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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中的清鄉：以臺中縣為
例／吳俊瑩

本文主要利用臺中縣政府的「本縣綏靖

區實施清鄉工作專卷」，說明當時作為清

鄉基幹的臺中縣政府與其下之區署、警察系

統，與整編第二十一師劉雨卿負責的中部綏

靖區，如何協同完成清鄉任務。清鄉作為

綏靖工作的一環，在中部綏靖區司令部的

指導監督下由臺中縣政府主辦。因此在釐清

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屬上，縣長宋增榘是無

可迴避的角色。本文發現，在清鄉各項事務

執行與裁量上，宋增榘握有下情是否上達，

拿捏輕重的決定權。清鄉主要是透過地方行

政體系執行，但中綏部透過各種情資管道、

派員下鄉督導，讓清鄉工作不至逸脫掌握。

清鄉的制度原型來自民國時代的中國，

重點工作不脫 0000年國民政府公布的「清
鄉條例」。內容可分為組織宣慰隊、清查戶

口、連保切結、逮捕奸匪暴徒、收繳武器彈

藥與軍用品、交通管制與盤查、組織情報

網、舉辦自首自新、感化管訓 8項。臺灣在
戶籍、基層行政組織相對完備下，清鄉更見

徹底。

宣慰，就是宣傳，預告清鄉工作、宣傳

政府對二二八事件的解釋。清查戶口方面，

先由軍隊協助封鎖交通後實施，不在戶籍表

冊者一概成為調查、偵訊對象。臺中縣各區

除新高、能高、豐原的漏口、漏戶率稍高

外，平均漏戶為 0.0%，漏口為 0.7%。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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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後的五家連保，讓地方成為相互監視的

社會，因為害怕連坐，屢屢發生鄰近住民不

敢隨意連保，不少人被孤立出來造冊列管。

逮捕人犯方面，0007年 0月 07日至 0
月 00日共逮捕 000人，00人解送中部綏靖
司令部發落，解送臺中地院檢察處、臺中

憲兵隊各 0人，辦理自新與證據不足保釋
者計 00人，人犯以解中綏部為大宗。警察
系統所逮捕的嫌犯，縣長擁有一定程度的著

力空間，決定是否送中綏部或給予自新或保

釋。對於縣警局系統所逮捕的人犯，中綏部

亦非被動等待人犯解送，該部能夠掌握警察

系統的逮捕情況，主動行文要求移解特定人

士。至於逮捕對象，特別是盲從附和者，主

要是透過區署與警察系統篩選列冊，根據風

聞提報的情況不時可見，甚有因私益或私怨

糾葛，藉清鄉之機以密告手段對付。收繳武

器與軍用品方面，清鄉所獲與所被劫槍彈數

差距甚大，人民未必相信政府繳出武器免予

追究的承諾；但武器如被當局起出則事情嚴

重，連保人亦不得倖免，立移中綏部審訊，

經一番折騰，方得脫身。

交通管制與盤查方面，除管制海口，各

區署及警察所結合義警在轄區設置 00小時
的盤查哨，駐軍配合實施宵禁。山地管制方

面，宋增榘甚為重視，尤其擔心以謝雪紅為

主的共黨分子遁入山區，形成原漢合作，宋

三令五申在綏靖期內嚴禁平地人民入山、不

必要留山人員退出山區，更發動數波搜山行

動，確認山區留有大批日軍與武器線報的正

確性。辦理自新方面，人數共 000人，平均
年齡 00.0歲，從自新事由來看，附和參與
或鼓動參加事件者皆有之，也有擔任卡車車

掌，帶原住民下山等。除主動辦理自新，縣

府也會根據線報查訪或應中綏部之要求，勒

令特定人士辦理。自新，表面上是政府「開

恩」不追究法律責任，代價是成為警察的列

管對象，還得有工作表現。0007年 0月 00
日魏道明就任省主席，戒嚴解除，清鄉表面

上告一段落，但劉雨卿仍不時根據密告或

線報，要求縣府調查處理涉及事件的相關人

物，事實上對從附和參與事件者的調查與偵

辦，乃至長期考管並未就此結束。

安內攘外：「寧粵分裂」前後
南京國民政府面對各方危局的
和戰抉擇（0000-0000）／郭
維雄

0000年代之初，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
之下，又有各地共黨暴動騷亂與地方實力派

掣肘，加以天災頻仍與財政危機，當時的中

國正面臨著內憂外患交迫的局面。0000年
南京國民政府才結束中原大戰回歸一統，隨

後又為訂定「訓政時期約法」等問題，出現

路線之爭。在 0000年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
表大會後，因胡漢民反對另訂約法，行政院

長蔣中正將立法院長胡漢民幽禁在湯山。為

反對蔣氏拘禁大員，國民黨內反蔣勢力集結

在廣州，宣布另組國民政府，與南京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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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分庭抗禮，史稱「寧粵分裂」。這是國民

政府自 0007年「寧漢分裂」，與 0000年改
組派在北平擴大會議另立中央之後，第三度

出現分裂之局。

為終止黨爭以共赴國難，蔣氏通電辭職

下野，寧粵雙方達成協議，粵方取消政府，

0000年元旦，南京國民政府恢復統一。新
政府主要由粵籍人士出任，嗣後又因財政匱

乏，東北軍事又接連失利，孫科內閣維持不

到 0個月即行辭職垮臺，乃由國民黨中央執
行委員會決議改組內閣，由汪兆銘接任行政

院長；爾後仍決定請蔣中正復起，出任軍事

委員會委員長，由蔣主軍、汪主政，形成蔣

汪合作共治的國民政府。但粵方則另行成立

中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與西南政務委員會，

持續保持半獨立狀態，以抗日為訴求持續反

蔣，不時與中央政府對抗，埋下日後不安定

的隱患。

然而在此一政局危殆之際，也是國難當

頭之時。日本少壯派軍人積極運作駐華關東

軍備戰，於 0000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在北
平養病的張學良下令「不抵抗」的誤判之

下，東北三省全境不旋踵為日軍盡占；0000
年 0月 08日又在上海製造一二八事變，駐
防淞滬的十九路軍決心起而抗戰。0月以
後，南京國民政府甫自分裂之局回復，為面

對可能來臨的全面戰爭，而有遷都洛陽之計

畫。直到 0月初，在國際調停下簽定「淞滬
停戰協定」，中國東南沿海之危局始有所喘

息；然而東北領土已為日本盡占，並枉顧國

際聯盟譴責，逕自成立滿州國傀儡政權。國

府既無力驅逐敵寇，還要防止日本藉端繼續

侵凌華北各地，這樣一昧退讓的立場，廣為

輿論所質疑，威信大失。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為反制 0000年
00月南京國民政府發動的圍勦戰爭，趁
九一八事變後中央政府無暇內顧之際，在

0000年 00月 7日於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中華
蘇維埃共和國，快速擴張地盤，頻頻偷襲前

往淞滬支援抗戰的國軍側翼，企圖顛覆民

國，迫使南京國民政府在日寇威迫之下，仍

須持續「戡亂剿匪」，接下來的數年間，也

要面對「先安內後攘外」還是「先攘外後安

內」的抉擇。本文乃就派系黨爭、內憂與外

患三個面向進行觀察，南京國民政府面對各

方危局的驟起與變化，隨著時局變遷與因素

消長，到了和或戰的決定性時刻，將以何種

考量作為優先抉擇，再綜合分析作出結論。

覆巢之下：《獨立評論》對中
共的態度／周美華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唯一的問題就是如

何救亡圖存？為此，人們追本溯源，以為

「外侮紛來，源於內亂，內亂靡已，由於內

戰」，唯有停止內戰，才能團結全國力量，

共赴國難。是以，自 0000年 0月的「廢止
內戰運動」開始，人們厭惡內戰的心理就不

斷地滋生擴散，認為無論提出什麼金字招

牌，都不能免除「內戰」這個大罪惡！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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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認知下，自然不會認同中共以武裝暴動，

奪取政權的行徑。但另一方面，與中共相關

聯的馬克思主義潮流，在 0000年代已相當
普遍並深入民間，有人禮敬為共產革命而從

容殺身的青年，有人夢想中的新中國就是無

產階級專政的共產社會。究竟中共在一般人

的眼中，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令人感到好

奇。

本文藉由《獨立評論》撰者的視角發

現，《獨立評論》創刊於國難之際（0000
年 0月至 0007年 7月），目的是以「筆墨
報國」喚起民眾，集思廣益為中國找尋一條

出路。因此認為：舉凡一切能夠建國強國、

利於統一禦侮的，都應該集結吸納；凡是妨

害國家生存、破壞統一禦侮的，都應該翦除

消滅，只是解決方式仍以不損減國家力量為

原則。如丁文江所言：「我們若是相信共產

主義，用甚麼方法，使我們以最小的犧牲，

得最大的結果？我們若不相信共產主義，用

甚麼主張替代牠，來謀最多數人最大的幸

福？」

所以，無論《獨立評論》的撰者對中共

抱持何種態度—視為流寇者，認為應剿滅

之；視為國民黨之政敵者，認為應給予某種

機會，讓他們去試驗共產主義；視為出走之

苦悶青年、鋌而走險之貧民者，認為應改良

政治、實行耕者有其田，建立一個比共產主

義還好的社會等，其出發點都只是為了讓這

個國家更好更強，畢竟中共的產生，是中國

自身環境的問題，撇開共產國際的因素，在

外患面前，大家都是中國人，沒必要自相殘

殺。是以，對《獨立評論》的撰者而言，只

要中共不以武裝暴動推翻政府、不妨礙抗

日、不趁外患危急時擴張地盤，基本上，他

們是不排斥中共的，甚至願意提供解決方

案，為他們規劃未來發展的藍圖，希望他們

能依法循序漸進，公開亮相，成為抗日救亡

力量的一環。

從《獨立評論》撰者對中共的批評與期

許來看，當 0007年 0月中共致電國民黨五
屆三中全會表示：在「對外抗爭，對內民

主」的前提下，他們願意保證停止推翻國民

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取消蘇維埃、接受南

京中央的指導、停止沒收地主土地、共赴國

難等時，不管是真是假，相信他們已經得到

知識分子初步的認同與讚許了。

學術與產業──臺北帝國大學
農藝化學科的糖業研究與臺灣
製糖業的發展／歐素瑛

臺灣的近代大學始自日治時期 0008年
創設的臺北帝國大學。該大學位處日本帝國

的南方邊陲，因殖民地的特殊關係，遂發展

以臺灣為中心的華南、南洋研究。其中，文

政學部專研臺灣、華南及南洋的民情政理，

有其他大學所沒有的南洋史學、土俗人種學

等講座，有其特殊意義。理農學部則係以理

輔農，以熱帶、亞熱帶為對象進行探究，取

其特有的動物、植物生產等作為資料，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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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上有顯著特徵。這些學術研究成果，不但

在各學科領域之學術研究上始終居於領導

地位，且成為臺灣總督府與日本政府決策之

重要參考。

在臺灣總督府的產業政策中，以製糖

業最為重要，也最具發展潛力，透過新技

術及生產方式，逐步建立臺灣糖業帝國。

0008年臺北帝大創立後，為配合總督府的
產業政策，在理農學部農藝化學科之下設置

製糖化學、生物化學、應用菌學，以及釀造

學等講座，賡續前此總督府糖業試驗場、中

央研究所農業部等機構之甘蔗農業試驗研

究成果，從事製糖技術改進之基礎研究、蔗

渣研究、甘蔗之酵素化學研究等，不但於

0000年創造年產 000萬公噸的最高糖產量
記錄，並研發「公定亞硫酸法（sulphurous 
acid method）」作為耕地白糖的清淨方法，
使得臺灣的製糖技術揚名全世界，在世界之

製糖技術上屬於最上級。

0007年 7月中日戰爭爆發後，臺灣隨
之進入戰時動員體制，並以「皇民化、工業

化、南進基地化」作為治臺方針，產業發

展也配合日本的南進政策，朝向工業化發

展。期間，臺北帝大製糖化學講座在講座

教授中澤亮治的領導下，積極從事發酵化學

研究，以甘蔗之副產物糖蜜為主要原料，利

用微生物發酵法生產酒精、酵母菌體等發酵

產品，尤其是透過分裂酵母選出有名的 000
號菌（Sacch. Formosensis Nak.），使得發
酵時間大為縮短，對臺灣的酒精、各種酒類

的製法有極大貢獻。0000年中澤退休後，
相關研究由新設之釀造學講座教授馬場為

二繼承，配合臺灣總督府的「燃料國策」，

致力丁醇發酵研究，在太平洋戰爭開戰之

初 研 發 出「 馬 場 菌（Clostridium toanum 
Baba）」，得以快速製造丙酮、丁醇等替
代用燃料，有效解決液體燃料資源不足之問

題，是戰時體制下極為重要的研究項目。

值得注意的是，臺北帝大的糖業相關研

究皆是在各製糖會社之研究費補助下進行，

再將其研究成果提供給各製糖會社進行技

術、生產方式上的改良，可說是促使臺灣製

糖業飛躍發展的重要推手。亦即，臺北帝大

的糖業研究成果，不但符合臺灣總督府的產

業政策，也與各製糖會社、酒精工場、紙漿

工場等合作，在學術與產業的緊密合作下，

為臺灣總督府與日本政府創造出龐大的經

濟利益，可說是產官學界最佳的合作典範。

二二八事件中的中共「臺灣省
工作委員會」／林正慧

由本文的討論可知，直至 0007 年
二二八事件發生前，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

會」（以下簡稱省工委會）在全臺建有臺北

市工作委員會、臺中縣工作委員會，以及臺

南市、嘉義市、高雄市 0個支部，所屬黨員
僅 70餘人。本文分北部、中部、南部地區
分別探討。北部地區有新聞宣傳、處委會路

線，以及學生武裝行動三種，可知二二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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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地下黨以《中外日報》為中心，在事

件爆發當時，即將消息散布出去，對事件之

促發有相當影響。所謂的處委會路線影響力

十分有限。至於學生武裝則只停留於計畫階

段，胎死腹中。中部地區的抗爭行動，省工

委會的角色較為隱晦，臺中縣工委會可能由

於組織實力不足，在策略上鼓勵謝雪紅以公

開身分進行主導，而省工委會系統儘量隱身

其後。至於南部地區的活動情形，除李媽兜

指揮零星接收武器情事外，主要以張志忠組

成五小隊共 000餘人的自治聯軍為主要武裝
組織。

就共黨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官方說

法多歸咎於共黨策動或煽惑，但對於事件中

共黨的指涉，清一色以謝雪紅等舊臺共為主

要對象，似乎對省工委會毫無所覺。直至

0080年代，一般官民對二二八的看法，仍
停留在係謝雪紅等共黨所主導之事件。由此

看來，對當時的執政當局而言，誰是真正的

敵人似乎已不是那麼重要。推測可能的原因

是，不願因為推翻前說而承認多年來誤判形

勢，錯估主要敵人，進而打擊政府威信。

就省工委會行動對二二八事件的影響而

言，由於日治以來的反共思想，以及當時國

共對立的氛圍，共產主義在戰後的臺灣仍屬

小眾思想，不僅臺省工委們必須秘密進行抗

爭，而有舊臺共色彩的謝雪紅在臺中的抗爭

行動，也因其共黨立場而多少受限。此外，

由於事件發生當時，省工委會僅建置數個

月而已，黨員人數有限，加上事件屬於突發

性，且形勢發展迅速，地下黨人只能各自臨

機應變，乘勢而為，難有大規模或組織性的

武裝行動。

就省工委會與舊臺共勢力的折衝而言，

發生於二二八事件期間臺省工委與舊臺共

勢力的折衝，該舊臺共勢力主要是以謝雪紅

與楊克煌為主，省工委會在中部的行動實隱

身於謝雪紅之後，然省工委會卻在 0月 0日
下達應循民主鬥爭路線，要求謝雪紅加入處

委會，以致兵權旁落，未久又告知決定擴大

武裝行動。使謝雪紅在事件中的行動多少受

限。

就二二八事件對省工委會的影響而言，

二二八事件對省工委會的在臺發展，是一個

重要的轉折點。事件發生之前，臺島的共黨

勢力有限，然而執政當局對事件的處理與事

後的鎮壓清鄉，卻使不少人在事件後走向左

傾之路，加入中共地下黨的反政府行列。

二二八事件後，是左翼勢力迅速成長的階

段，因為對當局的不滿，許多臺灣青年開始

轉而期待紅色中國。

就對中共中央指示及臺省工委書記蔡孝

乾領導之檢討而言，二二八事件發生前，華

東局指示省工委會應透過民主運動方式發

展群眾，多少限制了其因應局勢發展武裝組

織的可能。而事件發生後的 0月末，上海局
代表張執一一次帶來中共中央、華東局，以

及張執一本人的各項指示，存在不少矛盾之

處，且無法觀照事件當時的發展現況，應會

使島內省工委會難以適從。就蔡孝乾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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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領導來看，事件發生以來，蔡孝乾的決

策一直在民主鬥爭或武裝抗爭兩種路線中

擺盪，其決策時機常有錯估情勢的情形。但

換個角度觀察，蔡孝乾要求地下黨員就地停

止活動並掩蔽，以及將已暴露身分者安排

離臺等決定，對其他參與群眾而言，雖難

免遭致不義之批評，但就保持組織的秘密性

及在事件後保存組織力量方面，無疑是成功

的。加上執政當局在事件期間始終未能掌握

其「共黨敵人」的內涵，使省工委會能在短

暫沈寂之後，在社會對現實持續不滿的局勢

下，讓組織能在官方毫無所覺的情況下，

持續隱密發展，直至 0000年 8月因《光明
報》之流傳由保密局偵破省工委會所轄基隆

市工作委員會案，已是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

節節失利，開始為遷臺多所布置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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