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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進入清領時期後，西方世界對

福爾摩莎的認識極為有限。1858年臺灣

開埠，吸引許多西方商人、洋行、動植物

採集者、探險家及傳教士到訪，開啟自荷

蘭時代後再度與西方世界廣泛接觸的時

代。就現有的記述資料來看，當時西人

看待臺灣Hakka，有的是以華南生成的

Hakka認知來理解，甚至強行套用。當

然也有一些比較深刻的在地觀察。例如就

Hakka的分布，來臺的外國人點出了中

壢、竹塹、貓裡、月眉、南庄、大湳、新

民庄、保力、巴塱衛等Hakka聚落，也提

到當時臺島Hakka的生業方式，除了種稻

植蔗外，還有木炭、茶葉、樟腦和石油。

他們也觀察到臺灣的Hakka和福佬關係不

睦，與平埔關係緊張，與高山的原住民則

存在中介交易、軍火提供，及互通婚姻的

複雜關係。

此外， 1 9世紀西人眼中的臺灣

Hakka對西方宗教，不論天主教或基督

新教，皆多採取反對的態度。萬金庄的

天主教會與當地的客家自立教以來皆持

續緊張。就新教而言，長老教會的馬偕

在中北部客家聚落的傳教較有收穫，在

客庄地區創立中壢、獅潭、月眉和苗栗

等四間教會，南部則靠李庥牧師拓展了

南岸教會。還有臺灣Hakka不纏足的風

俗，也是讓來臺西方人士印象深刻而津

津樂道的。

若以清代文獻上的「粵」或「客」

之書寫，與19世紀來臺的Hakka認知

相較，前者依據的是省籍界線，後者依

據的是方言界線，二者間存在一定的落

差，但有一個交集在，就是粵省的客方

言人群。而由Hakka生成的歷史來看，

在1850年代之前，西方世界應沒有何謂

Hakka的認知，當時對於中國來臺的漢

人，率皆以官方視角的「閩粵移民」稱

之，當然無從知道這閩與粵之中，還有

不同方言人群的存在。或者即使察覺，

也只是個別的記述，沒有一個專有名詞

加以冠之。因此，我們在研究清代臺灣

客家歷史時，必須將Hakka一詞究竟在

何時正式登場謹記在心，以避免犯下以

今非古的錯誤。 

本館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19世紀西人眼中的臺灣Hakka*

林正慧**

* 2010年12月24日國史館第192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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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筆者從1950年代臺灣山地

警備的研究，延伸出山地警備體系運

作、偵察甚至「製造」山地政治案件的

探討，於瞭解山地警備體系的外觀後，

更深入瞭解內在運作模式，利用「湯守

仁等叛亂案」的全宗案卷，針對當時的

山地警備體系，如何進行山地政治案件

「情報布建」的探討。

過去對「山地政治案件」的研究，

指出「國家暴力」對原住民菁英的迫

害。但是國家暴力畢竟是抽象名詞，其

具體展現在情治單位、情治人員於政治

案件的運作上。「湯守仁等叛亂案」全

案的情報布建、發展過程，約可分3個時

期，不同時期中，山地警備體系中各情

治單位處置與措施也不同。首先約1個

月的情治單位布建摸索時期，由於僅獲

得了「初步結果」，為了獲悉更多的情

報，確定地下組織發展的情況，對於高

一生、湯守仁等山地菁英進行籠絡與懷

柔，提升官階、提供山地物資，建立雙

方更密切關係，軟化戒心後獲得更多的

情報成果，再擴大打擊面，搜捕更多的

關係人。

再則經歷將近1年4個月的情報布建

發展期，在此過程中，案情成政治性發

展，情治單位收集到各種面向的情資，

都影響到案情的發展與走向，也凸顯出

本案不僅是「國家暴力」可以簡單一語

帶過。國家權力在山地區域建立權威過

程中，固然因為忌憚原有地區勢力者的

反抗，而試圖加以分化、消滅；擁有強

大軍火武器，並視為部落團體力量私

藏，也造成「懷璧之罪」，國家力量自

必不容唯一之外的暴力存在。但是原住

民內部的鬥爭、當地族群情勢、情報單

位的心態，在本案中也都是影響後續案

情發展的重要面向，這都是過去比較被

忽略的層面。

最後從本案山地警備體系和案情發

展過程，可以瞭解山地警備體系的力量

和政治案情的發展，也呈現出兩股糾結

的情況，山地警備體系在1950年開始在

山區膨脹、發展，為了強調本身的重要

性，也不斷地在發展本案案情，最後終

究造成涉入本案的各關係人無可轉圜的

厄運。透過探討「湯守仁等叛亂案」案

的發展過程，「國家暴力」在其中更加

具像、具體化，將山地區域的原住民菁

英，籠罩在政治偵防、軍事保安的警戒

網後，一步步進逼、慢慢收攏消滅。

從「湯守仁等叛亂案」看山地政治案件與

山地警備體系

——以情治單位檔案為中心的探討*

陳中禹**

* 2010年12月24日國史館第193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助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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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早在興中會時期，就已深諳

宣傳工作在推動反滿革命的成效上，所具

有無遠弗屆、啟蒙民昧的影響力。由於過

去研究者對於晚清革命派宣傳刊物的研

究，向來將焦點集中在東京的機關報《民

報》身上，長久以來，學界獨重《民報》

的態度，反而簡化、限縮了晚清革命派刊

物的論述視野，以致許多排滿言論以外的

討論與反省，就此隱沒不彰。

事實上，從《俄事警聞》、《警

鐘日報》、《神州日報》到《民呼日

報》、《民吁日報》之間，其中所刊載

漫畫主題的深度與廣度，遠遠超過《民

報》的格局與視野。《俄事警聞》、

《警鐘日報》漫畫獨重日俄戰爭的史實

報導，反映排滿革命的起點與動機，其

實是列強步步進逼中國下，所引發的外

侮瓜分的危機。《神州日報》將目光轉

而向內，在同樣的外交題材下，進一步

追問造成列強肆無忌憚地鯨吞中國的原

因何在？將筆下的炮火直指清廷的腐敗

無能。《民呼日報》及《民吁日報》的

漫畫，更擴大了革命的視野，提出當前

中國的問題，除了首當其衝的滿清政府

外，社會與人民也是亟待改革的對象。

透過這幾份革命派報刊的漫畫分

析，我們不難發覺晚清的革命論述，其實

是處於一個隨著外在環境，不斷調整、變

化的動態過程，實非反滿二字就能一筆帶

過，過去以反滿來界定晚清革命的範疇，

在漫畫這項題材中，絕對有重新檢討的必

要。此外，本文以革命派刊物來定義題

旨，也有重新說明的必要，事實上，同盟

會僅是一個鬆散的革命組織，與具有現代

政治學意義的政黨形式相去甚遠，同盟會

並沒有建立起一個由上而下的宣傳機制，

不論是東京的《民報》，或是遍布中國各

地由黨人所創辦的革命刊物，都是報刊主

其事者在個人自由意志下所抒發的革命言

論，如果將這個時期的革命漫畫，視為國

民黨最早的漫畫文宣，是頗值得商榷的。

不過，晚清期間若干革命黨人利用漫畫這

種通俗文化的形式，來達到反滿宣傳的嘗

試，相信必定會對於日後國民黨重新建立

宣傳組織時，提供寶貴的經驗與做法。

清末革命派報刊中的宣傳漫畫*

張世瑛**

* 2010年12月24日國史館第194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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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國民政府完成北伐，中國

全國統一，百廢待舉，各地極需進行交

通建設，以發展產業，安定民生。而鐵

路能負重載遠，為陸上最主要的交通工

具，因而主持浙江省政的張靜江即籌謀

修築由省會杭州，貫穿全省，以達江西

省玉山的鐵路，藉以發展產業，並彌補

浙西、浙東不均衡的發展，以謀全省福

利。惟在政局甫定，資金、人才、技

術、材料俱不足的情況下，以一省之力

如何進行360公里的鐵路建設，在當時的

確是個艱難的挑戰。本文即擬就浙江省

在全國統一之初，以自籌經費，本國人

才與技術、材料，修築浙江省杭州通達

江西省玉山的杭江鐵路的經過、營運及

影響，作有系統的敘述與分析。

本文內容概分七節，首先闡述杭

江鐵路修築緣由。第二節闡述浙江省延

聘杜鎮遠主持築路，杜鎮遠以本國人才

與技術、材料及最節省經費的情況下築

路，以祛除依賴外人築路的舊習；另築

路路線的選定，則由錢塘江左岸改訂為

右岸線。第三節由於浙江省經費有限，

故修築360公里鐵路需分江蘭、金玉兩

段逐次修築。浙江省先以省府經費修築

江蘭段，但省府經費有限，未及一年就

難以為繼，後以省產和路產為抵押向中

國銀行團借款築路。在路線修築規格方

面，為節省經費及考量產業需求，軌距

採國定標準，但鋼軌則採用35磅輕軌，

站房亦以簡便設備施行，如此江蘭段

200公里2年修築完成，每公里費3萬6千

元，僅國定標準鐵路的三分之一經費。

第四節闡述1921年曾養甫出掌浙江省建

設廳長，金玉段修築經費很快籌足，故

要求一年內趕工完成，同時進行員工培

訓，另杭江鐵路修築，國府為安內攘外

國防和發展東南地區交通需求，而有進

一步推動修築浙贛鐵路計畫，其後杭江

鐵路即併入浙贛鐵路局為杭玉段。第五

節鐵路交通，完成一段即可進行營運，

此節即就江蘭段、金玉段營運收支，路

局對營運推動的努力和營運盈虧，以及

對浙東交通經濟變遷所產生的影響進行

闡述。第六節杭江鐵路完成時，閩變爆

發，由於鐵路調集軍隊迅速，國府於二

個月內弭平閩變。最後闡述杭江鐵路能

修築完成的諸多因素及其影響。

杭江鐵路修築與營運（1928-1936）*

簡笙簧**

* 2010年12月24日國史館第195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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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25（1936）年6月1日，由廣東

陳濟棠和廣西李宗仁、白崇禧主導的中國

國民黨西南政務委員會及西南執行部舉

行聯席會議，籲請國民黨中央和南京國

民政府領導抗日；並連續發出「冬」（2

日）、「支」（4日）兩電，假北上抗日

之名，分率兩廣部隊進逼湘黔閩贛邊境，

而以重兵犯湘，志在取得衡陽（又稱衡

州），進窺武漢。此一事件，延續至9月

和平解決，是為「兩廣事變」。

兩廣事變爆發後，蔣中正曾召集中

央要員討論應變事宜，一般的看法都認

為非採取軍事行動不可，但對中央軍必

須搶先在廣西部隊抵達衡陽前，控制此

一軍事要地，沒有確切的把握；並認為

即使能控制衡陽，大戰也就由此爆發。

當蔣於6月6日徵詢陳誠的意見時，陳誠

力排眾議，認為中央軍如先控制衡陽，

戰爭反可避免。陳誠的看法，正符合蔣

調動軍隊備戰，但以政治解決為主的方

針，因而任命陳誠以武昌行轅參謀長身

分負責處理兩廣事變。

兩廣事變最終得以政治方式解決，

陳誠迅速調軍南下控制衡陽，應是其中

的關鍵。7月中旬，廣東問題解決後，蔣

中正有意趁機解決廣西半獨立的態勢，

於7月25日發布新命令，免去7月10日二

中全會發布李宗仁、白崇禧為廣西綏靖

正副主任的職務，改派李宗仁為軍事委

員會常務委員，白崇禧為浙江省政府委

員兼主席。此一命令，當然無法被李、

白所接受，中央為防範廣西異動，開始

進行一連串的軍事部署。8月4日及21

日，蔣先後頒布封鎖廣西部署及定桂軍

戰鬥序列電，希望能從經濟封鎖和軍事

圍堵上，達到政治解決的效果。

8月2日，陳誠電呈蔣中正，首度提

出對李宗仁、白崇禧採分而治之的政治

解決方式，也就是讓李宗仁繼續主桂，

而將白崇禧調離廣西。此一方案，可說

是前述兩項人事命令的折衷版。不過，

此一方案的目的在逼白崇禧出國，依舊

讓李、白十分不滿，態度轉趨強硬，陳

誠身處第一線，因而有「凶多吉少」的

感歎。所幸8月底，蔣提高談判層級，派

居正、程潛、朱培德三人於9月2日飛抵

南寧，作最後的斡旋，兩廣事變終以和

平方式解決。

兩廣事變和平落幕，對陳誠而言，

不但圓滿達成蔣中正所交付「不戰而屈

人之兵」的目標，事變期間有為有守的

表現，更加深了蔣對他的倚重與信賴，

也因而開啟了此後「東西南北，四處飛

奔」的忙碌歲月。

陳誠與兩廣事變*

何智霖**

* 2010年12月24日國史館第196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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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北「防共協定」係指日本的「支

那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於1936年3月向

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提出並要

求談判締結的協定。這個協定的動機可

追溯至1935年9月多田剛就任司令官時發

表的「多田聲明」，然而多田發表聲明

的對象其實並不是針對中國，而是日本

政府與推動華北政策的在華日軍，目的

在試圖影響對華政策的制定，並主導華

北自治工作。多田的企圖在1936年1月獲

得陸軍省的承認後開始主導華北事務，

於3月向宋哲元要求締結華北「防共協

定」。目前可知協定內容的構想最遲在1

月即已產生，並非是因2月下旬共軍由陝

北進軍山西的一個藉口，而且防共協定

構想其實是源自於「多田聲明」的軍事

合作來防止赤化的主張。就性質上，協

定的內容屬於軍事協定，即多田是採用

締結協定的方式，將軍事合作防共的主

張具體化。

另外，日本內閣在1935年10月制定

的「廣田三原則」，直至次年1月時外

務省方面對於應該如何具體實行三原則

的「共同防共」原則仍無概念。南京總

領事須磨彌吉郎即參考多田的主張與辦

法，將交涉對象改為國民政府，於5月草

擬以防共為重點的「五省特務會案」。

雖然交涉對象是國民政府，然而僅是要

求其授權華北當局，實際仍是以華北五

省為主體與日本簽訂軍事合作協定來防

共，目的是希望軍部同意將華北問題交

付外務省主導。但是此案至少讓外務省

方面在「共同防共」原則中有了具體可

行的方法，而且最重要的是讓「防共協

定」由閫外軍人的構想提升至外交層次

的方案。正好此時日本內閣正如火如荼

調整國防方針與外交政策，外務省以國

民政府為交涉對象獲得內閣其他省部認

同，首先呈現在8月6日的「帝國外交方

針」之中，再進一步於11日「對支實行

策」確立將以國民政府為交涉且締結協

定的主體，要求簽訂「防共軍事協定」

與「日中軍事同盟」。結果防共協定的

構想在層次上正式升級為國策，在內容

上也為「共同防共」原則找到具體可行

的辦法。

防共協定構想在層次上的升級顯示

出在華日軍的影響力，而這個影響力其

實源自於多田遵循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

石原莞爾主張軍部引導國家的方針，說

明石原方針對於日本對外關係影響的深

遠，不但直接促成九一八事變的發生，

之後亦間接造成在華日軍影響日本對華

政策的制定。

華北「防共協定」與1936年日本對華政策*

蕭李居**

* 2010年12月24日國史館第197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助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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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研究指出，蔣介石抗戰勝

利後對日採取「以德報怨」政策，是為

戰後中日結盟鋪路，用以牽制美、英、

蘇等西方列強的亞洲政策；亦有學者認

為，蔣介石戰後對日友善，是為了制蘇

以及聯日反共。這兩類論述均言之成

理，然而蔣介石之戰後對日態度及主張

於何時形成，為其一人之見，抑或與幕

僚建言有關，應可再加以探究，或可說

明戰爭結束前國民政府對未來國際局勢

的分析與判斷，並從中形成對其有利的

主張。

由於中共勢力利用抗戰趁機坐大，

成為國民政府統治全局的隱憂，因此國

民政府確有防患未然之意；但經歷二次

世界大戰國際勢力的合縱連橫，國民政

府應能明瞭必須善加利用國際局勢的變

化，爭取其統治的最大利益。是以本文

擬利用戰爭結束前夕，國民政府幕僚呈

送蔣介石的情報資訊分析，檢討此際幕

僚人員處置戰後日本的建言，及其對蔣

介石對日態度的影響。

本文發現，蔣介石對戰後處置日

本的主張，除要求日本賠償以重建中國

外，在1943年開羅會議期間就已經表

示，尊重日本國民的自由意志，選擇他

們自己政府的形式。由於1945年2月的

雅爾達會議，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蘇聯密

商，以東北交換蘇聯對日宣戰，於是掀

起東亞秩序的變化。自此之後國府蒐集

情報和分析重心轉移到如何對蘇交涉，

以免東北主權受損，已無暇對日本的處

置多做建言。而蔣介石在沒有其他可供

參考的訊息下，恐怕也只能依賴當時可

得的情報去理解國際動態，就幕僚人員

的判斷和推測，作為他決策的依據。

1945年7月25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

利轉知蔣介石有關美、英二國領袖對日

公告內容，美、英對日態度至此算是定

調，譬如只懲處日本戰犯，解除武裝後

的日軍可返家鄉擁有生產、生活的機

會，以及尊重日本人民的基本人權，即

使是要求日本以實物賠償，也限定在不

影響日本維持經濟所必需的情況下。最

後蔣介石選擇與美、英聯合發表公告，

友善待日，可謂配合盟國走向，以換取

美、英支持戰後中國的復員。而國府的

幕僚人員在蘇聯對日宣戰後，對日處置

大多依據中、美、英三國領袖公告原則

來規劃，但重點放置於如何繳收日軍全

部武裝，保有日本在華的輕重工業建

設，以及主張優待日本在華高級軍官和

技術人員的眷屬，和利用日本技術人員

協助建國。

抗戰勝利前夕國民政府處置日本態度（1945）*

吳淑鳳**

* 2010年12月24日國史館第198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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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起，中共志願軍進入朝

鮮後，與聯軍主要接戰五次，五次戰役下

來，聯軍俘獲華籍戰俘約二萬一千餘人。

最初他們被收容在釜山收容所，後來遷往

巨濟島，分為72與86聯隊。此時戰俘營

發生反共與親共的爭執，因為約7千人的

親共戰俘屈居下風，聯軍乃將其另外安置

於62聯隊。其餘約1萬4千人的華籍戰俘

是反共的，他們堅決反對遣返共產黨統治

下的中國，以「一顆心回臺灣，一條命滅

共匪」志願，選擇來臺定居，這就是所謂

「韓戰反共義士」。後來，受韓戰反共義

士影響陸續投奔來臺，有十七萬餘的大陸

人士，則延用其名稱為後世統稱為「反共

義士」。本文所謂「反共義士」，最早是

根據1953年8月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

會第四組之「宣傳通報第二十七號」規定

而來，其後中央即通令所有宣傳單位，統

一稱呼。

本文引用的史料，檔案方面包括國

防部藏《國防部檔案》、國史館、外交

部藏《外交部檔案》；當事人的回憶方

面，有駐韓前後任大使邵毓麟、王東原

的回憶錄、負責組織策反工作的陳建中

的紀念集，負責接運的賴名湯、負責安

置的蔣經國的工作報告；並參考當時的

報章雜誌及今人的研究而完成。

此外，本文所關心的問題，如接

運義士來臺的經過？如何安置？等，是

過去研究未曾討論過的。所以本文以

（一）反共義士的由來、（二）援助韓

戰反共義士運動，包括心戰指導小組的

設立、各界援助義士委員會的行動二

項、（三）接運義士來臺經過與來臺義

士人數的問題、（四）義士的安置、

（五）自由日運動與義士來臺的影響等

五節，說明接運前中華民國政府派黨工

赴戰俘營運作組織反共力量工作，又運

用黨政軍機構號召，結合民間團體，支

持援助反共義士運動情形；再者說明接

運反共義士來臺的經過，深入探討來臺

義士總人數、出身、中華民國官員赴韓

洽接經過、美艦飛機的護衛下反共義士

駛向臺灣的運送過程；最後討論義士來

臺後所達到的宣傳效果、政府對義士的

安置與其來臺對社會人心的影響等。

接運韓戰反共義士來臺之研究（1950-54）*

周琇環**

* 2010年12月24日國史館第199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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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國7年胡景翼和曹世英正式樹立

陜西靖國軍旗號，建立左右翼軍開始，直

到10年10月胡景翼率領大部分的靖國軍

易幟受編為止，陜西靖國軍一直是北方各

省參加護法戰役中聲勢最大、持續最久的

一支革命武力，處在北洋軍閥環伺下，陜

西靖國軍始終堅持「反段討陳」，確實相

當不易，因此其重要性不容忽視，而擔任

靖國軍總指揮、統率靖國軍實力最強大的

一支隊伍——第四路軍的胡景翼則為靖國

軍建立初期的關鍵人物。

但胡景翼卻在革命元老于右任回陝

成立總司令部不久，靖國軍仍大有可為之

際，為提升靖國軍體質，擴大聲勢，突破

與陳樹藩僵持之局，爭取仍隸陳樹藩的舊

部響應，不幸在故市被陳所俘，拘囚於西

安，造成其護法事業暫時中輟。然而兩年

的拘囚生活，並非空白，因為他把握時間

用心於經史學問，也痛切反省靖國軍無成

之癥結，深有體悟，此對他日後的統兵治

軍和克敵致勝都獲益甚多，因此在重任靖

國軍總指揮之後，憑藉其開闊的格局與軍

事長才，再度扮演主宰靖國軍後期命運的

關鍵性角色。

本文旨在論述胡景翼從西安獲釋

到直軍入陝後領導靖國軍易幟受編的經

歷。民國9年直皖戰爭期間，胡景翼結束

兩年的西安拘囚生活，回到三原，重被

推舉為靖國軍總指揮，在與總司令于右

任的合作下，靖國軍邁入後期階段，曾

有過一段較為安定的時期。但隨著陜西

的易督及直系大軍入陜，靖國軍內部開

始急劇變動，面對直系大軍嚴重威脅，

胡景翼主張與直系合作，接受改編，但

總司令于右任卻強烈反對受編，內憂外

患，造成靖國軍瀕臨解體的危機，終因

胡景翼堅決貫徹易幟改編的決心，逐步

化解內部阻力，終於完成大部分靖國軍

易幟改編行動。綜上所述，他在靖國軍

後期的重大影響力可見一斑。

觀察靖國軍後期，胡景翼在面臨對

靖國軍路線抉擇時刻呈現出兩種截然不

同的態度：西安獲釋時，他選擇重返靖

國軍，擔任總指揮；但直系入陜時，他

卻選擇靖國軍易幟受編。其間態度的巨

大轉折，需要更細緻的分析，本文藉由

梳理胡景翼的西安拘囚日記，發現他最

後選擇易幟受編其實早已有跡可尋。只

因獲釋時，感受到靖國軍擁戴熱誠，願

意仍在靖國軍旗幟下，為革命護法事業

奮力一搏。但直軍入陜後，他認為靖國

軍遠非直軍之敵，且陜境的軍事對抗，

絕非陜民之福，為保存革命武力，並去

除土匪標幟，他最終選擇易幟受編。他

的易幟受編，改隸直系之舉，或許難免

投降或投機之譏，但卻是避免陜西民窮

財盡，且又保存甚至繼續擴張革命武力

的不得不然之舉。

胡景翼與陜西靖國軍後期的變化（1920-1922）*

葉惠芬**

* 2010年12月24日國史館第200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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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問題存在已久，惟因兩國未建

立邦交，始終無法進行國與國之間的正

式交涉。1946年1月23日，中暹友好條約

簽訂，兩國正式建交，中泰關係進入歷

史新頁，中泰問題，自此可經由正式的

外交管道進行交涉及解決。

戰後中泰問題，主要是與泰境華

僑，以及泰國對華人的政策有關。戰時

泰國的排華，對華僑造成的傷害和損

失，以及戰後發生的華泰衝突的慘案，

成為中國向泰國交涉的主要議題，中國

政府擬訂了「中暹懸案」，向泰方提出

交涉。「中暹懸案」，共計八案：華僑

教育自由案、華僑被迫遷出禁區損害賠

償、華僑自由就業及經營工商業、最近

排華慘案、歸還或賠償戰時徵用華僑財

產、歸國華僑返泰、取締泰國排華秘密

團體及刊物、陳守明被刺案。

泰國則希望解決移民及華僑教育等

問題，戰後華人大量入泰，以及華校如

雨後春筍般的重新復校，對於戰後泰國

社會所產生的衝擊和影響，不可忽視。

這兩項問題與泰國的經濟、治安、同化

及教育政策有密切關係，如任其自由發

展，將導致嚴重後果，此非泰國政府所

樂見。

此外，戰後爆發的華校懸旗問題，

亦為本文所探討的議題之一。戰後中泰

之間的問題和交涉，涵蓋範圍廣泛和複

雜，因篇幅有限，僅能選擇上述問題來

探討，無法兼顧全貌，但從所列舉的議

題中，仍可瞭解當時的中泰關係和兩國

互動的情形，以及華僑的處境。

從中泰問題交涉來論述中泰關係，

其實並不能概括兩國關係的全貌，但從

交涉過程中，兩國的互動、交涉的情

形、產生的問題、交涉的結果，仍可約

略勾勒出兩國的關係及影響彼此關係的

因素。

本文就時代背景、中泰問題、中泰

問題交涉情形、影響交涉之因素幾個部

分來撰述。主要是根據國史館所典藏的

外交部檔案〈承認暹新政府〉、〈暹羅

政情〉、〈旅暹考察團〉、〈赴暹代表

團〉、〈暹羅訪華代表團〉、〈駐暹大

使館月報〉、〈自動限制暹羅移民〉、

〈關於暹羅各項問題〉、〈中暹締約後

之華僑教育〉、〈暹羅迫害華僑〉、

〈暹羅政府所頒涉外法令〉、〈暹羅

華僑戰時損失〉、〈參政員陳守明被

刺〉、〈泰國僑校懸旗〉、〈暹羅政

變〉等資料，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檔案館所典藏的外交部檔案〈中暹

條約〉、〈中暹懸案〉，以及參酌當時

的報紙及學者專家的著述來撰寫。

戰後初期中泰問題之交涉（1945-1949）*

謝培屏**

* 2010年12月24日國史館第201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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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赤司農場是日人赤司初太郎的

事業之一。日清戰爭末期赤司初太郎以

有馬組鐵道隊軍夫身分來臺，後因緣際

會，從提供在臺駐軍物資之承辦商到自

行經營事業，成為在臺崛起的資本家，

直系會社達23家之多，相關企業超過50

家。事業內容包括農業開發、糖業、煤

礦業、紙漿、纖維業、金屬冶鍊、電燈

電力、鐵路軌道、罐頭製造、化學工業

等。事業區域除臺灣外，也擴大到日本

國內、滿洲與中國大陸及南洋一帶。影

響力後來甚至回流日本，不只做「臺灣

的赤司」，亦是「日本的赤司」，成為

內臺兩地聞名的企業家。

學者對於赤司初太郎的關注，都從

經濟角度出發，注意其經營能力，讚譽

他為臺灣的淺野總一郎。或是討論以他

為代表的在臺日資企業與日本財閥資本

之異同，探討其發展契機與發展概況，

進而分析其在日本帝國殖民體系中的角

色。但尚未見到就其眾多產業中之單一

事業做進一步細緻地分析探討。

本文利用的資料，有赤司初太郎之

傳記、日治時期時人對產業經濟人物的批

判，以及官方典藏之檔案，包括日治時期

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及戰後的《財

政部國有財產局檔案》、《臺灣省地政處

檔案》及《省級機關檔案》等，另外再

旁及當時的報章雜誌，如《臺灣日日新

報》、《臺灣民報》之報導。

就內容言，本文除前言、結論外，

內文分三節，第一節是赤司初太郎在臺

的發跡，內分：一、來臺前簡歷，二是

來臺後的事業發展。第二節赤司初太郎

嘉義農場的成立與經營，下又分：一、

斗六廳長荒賀直順的協助；二、農場土

地的由來及三、農場的經營。第三節則

探討戰後赤司農場的接收與處置。

透過本文之探討，瞭解到赤司農場

是赤司在臺事業的異數。其土地的獲得，

正可窺視臺灣總督府配合統治政策，一切

以殖民者的利益為優先。扶植日本人取得

土地乃總督府土地政策之本質，頒布一系

列補助計畫或是土地相關法令，將官地保

留給日本內地人。而在土地的經營上，更

可見到殖民者對被殖民者之壓榨，讓日人

擁有龐大土地，晉身地主階級，坐收租佃

之利，為戰後的土地改革預留伏筆。惟

1949年後登場的土地改革，政府因對赤

司農場的土地認知有異，未能與日人私有

地同等看待，進行放領，加上社會環境變

遷，賦予公地不同的功能意義，所以遲未

處理，形成一特殊現象，直到不久前才作

了解決。

嘉義赤司農場的建立與發展*

何鳳嬌**

* 2010年12月24日國史館第202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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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後的臺灣水產公司係接收

日產後成立者，屬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

林處轄下。按照日產接收程序，經過一段

監理時期之後始正式成立，時為1946年

11月1日。

戰後日產接收問題相當複雜，臺灣

水產公司除了因戰爭或使用日久所造成的

資產毀損，還有遭佔用、產權轉移過程的

爭議等，甚而涉及國際外交的問題，件件

都是難題。

在營運方面，接收之後的臺灣水產

公司，除了位於臺北市峨嵋街的總公司之

外，分支機構遍布全臺，其所經營的漁撈

業務主要為遠洋漁業，所有漁船多老舊不

堪使用，且因資金困難，各種設備均未能

照預定計畫購置，再加上缺少原料的關

係，業務推展困難。因此，對於所接收的

日產，評估後認為適合開放民營，則估價

讓售給民股；至於人力的問題，一面留用

日人以應急，一面廣徵人才，並開辦「海

上作業人員訓練班」以養成幹部船員。

因此，臺灣水產公司雖然於接收日

產之後，擁有龐大的資產，但在1950

年代美國尚未挹注臺灣經濟建設經費之

前，僅能勉力維持，難以突破瓶頸而有

所進展。

除了房舍與船舶等有形的日產接收

之外，日本殖民政府不斷地從事漁業調查

工作，引進新的漁業技術，改變漁民的作

業習慣，讓臺灣的漁村文化因為融入日式

的元素而更加多元。

臺灣總督府自1895年起即開始進行

水產調查工作，調查近海水產、漁業之

情況，並調查海產物之銷售市場以作為水

產行政設施之準則。日本人所做的調查工

作，不但成為殖民政府施政的依據，對於

臺灣日後的發展，均具有長遠的影響。此

外，臺灣總督府為了發展漁業，在全臺各

地設置大大小小的試驗場，建造試驗船與

指導船，進行調查與試驗工作，因而發現

臺灣附近海域，蘊藏豐富之海洋資源。這

些成果亦為全臺人民所接收。

此外，日本政府為了有效開發臺灣

的漁業資源，研擬了一套詳細的漁業移民

計畫，鼓勵日本內地人民來臺灣。漁業移

民除了引進新的漁法，其與本地人民之間

互動，所產生的影響更為深遠。臺灣幾經

政權交替，因而形成多元、繽紛的文化樣

貌。此為討論戰後臺灣漁業接收時不容忽

視的課題。

戰後臺灣漁業之接收*

薛月順**

* 2010年12月24日國史館第203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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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時期，受到美國山額夫人

（Mrs. Margaret H. Sanger ）提倡節

育的影響，提出「母性自決」，作為婦

女解放的主題之一，強調「生育自主」

的權利，主張婦女具有生育權。1930年

代，中國地質、地政和經濟學界發起一

場土地與人口的論戰，由於涉及政治派

系、恩怨和教條，最後不了了之。

到了1950年代，節育論戰再起，社

會輿論為臺灣是否需要實施節育而發生

論戰，贊成者主要是想以節制生育的方式

解決人口危機，反對者則是著眼於傳統觀

念、宗教信仰、國父遺教以及反攻大陸時

的人力需求。在輿論仍然爭議不休時，

政府為避免反對聲浪，先後以「孕前衛

生」、「婦幼衛生」、「家庭計畫」為

名，透過民間團體，低調推動節育，到了

輿論傾向於贊成節育時，便順勢將節育納

入人口政策中，有計畫地推動節育；而其

工作內容主要在於節育知識的傳播與推介

婦女使用避孕措施，換句話說，此時期節

育的工作重點在於避孕，而其宣導與實施

對象主要為婦女。

基於此，本文利用以女性為主要閱

聽人的婦女刊物以及報紙、政府統計資

料，探討1950-1960年代婦女對於政府推

動節育工作的看法，瞭解當時婦女對於

政府節育政策的反應。

研究結果發現，在1950年代末期以

後，婦女本身對於節育才有較多的討論，

以女性為主要閱聽人的婦女刊物，例如

《中華婦女》、《中國婦女週刊》、《婦

友》、《臺灣婦女月刊》等對於節育不乏

相關的論述。早期受多育之苦的婦女，在

缺乏避孕知識的情況下不得不生育，到了

195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中國家庭計劃

協會、中華民國婦幼衛生協會等民間團體

以及《中華婦女》、《婦女雜誌》等刊物

與婦產科醫師對於避孕方式的傳授，使得

婦女較為容易獲得節育知識。

從1950到1960年代，婦女刊物與女

性民意代表贊成節育者有愈來愈多的趨

勢，且主要在於感受到人口危機對社會經

濟的影響，兼及生育過多對於家庭經濟、

婦女健康因素有不良影響的現實因素，而

婦女是否採用政府所推廣補助的避孕措

施，則端視個人體質與經濟狀況而定。另

一方面，教育程度較高者，對於政府所推

廣補助之避孕方式的接受度相對來說比較

低，這也顯示，教育程度愈高的婦女對於

節育知識的取得較易，對於避孕方式的選

擇也更為多元。

總而言之，1950-1960年代的臺灣婦

女主要基於個人生活壓力而決定節育，且

實施避孕的比例逐年增高；至於節育方式

的選擇，則依據個人情況而有所不同，對

於政府所推廣之避孕措施並非照單全收。

1950-1960年代臺灣婦女議題
——以節育為例的探討

*

林秋敏**

* 2010年12月24日國史館第204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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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中國受邀參加世界博覽會

計三十餘次，其中1904年清廷首次組派

特使團赴美國聖路易斯賽會的參展規模

盛大空前，1910年並於南京創辦中國首

次博覽會。參展漸走向制度化，由中央

到地方的官商合作體系建立，民智亦隨

之開拓，法規方面自清季的出洋通行簡

章，發展至民國初年的籌備組織章程、

徵集與審查出品規則等，愈形完備。

1915年巴拿馬太平洋博覽會雖係民初參

展規模較大者，有事務局及駐美監督處

綜理與賽事務，經費卻僅約1904年的三

分之一。

國民政府於1930年首次參加比利時

列日世界博覽會，由於經費拮据，僅得

租借機械陳列館一角展出，慘澹經營，

卻頗獲好評，更加激勵有心人士藉參與

世界博覽會以振作中國國際貿易、宣傳

中國文化之企圖。在美方積極邀展、而

國內時局稍安之際，國民政府原欲擴大

參加1933年芝加哥百年進步世界博覽

會，惜過程一波三折，儘管參展籌備委

員會於半年內迅速向各省市公私團體順

利徵集出品，並舉辦大規模預展，政府

仍以熱河戰役軍需浩繁為由停止參展，

改由民間自組出品協會參加，1939年

中國參與紐約世界博覽會即延續此一模

式。綜觀國民政府時期，有識之士雖能

洞察參與世界博覽會所帶來之國際貿易

商機、外交聯繫與文化宣傳管道，無奈

時局動盪、經費短絀、工商發展遲滯、

民生匱乏，幾次參展往往有心無力，陷

於捉襟見肘的窘境。尤其民間自組協會

出品參加，臨時受命，其規劃自難健

全，不免在商言商，以經銷產品為重點

考量。

本文運用國民政府公報、檔案、

國內外各大報章雜誌等，首先探討國民

政府從積極籌備到改由民間自組出品協

會參加芝加哥世界博覽會之經過；其次

討論中國參展在美國獲得的迴響、及國

內外時人相關討論；末則評述中國參加

芝加哥世界博覽會其展品與展館之視覺

文化表述與展示文化發展脈絡。芝加哥

博覽會以先進科技為號召，中國出品卻

仍以絲茶與手工藝品為主，形成明顯對

比。以芝加哥博覽會當局建議中國館建

築仿造傳統宅邸、陳列古玩藝術品以展

示中國文化的看法，尤其是博覽會期

間，美國媒體及觀眾對於「熱河金亭」

等中式建築與中國館內工藝精品之讚賞

及大加著墨，亦可見歐美人士對以工藝

為中國文化之表徵、並經由博覽會之視

覺表述強化其視中國文化為異國情調

（exoticism）之刻板印象。

國民政府參與世界博覽會之研究

——以1933年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為例*

廖文碩**

* 2010年12月24日國史館第205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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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面臨到歷史斷裂後的關鍵

期，除了政權的改變外，影響民眾最深

刻的應是語言文字的轉換。民眾首先面

臨到語言文字轉換的問題；剛開始由於

對祖國的冀望與憧憬，於是將這股熱情

反應在學習國語上，社會上彌漫著一股

學習國語的熱潮，從城市到鄉村，隨處

可見國語補習班的招牌林立，而另一普

遍的學習管道則是聽廣播學國語。為了

順應這些學習者的需求，市面上開始出

現各式各樣的國語讀本、學習教材，這

些國語讀本是見證戰後臺灣社會文化銜

承轉化的重要資料，本文即以這些讀本

為探討重點。

文中先概述日治時期的語言概況；

再敘述當時學習國語熱潮時的盛況；然

後再看當時出版的國語讀本有哪些？並

依其編訂特色，分以下幾點來檢視：

一、當時為順應使用者慣用日語的需

求，所以大部分讀本是以日文編訂；

二、這些讀本的標音方法，在新式注音

尚未統一下，有用注音符號標音、老式

四角標調法標音、日文標音、羅馬拼音

等各式標音方法；三、日治時期臺灣的

漢文讀本，在重新編排印刷後，又開始

熱銷，其間一度暫代當作國小教科書使

用；四、其中較特別的是國語推行委員

會多主張以方言來學國語，因此有不

少讀本是以方言對照國語的方式印刷

出版。綜觀這些國語讀本特別之處，

它既有中、日文並陳，也有國語、方言

對照，充分展現出一個多重語言文化轉

換期的面貌，因此格外具有時代的意

義。只可惜這段國語熱潮持續的時間並

不長，由於接收人員的腐敗與整體社會

環境衰退等諸多因素，引發民眾對現實

的不滿，不滿的情緒很快澆熄了這股熱

情，再加上臺灣一直處於國語師資缺乏

以及國語書籍缺乏的窘狀，許多人根本

無法弄清何謂標準國語？國語熱潮的消

退，民間的讀本出版不再暢銷，轉由官

方機構接手，臺灣書店開始陸續出版各

類的國語書籍；而民眾則以流行閱讀上

海本連環圖畫取代曇花一現的國語熱。

戰後學國語熱潮與國語讀本

（1945.10-1946.12）*

蔡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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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當代藝術的發展軌跡，相當程

度依賴於當代藝術雜誌的記錄留存，尤

其是月刊型的雜誌，能即時地回應每個

時期藝術界的情境。1971年3月創刊的

《雄獅美術》，發行了二十五年、三百

零七期，在它之前，臺灣尚未有當代藝

術專業期刊具有如此長期發行的紀錄。

《雄獅美術》從1971年創刊到1996年

停刊，經歷了一段從萌發到衰落的生命

史，歷任主編賦予刊物不同的風格，各

階段的雜誌內容則反映出臺灣藝文與社

會潮流的變化。

本文以《雄獅美術》雜誌為主體， 

試圖探討刊物內容在不同的主編掌舵下

呈現了如何的風格轉變、那些轉變又呈

現了怎樣的意義？《雄獅美術》各階段

的重要專題，如何呈現與藝術潮流的互

動關係？期望透過《雄獅美術》的案

例，探討藝術雜誌如何參與臺灣當代藝

術的發展，及其發展模式在臺灣藝文體

系中具有的意義。

本文研究發現，《雄獅美術》

二十五年的歷程，由何政廣、奚淞、蔣

勳、王福東、李賢文等主編掌舵，歷經

兒童美術到大眾美術、推廣民間美術、

強調民族主義、重探臺灣美術起點、爭

議取向、穩靜守成等階段，因主編更替

而呈現迥異的雜誌性格。同時，本文亦

從雜誌內容、運作模式及與臺灣藝術潮

流的互動等面向比較《雄獅美術》與

1950年代發行的《新藝術》，發現1950

年代的《新藝術》，某種程度是在反共

文藝政策下的一環，其藝術推廣的目的

是植基於一種政治取向，在意識形態上

是為國家機器服務的。相較之下，1970

年代的《雄獅美術》以推廣商品的商業

起點創刊，再進一步經營專業藝術刊物

的形象，並藉由雜誌專題的運作及美術

獎項的設立，使用媒體的影響力介入藝

術潮流的營造。

由《雄獅美術》的案例，我們可以

看見這份刊物在臺灣文化發展並不豐盛

的1970年代初期，以推廣文具產品作為

誕生的起點，儘管沒有明確一致的編輯方

針，卻得以幸運轉型成專業藝術刊物。隨

著各個主編人物的不同的藝術關懷，並依

著臺灣社會情境的發展，逐漸演變成具有

推動藝術發展影響力的媒體。從洪通到前

輩美術家的推廣，可以看見這個媒體在最

初是被動的介入，隨著機制運作的熟練，

結合自身及環境的資源，轉變為主動的操

作，而以媒體的影響力帶領了藝術風潮，

這樣的發展模式也值得在未來與其他藝術

刊物交互參照。

從《雄獅美術》談藝術雜誌在

藝術風潮中的角色*

陳曼華**

* 2010年12月24日國史館第207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助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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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探討1982年5月「文化資產保

存法」公布前，臺灣文化保存法制化之

歷史軌跡。此議題不管歷史學界，抑或

文化保存領域，甚少受到關注，其中以

「古物保存法」為最。臺灣的特殊性，

除淵源於特有的自然地理形勢外，更是

近代殖民主義在東亞的重要遺緒與接觸

介面，也因歷史的特殊遭遇形塑出層理

鮮明交錯的史實。就此價值論，臺灣文

化保存法制議題，尤顯重要。

無可諱言，臺灣文化保存法制起源

頗早，以公文書產生時點觀察，應始於

1922年12月29日，臺灣總督府以敕令

521號公布「日本帝國議會法律第44號

『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在臺施行

令』」。約與同時的中國國民政府，也

在1930年6月制訂「古物保存法」暨相關

法令。兩國文化保存法制誕生竟有如此

巧合，是歷史因緣使然，抑或時勢逼迫

呢？然兩者之法制淵源、立法意旨、有

無國外導入因子、主管機關設置、公權

行使，以及相關規範內涵等，其差異幾

何呢？是值得探討的議題，更有深入進

行比較之必要。況今論述現行文化保存

法制常無法交代當年國民政府制訂「古

物保存法」之淵源與法制化過程。因

此，本文利用文建會出版的日治時期文

化保存相關文獻、國史館典藏《國民政

府檔案》、《教育部檔案》，以及《蔣

中正總統文物》等史料，重建1930年

「古物保存法」法制化之歷史圖像。

嗣後，比較兩者差異，並以十側面進

行觀察。初步得知日本殖民政府與國民政

府的文化保存兩套法制，在法制淵源、立

法意旨方面已有先天差異。前者係吸收19

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文化保存風潮的

精神，引發制訂現代化的文化保存法制；

然後者卻固守民族本位、主權立場為文化

保存的策略。再從相關條文內涵觀察，

可發現日治時期文化保存法制極具開放性

的特色，不僅與世界文化保存法制主流大

勢同步，亦與當時歐洲新興保存潮流同

趨。其不僅包含史蹟、名勝等人文地景，

更擴及天然紀念物、動物、植物等自然景

觀，頗符合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首揭「世界遺產」的範疇

定義。但反觀國民政府的文化保存法制，

在兵馬倥傯之際，以一年多的時間完成立

法，但法制化過程周延縝密與否，仍有待

斟酌。

然1945年後的臺灣，依國際慣例與

政治現實，繼受有先天缺陷性的「古物

保存法」，而遷臺後相關文化保存治理政

策的推動，常陷入捉襟見肘、左支右絀

的窘境，但仍未能解決現實文化保存之問

題。可見1982年「文化資產保存法」公

布前，「古物保存法」一直深陷「制度失

能」的困境，故難有開張作為。

臺灣文化保存法制之比較與實踐（1930-1982）*

黃翔瑜**

* 2010年12月24日國史館第208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助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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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來觀察，歐

美諸國的船堅礮利引發日本明治維新、

中國自強運動，進而使東方各國有議會

政治的追求與民主國家的建立。然而，

19世紀中葉，西方社會另一股追求人與

自然和諧共處的呼聲，卻微弱如絲綿延

至今。中國自古民胞物與、天人合一的

思想，雖始終傳承不斷，亦在迎合西方

追求民主、自由、科學的歷史發展中，

為吾輩所漠視。而今，我們在20世紀初

致力於迎頭趕上的西方文明價值，又再

度受西方文明省思的潮流影響，而不得

不又緊隨其後，以期或能躋世界文明國

家之林。其中最具影響的，厥為保護動

物觀念的發興。

1950 年代臺灣正致力於經濟發展，

對保護動物的觀念，著重役用牲畜的保

護，而有「保護耕牛辦法」的施行。直

至1960 年代，乃有「保護牲畜辦法」

的制定，雖然明訂保護的種類包括牛、

水牛、馬、驢、騾、駱駝、豬、綿羊、

山羊、兔、雞、火雞、鴨、鵝、犬、貓

等，但仍側重在役用牲畜（畜牛）與肉

用牲畜（豬、雞、鴨、鵝、火雞）。儘

管如此，此一辦法仍為臺灣往後有關保

護動物措施的主要依據。直到1980 年代

以後各地方政府陸續廢止「保護牲畜辦

法」的實施，而代之以「野生動物保育

法」及「動物保護法」。

保護動物運動的發展與推動，政

府立法固為重要指標，但民間團體的協

助宣導與催生立法，亦為不可或缺的要

素。臺灣有關保護動物運動的發展，若

以民間保護動物工作主導團體——中華

民國保護牲畜協會、中華民國保護動

物協會及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Society for Wildlife And Nature）

的成立時間作為分界點，可分為三個階

段，一為防止虐待動物工作的創導，二

是從保護動物到野生動物保護，三是從

野生動物保護到自然生態保育。由此來

觀察，更可以清楚的瞭解臺灣保護動物

議題歷史的轉折、擴展與重心所在。

無論是初期保護動物、中期野生動

物保育、近期的生態保育，民間力量始終

是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推手。這期間，臺

灣亦始終與國外保護動物運動的觀念與發

展息息相關，亦步亦趨。因此國外保護動

物觀念的引介與討論，對臺灣保護動物運

動的推展有極密切的關係。

1960-80 年代臺灣有關國外保護動物觀念
的引介與發展*

賴淑卿**

* 2010年12月24日國史館第209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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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利用國史館、中國第二歷

史檔案館、北京市檔案館等地所藏有關

民國時期佛教檔案，觀察民國佛教的部

分史實與特徵。全文依時間先後，分從

民初迄北洋時期、「黃金十年」、抗戰

時期、戰後等不同階段，敘述各時期佛

教的一些現象。

在民初迄北洋時期，由於政治不

安，故有誦經祈禱國運昌隆的事例，藉

誦經以「鎮護國家」，積福消災。又，

自清末以迄民國，隨著廟產興學風潮，

寺產被佔、被奪等問題在檔案中不乏其

例。時薛篤弼擬頒寺產登記條例，印光

法師等反對之。這段期間，江蘇武進地

區發生徵收懺捐之事，此與時代風氣及

佛教沒落有關。1928年以後，隨著「十

年建國」的展開，佛教也呈現出一番不

同的景象；但懺捐在江蘇部分地方，仍

持續徵收。邰爽秋發起廟產興學運動，

引起全國佛教界譁然，群起攻之，此舉

對佛教影響甚大；而寺院被軍隊及機關

佔用之情況，在各地非常普遍；提產汰

僧問題也很嚴重。

抗戰期間，地方政府常利用「寺廟

興辦慈善事業實施辦法」，抽提寺產收

益，尤其自新縣制開始實施後，廟產糾

紛日益加劇，豪強每用非法手段奪取寺

產。此外，也來自縣政府對寺院的欺壓

行動，如拘僧充壯丁，任意變賣寺產，

以及將僧拘禁陷獄，強伐寺院森林，或

脅逼僧尼還俗等行為。而軍方、黨部對

寺廟的侵奪，也時有所聞。戰時佛教寺

院除受縣政府欺壓外，更直接的迫害是

來自鄉鎮保長、地方土豪劣紳的強佔、

強提。二戰後，到處都在動盪中，佛教

也面臨風雨飄搖，無論是寺廟或佛教文

教事業，都呈現「殘破衰敗」面貌。據

檔案中透露，主要有如下情況：縣府任

意派分寺產強行提充廟田、鄉長強提寺

租驅散寺僧、軍隊強駐寺院、地方學校

佔用寺宇等方面。

綜合上述，檔案中透露的民國佛教

形象是：廟產興學、徵收經懺捐、軍隊

佔駐寺院，機關佔用寺院、地方各級政

府及土豪劣紳侵凌當地寺廟財產，在各

地非常普遍，且貫穿1912-1949年間。

本文結論中，又特別提到河南開封相國

寺在民國時代的遭遇，恰可作為民國佛

教的一個縮影；相國寺的問題，就其性

質言，就是廟產問題。總之：廟產問題

實可作為瞭解民國佛教史的一條重要線

索，在檔案裡都有明顯的呈現。

從檔案看民國佛教的一些特徵*

侯坤宏**

* 2010年12月24日國史館第210次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
** 國史館修纂處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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