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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參議會與中華民國政府遷臺∗1
歐素瑛∗∗2
摘  要
1948年12月，國軍在徐蚌會戰失利後，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已
到了全面崩潰的邊緣。1949年4月23日，共軍攻下南京，政府遷往廣州。10月15
日、11月21日，再遷至重慶、成都，大約半個月後，即12月7日，總統令：「政
府遷設臺北，並在西昌設大本營，統率陸海空軍，在大陸指揮作戰。此令。」旋
於9日正式在臺辦公，臺灣轉而成為中華民國「反攻復國」的最後根據地。面對
此一歷史巨變，作為臺灣最高民意代表機關的臺灣省參議會，究竟表達何種意
見？如何肆應？又在遷臺前後扮演什麼角色和作用？在在均值得玩味。
事實上，蔣中正總裁對於民意機關之態度頗為重視，曾於12月7日政府宣布
遷臺後，手諭臺灣省主席陳誠，謂：「政府決遷臺灣，須特別歡迎。望臺民意機
關多有精神擁護之表示。」9日，臺灣省參議會即代表全臺民眾歡迎政府遷臺，
顯見該會不僅代表民意，且領導民意，其地位和功能實深具重要性， 值得進一步
探究。有鑑於此，本文擬以1949年底中華民國政府遷臺為例，根據當時報章雜
誌、時人回憶錄、《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臺灣省級機關檔案》、《蔣中正
總統檔案》等，深入探討臺灣省參議會與省府的互動關係、對中華民國政府遷臺
的態度，以及對遷臺機構、人員之協助等，藉期適切了解臺灣省參議會對政府遷
臺一事之態度及其肆應。
關鍵詞： 臺灣省參議會、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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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見，特此致謝。本文曾於2009年12月7-8日國史館主辦之「政府遷臺六十
週年研討會」發表；部分內容曾收入《臺灣省議會會史》（臺中：臺灣省諮議會，2011）第一章「臺灣省參
議會時期」，謹此說明。
∗∗ 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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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府會關係的建立與發展
參、對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之態度
肆、對遷臺機構、人員之協助
伍、結論

壹、前言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後，國民政府即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並於
10月25日正式接收。惟不到1年半時間，即因二二八事件而改組為省政府，由魏
道明擔任省主席。1948年12月徐蚌會戰後，國共決戰已近最後階段，蔣中正總統
為加強保衛臺灣，乃於12月28日手諭刻在臺北養病的陳誠，謂：「決任弟為臺省
主席，望速準備為要。」翌日，行政院第32次會議中，通過臺灣省政府改組案，
任命陳誠為省主席。此一人事命令，事先未詢求現任省主席魏道明的意見，會議
決議當天，魏氏忙完公務返回臺北賓館，才由其夫人鄭毓秀代為轉知，隨即前往
拜會陳誠，表達速行交接之意。 1惟陳誠並無意接任，乃電復蔣以仍由魏氏主臺，
而其負部分軍事責任。經蔣於1949年1月1、2日先後手諭以人事命令業已發布，
應從速交接；「若再延滯，則必夜長夢多，全盤計畫，完全破敗也。」陳誠才
於1月5日接任臺灣省主席， 2並陸續推動多項重大改革，以鞏固臺灣地位。12月7
日，總統令宣布中華民國政府遷設臺北，臺灣轉而成為「反攻復國」的根據地，
其間之變化，不可謂不大。
對於此一歷史巨變，作為臺灣最高民意代表機關的臺灣省參議會，自難置身
事外。該會成立於1946年5月，迄至1951年12月改制為臨時省議會止，計5年7個
月，每半年集會1次，共召開11次大會和1次臨時大會。其間，計提案1,265件、
受理人民請願案1,743件、審議單行法規45件、議決省府交議案60件，以及通過
省府年度預算案等， 3不但反映臺人之意見和期待，亦呈現省府之施政作為，可說
是戰後初期臺灣議政史上重要的一頁。
然而，臺灣省參議會正處於訓政到憲政的過渡轉型期，根據1944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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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孟堅，〈懷念魏道明先生〉，《傳記文學》，第39卷5期（1981.11），頁72。陳誠口述，吳錫澤筆記，
〈陳誠主臺政一年的回憶(一)〉，《傳記文學》，第63卷5期（1993.11），頁16。
〈陳誠接印視事，魏道明昨飛滬轉京〉，《民聲日報》，1949年1月6日，第4版。
鄭梓，《戰後臺灣議會運動史之研究—本土精英與議會政治》（臺北：華世，1988），頁1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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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頒布「省參議會組織條例」第3條規定，省參議會之職權有：一、建議
省政興革事項；二、議決有關人民權利義務之省單行規章事項；三、審議省經費
支出之分配事項；四、議決省府交議事項；五、聽取省府施政報告及對省府提出
詢問事項；六、接受人民請願事項；七、其他法律賦予之職權等。 4 因此，1946
年5月省參議會一開議，議長黃朝琴即指出：「在憲法未正式頒布以前，各縣市
或省參議會的職權，顯然受了相當的限制，即以省參議會而論，雖然也是民意的
代表機關，卻不是真正具有四種民權的省議會，目前的省參議會不過是政府的諮
詢機關。」與民眾期待有著極大落差。 5
儘管如此，臺灣省參議會適處於歷史巨變的年代，曾先後面臨政府接收後的
改制、二二八事件、省署改制、四六事件，乃至政府遷臺等重大變局。對此，該
會曾於歷次大會提案、詢問，或對外發表宣言、電文及告同胞書等，表達其對政
府施政及國內外局勢的立場和看法，總計發表7次宣言、1次告全省同胞書，以及
歷次大會均曾發出電文。這些文件，均經大會公推的起草小組初擬，再經大會議
決通過，可算是重大決議案。尤其1949年12月7日，總統令宣布政府遷臺後，蔣
中正曾手諭陳誠：「政府決遷臺灣，須特別歡迎。望臺民意機關多有精神擁護之
表示。」 9日， 6政府正式在臺辦公後，省參議會即代表全臺民眾歡迎政府遷臺，
顯見該會不僅代表民意、領導民意，且成為中華民國政府在臺政權合法化的重要
象徵，其地位和功能益為突顯，值得進一步探究。
目 前 有 關 臺 灣 省 參 議 會 之 研 究 成 果 不 少 ， 7但 對 該 會 遭 逢 重 大 事 件 時 之 肆
應，多缺乏進一步討論，有其美中不足之處。況且，向來關於中華民國政府遷臺
一事，普遍由國共戰爭的角度，強調中國人民的流亡經驗、蔣中正或陳誠等人的
角色和作用，對臺灣內部的聲音明顯未加注意，實有其缺憾。是故，本文擬以中
華民國政府遷臺為中心，廣泛運用當時報章雜誌、時人回憶錄、《臺灣省議會史
料總庫》、《臺灣省級機關檔案》、《蔣中正總統檔案》等資料，深入探討臺灣
省參議會與省府的互動、對政府遷臺的態度，以及對遷臺機構、人員之協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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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參議會組織條例〉，《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第1卷第8期（1945.12.19），頁1-2。
臺灣省參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特輯》（臺北：編者，1946），頁20、31。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臺北：國史館，2007），頁739-740。
鄭梓，《本土精英與議會政治—臺灣省參議會史研究》（臺中：著者，1985）；鄭梓，《戰後臺灣議會運動
史之研究—本土精英與議會政治》（臺北：華世，1988）；許禎庭，〈戰後初期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省參
議會的關係（1945-1947）〉（臺中：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4）；吳玉鳳，《臺灣省參議會受
理人民請願案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歐素瑛，〈臺灣省參
議會與教育之進展—以國立臺灣大學為例〉，收錄於臺灣省諮議會編，《臺灣民主的興起與變遷研討會論文
集》（南投：編者，2006），頁103-126；李雪津，《二二八事件對臺灣省參議會的衝擊—以國家檔案局保管
二二八事件檔案為基礎》（臺中：臺灣省諮議會，2007）。歐素瑛，〈臺灣省參議會時期〉，收入歐素瑛等
編撰，《臺灣省議會會史》（臺中：臺灣省諮議會，2011），頁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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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期適切了解臺灣省參議會對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之態度及其肆應。

貳、府會關係的建立與發展
臺灣省參議會與省府間的互動，往往隨行政首長的態度、內外形勢的變動，
以及組織規程的調整而有所不同；雙方為促使議事順暢，曾多方協調而漸呈佳
境。1946年5月1日，省參議會一開議，即接連發生議長選舉風波、 8 省教育處長
范壽康「暴言風波」等， 9 議事風波不斷；加上省參議員普遍抱持高度的自治熱
忱，主動針對各項問題提出建言，在態度上難免顯得過於熱切，甚至咄咄逼人，
頗令行政長官陳儀感到不奈。因此，儘管民政處長周一鶚主張在各單位赴議會作
業務報告的前夜，邀請省參議員舉行座談會，使其能先行暢所欲言，降低開會時
的火爆場面；議長黃朝琴亦於大會閉會後，向陳儀報告開會情形和結果， 10 以緩
和府會關係；但似乎作用不大。
1947年2月二二八事件爆發後，臺北市參議會即於3月1日邀集各界代表組成
「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並推派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省參議員王添灯、臺北
市參議會議長周延壽、國民參政員林忠等4人為代表，往謁行政長官陳儀，提出
解除戒嚴、釋放被捕民眾、官民合組處理委員會等要求。 11 2日，「緝煙血案調
查委員會」改組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處委會）。其後，臺
中、基隆、花蓮、新竹等地陸續成立分會。6日，處委會選出常務委員17名，其
中，黃朝琴、李萬居、王添灯、黃純青、蘇惟梁、林為恭、郭國基、連震東等8
人為省參議員，其他省參議員如顏欽賢在基隆市、林日高在臺北縣、馬有岳在花
蓮縣、韓石泉在臺南市、劉明朝在臺南縣等，均為處委會各縣市分會的核心領導
人物，也成為之後政府整肅、打擊的對象。7日，處委會通過「三十二條處理大
綱」，包括將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制定省自治法、實施省縣市長民選、省
各處長需經省參議會同意，以及省參議會應於本年6月前改選等訴求，但遭陳儀
拒絕。8日，處委會推翻前日決議，不再提任何要求。9日清晨，整編21師抵臺，
旋展開緝捕行動。10日，陳儀下令解散二二八處委會。 12 各地被捕、被害或失蹤
8

〈省參議會第十日嚴處長作交通報告後黃朝琴議長突然起立向大會提出辭職并當場演講〉，《臺灣省議會史
料總庫》，典藏號：001-01-01OA-00-1-1-0-00192。
9
臺灣省參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特輯》，頁35、59-62。
10
黃朝琴，《我的回憶》（臺北：黃陳印蓮，1981），頁142-143。
11
鄧孔昭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頁335-336。
12
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時報，1994），頁57、66-72、20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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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少。
二二八事件不但重創臺灣，也使得臺灣省參議會元氣大傷。其中，王添灯、
林連宗2人失踪喪生；林日高、洪約白2人被捕入獄，無法出席大會，由蔣渭川、
陳茂堤、林世南、黃聯登遞補；郭國基、馬有岳則及時獲釋。其後，中央政府呼
應臺灣人之改革訴求，於1947年4月24日決定將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省政府， 13
任命魏道明為省主席。繼於30日公布省府委員暨各廳長名單，首度網羅多位臺
籍人士，省參議員林獻堂、劉兼善亦在網羅之列。5月16日，省政府成立後，陳
按察、高恭病逝，由梁道、高順賢遞補。 14 6月20日，省參議會第3次大會開議，
議場內甚為冷清，除正、副議長外，出席的省參議員僅有李友三、韓石泉、黃純
青、李崇禮、洪火煉、蘇惟梁、劉濶才、高恭、殷占魁、陳文石、劉明朝、林為
恭、楊天賦、楊陶、丁瑞彬、吳瑞泰等16人，若再有3人請假，即無法達到法定
開會人數，情況堪憂。對此，議長黃朝琴感慨地說：「過去本會兩次大會，本會
議員一無缺席，此次因二二八事件，議員當中或因一時意志不堅，或因池魚之
殃，故被捕者有之，被通緝者有之，失踪者亦有之，事雖已往，本人以職責所
關，不無悲悵！」省參議員韓石泉亦指出， 15第3次大會時，省參議員出席者僅占
三分之二，且大多意志消沈，噤不作聲，與第1次大會相比，恍如隔世。 16
二二八事件後，因應政治情勢的發展，政府曾略加調整臺灣省參議會之職
權、議員組成等。1947年7月23日，政府修正「省參議會組織條例」第3條第3款
為「省總預算之初步審議及省決算之初步審核事項」，由僅能審查省預算的歲
出部分，修正為可審查歲出、入兩部分，且對審計單位所提之省決算案有審核
權。 17 12月，再修正第7條，增列「省參議員於一會期內均未出席而無正當理由
者，視為辭職，由該縣市候補當選人遞補。」俾便處理二二八事件中失踪或因
案拘押的省參議員。同時，為增加不同黨派色彩， 18 復於12月18日遴選民社黨、
青年黨各3人為省參議員，分別是任公藩、葉榮鐘、李緞、呂永凱、陳清棟、何
義，不過因民社黨3席皆未報到，遂再指派謝漢儒接替任公藩，另2席未再遴補。
25日，中華民國開始行憲，省參議員劉傳來、洪火煉因當選國大代表，仍可兼
省參議員，故未辭職；劉明朝、鄭品聰因當選立法委員，不得兼職，分別由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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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令〉，《臺灣省政府公報》，1947年夏字（1947.05.16），頁1。
鄭梓，《戰後臺灣議會運動史之研究—本土精英與議會政治》，頁73-79。
臺灣省參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三次大會特輯》（臺北：編者，1947），頁21-22。
韓石泉，《六十回憶》（臺南：韓石泉先生逝世三週年紀念專輯編印委員會，1966），頁86-87。
臺灣省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議會三十五年》（南投：編者，1981），頁貳5-11。
謝漢儒，《關鍵年代的歷史見證—臺灣省參議會與我》（臺北：唐山，1998），頁370。1947年因國民黨、
民社黨、青年黨共同制憲、行憲，經三黨協議，民社黨、青年黨全面參加全國各省市參議會，各占十分之一
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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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藍、陳振宗遞補。而褫補吳鴻森的張錫祺於1948年辭職，由彭德遞補。總計
二二八事件及省署改制前後，計有13名省參議員辭任，流失率高達43.33%。 19
當然，省參議員為維護其生命安全及言論自由，亦曾奮力一搏。1948年12月
第4次大會，郭國基提出臨時動議，請政府依憲法第74、102條之精神保障省市縣
議員生命自由案，獲馬有岳、李崇禮、陳文石、李友三、劉傳來、林璧輝、丁瑞
彬、林為恭、吳瑞泰、蘇惟梁、黃純青、楊天賦、楊陶等13人附議，決議送請政
府辦理。旋收到復文略謂：按「省參議會組織條例」第17、18條、「縣參議會組
織暫行條例」第19、20條及「市參議會組織條例」第18、19條之規定，會議時所
發表之言論及表決應依法負責，對出席報告人員辱罵已達侮辱程度，更應負刑事
責任。對於此一規定，省參議員咸認為毫無言論自由可言，當即決議通電全國各
省市參議會一致反對，並向中央抗議。 20但抗議無效，其職權和本質並未改變。
可喜的是，省主席魏道明對省參議會展現出較高的尊重，府會關係較前融
洽。魏道明於其任內皆出席省參議會歷次大會之開、閉幕典禮並發表演說，甚至
親自參與歷次大會的第1次會議，各廳處首長亦皆列席第1次會議及業務相關之會
議作報告並答覆詢問。此一情況，與行政長官陳儀僅出席開、閉幕典禮，且未列
席各項會議，明顯不同。省參議員謝漢儒曾比較魏、陳時期的府會關係，指出：
「陳儀時代和省參議會彼此有矛盾，但是畏於威權的力量，既不敢、也不能做些
什麼；而當過外交官的魏道明，則完全是官僚主義。」 21 魏道明任內，省參議會
的議政情況明顯轉趨熱烈，提案數呈倍增之勢，由第3次大會的84件，至第6次大
會，即其卸任時，提案數增為168件， 22議事熱誠漸趨回復。
美中不足的是，臺灣省參議員之任期為2年，應於1948年5月屆滿，卻遲遲
無法改選，致使其正當性、代表性有所不足。面對省參議員要求改選的訴求，魏
道明僅強調戡亂時期以安定後方最為重要， 23未有具體作為。第6次大會閉幕的翌
日，即12月29日，行政院通過臺灣省政府改組案，任命陳誠為省主席，且因應政
府可能遷臺而調整省參議會之職權，於1949年1月20日修正公布「省參議會組織
條例」，將第3條由原來的7款增為9款，即第2款「建議省內中央機構有關省地方
利害之興革事項」及第7款「聽取省內中央機關施政報告並提出詢問事項」， 24再
19
20

21

22
23
24

鄭梓，《戰後臺灣議會運動史之研究—本土精英與議會政治》，頁78。
李雪津，《二二八事件對臺灣省參議會的衝擊：以國家檔案局保管二二八事件檔案為基礎》，頁14-15、3031。謝漢儒，《關鍵年代的歷史見證—臺灣省參議會與我》，頁285-286。
臺灣省諮議會編，《臺灣省參議會、臨時參議會暨省議會時期口述歷史訪談計畫：謝漢儒先生訪談錄》（臺
中：編者，2001），頁56。
鄭梓，《戰後臺灣議會運動史之研究：本土精英與議會政治》，頁120。
臺灣省參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六次大會特輯》（臺北：編者，1948），頁20。
臺灣省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議會三十五年》，頁貳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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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省參議會對中央機關業務之建議、詢問權。不過，職權雖稍見擴大，本質並
未改變；加上同法第20、21條規定，省府對省參議會之決議案或覆議案認為不當
時，得呈請行政院核辦，而行政院對省參議會之決議案認為有違三民主義或國策
情事時，得提經行政院會議通過，呈請中央政府予以解散，依法重選等。 25 凡此
在在使省參議會的議決權大打折扣。
不過，陳誠和魏道明一樣，必須面對省參議會改選的問題，不同的是，陳
誠確有積極作為。其上任後，旋揭櫫「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之治臺原則。 26 為
實現「民生第一」而推動土地改革。為實現「人民至上」而展開地方自治。前者
於1949年1月草擬法案，於3月25日省府第91次委員會通過「臺灣省私有耕地租
用辦法」，繼於4月14日公布。惟該法案在事前並未送省參議會審議，以致省參
議員僅於事後善盡修訂補偏之責。 27 況且，土地改革推動之後，對臺灣以地主為
主的菁英階層造成極大威脅，而省參議員幾乎都是各地的地主，所遭受的衝擊
最大， 28 也最為直接。1949年1月21日，省府通過「大戶餘糧限期出售辦法」，
規定全年納賦1,500公斤以上之業戶須供出餘糧；接著，又於3月全省行政會議通
過三七五減租決議，旋付諸執行，趕在6月15日省參議會第7次大會前完成減租
工作。短短1個月內，幾乎全部換約，一切已成事實， 29 令地主極為不滿；但在
二二八事件和戒嚴的陰影下，面對挾軍、政優勢的陳誠，則顯得無力反抗，只能
乖乖從命。土地改革的結果，雖然削弱了立基於土地的臺籍士紳的力量，卻取得
廣大農民的支持， 30有助於農村社會的安定。
另外，對經濟金融穩定有重大作用的，還有幣制改革。戰後初期，臺灣因
政府背負龐大的財政赤字，超量發行貨幣以支應巨額債務，導致經濟破敗，民不
聊生。因此，省參議會一再呼籲政府實施幣制改革，才是釜底抽薪之道，卻未
獲採納。1949年6月15日，省府頒布「臺灣省幣制改革方案」、「新臺幣發行辦
法」， 31 以黃金80萬兩作為準備金，美金1千萬元作為對外貿易基金，新臺幣可
隨時兌換黃金和外匯物資。同一天，第7次大會開幕，省府宣布改革幣制，獲得
25
26
27
28
29

30
31

〈省參議會組織條例〉，《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第1卷第8期（1945.12.19），頁1-2。
〈陳主席昨招待記者，闡述本省施政方針〉，《民聲日報》，1949年1月6日，第4版。
吳生賢，《臺灣光復初期土地改革實錄專輯》（臺北：內政部，1992），頁278、287。
李筱峰，《臺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臺北：自立晚報，1986），頁243。
趙文山編著，《臺灣三七五地租運動的透視》（臺北：自由出版社，1949），頁13-15、51-53。徐世
榮、蕭新煌，〈戰後初期臺灣業佃關係之探討：兼論耕者有其田政策〉，《臺灣史研究》，第10卷第2期
（2003）， 頁35-66。
陳誠，《臺灣土地改革紀要》（臺北：中華書局，1961），頁42。
〈臺灣省幣制改革方案〉、〈新臺幣發行辦法〉、〈新臺幣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組織規程〉，《臺灣省政府
公報》，1949年夏字第62期，頁770-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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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參議會的支持。 32 之後，省府聘任省參議會、審計處、財政廳、會計處等機關
代表組成「新臺幣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負責發行準備之檢查、保管、監督事
宜，以昭信於民。 33 幣制改革後，物價很快地穩定下來。但因財政赤字引起的通
貨膨脹並未消弭，新臺幣發行持續增加。至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美援來臺，
財政赤字漸獲紓解，通貨膨脹才得以根本解決。 34
其次，地方自治方面，陳誠主政後即決定提前實施地方自治，於8月15日組
織「臺灣地方自治研究會」，研擬各種法規，並於12月完成「臺灣省各縣市實
施地方自治綱要草案」暨縣市議會、縣市長等選舉罷免規程，送交省府參考。同
時，決定於12月5日提前召開1950年度全省行政會議，邀集省參議員、各縣市參
議會及各界代表等400餘人與會，以聽取各方意見。 35 12月下旬，省參議會第8次
大會開議，省府即交議「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草案」、「臺灣省行政
區域調整方案」兩法案，由於函送省參議會時未經省府委員會議審議通過，經省
參議會決議：「兩案應先由省府會議通過後，並檢附『地方自治實施程序表』及
『行政區域調整進度表』，於1個月內送會，再召集臨時會議審議。」所以又於
1950年1月加開臨時會審議上述兩法案後， 36於1950年底正式實施地方自治；惟囿
於政治現實，原計畫推動之省長民選一項無法落實， 37 僅限於省級以下的縣市長
和縣市議員選舉。
上述重大政策的推動，全賴臺灣省參議會的配合，所以陳誠就任後的第4
天，即1月8日以茶會招待全體省參議員，除議長黃朝琴因病未能參加外，計有副
議長李萬居、秘書長連震東，以及省參議員等15人與會。席間，陳誠表示將注意
施行省參議會的議決案，並希望隨時交換意見。 38繼於1月14日，即上任後首次省
府第82次委員會，通過每次舉行省府委員會皆邀請省參議會議長或副議長列席、
省主席每週與省參議會駐會委員餐聚，以及邀集省參議員舉辦座談會等。 39 透過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臺灣省參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七次大會特輯》（臺北：編者，1949），頁5-6。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臺北：國史館，2005），頁64-65。謝漢儒，《關鍵年代的
歷史見證—臺灣省參議會與我》，頁55-57。
吳聰敏，〈臺灣戰後的惡性物價膨脹〉，《國史館學術集刊》，第10期（2006），頁131-159。
〈地方自治綱要草案，行政會議一致通過〉，《民聲日報》，1949年12月11日，第4版。
〈卅九年度施政方針省參議會原則通過地方自治及區域調整俟省府會議通過送審〉，《中央日報》，1949
年12月24日，第4版。臺灣省參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八次大會特輯》（臺北：編者，
1949），頁12、83。
薛化元，〈臺灣地方自治體制的歷史考察：以動員戡亂時期為中心的探討〉，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研究推動
委員會編輯，《威權體制的變遷：解嚴後的臺灣》（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175-181。
〈陳主席招待本省參議員〉，《民聲日報》，1949年1月9日，第4版。
何定藩編，《陳誠先生傳》（臺北：編者，1965），頁36-37。葉惠芬編，《陳誠先生從政史料選輯：臺灣
省政府委員會會議紀錄(下)》（臺北：國史館，2007），頁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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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繁互動，達到溝通民意、收拾民心的效用。未料，陳誠於5月19日以臺灣省主
席兼警備總司令身分發布戒嚴令，以致政治、經濟、社會活動受到限制，加上之
前二二八事件的經驗，省參議員開始思索其議政風格，在不涉及政治敏感下，所
提議案逐漸轉為以協助民眾解決問題為主。
1949年12月15日，臺灣省政府改組，由吳國楨接任省主席。改組後，5廳長
中有3廳長為臺灣人；23名省府委員中，有17名臺灣人，且多位為省參議員。 40其
中，顏欽賢、蔣渭川分別由張振生、陳旺成遞補；彭德因無候補議員而未遞補。
華清吉為原住民籍，辭職後，由林瑞昌遞補。 41 然而，此一人事安排，卻引發軒
然大波。由於吳國楨起用蔣渭川為民政廳長，彭德為建設廳長，林日高、陳清
芬、陳天順等為省府委員，因諸人與二二八事件有所牽連，一般知識分子大為反
對，認為這是對臺灣人的一大侮辱。因此，12月19日，省參議會第8次大會一開
議，黃聯登、郭國基即提出臨時動議兩項：一、省參議員任期2年早已屆滿，應
請政府速即改選省參議會；二、此次省府委員名單中有不孚眾望之人士，請政府
重加考慮。接著，蘇惟梁、馬有岳、郭國基、謝漢儒、韓石泉等接連發表意見，
砲聲隆隆，最後決議自20日起「暫行休會」， 42 以待政府答覆。這一以休會表示
抗議的行動，在該會近4年期間乃屬首次，頗引起注意。其決議文如下：
本會為配合國策，確保臺灣民心，爭取友邦同情，加強戡亂工作，茲
特決議如次：
一、此 次臺灣省政府改組，中央任命吳國楨先生主政，750萬臺民一致擁
護，唯省府委員人選，不少不孚人望，故發表後全省民眾譁然，應請
政府重加考慮。
二、為 確立民主作風，慎重人選，網羅各黨及各界真正人才起見，嗣後本
省廳處局長及公營事業主管人員之呈薦時，在省議會未成立以前，事
先擬請政府予本會以表示意見之機會，以向民主政治途徑邁進，並樹
立名符其實之純民意政府。
三、 明年度上半年完成縣市地方自治，早成政府決策，而本會參議員任期
亦早已屆滿，應請政府宣布改選，以新民心而奠定民主政治之基礎。
四、為 促政府再行慎重考慮與檢討本會如何協助政府，確維民心計，自本
40
41

42

〈臺灣省政府改組吳國楨任主席〉，《中央日報》，1949年12月16日，第1版。
〈省縣市參議員任免案〉，《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40323105208008、
0040323105208022。1948年3月，為增加原住民的代表性，而增選華清吉為臺灣省參議員。
〈論省參議會臨時休會事〉，《公論報》，1949年12月20日，社論。臺灣省參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參議
會第一屆第八次大會特輯》，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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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暫行宣布休會，至當局採納前述三條建議之日起再行復會。 43
「暫行休會」的消息一出，朝野同感震驚，陳誠以為省參議會要「造反」，
吳國楨更未料到事情會如此發展。而蔣中正聽聞省參議會竟然休會，亦認為事
不單純，尤其政府才於12月7日遷臺，局勢尚未穩定，如發生事故，後果不堪設
想。因此一方面責令陳誠、吳國楨與省參議會溝通協調；一方面召見全體省參議
員，以了解內情並加以慰勉。 44 當天下午，議長黃朝琴率副議長李萬居、參議員
李崇禮等26人分謁閻錫山院長、蔣總裁、陳誠長官、吳國楨主席。 45 當晚，新、
卸任主席分別作出答覆。其中，陳誠指出：第一、人事定會有合理處理，希望大
家通力合作，增強戡亂力量。第二、在吳主席領導下，定能確立民主作風，謀大
多數人的利益。第三、明年實行地方自治決不會有阻礙。吳國楨認為省府人事應
俟新人施政後再行評斷，將來各正、副廳長人選可聽取各方意見，並建議省參議
會儘速復會。 46 20日下午，「暫行休會」一事出現大逆轉，省參議員均認為19日
下午晉謁時，各首長對民意均極為重視，答覆亦甚明確，自可信賴，遂決定於21
日上午復會， 47一場風波迅速落幕。
22日上午，吳國楨赴省參議會作施政報告，表示將以「反共、民主、民享、
法治」作為施政目標，以號召臺灣人團結，完成保衛臺灣的使命。 48 24日下午閉
會後，吳主席宴請全體省參議員，表示此後將實行「人事公開、意見公開、經費
公開、賞罰公開」，並希望今後「府會一家」，共為國事而努力。 49 可見，臺灣
省參議會雖無省府人事的同意權或審查權，但仍自求突破，透過「休會」的方式
加以抵制，促使省府當局重視。1950年1月，蔣渭川、彭德因省參議會聯合17位
縣市議長共同反對而辭職，改任命楊肇嘉為民政廳長、陳尚文為建設廳長。 50
其後，臺灣省參議會仍不斷促請政府辦理改選，於1950年12月25日第10次大
會閉幕時，副議長李萬居在致詞時強調此次會議是最後一次大會，相信正式議會
的成立應該不遠；經大會議決：「請政府民國40（1951）年成立省議會，並選舉
43

44
45
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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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八次大會開幕典禮紀錄〉，《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典藏號：001-01-08OA-00-21-0-00003。
謝漢儒，《關鍵年代的歷史見證—臺灣省參議會與我》，頁95-97。
〈全體參議員謁總裁閻揆〉，《民聲日報》，1949年12月20日，第4版。
〈精誠團結共渡難關 陳誠望大家莫意氣用事 吳國楨表示決重視民意〉，《中央日報》，1949年12月20日，
第4版。
〈省參議會今復會，會期縮短為三天〉，《民聲日報》，1949年12月21日，第4版。
〈反共民主民享法治，吳主席昨在省參議會上報告〉，《中央日報》，1949年12月23日，第4版。〈臺灣省
政府主席吳國楨施政報告〉，《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典藏號：001-01-08OA-00-1-1-0-00014。
《公論報》，1949年12月25日，第4版。
〈促成各方大團結，省府人事略更動〉，《中央日報》，1950年1月23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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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長，以副民望案。」並推派劉濶才、李友三、郭雨新、洪火煉、郭國基、盧根
德等5名代表前往行政院和省府提出建言。 51不過，此一期待又告落空。1951年，
第11次大會閉幕前4天的6月20日，省參議會邀集全省各縣市議會正、副議長舉
行座談會，達成迅即成立省議會的共識。8月18日，省參議會駐會委員會再提出
臨時動議，要求政府採納該會歷次大會意見，成立正式議會。 52 29日，行政院通
過「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組織規程」、「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議員選舉罷免規程」，
並於11月由各縣市議員推舉臨時省議員，12月11日成立臨時省議會，臺灣省參議
會遂告結束。 53 此一改制，不但與省參議員要求依憲法成立省議會之訴求大相逕
庭，且臨時省議會之職權與省參議會並無太大差別，仍是一諮詢機關。
綜上所述，歷任行政首長的作風不同，陳儀剛愎自持，魏道明官僚穩健，陳
誠雷厲風行，吳國楨開明幹練，其結果，府會關係各不相同，但對於中華民國政
府遷臺前後局勢的檼定，均曾發揮一定作用。不過，由於政治情勢的轉變，以致
省參議會之議政曾出現兩次低潮：一次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的第3、4次大會，
出席人數不及三分之二，提案量大減，論政風格亦由不避諱地觸及敏感問題，退
縮到「緊守地方自治的一隅」。 54 一次是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前後的第7、
8、9次大會，因時局緊張，省參議會為共體時艱，主動縮短會期（第7次大會7
天、第8次大會4天、第9次大會8天），少提案多鼓勵，讓政府能集中全力應付緊
急局面。當特殊、緊急的時局過去，省參議員的提案又明顯回升，勉力維繫議政
於不墜。

參、對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之態度
1948年12月徐蚌會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已到了全面崩潰
的邊緣，部分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人士發出主和的聲音，蔣中正總統
雖對和談不抱期望，但迫於情勢，已有下野的準備，並對重要地方的人事及防務
預作安排。1949年1月6日，陳誠就任省主席翌日，蔣指示其主持臺政後應注意
對駐臺空軍及其眷屬特別協助安置、不可多發表意見、可約張發奎商談時局、廣
州綏靖主任擬派余漢謀繼任等4事。8日，陳誠電復蔣，表示：「職在臺當積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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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請政府於民國四十年成立省議會並選舉省長以副民望案〉，《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典藏號：001-0110OA-00-5-3-0-00015。
謝漢儒，《關鍵年代的歷史見證—臺灣省參議會與我》，頁227-235。
〈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組織規程〉，《臺灣省政府公報》，1951年秋字第77期，頁898-899。
鄭牧心，《臺灣議會政治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1987），頁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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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惟望鈞座速下決心，作1年後反攻之準備，最為重要。此間一切，除力求
安定外，並注意增加生產，以裕民生，而收人心。」然而，隨著遷臺機關、人員
激增，以致基隆、高雄兩港口壅塞不堪；於是陳誠又電呈蔣，請其指示凡不必要
之單位及物資不必遷臺，以免過度擁擠，招致人民不良觀感；且今後復興基地不
宜只囿於臺灣，應妥擬整個計畫，分別指定指揮人員，以免各自為政，混亂步
伐。 55不久，1月21日，蔣引退下野。 56
1949年2月1日，陳誠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3月14日，行政院派陳誠負
責指揮監督中央駐臺各軍政機關、人員。4月，國民黨中常會更通過由陳誠兼臺
灣省黨部主任委員， 57 一人掌握黨、政、軍大權，權勢之大，較前任陳儀、魏道
明，均有過之而無不及。陳誠認為臺灣光復3年，一切基礎尚未建立。地方對中
央每多疑懼，人民視政府形同剝削，二二八事件迄今，此種隔閡始終未消除，亟
應改變人民之觀感，尤其臺灣工礦及農產品等事業多為國營，收入屬於中央，地
方財政往往陷入捉襟見肘之境，人民生活日苦，由是建議政府應以民眾利益為前
提，將輕工業和民生工業交由地方或民營為妥。同時，中央來臺人士率多有地
位、有財產者流，養尊處優，任意揮霍，以致臺灣人對中央印象甚壞，應多加注
意， 58方足以撫平臺民之心。
詎料，3月20日，臺灣大學和師範學院學生因單車雙載遭警察拘捕，引發兩
校學生不滿，三度前往警局抗議，要求釋放被拘學生。29日，臺北市大、中學
生在臺灣大學法學院操場舉行青年節晚會，宣布成立學生聯合會，並以「結束內
戰，和平救國」、「反飢餓，反迫害」等為訴求，號召全臺學生響應。 59 上述跨
校性、全臺性的示威結盟行動，頗令政府震驚；加上4月1日南京發生支持共黨主
張的學生示威遊行，陳誠唯恐兩岸學生隔海唱和，乃決定先發制人，於4月6日
凌晨以學生「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煽惑人心，擾亂秩序，妨害治安，甚至搗毀
公署、私擅拘禁執行公務之人員」為由，逮捕兩校學生300餘名，是為「四六事
件」。 60 翌日，陳誠發表「整頓學風」聲明，以「政府整頓學風，已具決心，尚
望今後各方皆能善盡其責，務使不再有此類事情發生，庶全體青年學生得以安心
55
56
57
58
59
60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頁720-725。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頁15-16、19。
李永熾監修、薛化元主編，《臺灣歷史年表：終戰篇1》（臺北：國策中心，1990），頁74、76、82。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頁724-725。
〈小處著眼大處著想：對學生與警察糾紛事件的感想〉，《中華日報》，1949年3月26日，社論。
〈政府．學生．政治〉，《公論報》，1949年4月8日，社論。〈為師範學院少數不法學生破壞社會秩序著
令暫行停課聽候登記希查照〉、〈電為各學校應告誡學生不得有越軌行動違者開除學籍並予有效制裁希查
照〉，《臺灣省政府公報》，1949年夏字第6期，頁95。臺大四六事件資料蒐集小組，《臺大「四六」事件
考察：四六事件資料蒐集小組總結報告》（臺北：臺灣大學，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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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學。」 61臺灣省參議會亦發表擁護政府整頓學風之聲明。其指出：
一、 本省過去學風頗稱淳樸優良，光復後仍保持此種敦美風氣，年來因內
地戰禍瀰漫，各省學生均紛紛來臺就學，其間不無摻雜極少數輕率分
子，不時鼓動風潮，行動逾越常軌，致使素稱社會安定之臺灣，亦感
不安。多數臺灣學生亦被捲入漩渦，深表遺憾。
二、 目前國步艱窘，經濟波動，物價狂漲，人民生活困難，青年學生亦屬
如此。本會對此素極關懷，本省學生向極純潔，甚望共守秩序，度此
難關，在比較安定環境中，運用理智，檢束自己，並盼各家長教導子
弟，安心求學，以冀將來造福人群。
三、 關於此次政府拘捕之學生，其屬於善良者，希迅予訊明釋放，其確有
違法者，亦盼依照法律途徑辦理。國立臺灣大學三年來更換校長四
次，而省立師範學院自去年迄今，尚未派定專任院長，當局不無忽略
之處，此後政府除整頓校風外，應特別確立人事制度。 62
由上可見，省參議會對學生不時鼓動學潮、逾越常軌之事，頗感到不以為然，因
而支持政府整頓學風。四六事件之後，學生的自主性活動隨之中斷，學校也成為
政府嚴密監控的目標之一。
與此同時，國共談判 破裂， 4月 23日共軍攻下首都南京，政府遷往廣州。29

日，陳誠電呈蔣，表示國共和談決裂後，剿共戰事勢必長期奮鬥，為號召國內外
反共勢力，亟宜早日確定駐節地點；而臺灣為革命復興的最後根據地，殊無其他
顧慮之必要，宜早日命駕駐蹕臺灣。其後，又於5月11、15日電呈蔣，請逕飛臺
北，且行動不必秘密，以示自由。 63 17日，蔣飛抵馬公。19日，陳誠以臺灣省警
備總司令身分發布戒嚴令，27日起，進一步發布禁止民眾集會、結社、遊行、
請願、罷課、罷工等戒嚴法令。除了各參議會之外，經政府核可之社團舉行集會
時，仍須經許可並派員指導，否則禁止集會， 64藉以鞏固臺灣內部的安定。
然而，美國對中華民國可能退守臺灣，似乎有不同的看法。6月13日，何應
欽電呈蔣，表示：「盟軍總部對我最高統帥部遷臺之說，甚表憂慮。蓋一旦美承
認中共局面，則臺灣亦將轉中共勢力，影響美在遠東戰略防線，美方現對臺灣獨
立運動似有鼓動之意，其目的顯在為臺灣移歸聯合國託管作一伏案，又盟軍總部
61
62
63
64

〈陳總司令發表談話，政府決心整頓學風〉，《公論報》，1949年4月7日，第3版。
〈省參議會駐委會發表談話〉，《公論報》，1949年4月8日，第3版。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頁729-731。
〈戒嚴令實施辦法〉，《公論報》，1949年5月28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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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在私人談話間曾非正式提及，為免中共進據，我國政府是否可以考慮在和約
簽訂前，移由盟國暫管。」15日，俞濟時亦電呈蔣，表示：「關於臺灣問題，
東京盟總之此種表示，據日前陳主席轉來外交部葉代部長電，已對朱團長世明指
復，將臺灣地位加以確認，並謂在反共立場，可同意盟國利用臺灣基地，甚屬適
當。今後有關臺灣之對外宣傳，似應著重臺民對政府之擁護一點，對內應逐漸發
動各級民意機關，作擁護政府之表示，此點擬電知陳主席參考。」 65 顯然的，此
時美國並不支持中華民國退守臺灣，甚至出現託管的主張，寧願保臺而不保中華
民國。
對此，蔣中正特致電駐日代表團長朱世明，請其代向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說明中國之態度和期望：一、臺灣移歸盟軍或聯合國暫
管之擬議，違反中國國民心理，尤與中本人自開羅會議爭回臺灣之一貫努力與立
場根本相反。故中國政府對此擬議辦法，絕對無法接受。二、中國政府無將都城
或最高軍事統帥部遷至臺灣之意。三、臺灣很可能在很短時間內成為中國反共力
量之新的政治希望，因臺灣迄無共黨力量之滲入，而且其地理位置使今後「政治
防疫」工作亦較易徹底成功。四、美國政府即令單從實際的利害上考慮，亦決不
能承認中共政權。五、深盼麥帥本其在東亞盟國統帥之立場，以及其對於赤禍與
東亞前途之關係，極力主張：美國政府決不考慮承認中共政權、美國政府應採積
極態度協助中國反共力量，並應協助我政府確保臺灣。如麥帥欲明悉我方保有中
國大陸上特定地區及臺灣、舟山群島、海南島等地之計畫，我可密派高級人員詳
告。 66 可見此時蔣已將臺灣視為中華民國「新的政治希望」，除表達反對臺灣託
管的主張外，並希望美國協助確保臺灣。
至於臺灣人對臺灣前途之看法，尚多分歧，或託管、或獨立，或先託管再獨
立，各不相同。大多數臺灣人對政府敗退之速均感到驚異，對臺灣前途更是憂心
忡忡，因而高唱託管論，擬議由林獻堂為主席，嚴家淦掌財政，孫立人掌軍政，
黃朝琴掌外交，李萬居掌民政，游彌堅掌經濟，黃及時掌貿易，劉啟光、林忠為
無任所部長。 67 主張獨立者亦不少，臺灣獨立黨洪耀甸等向麥帥提出陳情書，希
望臺灣能如菲律賓，受美國保護而獨立，但美國最高國防會議決定不以武力干涉
臺灣而未採納其陳情。 68 而長期致力於臺灣民族運動的林獻堂，在京滬接連失守
65

66
67
68

〈何應欽電蔣中正盟軍總部對我最高統帥部遷臺之說甚表憂慮〉，《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檔號：
002020400053016、002020400053016。
〈蔣總統致朱團長世明〉，《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檔號：002020400029001015。
《林獻堂先生日記》，1949年10月30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
《林獻堂先生日記》，1949年12月8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黃紀男口述，黃玲珠撰，《老牌臺
獨：黃紀男泣向夢迴錄》（臺北：獨家，1991），頁139、164、24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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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認為臺灣必成為中華民國的最後基地，並因此付出極大代價，其謂：「國內
共黨變亂，南京、杭州等處失守，上海被包圍，不日亦將放棄，共軍別動隊侵入
福建，不日將影響於閩南一帶，將來欲克復中原，非以臺灣為基地不可，而所受
之犧牲，不僅區區之三七五減租而已，願諸君須有一番之大覺悟也。」其前往美
國領事館與美方唔談時，除表達無意再受日本統治及對現在政府不信任外，希望
臺灣人自主、臺灣實行自治。 69
6月15日，陳誠突電呈蔣，表示其就任以來大局日趨嚴重，以致一切軍政設
施在極端困難中勉力進行，數月以來，為了閩浙各省物資之調節、中央機關及人
員來臺之安置、各地青年及知識分子之收納管訓、軍事機關學校來臺之處置、各
地撤退來臺部隊之整編訓練等，由於人力、物力有限，每有窮於應付之感，擬請
辭卸本兼各職，但未獲核准。陳誠復於7月12、16日兩度電呈蔣，表示臺灣地位
益形重要，而政治情勢日形複雜，環境將益形惡劣，凡此均非其體力所能勝任，
故請准予辭去本兼各職。 70但蔣仍未批准。
8月1日，國民黨在草山（今陽明山）設立總裁辦公室，下設軍事、外交、黨
政、秘書等組，以加強黨員工作， 71顯示蔣已有重新掌權的決心。5日，美國發表
「中美關係白皮書」，表示不再支持中華民國，並關閉所有在中國的使領館。15
日，行政院為統一指揮東南軍政，於9月1日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由陳誠擔任
長官。同一天，成立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由彭孟緝擔任司令官，掌理肅奸、保防
及入出境事宜，以確保地方治安；21日，成立臺灣省防衛司令部，由孫立人擔任
防衛司令官， 72藉以拉攏美國支持中華民國。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2日蘇聯即予承認。3日，中華民國宣布
與蘇聯斷交，並向聯合國提出控蘇案，代總統李宗仁亦發表「告全國同胞及世界
友邦人士書」，重申反共戡亂國策，號召討伐北平偽政權；而蔣中正則由廣州
飛抵臺北，旋於晚間召集黨政要員開會，研討蘇聯承認中共一事。 73 4日，閻揆
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表示將本著「漢賊不兩立」之原則，徹底消滅中共偽政
權。 74 9日，蔣亦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揭櫫反共抗俄之旨，深信公理正義必勝
69

70
71
72
73
74

《林獻堂先生日記》，1949年4月25日、5月12日、7月6日、12月8日、1950年2月5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藏。黃富三，《林獻堂傳》（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頁204-207。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頁734-736。
〈本黨總裁辦公室昨日正式成立〉，《中央日報》，1949年8月2日，第1版。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發表兩項重要任命〉，《中央日報》，1949年8月31日，第5版。
〈李代總統昭告中外，申討共匪僭竊政權〉，《中央日報》，1949年10月4日，第1版。
〈閻院長昭告軍民，加緊剿滅共匪，拚命到底粉碎賣國政權〉，《中央日報》，1949年10月5日，第1版。
1949年6月，閻錫山被任命為閣揆兼國防部長，是時共軍已攻陷南京，國民政府輾轉流亡至廣州、重慶等
地。11月20日，因代總統李宗仁赴美，閻錫山以閣揆代行總統職，並於12月8日率內閣閣員來臺，兩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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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權。 75 10日，中華民國雙十國慶，臺灣省政府特舉辦慶祝大會暨反蘇反共宣傳
大會，計有3萬人參加。 76 11日，臺灣省參議會通過電呈李代總統、閻院長及全國
各省市參議會一致響應中央聲討北平偽政權案，14日正式發出電文，擁護政府戡
亂國策。其電文如下：
廣州總統府代總統李、行政院長閻鈞鑑、各省市參議會公鑒：
國家不幸，變亂頻仍，推源禍首，莫不由共匪包藏野心，藉人民名
義，受極權指揮，貪榮眛進，有以使然。今竟魅形畢露，居然改號易幟，
成立北平偽政權，直欲置國家民族于萬劫不復之地，凡屬炎黃裔胄，對此
寧不痛心，我三臺同胞夙重民族氣節，光復而後，彌覺國家獨立、民族自
主之可貴，不圖目睹數典忘宗之徒，如此跋扈恣睢，尤不勝其憤慨之至。
爰代表全省同胞，一致決議，矢誓擁護我政府戡亂政策，全力支持大陸，
大張撻伐之師，務期掃穴擊庭，達成革命復興大業。肅電奉陳，伏祈垂察
為禱。臺灣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副議長李萬居暨全體參議員參捌酉元秘
議叩。 77
10月14日，廣州失陷，政府遷往重慶。 78 同一天，省府為了鼓舞金門、廈門
的民心士氣，決定由省參議會、省府及各界代表組成「臺灣省各界金廈慰勞團」
赴金、廈勞軍，由省參議員謝漢儒為團長、省社會處長李翼中為副團長。當天，
因搭乘船隻繼光號之機件故障而延後1天啟程。16日，船隻抵達廈門外港正擬進
港時，突然炮聲大作，遂改由廈門大學工學院附近沙灘登陸，廈門警備司令毛
森、廈門市長李怡星暨黨政軍各界代表前來迎接。當晚，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
伯在虎頭山歡宴慰勞團時，突然炮聲隆隆，不久，電燈全滅，宴會中斷，慰勞團
慌忙離開虎頭山，摸黑回到旅社。此時共軍已占領鼓浪嶼，且成功登陸廈門高崎
地區，情勢萬分危急。慰勞團冒著炮火倉皇撤離廈門，17日，廈門陷落。慰勞團
繼續前往金門勞軍，數日間走遍全島，順利完成慰勞之行。團員回到臺北後，頗
有恍如隔世之感，對於時局變化之速，心情甚為沈重。 79 25日，共軍攻打金門，
幸胡璉兵團抽調兵力增援，在古寧頭殲滅共軍。捷報傳至臺北，適舉行光復節紀
蔣中正亦從成都撤退來臺。1950年3月1日，蔣中正復行視事，閻錫山則辭卸軍政職務。
《臺灣新生報》，1949年10月9日，第2版。
76
《臺灣新生報》，1949年10月10日，第5版。
77
〈省參駐委昨會議 請救濟花蓮糧荒，通電全國省市參議會轉請中央討伐偽政權〉，《中央日報》，1949年
10月12日，第5版。
78
〈政府今起移渝辦公，李代總統由洼蒞止〉，《中央日報》，1949年10月15日，第1版。
79
謝漢儒，《關鍵年代的歷史見證—臺灣省參議會與我》，頁74-87。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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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大會和全省運動會開幕典禮，陳誠當場宣告捷報，一時歡聲雷動。11月3日，
共軍再攻舟山群島的登步島，亦遭國軍殲滅。 80臺灣的地位漸次穩固。
11月21日，政府由重慶遷往成都；12月7日，總統令：「政府遷設臺北，
並在西昌設大本營，統率陸海空軍，在大陸指揮作戰。」 81 蔣中正亦手諭陳誠，
謂：「政府決遷臺灣，須特別歡迎。望臺民意機關多有精神擁護之表示。」 82 8
日上午，陳誠在全省行政會議中宣布政府遷臺的消息，並表示因臺灣最為安全，
且中央存臺的資財充足，各單位人員來臺後絕不致於增加臺灣人民的負擔。下午
2時，臺灣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亦在行政會議上表示：「今天聽到政府決定遷來
臺北的消息，大家都覺得非常興奮，臺灣光復4年以來，對中央決策無不竭誠擁
護，現在政府即將遷移來臺，必能予臺灣省政建設更多的協助與指示，本人謹代
表全省民眾表示竭誠歡迎擁戴。」全體與會人員鼓掌通過歡迎中央政府遷臺的電
文，內容如下：
總統頒布明令政府遷臺，並在西昌設立大本營，指揮陸海空軍作戰，本會
議同仁敬悉之餘，特代表全省民眾，敬電擁戴歡迎，並誓在中央領導之
下，加緊動員，完成戡亂復興大業，伏乞鈞詧。臺灣省38（1949）年度行
政會議全體同叩。 83
下午4時，陳誠舉行記者招待會，指出：「政府遷設臺北，足以表示政府對
剿匪的決心，同時也增強了臺灣人民對剿匪的信心。」對政府遷臺表示歡迎，並
將各界擁護政府遷臺的消息電告蔣中正。 84下午6時，行政院長閻錫山偕副院長朱
家驊、政務委員陳立夫、萬鴻圖、教育部長杭立武、財政部長關吉玉、總統府秘
書長邱昌渭、參軍長劉士毅等一行14人自成都飛抵臺北。東南軍政長官陳誠、空
軍總司令周至柔、省保安司令彭孟緝、國民黨省黨部副主委李友邦、省參議會議
長黃朝琴、臺北市長游彌堅、臺籍立委蔡培火等50餘人至機場歡迎。行裝甫卸，
閻揆立即接見記者，表示此次「戰鬥內閣」的組成係基於戰略的考量，才於7日
晚間決定遷臺，並在西昌另設大本營，繼續在中國大陸作戰，以政軍分離的方
式，力求後方政治的穩定及前方軍事的靈活。 85
80
81
82
83
84

85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頁98-102。
〈總統頒佈命令，政府遷設臺北〉，《中央日報》，1949年12月8日，第1版。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頁739-740。
《公論報》，1949年12月9日，第4版。《中華日報》，1949年12月9日，第2版。
〈國府遷來臺北〉，《中央日報》，1949年12月9日，第1版。〈電呈總裁蔣報告臺民歡迎政府遷臺〉，《石
叟叢書》，國史館藏，文電甲類（下冊）。
〈政府今起移臺辦公〉，《中央日報》，1949年12月9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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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行政院召開遷臺後首次政務會議，商討遷臺後一切安置辦法及辦
公地址，並將遷臺辦公一事通電各省及駐外使節。之後，臺灣省主席陳誠、省
參議會議長黃朝琴等軍政要員紛紛往謁閻揆，臨時辦公地點臺北賓館整天車水馬
龍。 86 同一天，臺灣省參議會、各縣市參議會、省教育會、農會、商會、工會、
漁會、記者公會等，分別電呈蔣總裁、總統府及5院院長，代表全臺民眾歡迎政
府遷臺。其中，省參議會之電文如下：
共匪禍國殃民，積有歲時，迄今蹂躪人民，劫掠土地，幾遍神州，言之可
為痛心，深信天意厭亂，正義必伸，終將使匪類傾覆。敬聞鈞府明令遷
臺，並在西昌設大本營，統率陸海空軍，在大陸作戰，行見防守益堅，反
攻勝利，宏業可期，中興在望。謹代表全省民眾，竭誠擁戴歡迎。臺灣省
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副議長李萬居敬叩，亥庚。 87
此一歷史巨變一時成為各報頭版消息。《臺灣新生報》社論「歡迎中央政府
遷臺」一文，強調臺灣可成為對日抗戰中的重慶，完成剿共抗俄的使命，並希望
蔣中正復職，名符其實地負起責任。 88 《公論報》社論「歡迎政府遷設臺北」一
文，表示政府遷臺後必能使臺灣不斷進步、發展，並期許能早日實施地方自治，
為國家充實民主自由的力量。 89 《中華日報》社論「歡迎中樞政府遷臺」一文，
表示政府遷臺後必可長期安定，指揮軍事較為便捷，國際關係更有進展，最後期
望新的情勢早日到來。 90 《中央日報》社論「政府遷設臺北與大陸持久抵抗」一
文，表示政府遷移臺北，在政治、軍事上均屬必要而有利，而臺灣是反共抗俄的
重要基地，政府設在臺灣可說居左右全局的決定地位，全世界反極權的火焰終有
一天從臺灣向中國大陸燃燒。 91
12月10日下午8時，蔣中正由成都飛抵臺北，同來者有黃少谷、陶希聖、谷
正綱、俞濟時、沈昌煥、蔣經國等；而陳誠、黃朝琴及參加全省行政會議之各縣
市正、副議長及農工商會代表44人到機場歡迎。11日，蔣接見閻揆等，就目前情
勢廣泛交換意見。 92 同一天，中華民國國璽和行政院大印由成都運抵臺北。總統

86
87
88
89
90
91
92

〈政院開始辦公〉，《中央日報》，1949年12月10日，第1版。
〈行政會議全體會員致電歡迎政府遷臺〉，《民聲日報》，1949年12月9日，第4版。
〈歡迎中央政府遷臺〉，《臺灣新生報》，1949年12月9日，社論。
〈歡迎政府遷設臺北〉，《公論報》，1949年12月9日，社論。
〈歡迎中樞政府遷臺〉，《中華日報》，1949年12月9日，社論。
〈政府遷設臺北與大陸持久抵抗〉，《中央日報》，1949年12月9日，社論。
〈週密部署西南軍事後，蔣總裁昨返抵臺北〉，《中央日報》， 1949年12月11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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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及行政院遷至介壽館（今總統府）辦公，並照會各國使節。 93 至此，中華民國
政府遷設臺北一事，可說大致抵定，臺灣最高行政機關遂由臺灣省政府轉為中華
民國政府。
12月12日，全省行政會議閉幕，陳誠致詞時強調1950年度施政目標為「配合
軍事，確保臺灣」，一切以民眾利益為前提，並積極準備反攻大陸，呼籲大家團
結一致，負起這一重大任務。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致詞時，亦呼籲臺灣民眾配合
中央決策，加倍努力奮鬥。 9415日，行政院第103次政務會議，決議改組臺灣省政
府， 95 東南軍政長官兼臺灣省府委員兼主席陳誠獲准辭去臺灣省府委員兼主席，
改由吳國楨為臺灣省府委員兼主席。吳國楨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曾任漢口
市長、重慶特別市長、外交部政務次長、中央宣傳部長及上海市長等職，政治經
歷豐富。其於21日接任新職。 96
一般認為由吳國楨主持臺政，係為爭取美援， 97 尤其政府遷臺之初，臺灣安
危難測，且傳聞美國有放棄中華民國而承認中共之意，導致人心惶惶，撤換軍人
出身的陳誠，換上文人出身的吳國楨，似乎是勢所必然。實際上，早在11月3日
美國駐臺總領事艾德格（Donald Edgar）奉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之命
向蔣中正提出的備忘錄中指出，美國並無使用武力防衛臺灣之意向，但將繼續以
經濟援助臺灣，至於援助內容為何，將視中華民國在臺表現而定。 98 25日，駐日
代表團組長董顯光電呈蔣，報告其訪問麥帥及日本朝野人士後之結論指出，麥帥
對臺灣戰略地位甚為重視，建議爭取美援時應強調臺灣和美國戰略之聯繫，並應
及早蒐集蘇聯援助中共之證據，方能促成美國決定對華政策。 99 12月15日，即行
政院通過吳國楨任命案的同一天，美國務卿艾奇遜在記者會中表示：臺灣問題極
為重要，但對中美會商防務一事則拒絕證實。 100 即使如此，中華民國仍企圖透過
任命吳國楨來爭取美國支持。
93

〈總統府行政院決定今遷到介壽舘辦公〉，《民聲日報》，1949年12月12日，第1版。
〈配合軍事確保臺灣〉，《中央日報》，1949年12月13日，第4版。
95
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頁83-89。按陳誠指出，省府改組係回應1949年11月17日美
國海軍上將白布爾接見國防部次長鄭介民時提出「臺政改組」的要求，乃於12月14日決定由吳國楨繼任省主
席。
96
〈祝臺灣新省政府〉，《中央日報》，1949年12月19日，社論。12月15日，陳誠曾手擬向蔣中正請辭臺灣省
主席之信函，又分呈蔣總裁、行政院長閻，以其兼職過多，且目前部隊急須整編充實，請准辭臺灣省政府
委員兼主席一職，俾專事軍事工作。何智霖編，《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下)》，頁740741。
97
對此，陳誠曾表示：「為剿匪關係，不應辭；為臺胞關係，不忍辭；為個人關係，極願辭；為外交關係，祇
有辭。」薛月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臺北：國史館，2005），頁1019。
98
〈美國駐臺總領事奉美國國務卿命承蔣總統〉，《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檔號：
002020400029001040。
99
〈董組長顯光呈蔣總統〉，《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檔號：002020400029001045。
100
《中華日報》，1949年12月16日，第2版。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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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果然奏效，12月間，俞國華電呈蔣，指美國當局及輿論對臺灣最近之
興革反應甚佳，態度亦較前友善。 101 駐美大使顧維鈞亦電呈蔣，表示根據《紐
約時報》報導，美國正洽告各國，當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繼續進行有組織的抵
抗期間，美國不考慮承認中共。但若中共統治中國大陸全境，則美國將重新考
慮。至於臺灣，美國認為雖然事實上由中華民國占領，但在法理上，對日和約簽
訂之前，主權仍屬日本。 102不過，29日，美國遠東司長巴特沃斯（W. W. Butterworth）發表來臺視察報告指出，中華民國因官吏貪污、軍官對立、士卒腐敗，
臺灣之固守無法超過6個月。 1031950年1月，在臺國代、立、監委員、臺灣省參議
員及各縣市參議會議長等在臺北中山堂召開「如何確保臺灣」座談會，主張從速
實施地方自治，與政府通力合作，並應多起用臺灣人，使其有使命感等。蔣總裁
亦接見臺籍民意代表黃國書、丘念臺、王民寧及連震東，就「如何確保臺灣」交
換意見， 104頗有撫慰臺灣民心之用意。
1950年3月1日，蔣復行視事，內閣改組，由陳誠出任行政院長。然而，3月
28日，西昌撤守。5月2日，撤離海南島。16日，撤離舟山群島，僅保留金門、
馬祖及浙江沿海若干島嶼作為臺海防衛之前哨。一時之間，人心極為慌亂，臺灣
究應何去何從，更是眾說紛紜。其間，香港《華僑日報》報導廣東省主席葉劍英
曾邀集中共軍政要員及蘇聯軍事顧問召開攻打臺灣軍事協議，從而揣測中共將於
7、8月間攻打臺灣。《東京晚報》報導美國防部長強森（Louis A. Johnson）訪
日，最重要者乃是臺灣防衛問題，若放棄臺灣，則菲律賓、琉球亦將不保，因而
主張臺灣應暫歸美國管理，待和議後再決定。 105 不久，6月25日，韓戰爆發，美
國派出第七艦隊駐防臺灣海峽。 106 隨之，對華政策轉趨積極，對臺提供軍、經援
助，局勢逐漸轉危為安。在中央政府和臺灣省政府體制重疊下，省參議會之議事
功能漸告消退，不再發表代表全體參議員立場的大會宣言，僅於12月25日第10次
大會發表「告全省同胞書」，呼籲全民「團結增產，準備反攻」，唯有「反共抗
俄才是我們國家民族的唯一生路」。 107
綜上可知，臺灣省參議會的支持，是中華民國政府得以順利遷臺的重要關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俞國華呈蔣總統〉，《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檔號：002020400029001049。
〈顧大使維鈞呈蔣總統〉，《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檔號：002020400029001047。
《林獻堂先生日記》，1949年12月29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
謝漢儒，《關鍵年代的歷史見證—臺灣省參議會與我》，頁111-115。
《林獻堂先生日記》，1949年6月3日、16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
張淑雅，〈1950年代美國對臺決策模式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0期（2003.06），
頁14-15。
臺灣省參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十次大會特輯》（臺北：編者，1950），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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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對安定政局確有貢獻。然而，政府遷臺前，並未諮詢臺灣省參議會之意見；
遷臺後，臺灣省參議會除代表臺灣人民表示「熱烈歡迎、擁戴政府」外，似難再
表述其他意見，只能被動地配合、承認現狀而已。亦即不論是臺灣最高民意代表
機關的臺灣省參議會，或是6百萬臺灣人民，均毫無置喙的餘地，且在「配合軍
事、確保臺灣」的大前提下，一切均以軍事反攻為主。至於其他方面，則顯得難
以顧及，鮮少更張，概以延續陳誠時期的施政為主。`

肆、對遷臺機構、人員之協助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國共曾展開多次會談，但仍不時發生戰役，雙方
互有勝負。迨至1948年3月，國軍在東北屢吃敗仗，國共戰爭進入優劣易勢的階
段。5月，共軍包圍長春， 108東北、華北告急，不少機關、人員輾轉來臺。7月，
臺灣省參議會第5次大會，省參議員謝漢儒提案以臺灣的高等教育機關太少，且
能赴中國各大學求學者有限，致使高等人才之造就受到限制。而中國北方因戰事
影響，各大學均陷入困境，可趁此機會邀請準備南遷之大學移遷本省，使臺灣蔚
為南方文化中心，並得搶救華北大學教育。如各大學有意遷臺，即由省參議會暨
省府邀同文化有關機關組織委員會協助之。經決議送請省府參考去後，於9月電
復以已由省教育廳留備參考。 109 未久，省參議會即收到唐山工學院臺灣校友會張
振緒等要求協助遷校之來函。該校位在河北唐山，原為交通大學唐山學院，為中
國有數之工程最高學府，有「鐵路技術人員搖籃」之譽；惟因東北、華北情勢緊
張，擬另覓校地上課，而臺灣工礦發達，所需技術人才為數至鉅，但培養高等人
才之學府僅一、二校，實供不應求。有鑑於該校處境之艱難及臺灣工礦需才之眾
多，期能遷臺上課，並請撥給校舍1所應用，以便遷校。 110
1948年12月，中山大學校長周鴻經來函，以為配合全面戡亂之決策，不因
寇氛猖獗而中輟教育，擬擇地遷移，以續絃誦，特請郭廷以、范存忠、徐誠斌等
3人赴臺瞭解情形，藉資作為遷校之參考。 111 而嘉義農業職業學校學生亦呈送省
參議會建議書一封，以隨著戰事轉烈，東北、華北等地學校的同學都不能安心讀
108
109

110

11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戡亂戰史》第3冊戰爭經過概要（臺北：編者，1984），頁86。
〈第一屆第五次大會謝漢儒參議員提案邀請北方準備南遷大學遷移本省暨唐山工學院臺灣校友會、國立中
央大學致函臺灣省參議會鼎力協助遷校本省〉，《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典藏號：0016160037005。
〈第一屆第五次大會謝漢儒參議員提案邀請北方準備南遷大學遷移本省暨唐山工學院臺灣校友會、國立中
央大學致函臺灣省參議會鼎力協助遷校本省〉，《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典藏號：0016160037005。
〈第一屆第五次大會謝漢儒參議員提案邀請北方準備南遷大學遷移本省暨唐山工學院臺灣校友會、國立中
央大學致函臺灣省參議會鼎力協助遷校本省〉，《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典藏號：0016160037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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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流離失所，而臺灣農產豐富，氣候溫和，且各地校舍極為廣大，足可收容10
萬以上的失學青年，若能建築若干宿舍，問題更可全部解決，因此建議省參議會
轉陳教育部分告各地急待遷移之學校來臺暫住，俾學生能繼續求學，以待大局澄
清。 112不過，其後大局不但沒有澄淸，反而越見混亂。
1949年以後，隨著國共戰局急轉直下，遷臺機構、人員激增，龍蛇混雜，更
恐有共黨人士滲透來臺。因此，陳誠就任之初，即以確保治安為由，於2月10日
頒布「臺灣省准許入境軍公人員及旅客暫行辦法」， 113 禁止無正當職業者入境，
並於3月1日正式實施。惟該辦法實施之初，遭到部分立法委員以違反憲法中人民
之居住遷徙自由而強烈反對。反觀臺灣內部大多表示支持，臺灣省參議會及各縣
市參議會均發表電文予以聲援。其中，省參議會於3月25日電呈立法院，說明入
境管制係全臺民眾公意，不得不採取管制措施。其電文如下：
立法院鈞鑒：查本會第1屆第6次大會駐會委員會第10次會議，楊參
議員陶臨時動議，關於旅客來臺管制辦法，業經本省各縣市正、副議長決
議，一致要求當局切實施行在案。近日報載立法院少數立委以違憲提議
廢止，似不無誤會。查此案係因本省人口數月之內驟增70餘萬，糧食缺
乏，住宅不足，物價波動，不但省民生活頓感困難，即來臺各省人士亦感
無法維持。故本省不得不採取限制辦法，實為全省人民公意，絕無其他企
圖。擬電呈行政院及立法院解釋，並電臺籍立委堅持到底，當否？請公決
案，當即決議通過，並紀錄在卷。案錄前由，除分電外，理合電呈鋻核為
禱。 114

最初該辦法僅為行政上的臨時措施，且僅限入境管制，對出境並無限制。5
月20日戒嚴後，除依「戒嚴法」第3條第4項及第11條第9項之規定，繼續執行入
境管制外，又訂頒「出境軍公人員及旅客登記辦法」一種，於28日實施，兩者合
併後，即為「臺灣省出入境管理辦法」。8月之後，因共軍攻占福州，而福州離
臺灣不過百餘海哩，出入境管制更趨嚴格。推行的結果，不但破獲多起共諜案，
且有效管控出入境人口，減輕臺灣在食、住等方面的負擔， 115收效甚佳。
112

113
114
115

〈省立嘉義農業職業學校全體學生建議轉陳教育部分告內地各大中學歡迎遷校來臺〉，《臺灣省議會史料
總庫》，典藏號：0013110037007。
〈臺灣省准許入境軍公人員及旅客暫行辦法〉，《臺灣省政府公報》，1949年春字第43號，頁594-602。
《臺灣新生報》，1949年3月25日，第5版。
陳誠口述，吳錫澤筆記，〈陳誠主臺政一年的回憶(二)〉，《傳記文學》，第63卷5期（1993.12），頁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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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各機關、學校要求協助遷臺的函件仍如雪片般飄來。1949年1月，遼
海商船專科學校函請省參議會協尋校舍。該校原設在葫蘆島，為中國北方唯一訓
練航海人才之所，因東北戰事影響，奉令遷往天津；復因校舍無著，又輾轉遷往
北平，顛沛流離，情狀至苦。為謀取適當環境、早日復課計，擬南遷臺灣；而臺
灣海岸線長，靠近海岸船舶頻繁，地方安謚，環境幽適，極適合該校遷往，是故
請代籌校舍250間，以便早日遷往。案經送交省府後，旋復以目前臺灣並無此大
規模房舍可供使用，請勿遷來。 116 4月，復有長白師範學院赴穗學生代表團函請
省參議會協助遷臺。該校係東北唯一的師資培育學府，經多次搬遷，已抵達湖南
衡陽，計有學生270人、教職員50人，因知臺灣歡迎北方院校遷臺；加以近日局
勢緊迫，經學生大會決議遷臺，謹請支援所需校舍等。然而是時臺灣人口激增，
房荒異常嚴重，省參議會除表示歡迎遷臺外，所需校舍則歉難協助。 117
1949年4月，南京淪陷，不到1個月，上海亦淪入共軍之手，於是蘇浙閩各
省之機關、學校、部隊紛紛撤遷來臺，亟待收容。6月15日，臺灣省參議會第7次
大會開幕，議長黃朝琴發表宣言指出：「國內形勢瞬息萬變，京滬撤守，政府南
遷，本省首長更易，陳主席繼主臺政之後，負全責策劃籌謀，本省地位，益臻重
要。……。至因戰事關係，來臺軍隊眾多，與人民接觸機會頻繁，省民應盡歡迎
慰勞之誼，然每為言語隔閡與種種關係，難免時生誤會，應請政府全盤計畫，急
速建築營舍，以安頓勞苦功高的國軍，方為合宜。」由於來臺軍隊日多，散住各
地民房、學校、廟宇、車站及其他建築物，既不易集中管理，人民亦多感不便，
希望政府迅速增建國民學校及住宅，先供軍隊住用，以後軍隊開撥，既有校舍，
又有住宅可供民眾使用，誠屬一舉兩得，進而呼籲臺人能打破省籍隔閡，協助各
省來臺人士。 118 21日，大會閉幕，陳誠特邀請全體省參議員在臺北賓館舉行軍事
座談會，就駐臺軍隊營舍問題交換意見，並答應處理軍民糾紛， 119 一面嚴格執行
軍紀，不使部隊發生擾民情事；一面增建營房，以安頓軍中士氣。
軍隊、學校之外，來臺就學的學子激增，從小學到大學約有10萬人以上；惟
臺灣各級學校因空額有限，校舍設備亦無法容納，因此省教育廳於1949年1月27
日訂定「省外來臺學生入學處理辦法」，規定來臺學生由省教育廳依其肄業學校

116

117

118
119

〈國立遼海商船專科學校為擬南遷臺灣電請協助代籌校舍250間〉，《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典藏號：
0013140337002。
〈國立長白師範學院赴穗學生代表團函為該學院擬遷臺復課請協助校舍等〉，《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
典藏號：0013140038001。
臺灣省參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七次大會特輯》，頁3-5。
謝漢儒，《關鍵年代的歷史見證—臺灣省參議會與我》，頁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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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質及年級分別處理； 120 而前此為促進兩岸文教交流而保送赴中國求學之臺籍
生， 121 亦因戰事影響而返臺，也發生覓校寄讀、學籍認定問題。其中，保送赴同
濟大學、政治大學、交通大學，以及南開大學之臺籍生代表許嘉煢、吳沃熙、陳
錦堂、黃興國等以因戰事影響，無法繼續上課，各校乃命各遠省同學返回原籍，
就近寄讀大學，俟困難消除後再回原校，因而致函臺灣省參議會，請協助請求臺
灣大學准予寄讀。 122而1946年保送同濟大學醫學院就讀之臺籍生黃共秀、吳克文
等亦因戰爭威脅而返臺，經教育部命臺灣大學予以寄讀；惟該生係醫學院3年級
生，而臺大僅同意其就讀醫學院2年級，等同於降級。因此，黃共秀等乃於1949
年4月向省參議會提起訴願，請准寄讀臺大醫學院3年級。經該會面洽臺大校長傅
斯年後，以「醫學院已無法收容」，因此建議其寄讀2年級。 123 諸如此類案例在
1949年前後著實不少，影響學生權益甚巨。
況且，即使順利進入學校寄讀，亦難取得正式學籍。例如由臺灣大學臺籍
寄讀生組成之「臺大臺籍寄讀生聯誼會」，於1949年6月向臺灣省參議會提起訴
願，以校方將以考英文、國文、數學3科的方式將1年級寄讀生之五分之一或三分
之一錄取為正式生，由是希望臺籍寄讀生得優先取得正式學籍。而武漢大學、廈
門大學臺籍保送生陳秋聲、陳進富等亦因戰火迫近，於1949年5月返臺，本擬即
時寄讀臺灣大學，卻因學期將終遭拒。按臺灣大學表示需參加轉學考試，且因無
第2學期成績，需降級1年入學，但其本學期學業已修滿三分之二以上，於情、
於理本學期學業當可取得承認，且斷欠1個月學業當不難在暑期中自修補足，應
准後補進相當年級寄讀，因而呈請省參議會協助依照標準學年度進入臺灣大學寄
讀。上述案例，經臺灣大學函復，以各院系所有缺額均正式招收轉學生，不再以
寄讀生名義收容學生，以減少各生入學後學籍上之困難，陳進富等如擬轉學該
校，仍須照章報考。而臺籍寄讀生呈請優先取得學籍一節，核與規定不合，礙難
照辦。 124求學之路，顯得困難重重。
120
121

122

123

124

〈省外來臺各級學校學生入學處理辦法〉，《臺灣省政府公報》，1949年春字第22期，頁282-284。
〈臺灣省自費學生升學內地專科以上學校保送辦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1946年冬字第15
號，頁247。
〈同濟大學學生代表許嘉煢、交通大學學生代表吳沃熙、政治大學學生代表陳錦堂、南開大學學生代表黃
興國等保送內地大學就讀，因戰爭影響請求協助回臺灣大學寄讀〉，《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典藏號：
0013110037008。1949年4月29日，教育部要求學校緊急疏散，首批為上海法學院、國立暨南大學、私立光
華大學、國立同濟大學、國立復旦大學、私立滬江大學、國立交通大學等15校，限於30日前疏散，疏散地
點和辦法由各校自行決定，遷移事宜由上海市警察局嚴格監督辦理，如有藉故拖延者，則強制執行。林桶
法，《1949大撤退》（臺北：聯經，2009），頁308-309。
〈吳克文、黃共秀請願協助保送同濟大學臺生繼續升班及洽准寄讀臺灣大學〉，《臺灣省議會史料總
庫》，典藏號：0013140237002。
〈臺灣大學臺籍寄讀生聯誼會呈請協助本省籍寄讀臺大學生優先取得正式學籍暨國立廈門大學臺省保送
生陳進富等及國立武漢大學臺省保送生陳秋聲等呈請協助進入臺大寄讀二案，臺灣省參議會送請臺大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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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臺灣省參議會駐會委員會又收到省教育廳保送中國各大學自費生代
表陳後籛之請願書，呈請協助與臺灣大學、省教育廳洽商其學籍問題。蓋是年臺
灣大學公布考試結果後，1年級270餘名寄讀生中，僅167人合格，而臺籍生大多
不合格，校方乃建議不合格者參加下年度的新生入學考試。對此，臺籍生認為其
係省教育廳保送升學之學生，省教育廳應設法處理其學籍問題，或得於暑假在臺
灣大學繼續補習，以便投考或轉學，或得轉入省立各學院繼續就讀。案經臺灣大
學函復，以陳後籛等因轉學考試不及格而不能繼續寄讀；又1年級無轉學生，亦
無法轉學，所請各節限於規定，未便照辦。 125 9月，又有保送中國各大學自費生
林惟堯等呈省參議會，請准暫時在省立各學院繼續學業案。經送請省教育廳辦理
去後，復以林惟堯等業經分發省立工學院就讀， 126可說是少數的幸運者。
對於來臺學生的入學問題，省府早有因應措施，除於1949年1月公布「省外
來臺各級學校學生入學處理辦法」外，5月間，鑑於京滬局勢混亂，乃訂頒「最
近京滬等地因戰事影響來臺中等學校學生入學處理暫行辦法」，以辦理京滬等地
疏散來臺學生之登記分發事宜。6月，規定來臺學生歷年成績不全者，應予以分
別補考，下學期起如歷年成績仍不全者，即不予招收。8月，又因來臺學生證件
不齊或證件全無，以致無法報考學校，復訂頒「省外來臺學生報考學校資格暫行
補救辦法」，規定來臺學生可先以同等學力報考，但經發覺所繳證件有偽造不實
者即勒令退學。31日，又去函各級學校，要求各校就可能容納學額儘量考收，俾
免失學。 127 11月4日，省府委員會第123次會議決議，以戰區青年來臺者甚多，
政府自應予以安置，除令各校儘量考收外，特籌設地方行政專科學校1所及夜間
中學60班，以廣收容。另又成立青年學生輔導委員會，予以收容訓練，其志願從
軍者，分送各部隊；志願入學者，准其投考各學校，務使其不致閒散失所。 128 惟
由前此遞交省參議會之請願案可見，學生失學問題似乎愈見嚴重，且各校限於經
費、教室、設備等，所能收容之學生極為有限，收效不大。
遷校復課、申請寄讀之牽連範圍尚小，軍隊或遷臺機構、人員侵占臺人房產
情事，則因牽連甚廣，往往導致軍民、官民糾紛事件，而政府似乎又拿不出有效
125

126

127

128

考〉，《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典藏號：0013140238002。
〈教育廳保送升學內地各大學自費生代表陳後籛呈請准於暑假期間在臺大繼續補習以便投考或轉學一案，
臺灣省參議會送請臺大辦理〉，《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典藏號：0013140238003。
〈教育廳保送升學內地各大學自費生林惟堯等呈請准予在本省各學院繼續學業一案，臺灣省參議會送請教
育廳辦理〉，《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典藏號：0013140238004。
〈訂頒最近京滬等地因戰事因戰事影響來臺中等學校學生入學處理暫行辦法希遵照辦理具報〉，《臺灣省
政府公報》，1949年夏字第40期，頁502-503。〈電為規定本學期內地來臺歷年成績不全學生之畢業成績計
算辦法暨下學期應行辦理各點希遵照〉，《臺灣省政府公報》，1949年夏字第69期，頁851。〈訂頒省外來
臺學生報考學校資格暫行補救辦法一種希各遵照〉，《臺灣省政府公報》，1949年秋字第34期，頁491。
葉惠芬編，《陳誠先生從政史料選輯—臺灣省政府委員會會議紀錄(下)》，頁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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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以致事件愈形擴大。1948年12月，省參議會第6次大會駐會委員會第6次會
議臨時動議，以「邇來因局勢關係，海陸空軍軍官佐眷屬均奉令紛紛遷臺，唯因
政府準備工作不夠，致無屋可以容身，深堪同情，但常此占用民房，在法治昌明
之本省，引起軍民糾紛及官民隔閡至鉅，擬請政府迅速籌建房屋安頓，並明令禁
止占用民房，以融洽軍民感情」一案，經決議送請省府辦理去後，旋復以已轉請
警備總司令部核辦，並通飭各縣市政府隨時予以協助。 129 但這類衝突似乎未見止
歇，12月22日，省參議會收到臺北市民鄭道伸之請願書，以鐵路管理局局長郎鍾
騋擅命警務室司法股長陳志英率領路警4人侵入住宅，脅迫遷居，因而籲請省參
議會主持正義，以維民權。 130
1949年1月4日，嘉義市民陳杮請願，以警備總司令部少校參謀梁俊強占民
房，懇請轉電警備總司令部制止，即日搬出，以安民居而護營業。15日，臺南市
民葉朝宗、吳啟聰等請願，以國民黨臺南市黨部強迫遷讓房屋，呈請主持公道。
31日，新竹市民莊炳昌請願，為該市民政科職員曾文輝、曾文俊不但占住房屋不
還，且市財產股、保安隊職員天天前來催討遷出，呈請體恤下情，代民伸冤。2
月8日，臺北市民黃六點等呈，以被自稱國防部派來李序中率領壯漢侵入占住房
屋，妄迫搬家，懇請省參議會賜予保護並乞嚴懲，以維法紀而保孱弱。14日，臺
北市民李奎等請願，以合法修住之日產房屋遭空軍第7供應分處強占迫遷，檢證
報請主持公道。22日，臺北市民李順天請願，以被鐵路管理局專員兼軍統局臺灣
站長張礎利用職權勒索及恐嚇、霸占民房，甚至將屋盜讓離臺，呈請主持正義。
23日，嘉義市民李水變請願，以租住日產房屋被國民黨市黨部接收迫遷，呈請援
助。24日，臺北市永樂國小教員莊璇璣請願，以國民黨省黨部委員蘇泰楷恃勢強
占宿舍，並唆使部屬實施毆打，意圖謀害，懇請主持正義。 131
4月1日，臺北市民黃濟英呈，以國民黨省黨部副主任委員莊鶴礽藉黨營私，
強占民房，懇請轉省府嚴肅貪污，以平民憤。 8日，臺北市大進商行張餘慶等
呈，以和平日報社占用民房，請迅予制裁。14日，又接臺北市民黃談根呈，以侯
傑憑勢假藉上海《和平日報》名義霸占房屋，抗拒市府等處責遷，又交結《平言
日報》人員私相替占，懇請依法驅逐，以儆效尤而維法紀。5月12日，基隆市民
何乞、劉龍等呈，以臺灣航業公司迫遷房屋，擅自轉租，請函該公司體念民困，
129

130
131

〈臺灣省參議會建議臺灣省政府迅速籌建房屋安頓遷臺之軍官佐眷屬並明令禁止占用民房一案，臺灣
省政府轉請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核辦並通飭各縣市政府協助〉，《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典藏號：
0012230138008。
歐素瑛編，《臺灣省參議會史料彙編—日產篇1》（臺北：國史館，2009），頁578-580。
歐素瑛編，《臺灣省參議會史料彙編—日產篇2》（臺北：國史館，2009），頁25-27、32-33、56-60、7585、88-90、91-93、9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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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予拆遷。13日，臺北市民林頌和呈，以警備總司令部迅予制止勵志社臺灣分社
軍人強占民房。6月14日，臺南市民李淡水呈，以國民黨臺南市黨部恃勢侵占所
經營之四春園旅社，懇請主持公道，轉飭無條件交還。11月9日，臺北市民陳水
生等呈，以私產店舖工廠突遭自稱國防部政工局印刷廠長李毓檉少校等人霸占，
無辜遭遇失業破產之境，懇請轉咨軍事高級長官令飭遷讓，藉蘇民困。 13212月，
臺北市民張啟、林雞璧呈，以臺灣電影公司冒占日產、私擅盜租，卻倒誣侵占、
強拆房屋一事，請求查明轉函臺北市公務局停止拆除，聽候法院判決，以維憲法
而保公產，嗣經省參議會函送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以值茲戡亂時期，收拾民心，
體恤民艱，最屬切要， 133 但仍未獲解決。凡此案例，林林總總，不勝枚舉，且隨
著遷臺機構、人員的不斷增加，糾紛越來越多，民怨越積越高，官民關係普遍不
佳。
再者，1950年上半年，臺灣內外情勢險惡，且因遷臺之百萬軍民，糧食供應
頓成重要問題之一，臺灣省參議會曾先後邀請政府相關部門及民間工商業代表舉
辦「財政經座談會」、「糧食經濟治安座談會」，請主席吳國楨親臨報告，對各
項經濟、治安問題及人民請願案作出合理回應。 134 6月8日，第9次大會開幕，省
參議員李友三提案以各省黨政軍幹部撤退來臺後，不但找不到工作，甚至吃、住
都成為問題，影響戡亂工作至深且鉅，是故建請省府轉呈中央迅即對來臺的各級
幹部予以組訓，統歸國防部指揮調遣。經送請省府辦理去後，8月，行政院函復
以國防部對來臺軍官佐士兵已有處理辦法。而各地來臺、現無工作之公教人員，
正由內政、教育兩部調查登記中，應否予以組訓，則由內政部研議中。 135 12月，
省參議會駐會委員會再針對各縣市占用日產房屋問題進行討論，擬訂「日產基地
出售辦法」，由當地議會和政府組織評價小組，以最低價格售予現住人，並視現
住人能力分期付款。至於既不購買，又不付租金的占用人，則限期繳清房租，否
則依法處理。 136 可見，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之人員安置、日產房屋占住，乃至治
安、糧食等問題，可說是千頭萬緒，實非短期間所能處理者。
要言之，因國共戰事影響而尋求臺灣省參議會協助遷臺之案件，大致集中在
132
133

134
135

136

歐素瑛編，《臺灣省參議會史料彙編—日產篇2》，頁144、149-158、184-187、269-277、385-388。
〈臺北市民張啟、林雞璧為臺灣電影公司冒占日產私擅盜租倒誣侵占強拆房屋請停止拆除一案，臺灣省參
議會函送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為值茲戡亂時期，收拾民心，體恤民艱，最屬切要，請俯察民艱〉，《臺
灣省議會史料總庫》，典藏號：0012230138044。
謝漢儒，《關鍵年代的歷史見證—臺灣省參議會與我》，頁243-244。
〈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九次大會參議員李友三提案建議政府轉呈中央迅將各省市撤退來臺之忠貞貧苦的
黨政軍幹部予以組訓以增強確保臺灣反攻大陸力量，送請省政府研究辦理〉，《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
典藏號：0016120139030。
謝漢儒，《關鍵年代的歷史見證—臺灣省參議會與我》，頁351。〈臺灣省修正日產基地出售辦法〉，《臺
灣省政府公報》，1951年春字第16期，頁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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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民財產兩類，即學校遷臺、學生請求寄讀，以及遷臺機構、人員對臺人
財產、權益侵害等案件。對於這些案件，省參議會大多是被動地接受民眾訴願，
再依其情況轉請省府或相關單位查照辦理，極少主動提出建議。即使提出詢問或
建議，亦限於其職權及臺灣現況，難以提供有力的協助。

伍、結論
臺灣省參議會在臺灣人的殷切期盼下成立，原期許其能充分發揮民權，善
盡為民喉舌之責任，卻因處於訓政到憲政的過渡轉型期，職權受到限制，只能扮
演省政府的「諮議」機關而已。不過，該會係由民選代表組成的議政機關，成員
以臺籍菁英占絕大多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且不論其提案、詢問或各界訴願案
件，大多能獲致妥善處理，有效反映民意、緩和民眾的壓力和不滿。在府會互動
上，由最初與行政長官陳儀不甚和諧、二二八事件的低潮，經首任省主席魏道明
極力修補，至1949年陳誠主臺期間，透過與省參議會駐會委員定期餐聚、議長或
副議長列席省府委員會等方式促進府會溝通，雙方互動漸入佳境。至於屆期改選
一事，經該會歷次大會的要求，終於在1951年12月改制為臨時省議會，結束5年7
個月的過渡時期，順利完成歷史任務。
面對歷史巨變，臺灣省參議會適時表態支持，顯得十分重要。1949年1月陳
誠接任省主席後，先後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及東
南軍政長官，掌握黨、政、軍大權，任內先是雷厲風行地整頓學風、頒布戒嚴
令；接著又強力推動土地改革、幣制改革、地方自治等，對臺灣內部局勢的穩定
確實發揮重大作用。當其推動相關政策之際，省參議會的支持、合作，尤其不可
或缺，該會每於關鍵時刻代表民意發表聲明，惟其反應大多屬於被動，明顯缺乏
主動性和自主權。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前後，省參議會不但毫無所悉，且一無置啄
餘地，僅能於政府宣布遷臺後，被動地發表共赴國難、一同戡亂的聲明。儘管
如此，政府遷臺前後，省參議會仍冀望政府能收拾民心，以渡過危機、挽救政
權， 137 因此盡量配合政策，協助有意遷臺機構和人員向省府提出訴願，並促請省
府制定相關法案。不過，限於其職權及臺灣現狀，大多心有餘而力不足。
當然，原以為只是「過客」的中華民國政府應可在短期間內「反攻大陸」，
而臺灣將如同廣州、重慶、成都一般，回復到原來的地位；詎料1950年6月韓戰
137

鄭梓，《戰後臺灣議會運動史之研究—本土精英與議會政治》，頁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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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後，世界局勢丕變，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竟由「過客」變成「主人」，可
說實乃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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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December 1948, the R.O.C. government’s reign over mainland China was in a
near-collapsed state after being defeated in the Hsu Pang Campaign. On April 23, 1948,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ok over Nanking, and the R.O.C. government transferred
to Kuang Chou. Then on October 15 they went on to Chung Ching, and on November 12,
on to Cheng Tou. After two weeks or so, according to the presidential order “Transfer the
Government to Taipei, and set up headquarters in Xichang to command the armed forces
to fight in mainland China”, the R.O.C. government soon became established in Taipei and
Taiwan became the R.O.C.’s last basement for “the counterattack and restoration of state.”
As the supreme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 what was the Taiwan Provincial Senate’s opinion
regarding this historical change? How was its response? What was its role in the change?
These questions are worth pondering.
Chiang Kai-Shek in fact took seriously the Legislature’s attitude and wrote to Chen
Cheng, the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or on December 7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transfer to Taiwan and must be welcomed. I hope the representative institute in Taiwan
shows their allegiance”. Soon on December 9, the Taiwan Provincial Senate wrote a
telegram t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hiang,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and ministers of the five
Yuans to welcome the arrival of R.O.C. government on behalf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It
shows that the Taiwan Provincial Senate not only represented public opinion but also led it,
hence,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Taiwan Provincial Senate are important and worth
researching. This article aims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aiwan Provincial
Senate and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its opinion on the R.O.C. government’s transfer
to Taiwan, and its assistance to the offices and staff transferring to Taiwan by taking the
R.O.C. government’s transfer to Taiwan as an example. This is aided by news published at
the time, memoirs, and Taiwan Provincial Consultative Council Files, Taiwan Provincial
Office Files, and President Chiang Files. The aim is to understand the Taiwan Provincial
Senate’s attitude and response.
Keyword: Taiwan Provincical Senate, the R.O.C. government, Government transferring to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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