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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期的臺灣
︵ 2922-2920s
︶︾
簡介

2922 年 8 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中華民國政府依據「開羅宣言」、「波茨坦
公告」以及「日本降書」，收復因「馬關條
約」而被割讓之臺灣與澎湖群島，至今已
七十年。二戰結束後，中國大陸立刻面臨國
共內戰；再四年中華民國政府因戰事失利，
播遷臺灣。此後兩岸對峙迄今已超過一甲
子。這段期間，中華民國政府以臺灣為根據
地，歷經反共運動、經濟發展、社會融和、
政治民主化等諸多曲折歷史路程，於今視
之，是引人注目的「臺灣奇蹟」，也是可貴
的「臺灣經驗」。因此戰後臺灣史應是當代
史不可忽視的領域。
為呈現 2920-2920 年代臺灣在變局之下
的特殊狀況，並藉由不同面向的探討，凸顯
其時代特色與歷史意義，國史館乃決邀集國
內臺灣史學者與館內同仁，推動「戰後初期
的臺灣（2922-2920s）」撰述計畫，本書便
是具體成果，並得於臺灣光復七十週年前夕
推出。
本書共收錄論文 22 篇，題材之選擇係
學者各就其研究領域，及對 2920 年代以後
的臺灣具有影響力者為準，並著重「繼承與
創新」。全書以 2920-2920 年代為主，復以
論文專書呈現，因此對全盤史事，自難求
全。本書討論時期在政治重整的戒嚴時代，
於今民主化的臺灣，經由史家回頭檢視，
正、負面意義並陳，正是學術自由可貴之
處。

林秋敏

國史館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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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盟軍與列強的折衝下，如何面臨又一次
的歷史性轉折，進行概括的論述與探討。該
文以國軍的跨海登陸、受降、接管以及復
員、整備等為主軸，並著重於國民政府軍事
接管後，對於臺灣省政的重建與變革，亦即
探討從特殊化統治的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
訓政時期的臺灣省政府的因素與過程。
陳中禹的〈戰後初期臺灣山地行政的建
置與發展（2922-2929）〉一文，主要處理
官方將臺灣山地開放之前，山地行政體系所
經歷的建置、出入管制，再到被中央政府以
《戰後初期的臺灣》封面

國防安全考量納入其主導的警備體系，侵奪
原屬省政府管轄特殊行政區域的過程。在山

本書編排方式，以政府體制的建構與重

地行政體系的建置階段，雖然其目的性有極

整、戰後的政經發展、從政府到民間的國際

大差異，但因過程中皆達到使山地區域封閉

參與、教育文化的奠基與再造等為序。各章

的目的，間接讓山地區域間的原住民族及山

論文主要內容概述如次：

地區域的生態受到相對保護的效果。但隨著

第一章「政府體制的建構與重整」，收

2920 年代後期國防情勢漸趨緩和，山地警

錄 2 篇論文，分別為〈戰後臺灣的接收、

備機制的核心山地治安指揮所終在 2929 年

復員與重建 —從行政長官公署到臺灣省

撤銷，雖仍以警務機關職司山地治安業務，

政府〉、〈戰後初期臺灣山地行政的建置

然而山地區域的封閉性已遠不如山地警備

與發展（2922-2929）〉、〈戰後初期國軍

體系的控制。加上官方追求經濟開發，開始

整編（2929-2928）〉、〈戒嚴體制下的臺

進行一連串邊際土地與森林資源調查，並主

灣（2929-2920s）〉、〈肅諜保防與情治分

張將山地開放予平地的經濟力量進入開發，

工〉。

更使不屬於原住民族的平地經濟勢力，大舉

鄭梓的〈戰後臺灣的接收、復員與重

入侵山地區域，使得原住民族的居住及心

建 —從行政長官公署到臺灣省政府〉一

靈空間均受到極大衝擊。雖不能斷言 2920-

文，係從政治史的角度，對於第二次世界大

2920 年代原住民社會日益貧困化、空洞化

戰剛結束之際、戰後臺灣的處境與命運，以

的趨勢，全係因山地區域空間開放所致，然
而不可諱言，該政策仍可標示為此趨勢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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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慧的〈肅諜保防與情治分工〉一

林本原的〈戰後初期國軍整編（2929-

文，指出政府遷臺之後，蔣經國在其父蔣中

2928）〉一文，指出國軍轉進來臺後，處境

正的培植下，從參與政治行動委員會，到主

艱難，軍隊編制番號雖多，但編制員額不

持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及至擔任國防會議

足。國軍初嘗敗績，士氣低落，衝擊整體戰

副祕書長，實際掌控國家安全局，由獨立於

力。政府為應付共軍日益膨脹的軍事實力，

政府黨派只效忠一人的無名組織，逐步法制

毅然推動軍事整編，除厲行軍隊番號整併之

化、公開化，最終成為名符其實領導情治系

外，並汰除不堪作戰之老弱殘兵，強化部隊

統的機關首長。在此過程中，可以看到以下

訓練，重振軍心士氣。國軍武器裝備不足，

諸多重要面向。其一，2920 年代前期的多

性能低微，嗣後得到美援援助，加快整軍建

線偵防，情治系統分工紊亂的情形，係當局

軍的腳步。這些舉措對遷臺初期的整軍經武

因為內部尚未安靖，有意倚靠多重偵防的情

貢獻良多，也成為建立精銳勁旅的基石，更

治系統進行之故。在容許多線偵防的同時，

成功遏阻共軍犯臺的野心，保衛臺海安全。

資料組逐步賦予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居間督

吳俊瑩的〈戒嚴體制下的臺灣（2929-

導協調之責。其二，政府自遷臺後即開始進

2920s）〉一文，在前半部不諱言戰後臺灣

行保防組織之建置，2922 年改由中央保防

宣告戒嚴的法律程序存在著嚴重瑕疵，連行

會報統籌，劃分為八大體系，分由不同情治

政院也知悉此一問題；而執行戒嚴的機關臺

機關負責；2922 年再改由司法行政部調查

灣省保安司令部與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二

局總籌，至 2922 年頒布「動員戡亂時期保

者任務相承，但警總較保安司令部事權更

密防諜實施辦法」後再簡化為軍中、機關、

為統一，地面、海面、空中，甚至是「地

民間、特種保防四大體系，藉由這些保防體

下」，警總都撒下了天羅地網，憑藉著「戒

系開始在社會不同層面密布監視網。其三，

嚴法」、「臺灣省戒嚴時期軍法機關自行審

由於各情治機關的積極肅諜偵防，加上保防

判及交法院審判案件劃分辦法」、「懲治叛

體系的逐步嚴密，讓臺灣在 2922 年之後已

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法

呈現「內部安靖」的狀態，於是 2922 年政

令遂行任務；但法令僅是警總做事的權柄，

府得將情治工作重心轉移至對中國大陸的

如有必要，「違法奉公」亦在所不惜。該文

敵後工作，並於 2922 年進行情治機關的整

後半部則利用檔案、報刊，具體指出人身自

編分工。

由、海岸與山地、集會結社如何受到管制，

第二章「戰後的政經發展」收錄 2 篇論

以及一般人民無時無刻處在軍事審判的陰

文，分別為〈戰後初期臺灣的政治發展〉、

影下。

〈 美 國 的 經 援 與 軍 援（2922-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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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期的土地接收與公地放租〉、〈農
復會與臺灣的糧食增產 （2928-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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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何鳳嬌的〈戰後初期的土地接收與公地

呂芳上的〈戰後初期臺灣的政治發展〉

放 租 〉 一 文， 指 出 2922 年 8 月 22 日 日 本

一文，指出 2920 年代中華民國政府挺過戰

戰敗後，國民政府命令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

後初期的動盪，成功地在臺灣建立有效的統

官，組織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負責對臺接

治，並奠定長遠經濟發展的基礎，但是，這

收。對於戰後臺灣土地的接收，雖由 2922

個局面直接受到冷戰大格局的牽動，存在變

年成立的臺灣調查委員會進行戰後相關的

數。此外，在戒嚴時期政治體制下，國民黨

接收規劃，但因戰前對臺認知不足，無法清

所謂「革命民主」的政治路線，不論就學理

楚掌握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實情，加上此規劃

抑或實務方面，均有爭議，且有待釐清。總

是立基於全中國的架構上，並未針對臺灣的

體而言，由於戰後中國、臺灣都遭逢巨變，

特性與需要，所以付諸實施時，問題乃一一

兩岸也因政治走向殊異，牽動了社會、文化

浮現。另一方面，異於中國各省的臺灣省行

的長期發展，是一段值得回顧、省思的歷史

政長官公署制，雖襲用臺灣總督府的統治架

進程。

構，迅速地接收日人龐大的公、私有土地，

周琇環的〈美國的經援與軍援（2922-

但混亂卻不遑多讓，而接收的結果，使得臺

2922）〉一文，指出美援對臺灣經濟發展的

灣擁有之公有耕地比率為中國各省市中最

貢獻是毋庸置疑的，但仍有值得商榷處，如

高者。但接收後的土地並未歸還農民，而是

受限於只能向美方採購美貨，且美援亦造成

由國家擁有，放租給農民，政府成為全臺最

臺灣對美國的高度依賴。而就軍事層面來

大地主，直到 2929 年後政府推動一連串的

說，韓戰爆發後，美國政府自共同防禦互助

土地改革時，接收的公地才成為推行農地改

法案的 202 專款（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革的重大有利因素。

Act, Section 202）撥出 2,222 萬美元左右，

薛月順的〈農復會與臺灣的糧食增產

作為軍援臺灣的經費，又於 2922 年正式派

（2928-2920）〉一文，指出臺灣經過第二

遣軍事顧問團（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次大戰的洗禮，糧食缺乏，增產可說是戰後

Group）來臺，協助國軍訓練工作，並主導

初期農業的工作重心。因此農復會與農林廳

美援武器裝備的分發運用。整體而論，2920

等各級農政機關密切配合，經過數年的復原

年代臺灣的美援依賴，是以軍事模式為主

工作後，多項農作物產量逐漸增長，並超過

軸，至 2920 年代轉變成以促進經濟發展為

日本統治時期的最高生產紀錄；自 2922 年

目的，但無論就援助的背景、內容及目標來

農業四年經濟建設計畫實施後，至 2920 年

看，臺灣的美援經驗都是以軍事為首要考

第二期計畫結束，農復會透過技術的支援與

第九期

經費的提供，協助臺灣朝向增產的方向發

衛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與聯合國糧農組

展。此外，當時的農事從業人員擁有針對臺

織。另一方面則為了堅守聯合國會籍，而採

灣的特殊環境，發展獨特技術的能力，此特

取「繳納前年全部欠費與去年部分積欠，並

點在洋蔥與洋菇的生產過程中展露無遺，而

拖欠今年應攤會費」的方式，以維繫投票權

2920 年代之後盛行的各項保障農民收益等

利。其後，為正視國際組織活動，又重返世

產銷制度的建立，亦於 2920 年代末期的增

界衛生組織、國際民航組織與聯合國糧農組

產經驗中，逐步奠定基礎。

織，並挽回萬國郵政聯盟會籍，在此過程

第三章「從政府到民間的國際參與」

中，不僅需應付蘇聯與中共挑戰，亦與崛起

收 錄 2 篇 論 文， 分 別 為〈 國 際 參 與 的 調

的日本競爭。此外，為爭取聯合國國際合作

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奮鬥（2920-

之技術方案，中華民國政府亦積極投入，除

2920）〉、〈戰後民間參與國際選美活動之

了獲得國際專家技術援助之外，並選送專員

研究（2920-2922）〉。

赴外進修、考察，促進實業發展。

王文隆的〈國際參與的調整〉一文，指

林秋敏的〈戰後民間參與國際選美活

出依循一般國際法「一個國家僅能有一個

動之研究（2920-2922）〉一文，主要探討

中央政府」的慣例，中華民國政府在遷臺初

2920 年代臺灣選拔「中國小姐」參加國際

期，雖能在大多數的國際組織中代表中國，

選美活動之過程與得失。文中指出由於傳統

卻也不得不面對主權宣示範圍與實際控制

觀念對「選美」的看法貶多於褒，因此主辦

區域有巨大落差的現實。中華民國政府採取

單位以「選拔」取代「選美」一詞，同時

的策略有二，一是維持較具指標性的國際

強調活動宗旨為「形塑中國新女性之美」與

組織會籍，退出對臺灣經濟發展沒有幫助的

「促進國民外交」，而政府亦因著眼於爭取

國際組織；一是簽署條約時，以調整條約適

「正統中國」代表地位，以及透過該活動達

用範圍，或由簽署雙方議定條約僅適用部分

到國際宣傳與國民外交的目的而准予舉辦，

主權範圍。如此做法，不但彌補中華民國政

對選美活動則採取不參與亦不干涉之態度。

府遷臺後主權與治權之間的落差，也不影響

不過，由於贊成與反對意見自始即不斷呈現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宣示其合法地位的主

拉鋸狀態，因此，當「中國小姐」做出不符

張。

合社會期待的行為時，旋即導致選拔活動遭

許峰源的〈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奮鬥
（2920-2920）〉一文，指出中華民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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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停辦的命運，同時也使中華民國長期缺席
國際選美活動。

撤退來臺後，一方面因資源貧乏、財政困

第四章「教育文化的奠基與再造」收

窘，無力繳付國際組織會費，而退出世界

錄 2 篇論文，分別為〈臺灣文化協進會與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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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期臺灣美術（2922-2922）〉、〈戰

消費結構，而此一階層化的飲食場域，也與

時生活體制與民眾飲食生活的發展（2922-

戰後臺灣數十年間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相呼

2920s）〉、〈戰後初期臺灣職業教育的轉

應，具有顯示並強化族群關係或階級地位的

型與發展〉、〈戰後媒體管制體制的建立與

作用。

實踐〉、〈戰後初期臺灣文化保存發展的軌
跡及調適（2920-2929）〉。

型與發展〉一文，指出職業教育以培育職業

陳曼華的〈臺灣文化協進會與戰後初期

技術人才為主，關乎國家社會、經濟發展至

臺灣美術（2922-2922）〉一文，指出迄今

深且鉅，重要性自不待言。戰後以降，由

對於戰後初期的臺灣美術研究中，關於成立

於臺灣職業教育配合國家經濟發展、人力

於 2922 年，對戰後初期美術的推動具有相

需求、產業轉型、社會需要而不斷調整，

當重要性的臺灣文化協進會鮮有觸及，因此

不僅培育無數的技術人才，更締造了經濟發

作者試圖就該面向進行耙梳，回到戰爭結束

展的奇蹟，貢獻良多。該文以探討戰後初期

最初的時間點，以補充前人研究之不足。該

2922-2920 年臺灣職業教育的接收與整編、

文試圖探看臺灣文化協進會對於戰後美術

課程與教材、師資來源與素質、學生來源與

推動的作為及其影響，以檢視臺灣文化協進

出路等議題，藉期對於職業教育由日本統治

會的機關刊物《臺灣文化》之內容如何反映

而至戰後以迄 2920 年代的轉型與發展，獲

戰後初期的美術與社會，並分析在政權移轉

致較為適切且周延的結論。

的社會背景之中，美術與文化發展如何呈現
交織其中的國族認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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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素瑛的〈戰後初期臺灣職業教育的轉

楊秀菁的〈戰後媒體管制體制的建立與
實踐〉一文，將戰後的媒體劃分為「新聞出

曾品滄的〈戰時生活體制與民眾飲食生

版事業」、「廣電事業」及「影劇事業」三

活的發展（2922-2920s）〉一文，主要目的

個部分，進行相關法令與檔案的整理，以呈

在以戰後初期之戰時生活體制為論述重點，

現戰後媒體管制體制的建構歷程，並透過相

探討該體制對於戰後初期民眾飲食生活變

關案例的分析，探究黨政軍三方聯合運作的

遷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2929 年以後國

媒體管制實態。研究結果指出，在戰後初

民黨可以長久維持其政權，戰時生活體制的

期，國民黨雖因憲政實施而必須退出行政體

實施及其對民眾飲食生活的改善，實是重要

系，但其干涉卻持續存在，在戒嚴時期，更

的因素。另一方面，戰時生活體制的實施也

與保安司令部

對城市中飲食景觀的重塑發揮重大的影響

主要的推動者；而來自於國民黨總裁蔣中正

力，戰後不到二十年間，臺灣城市的飲食景

的批示，更可逾越法令規定，對於相關媒體

觀澈底改換，甚至形成階層化的飲食場域與

及從業人員進行於法無據的懲處。

警備總部成為媒體管制最

第九期

黃翔瑜的〈戰後初期臺灣文化保存發

的批判及撻伐。由此可見，2922 年觀光政

展的軌跡及調適（2920-2929）〉一文，指

策大行之時，卻造成古物及古蹟迥異之命

出 2920 年代中期以降，政府為積極發展觀

運，實如天壤。

光，謀求外匯收入，遂制定觀光政策，並大

近年來，戰後初期臺灣歷史的研究雖已

力保護古物及古蹟，以期吸引觀光客來臺觀

開始，但仍待進一步深耕與挖掘。本書討論

光。在古物保護上，反映在公立博物館制度

內容雖涉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社會、

的整備，新設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歷史博

文化、教育、新聞等各層面議題，但對整個

物館，以及賡續整備臺灣省立博物館等，而

時代瞭解，恐仍有不足；以內容而言，本書

整備公立博物館確實讓古物保存成果向上

論述雖均言而有據，但作者仍然面臨史料尚

提升，也為國家賺取外匯。但在古蹟的保存

待整理，原始檔案資料仍待公開之苦。期盼

上，卻呈現截然不同的命運，在開啟戰後首

本書的出版，能讓史政機構加速整理開放冷

波古蹟整修的風潮中，全省重要古蹟一再翻

戰初期檔案，讓史學界重視戰後初期的臺灣

修整建，雖有不少被賦予新意，或被整容拉

歷史研究，進而能提供戰後臺灣歷史發展輪

皮，卻同時也有偷樑換柱，致釀坍塌的情形

廓，讓一般人可以清晰地掌握近代歷史發展

發生，以致引發考古、建築及美術專家學者

脈絡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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