體悟處世至理與人生真

諦。又安排在「司公戲」最後的「弔靈」橋段，雖由演員跪在戲臺上唱唸

哭調仔，代孝眷人等表達不捨親人離世之情，可是絕大多數的孝眷都會因

聆聽哭調仔而觸動心弦，回想起往昔曾與亡者共享的天倫之樂，不禁潸然

落淚，甚至嚎啕大哭，盡情表達心中最深切地哀思。喪家遺族面臨至親亡

故的打擊，與生離死別的痛苦，亟需宣洩情緒的管道，「司公戲」的「弔

靈」正可引導他們傾訴哀思，讓內心鬱結的情緒得以紓解，更避免「以死

害生」，進而達到「生死兩安」的圓滿境界。

雖然「司公戲」蘊含豐美的草根文化，並兼具娛樂、教化、表達哀思

三大功能，可是如今它卻面臨了瀕臨絕跡的命運，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警訊

出現，基本上有以下三項難以處理的課題：第一是民眾休閒娛樂的改變，

誠如前述，「司公戲」的展演對象，係以亡者生前喜愛觀看歌仔戲為先

決條件，但隨著臺灣社會的日益發展，民眾的休閒娛樂愈來愈多元，欣

賞傳統戲曲早已不再是最盛行的娛樂活動了。因為不敵其他各項休閒娛樂

的衝擊，故觀看歌仔戲遂成為少數老年人的專利，而這些愛看戲的老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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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凋零，迫使「司公戲」的展演對象也大幅萎縮，或許再過幾年，「司公

戲」就要面對沒有「顧客」的窘境了。第二是殯葬儀節的變革與簡化，現

今因臺灣的家庭結構已轉化成小規模的核心家庭，且人們之謀生方式也由

農業蛻變為節奏緊湊的工商業，使得治喪事宜在人力有限、時間不足等現

實因素的影響下，被迫不斷刪減固有習俗。如此一來，導致原本在殯葬儀

節中隸屬「小眾文化」的「司公戲」首當其衝，許多喪家為了簡化治喪程

序，就算亡者符合「司公戲」的展演原則，但考量到要斥資延聘、宴請親

友等附帶條件後，往往自動打起退堂鼓，甚至將「司公戲」視為勞民傷財

的殯葬陋習，必欲革除而後快，這無疑讓「司公戲」的未來更雪上加霜。

第三則是戲團後繼無人的困境，目前尚有承接「司公戲」演出者僅剩宜蘭

縣的四個歌仔戲團，這四團的演員悉以中老年人居多，雖然各團仍有數位

年輕演員，可惜因「司公戲」的展演機會遠遜於「酬神戲」，在「投資報

酬率」的評估下，年輕演員對於學習這項特殊地演戲模式興致缺缺，遂讓

「司公戲」陷入青黃不接、後繼無人的傳承困境。在筆者研究的過程中，

幾乎所有訪談過的前、後場藝師均預測「司公戲」於不久的將來必定會

「壽終正寢」，縱使藝師們有百般的無奈和不捨，但卻只能發出「孤臣無

力可回天」之嘆。或許「司公戲」正如同諸多傳統藝術一樣，已完成它的

時代任務及使命，其消逝雖是必然的結果，不過它在這片土地上留下的歷

史印記，卻是不容抹滅、遺忘，更是值得懷念與傳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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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ing in Funeral for Comforting the Deceased─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Shi-gong-xi"

Shih-Hsien, Yang

Abstract
"Ge zai xi"（Taiwanese folk opera）is the drama originated in Taiwan 

only, which has become the most representational folk drama. In fact, "ge zai 

xi" involves not only in religious and temple shows, and performs in public 

in recent years but also performed in the funeral sometimes in some areas of 

Taiwan. Although it's an alternative stage for "Ge zai xi" for a long time, take 

taboo of funeral in account for most people, it was rarely mentioned by theatrical 

company, let alone funeral was a private mourning setting, not a public viewing 

show. It didn't draw public attention, not to mention it was well studied. That 

is why funeral has become the most mysterious performing timing for "ge 

zai xi". The impression of funeral ceremony is nothing more than sorrow and 

solemn. Whether it is appropriate to perform bustling "ge zai xi" under this 

condition? And why family of the deceased are willing to spend money hiring 

the theatrical company to perform during the funeral ceremony. What's their 

purpose? After a long-term visit and I investigation, researcher found this kind of 

particular performance has become a cultural system of "small tradition" around 

Taiwan. Each system operates and runs freely, and has its life cycle with time. 

Take a broad view of this performance, "shi-gong-xi" spread in Yilan County, 

Gongliao and Shuangxi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are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infl uential, and distinctive performance culture. In order to unveil this mysterious 

performance, the article described the existing acting in funeral individually, 

introduced "shi-gong-xi" spread in Yilan County, Gongliao and Shuangxi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fe-and Death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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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documented the performance process of a "shi-gong-

xi". Finally is the discussion of the functions of "shi-gong-xi" for funeral as well 

as the reasons for nearly vanished. Hoping this article recorded some document 

for this particular traditional opera.

Keywords: funeral acting, shi-go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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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用新式標點符號。「」用於平常引號；『』用於引號內之引號；

《》用於書、報、期刊；〈〉用於論文及篇名；（）用於夾註。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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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中，古籍書名與篇名連用時，可省略篇名符號，如《史記．項羽

本紀》。

三、子目篇內各節，如子目繁多，應依各級子目次序標明，其次序為：

壹、一、（一）、1、（1）。

四、分段與引文

　　每段第1行第1字前空2格。直接引原文時，短文可逕入正文，外加引

號。

　　如所引原文較長，可另行抄錄；第1行之第1字空4格，第2行起空2格，

每行後空2格。

五、註釋

　　註釋在正文之中，置於標點符號之後，在引文則置於引文標點符號之

後。

　　隨頁附註，每註另起1行。註釋號碼採橫式阿拉伯數字上標法，如1 2 

3，均置於標點符號之後。

　　註釋內之引用文獻第1次出現時，須列舉全部出處資料，第2次以後可

用簡略方式表示之。中外文並存時，依中文、日文、西文順序排列。

六、引徵專書請依序註明著者姓名，次列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

時間、版次及頁碼。常見古書可免作者，唯涉及版本者請特別註明。

如：

　　中文專書

龍瑛宗，《龍瑛宗集》（臺北：前衛出版社，民國80年2月），頁15。

　　日文專書

喜安幸夫，《臺灣史再發見》（東京：秀麗社，1992年1月），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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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英文專書

Akira Iriy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ume 

III：The Globalization of America, 1913-1945（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07.

七、論文須加列論文集名稱或期刊名稱及卷期數；如係期刊，出版地點及

出版人名稱可以省略。如：

　　中文論文

蔡元培，〈論大學應設各科研究所之理由〉，《東方雜誌》，32卷1號

（民國24年1月），頁13–14。

　　日文論文

西田龍雄，〈西夏語音再構成的方法〉，《言語研究》，31卷（1956

年），頁67–71。

　　英文論文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2：4（October 1928）, 

pp.582-596.

八、徵引報紙文章，須列明作者姓名、篇名、報名、出版地、出版時、版

（頁）次，如：

王之春：〈覆武昌保電〉，《華字日報》，香港，1905年1月20日（光

緒30年12月15日），版1。

九、徵引檔案文件，須列明文件名稱、時間、檔案名稱、收藏機構、類

號、文件性質，如：

「外交部函覆行政院秘書處」（民國34年10月11日），〈澳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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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外交部檔案》，國史館藏，檔號：172–1∕2260。

「外交部呈行政院」（民國35年1月11日），〈中葡簽訂平等新約〉，

《行政院檔案》，國史館藏，檔號：0641.20∕5044.02，微捲：

53–1874。

十、參考書目（bibilography）請列於全篇論文之後，書目形式仿註釋體例

（唯需將出版項之括號去除，並在書名後附加句號）。中、外文書目

資料並存時，中文在前，外文在後。中、日文以著編者姓名筆劃，英

文以著編者姓名字母排列。參考書目格式如下：

中文部分：

檔案、史料彙編

《外交部檔案》（臺北：國史館藏）

172–1–2259，〈澳門引渡漢奸戰犯等案〉。

172–1–2260，〈澳門問題案〉。

《國民政府檔案》（南京：第二歷史檔案館藏）

1–1–4613，〈各方關於懲治漢奸戰犯建議〉。

《中執會秘書處檔案》（臺北：中國國民黨黨史館藏）

特030–400，〈港澳工作卷〉。

年鑑、辭典、工具書

上海通志館年鑑委員會編，《民國二十五年上海市年鑑》。上海：上

海通志館，1936年8月。

王卓然、劉達人主編，《外交大辭典》。上海：中華書局，1937年10

月。

文集、日記、回憶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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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叔主編，《蔡元培文集》。臺北：錦繡出版公司，1995年5月。

宋選銓，《宋選銓外交回憶錄》。臺北：傳記文學社，1977年7月。

期刊、報紙、公報

《中央日報》，民國26年至35年。

《華商報》，香港，民國34年至36年。

《復興日報》，澳門，民國34年至36年。

專書

陳榮傑，《引渡之理論與實踐》。臺北：三民書局，民國74年1月。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廣州行營參謀處，《廣東受降紀述》。廣州：編者

自印，民國35年6月。

期刊論文

陳錫豪，〈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華南師範大學歷史系碩士論文，

1998年6月。

羅久蓉，〈歷史情境與抗戰時期「漢奸」的形成－以一九四一年鄭州

維持會為主要案例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24期下冊（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4

年6月）。

英文部分：以作者姓氏排序，分類請比照中文方式。

Issacs, Harold,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Mast, Herman & william Saywell,“Revolution Out of Tradition：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ai Chi-t'ao,＂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

1,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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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其他注意事項

（一）如有謝詞，請於文章審查完畢後，另行於修正稿篇名後打*

號，加註謝詞，以利編排。

（二）表格與內文之間需留空間，其標題應在1頁之首。除長表外，

盡量不要切割為2頁。表號用表1形式，表號與表目間以「：」

相接。如：表1：中儲券發行數額表。在表格後應附資料來

源，寫法同註釋。

（三）如用及前引書、前引文、同上註者，請均改為作者，篇名，頁

碼，重覆出版項得省略。如：于恩德：《中國禁煙法令變遷

史》，頁230–231。

（四）英文稿件的左右邊界請用齊頭形式（justification），1行未完

文字請以hyphen隔開。

本刊園地公開，所載言論僅代表作者個人

本刊圖文，非經同意，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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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獻》季刊作者資料表

論文題目
（中）

（英）

作者資料 姓    名 服務單位

第一作者
（中）

（英）

共同作者一
（中）

（英）

共同作者二（不

足者自行增加）

（中）

（英）

文稿類別

1、□研究論文

2、□書評與研究討論 

3、□田野調查與史料介紹

通訊方式

電話

公：(   )                         行動電話：

宅：(   )                         傳        真：(   )

E-mail：

地址

郵遞區號：

地        址：

單位名稱與聯絡人：

　以上投稿之稿件，內容未侵害他人之著作權，且未曾投稿、刊載或已接

受刊載於其他刊物。如有不實而致使 貴論文集刊違反著作權或引起糾紛，

本人願付一切法律責任。

作者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年____月____日(如有兩位以上作者，每位作者均需簽名)
備註：1.郵寄前請再檢查稿件，是否已符合本刊稿約各項要求與格式：

　　　   □中英文摘要    □中英文關鍵字    □徵引書目      □註釋

　　　2.稿件中請勿出現任何作者姓名，及可以辨識作者身分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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