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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47年在上海的臺灣人*1

許雪姬**2

摘　要

本文主要利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臺灣人關係雜件〉、《支那在留邦人

人名錄》、《滿華職員錄》、〈六然居典藏臺灣史料〉及相關口述歷史，來描述

上海在日本占領下迄戰後二二八事件前後，臺灣人在上海的活動。有關這部分過

去雖有人研究，但最多僅及於1938年；且未注意到臺灣人有擔任通譯、情報人員

及在汪政權為官者。本文利用上述資料簡述太平洋戰爭期間，在上海從事各行各

業的臺灣人，戰後在上海先後組織上海臺灣同鄉會、臺灣重建協會上海分會，分

別由李偉光、楊肇嘉領導，隱然是國共鬥爭的一環。二二八事件前後，在上海的

臺灣人都向南京各重要中央機關陳情，希望撤銷行政長官公署，妥為處理事件的

善後。究竟有沒有因此影響了政府的決策，雖沒有明顯的證據，但在上海的臺灣

人團體，在當時可說是最有力、最注意島內形勢發展的團體。

關鍵詞： 二二八事件、楊肇嘉、李偉光、上海臺灣同鄉會、臺灣重建協會上海分

會

＊ 本文完成承助理陳雅苓的協助，謹致謝意。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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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相關史料與過去的研究

參、在上海的臺灣人

肆、戰後的上海與相關團體的成立

伍、二二八事件前後旅滬臺灣人的反應

陸、結論

壹、前言

上海做為全中國第一大城市（或稱魔都），其與臺灣、臺灣人的關係為何？

如果將時間上溯到清代也不為過。尤其到同治13年（1874）牡丹社事件後，清廷

在臺灣展開開山撫番、臺灣設府後，提督唐定奎所率的武毅銘字軍（淮軍）被派

到臺灣來，此一以安徽籍為主的士兵，經由徐州、瓜州（江蘇省江都縣南長江北

岸）順長江而下，分起航海，由上海赴臺，1改變向來由福州、廈門派兵來臺的舊

例；而之後駐在上海的蘇松太道，開始經辦援臺事務，如清法戰爭時蘇松太道邵

友濂，辦理軍餉、弁勇運臺，無絲毫損失，事後被請獎。2從此上海與臺灣關係逐

漸密切。清廷割臺後，臺灣人或回歸清朝，或在1897年5月後以臺灣籍民的身分

到上海，臺灣兩大家族－霧峰林家、板橋林家皆在上海治產，3之後上海成為臺灣

商人、學生最嚮往的地方，而海派服飾、戲班子也漸漸流行到臺灣。有上述這些

客觀情勢，再加上日本侵華後，在上海虹口有日本租界地，當中國中央政府被迫

西遷重慶後，上海成為淪陷區，需人孔亟，就有比以前更多的日本人、臺灣人進

入上海。日本人研究在上海的日本人，不會包括臺灣人，在戰後50年，由NHK取

材編輯採訪的《魔都上海　十万の日本人》一書，4就是一個例子；至於中國學者

研究戰前在上海的日本人，也不會包括臺灣人，如陳祖恩，《上海日僑社會生活

1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案第二十四冊》，同治13年6月20日上諭。（2012/05/18，檢索自：http://tkb.nmth.gov.
tw/mingching/read.aspx?id=4137&markkeyword=%ad%f0%a9w%ab%b6）

2   陳澹然編，《劉壯肅公省三奏議》（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年），頁377，〈獎賢略：奏獎道員
邵友濂龔照瑗片〉。

3   林朝棟在上海太古碼頭一帶置產，後來賣給法國人，土地之大據其家人稱可以在家中坐馬車繞。見許雪姬，
《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厝篇（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19，〈林秀容女士訪問紀
錄〉；板橋林家三房林鶴壽，在英租界有房地產二百間，在法租界有洋樓，如高八層的瑞華公館，依今日地
號即上海市長陽路424號至466號的店鋪房及其地。許雪姬訪問、紀錄，〈林亮先生訪問紀錄〉，1992年11月
8日、10日，於上海市上海賓館。林亮在九○年代已移民澳洲。

4   NHK取材班編，《魔都上海　十万の日本人》（東京：角川書店，1995年），共226頁，分成四大部分，Ⅰ
上海共同租界，Ⅱ中國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勃興，Ⅲ日中の絆，Ⅳ訣別のと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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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1868~1945》，5臺灣人的存在沒有被研究與重視。

過去臺灣、中國的學者研究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人，在性質上都偏重在抗

日的、親國民黨或共產黨的，尤其是相關的抗日活動；6也有以研究臺灣籍民為主

軸，並限定在「黑幫」的研究；7也有以地區作研究對象，如廈門、北京、滿洲已

有人研究，但對非抗日的，甚至是親日的、在上海的臺灣人，則研究不多。如果

不研究在上海的臺灣人，就無法研究戰後國民政府對臺灣人所進行的漢奸、戰犯

審判；更無法了解戰後上海臺灣同鄉會何以成為國、共兩黨鬥爭的場域之一，因

此這一研究有其必要。本文將先介紹在上海臺灣人的資料，繼則略談在上海各行

各業的臺灣人，以後戰後旅滬臺灣同鄉會、臺灣重建協會上海分會的創立與其處

理的事務，最後討論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上海臺灣人的動向。

就廣義來說，研究上海應該將南京納入，正如研究北京必須納入天津一樣，

這是本文設定的地理研究範圍。至於時間則訂在1937年國民政府撤離京滬，一直

到戰勝接收上海迄1947年為止。

貳、相關史料與過去的研究

一、相關史料

有關在上海臺灣人的資料，首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臺灣人旅券資料，

放在J門2類2項，自1897年7月起一直到1942年9月止（亦即自旅14到115）。不過

1940年以後申請旅券者大為減少，這些資料每一筆包括編號、申請人、戶主（與

戶主之關係）、戶主住址、出生年月日、旅行地點、旅行目的、何時許可。由旅

行地點這一欄，最容易觀察到臺灣人到上海的線索。當然並非旅行地點不寫上海

就不會去上海，也不表示寫了上海就住在上海，但若在目的欄寫就學、依親、

就職，在上海停留一段時間則屬顯然。第二種資料是A5,3,0,3-1（至3-5）〈臺湾

人関係雑件〉，尤其是A5,3,0,3-2〈在外臺湾人事情関係〉，3-3〈保護及取締関

係〉，A5,3,0,8〈在支鮮人及臺湾籍民ト国民政府トノ関係調〉；I,4,5,2.2-2-2

5   陳祖恩，《上海日僑社會生活史（1868~1945）》（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辭書出版
社，2009年），共594頁；他還有另兩本作品《日本僑民在上海》、《尋訪東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
（1868-1945）》。

6   如林德政的一系列研究，其中之一為〈抗戰期間臺籍人士在重慶的活動〉，收入《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
告》第22輯（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2001年），頁765-820。

7  王學新，《日本對華南進政策與臺灣黑幫籍民研究》（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9年），共2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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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視察人関係雑纂（臺湾人関係）〉，I,4,5,2,3-1〈日本共産党関係雑件　臺

湾共産党関係〉。這些資料都是上海總領事對外務省或臺灣總督府警務課所做的

報告，其中包含籍民的職業、作為、發生的事故，甚至也有部分旅券資料，由這

些報告可以了解不同職業、有共產傾向的臺人在上海的種種活動。另K,3,3,0,6，

乃拓務省大臣官房文書課編的〈在外帝国公館ノ所在位置並在留民分布状態其他

ニ関スル調査〉，就可看到在上海日本總領事館對閘北、虹口、楊樹浦、江灣

鎮、新市街、吳淞鎮、浦東、共同英租界、共同法租界、滬西、南市、松江、青

浦、南通臺灣人的戶數、成年男子、未成年男子、成年女子、未成年女子及合計

數。就1941年1至3月為例來看，臺灣人以在虹口日租界1,530人為最多，其次是

閘北871人，英租界482人，楊樹浦290人，法租界210人，總計3,575人。 8不過臺

灣人有些並未以日本籍的身分在上海，因此上述數字遠比實際在上海的臺灣人人

數少。

第二種重要資料為島津長次郎編的《支那在留邦人人名録　第三十版紀念

號》，出版於1940年，約有150名在上海、南京、杭州、蕪湖、江陰、蘇州的臺

灣人名單。9

第三種重要的史料是〈六然居典藏臺灣史料〉，這是楊肇嘉所收藏的資料，

其中有關臺灣重建協會上海分會成立時參加的臺灣人，尤其是15位理事、3位監

事的名單，以及該會成立的臺灣問題研究所的成員名單，還有戰後初期怕被逮捕

（或已被逮捕、沒收財產）而前往分會求援的臺灣人名單，最重要的是楊肇嘉被

捕、營救的經過。10

第四種重要史料為《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Ⅲ，有關做為左翼團體的上海

讀書會、上海臺灣青年團、上海臺灣反帝同盟，這些左翼臺灣人如何與朝鮮、中

國、第三國際接觸、合作，乃至於在上海成立臺灣共產黨及其被取締的經過，直

到1933年翁澤生被捕後，11臺灣人在上海左翼的活動才告一段落，上述種種，都

有資料可尋。

如果要了解有多少臺灣人在汪政權的朝廷中任職，而在上海、南京間來來去

去的，就必須看《滿華職員錄》，這是一本出版於1942年的書，在〈中華民國官

廳〉中第一個出現的臺灣人為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謀謝文達，12此外，在外交部、

8  K,3,7,0.9，昭和16年1月~3月〈中國並滿洲國ニ関スル本邦人及外國人人口統計表一件〉。
9  島津長次郎，《支那在留邦人人名錄》第30版（上海：金風社，1940年）。
10  本資料由楊肇嘉的後人提供給中研究臺史所合作進行掃瞄，目前尚未正式開放。
11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Ⅲ（東京：綠蔭書房，1986年複刻版），頁853-854。
12  中西利八等編，《滿華職員錄》（日本：滿華資料協會，1942年），頁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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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宣傳委員會、僑務委員會都看得見臺灣人的踪跡。

至於相關史料有劉吶鷗的《日記集（上）、（下）》，為1927年在上海所寫

的日記，可以看到一些臺灣人的影子，如蔡愛禮、蔡愛仁兄弟。13楊肇嘉的《楊

肇嘉回憶錄》敘及他在1943年4月抵達上海，一直到1948年才回臺，回憶錄中說

到他在上海的經歷，及戰後的相關事蹟。14此外《灌園先生日記》、〈臺灣光復

致敬團旅行日記〉、〈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15都同樣敘述臺灣光復致敬團

自1946年8月29日到10月4日之間的事情，其前後都和在上海、南京的臺灣同鄉見

面，也可知道戰前迄戰後留在上海臺灣人的部分名單。此外有李偉光的子女為他

所編的《李偉光（應章）臺灣農民運動的先驅者》上、下兩卷，其中最重要的是

李偉光的自傳，以及他書寫、其女婿蔡子民（慶榮）整理的傳；他第三任妻子倪

振寰、教育處公費留滬學生江濃等文章， 16都提到上海的臺灣人的種種。17吳克泰

的《吳克泰回憶錄》提到他在1944年就讀臺北高校時到上海當日本陸軍第十三軍

司令部法務司通譯，1946年3月回臺，二二八事件後，又在4月3日赴上海，因此

見證部分旅滬臺灣同鄉會之事。18李天生的《天星回憶錄》中，敘述他在1939年

到京滬，開錢莊、組運輸公司、經營當鋪，見證汪政權下在南京、上海的臺人；

在戰後曾收容要回臺的同鄉40多名，對臺灣同鄉會、臺灣重建協會（上海分會）

提供另一種有異於左、右兩翼的觀點。19鄭晶瑩寫下《心向祖國的腳印》，20描述

戰後她在上海求學參加政治運動而遭到國民黨逮捕，經李偉光搭救的經過，提供

她個人在上海的經驗。21顏世鴻的〈上海•上海〉說到其舅張錫鈞、張錫鈴（張

邦傑）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認為他的五舅張錫鈞就是長江一號，也提供另一種

13  康來新總編輯，《劉吶鷗全集–日記集（上）》（新營：臺南縣文化局，2001年）。
14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2007年，4版2刷），頁338-366。
15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0

年），頁302-369；葉榮鐘，〈臺灣光復致敬團日記〉，收入林莊生等主編，《葉榮鐘日記（上）》（臺
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頁239-261；李建興原著、吳國柄校訂，〈臺灣光復致敬團祖國行〉，
《中外雜誌》，33(1)，1983年1月，頁91-100。

16   江濃，1923年出生於嘉義，據稱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醫學專門部。戰後於1946年考取第一批公費生，入上海
復旦大學新聞系，當選臺灣公費生同學會會長，畢業後長期從事新聞文化事業。歷任中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
中央常委、北京市臺灣聯合會副會長、全國臺聯理事。施友義主編，《臺灣同胞在大陸》（福州：海風出版
社，1993年），頁20。

17   李玲虹、張晉珠主編，《臺灣農民運動的先驅者―李偉光（上、下卷）》（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7
年），上卷頁1-23、138-174，下卷頁313-315、321-326。

18  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臺北：人間出版社，2002年），頁115-150，頁223-240，第六章、第九章。
19  李天生，《天星回憶錄》（高雄：自刊本，不著出版年代），頁74-108。
20   鄭晶瑩，1926年生，彰化人。彰化公學校畢業後即入廈門集美中學就讀。歷任第七、八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

國政協委員、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第二、三、四、五屆中央委員和臺盟中央第一、二屆婦女工作委員會主任。
《臺灣婦女在大陸》專刊編委會編，《臺灣婦女在大陸》（北京：該編委會，1995年），頁16。

21  鄭晶瑩，《心向祖國的腳印》（不著出版地、出版書局，1999年），頁7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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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臺灣人的面貌。22

此外為了研究這個題目，我在10多年前進行的口述訪談，《藍敏先生訪問紀

錄》，藍敏自敘她自1939年赴上海與重慶分子施石青接觸，並前往浙江見戴笠的

經過；此外描述在其兄藍家精（汪政權的僑務委員、參贊中將）的藍公館出入的

臺灣人，有其女性細密的觀察。23在《柯臺山先生訪問紀錄》中，柯臺山說明戰

後由重慶回到上海的見聞，以及在上海成立臺灣重建協會上海分會，並以楊肇嘉

為分會理事長的經過。24此外《口述歷史》第5、6期「日據時期臺灣人的大陸經

驗」中，亦有四、五篇可資使用：例如第5期〈林坤鐘先生訪問紀錄〉、〈陳許

碧梧女士訪問紀錄〉，林為銀行職員，陳許碧梧的丈夫為陳錫卿，任周佛海的秘

書；25第6期的〈林櫻先生訪問紀錄〉、〈藍金塗先生訪問紀錄〉，前者為板橋林

家的後人，後者為商人，26都有益於了解戰前臺灣人在上海的活動。

我在1997年訪問住在上海的臺人，如李韶東，其父為李喬松，左翼人士，

二二八事件後到上海，再回臺，旋再到上海；李錫昭為李偉光之子，所說與上述

已介紹有關李偉光的紀錄相似。27

目前在上海的臺灣人中亦有有關戰後上海的回憶，可參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

上海市委員會在成立50年時出版的《風雨同舟50年，1949-1999》，這本書的第

二篇〈往事的回憶─建國至“文革”前上海臺盟工作的回憶〉，收錄幾篇和戰後

上海的臺人有關的文章。28如果小說也可以窺知當時上海臺灣人的情況，則林衡

道寫的《前夜》亦可做為參考。29

此外研究臺灣最基本的資料為日治時期的《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

報》、《興南新聞》等，加上各種類的《臺灣人士鑑》上所刊載的旅滬經歷；若

再加上戰後的《民報》、《臺灣新生報》、《人民導報》、《大明報》等，登載

22  顏世鴻，〈上海．上海〉，未刊稿，本書稿由顏世鴻先生致贈，謹致謝意。
23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藍敏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頁47-

50。
24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柯臺山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頁65-

78。
25  《口述歷史》，第5期，1994年6月，頁61-76、247-268。
26  《口述歷史》，第6期，1995年7月，頁71-94、153-178。
27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李韶東先生訪問紀錄〉、〈李錫昭先生訪問紀錄〉，1997年8月，上海臺盟，

未刊稿。
28   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上海市委員會，《風雨同舟五十年―臺盟上海市委成立五十周年紀念集》（上海：該會，

1997年），頁57-79。其中包括鄭勵志，〈憶解放初期在臺盟總部工作的日子〉；徐萌山，〈關于上海臺盟
的回憶〉；李錫昭，〈我的父親―李偉光〉；林友彥，〈我的父親―林田烈〉；李韶東，〈憶父親―李喬
松〉。

29   本書以青年張志平代表知識分子苦悶的典型，他不讀醫而選擇英國文學，在日本留學時與一位家道中落的貴
婦人有一段情，回臺後與表妹素琴結婚。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應徵翻譯官，在上海虹口日本海軍武官府當
通譯，他在上海的見聞足以參考。見林衡道，《前夜》（臺北：青文出版社，1991年），共275頁。本書為
我的學生鄭麗榕所提供，謹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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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留在中國臺人名單及回臺的經過，由這些名單可以得到線索。南京第二檔案館

所藏的〈臺灣戰犯案〉中，在上海的戰犯亦有，是相當重要的資料，如陳杏村、

楊肇嘉 30等都是。上述的資料，由不同的方面來記錄在上海的臺灣人，可說是研

究在上海的臺灣人最基礎的史料。

二、過去的研究

荻洲生在上海領事館警察島田的好意下，參閱該館1936年調查在上海的臺灣

人的戶口、人數、職業別、主要營業總類和資本額、教育程度與就學狀況、留學

生的數量、就讀的學校。並指出早期在上海的臺灣人經濟情況不好，有些與軍界

關係好的御用商人則可搏巨利。在盧溝橋事件發生後，原本臺灣人有651人卻只

剩300人，其中躲到舊英、法租界者不少，且裝成中國人，對日本的戰爭不像日

本人那樣盡力協助，令人遺憾。日本佔領華中後，需要建設當地，開始有些一流

的臺灣人到上海，可望能積極協助建設工作。 31本文描述的是1936-1938年間在上

海的臺灣人。臺灣總督府外事部管理課長大田修吉之〈海外に於ける本島同胞〉

一文，其中〈海外在留本島人調〉，是1943年12月由駐當地的該局調查出臺灣人

在華南、華中、華北、佛印（越南）、泰國、滿洲、蒙疆的人口，其中在上海的

有3,767人。在上海的臺人自1938年後設立啟明幼稚園，1940年為對中國人推廣

日語，而設立「國語講習所」，又設南鵬青年團，協助設立表忠塔建設。 32卞鳳

奎在〈日據時期臺灣籍民在上海之動態〉一章中，利用上述荻洲生之文及日本外

務省外交史料館的資料，與筆者早期做過的口述歷史，探討臺灣籍民在上海的人

口數、職業別及在上海的抗日活動，籍民與當地住民的關係。 33由於只談1938年

以前，而且在使用文本上也有些錯誤，34因此讓本文有撰寫的空間。

參、在上海的臺灣人

1937年末的上海，除了外國租界外，都已是日本的勢力範圍，1940年4月以

30  〈楊肇嘉（臺灣新竹）戰犯案〉，全宗號179，案卷號988，藏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31  荻洲生，〈在滬臺灣人の近況〉，《臺灣時報》，昭和13年5月，頁157-161。
32  大田修吉，〈海外に於ける本島同胞〉，《新建設》，3卷3號，1944年3月1日，頁38。
33  卞鳳奎，《日據時期臺灣籍民在大陸及東南亞活動之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頁83-106。
34   頁95，二、胡華英，應為彭華英；頁104，彭英華，應為彭華英。而張我軍自1924年即到北京，一直到戰爭

結束。而彭在13年1月12日應為1924年才對，且頁數應為99。又如註1，林橫哲應為林「衡」哲。如上述的錯
誤還有，不一一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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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則在汪記國民政府統治之下。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英美對日宣

戰後，日本乃「佔領」西方各國在上海的租界。上海是除了臺灣人的原鄉厦門以

外，臺灣人最多的地方，以下分期介紹在上海的臺灣人。

一、早期的臺灣人

如果以1937年底南京淪陷，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之前為早期，也許合適。自

1924年中國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氛圍下，國民黨的左派共產主義者主張在民族獨

立的過程下，支持臺灣獨立運動，右派則主張共同奮鬥，打倒日帝，收回臺灣。

不論前者的左派，後者的右派，對臺灣人而言都有市場。在上海的臺灣人，以商

人為多，但學生也不少。由於商人若不觸法或從事民族運動，則較少資料留存；

相對的，學生從事政治運動的較多，以致上海日本領事館對這些就讀各校的學

生，莫不仔細過濾，以防其與中國反帝活動結合，如上海南方大學的學生組成上

海臺灣青年會，上海務本英文專門學校學生組上海臺灣人大會， 35還有林木順、

翁澤生、謝雪紅等人組的「上海臺灣讀書會」，36此外尚有上海臺灣青年團、上

海臺灣反帝同盟。37其中集其大成、相當有代表性者，則屬在共產國際的支持、

中共的協助下成立的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簡稱臺共）。在《臺灣總督府警

察沿革誌》中出現的臺灣人姓名，就有幾十人。若再參照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的書

記官北村英明向日本內務省警保局長萱場軍藏的報告文，即可知當時在上海就讀

的臺灣學生包括大學、高中、初中都有，大學有：大厦大學、中法工學院、同濟

大學、光華大學、華厦大學、聖約翰學院、東南醫院、中國醫學院、新中國醫學

院、南通醫學院、東亞同文書院；高中有暨南大學、震旦大學、中法學院所附屬

的高中，至於初中則有日本居留民國立商業學校、上海日本居留民國立高等女學

校、工部局立女學校、暨南大學附屬中學部、建國中學。 38這些學生，或許與父

母定居在上海，或許是隻身由臺灣前來。

除了上述這些人外，如鼎鼎大名的謝南光（原名謝春木），是華聯通訊社

社長，1935年時被華僑聯合會選為委員。39劉燦波（劉吶鷗），在上海一方面經

營貸地業（收租業），另方面任《時事新報》記者，又任明星電影公司的創作

35  《楊肇嘉回憶錄》，頁188。
36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Ⅲ，頁661。
37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Ⅲ，頁867-874。
38   A5,3,0,3-2臺灣人關係雜件，上秘第498號，昭和11年9月21日，〈在滬臺灣人留學生ニ關スル件〉，這是本

年新學期開學後的情形。
39   A5,3,0,3-2臺灣人關係雜件　東亞局機密第427號，昭和10年4月8日在上海總領事石射猪太郎致外務大臣廣田

弘毅〈華僑聯合會復興策ト要視察臺灣人謝春木ノ委員選任ニ關スル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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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1936年9月被南京中央電影檢閱委員會委員長羅剛任命為檢閱委員，40之後

被暗殺。41領導二林蔗農事件的李應章也在1934年底由厦門來到上海，改名李偉

光，他在厦門時即加入共產黨，在上海重操醫業。42而受迫於日本施行米穀統治

政策，以至於臺灣的金融業經營日趨困難，因而於1933年前往上海新興銀行上班

的林坤鐘，這家銀行是板橋人林木土所設的，林在厦門、上海都有事業，此銀行

用了不少福建人、臺灣人。林土木的侄兒林德旺、女婿周煥璋都同在這家銀行服

務。此外有宜蘭楊東波、楊東海兄弟，前者開美容院，後者當貿易商。1936年林

坤鐘和臺南人、畢業於東京帝大的王柏榮，以50萬元的資本額開創了振亞銀行，

這銀行還有王開運（王柏榮的伯叔）之孫王東嶽。當時臺灣人在上海開了三家銀

行，最早的是大溪人江汝舟創的中日銀行，之後以陳重光當常務董事的通華銀行

（名義上以顏惠慶為董事長）。林濬哲，畢業於日本千葉醫科大學，是林坤鐘之

弟，也在上海開業；宜蘭人林世昌則是牙醫，在上海靶子路開業，曾任上海臺灣

公會會長。43約束一些不法的臺人，也替臺人解決問題。44

二、後期的臺灣人

以1937年上海淪陷為界，之後為後期，其實還可分為（1）1937~1940，

（2）1940~1945兩期，以汪精衛「還都」做為劃分的界線，而以後期較重要。

1939年去上海的藍敏，其兄藍家精（國城）為汪政權的參贊中將，又曾任僑務委

員，據她的觀察，在其兄處出入的臺灣人可以分為五類，其分類中有四類值得借

鏡。

第一種是三邊工作者（即情報工作者），亦即替日本軍方工作，但既為重

慶做事也為延安作事，其實就是有雙面諜和三面諜，如她所舉其兄的保鑣隊長李

天成。 45另有著名的間諜，即任職於汪記國民政府財政部的彭盛木，畢業於上海

東亞同文書院，畢業後擔任周佛海（汪記行政院長兼上海特別市市長）的日文

40   A5,3,0,3-2臺灣人關係雜件　東亞局上秘第505號，昭和11年9月24日在上海領事館內務書記官北村英明致警
保局長萱場軍藏，〈要注意臺灣人劉燦波ノ在南京中央映畫檢閱委員會委員就職ニ關スル件〉。

41  他於1940年9月3日遇刺。見彭小妍，〈導誌〉，收於《劉吶鷗全集–日記集》，頁17。
42   李偉光自述、蔡子民整理，〈一個臺灣知識份子的革命道路〉，收入李玲虹、龔晉珠等編，《臺灣農民運動

先驅者―李偉光》（上卷），頁12-13。
43  島津長次郎，《支那在留邦人人名錄》，頁142。
44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吳美慧紀錄，〈林坤鐘先生訪問紀錄〉，收入《口述歷史》，第5期，1994年，頁65-

69。
45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藍敏女士訪問紀錄〉，收入《口述歷史》，第5期，1994年，頁23。藍敏口中

的第一種人是三邊工作者，第二種人是臺灣共產黨，第三種是百分百為利益的人，第四種是要拿回祖先財產
的，第五種是年輕的臺灣軍屬們。本文採用其中的四類，再加上另外兩類，共分成六類（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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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譯，汪政權成立後任財政部參事，46但他同時也是軍統的特務。他和程克祥兩

人，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局長戴笠的命令下，擔任

南京情報組組長、副組長。又被周佛海任命為汪記政府的官員，成為軍統了解

日本和汪記國民政府間交涉狀況的重要之兩顆棋子，因而得以了解汪記的財政

政策和占領地的日本金融、經濟狀況。他因對汪記的情況不了解，乃由周佛海

的妻弟楊惺華予以協助，又借楊兼任南京政府中央黨部的連絡主任之便，得到九

江、南昌、武昌、漢口的軍事情報，甚至1940年8月10日進行的「日華國交調整

交涉」，彭盛木也得以參加，將該會議的紀錄交給軍統，再向國民政府中央報

告。 471941年末，被汪政權的特工總部發現他另一種身分，乃被逮捕。周佛海卻

派妻弟楊惺華將他保釋，並回任原職，而後升財政部專員，48據說後來又被特工

逮捕而處決，49實則他戰後不久病死在上海。50施石青是國民黨上海站站長，他的

父親為施至善。曾參加上海臺灣青年會，但他也和共產黨接觸，與他們合組「臺

灣人民解放同盟」； 51另方面又鼓勵藍敏到後方與國民黨接觸。52戴天青，澎湖

人，及長隨兄戴成（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到廈門，入鼓浪嶼博愛醫院特設科

學醫。由於成績特優被保送回臺南醫院特設科就讀，畢業後到南京百齡醫院服

務。後自覺技術不精，遂以中國籍身份再入日本大學進修。回中國後，獻身軍旅

為軍醫，隨軍隊轉戰各處，後脫離軍隊在南京開業。 53中日戰爭爆發後，因黃濬

間諜案件牽連，54於1937年3月26日以「受敵人津貼，開設博愛醫院，利用診病機

會與軍界人員接近，刺探軍事消息，供給敵方。」之罪名被處決。55

46  中西利八等編，《滿華職員錄》，頁880。
47  劉傑，《漢奸裁判に對日協力者を襲った運命》（日本：中央公論新社，2007年），頁220-221。
48   周佛海著、蔡德金編註，《周佛海日記全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頁271、281、283、

285、564、585、640、641、643。
49   彭淑真（彭盛木妹），〈為夫〔饒維岳〕無辜受押沈冤莫白呈請察枉情主持正義乞迅拯救由〉，收入周琇

環、歐素瑛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三）—高等法院檔案》（臺北縣新店：國史館，2002年），頁93；
南京市檔案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上）（江蘇：江蘇省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240。

50   社團法人滬友會，《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史—創立八十周年記念誌》（名古屋：該會，1982年），頁501。該
書載彭在戰後死於上海福民醫院，並未被處決至為明顯。

51   李偉光自述、蔡子民整理，〈一個臺灣知識份子的革命道路〉，收入《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上
卷），頁16。又同書〈李偉光（應章）自傳〉，頁163，李偉光之所以認識施石青，主要是王大昭介紹的，
施石青是施至善的大兒子。施至善在紅軍時代曾參加閩西工作。施石青的思想頗進步，有愛國熱情。

52   藍敏認識施石青出於李天成介紹，半年後，請問藍敏是否有意去重慶，後來藍敏在1943年由施石青等帶往後
方。見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藍敏女士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5期，1994年，頁25-30。

53   許益超，〈瓦硐志〉，未刊稿；許雪姬，〈日治時期澎湖瓦硐籍的醫生〉，收入紀麗美編，《澎湖研究第一
屆學術研討會論文集》（澎湖：澎湖縣文化局，1995年），頁411。

54   許雪姬訪問、丘慧君紀錄，〈戴秀麗、戴秀美姊妹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6期，1995年6月，頁114-
115。

55   《申報》，1937年8月28日，第1版，〈黃濬等犯罪事實〉。由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羅久蓉告
知黃濬可能是臺灣人，其父黃彥鴻在乙未之役後回到福建閩侯，並考中進士。如果這一線索可靠，則黃濬一
案值得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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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人是共產黨人，倒不一定要加入中共，或過去是臺共分子，但至少已

是左傾分子，如謝雪堂，臺南人，是自學成才的醫藥器械專業人員，30年代在福

建時接觸過紅軍，受共產黨影響；56又如蔣時欽、吳克泰、周文和等人，他們雖

在日本投降後翌年的三月才加入中共，57事實上他們早在戰爭結束前已在尋覓加

入中共的管道。又如投奔新四軍而被軟禁的王康緒，58又如史明的弟弟林朝陽，

後來由上海進入新四軍的建設大學。59

第三種人是純粹的商人。如以《支那在留邦人人名錄》來加以觀察，在上

海、南京一帶經商的不少。如在南京明瓦廊開雜貨、煤業大和洋行行主王深；在

南京中山路開洋品雜貨店南國商會的何錫廉；在上海九江路開鹽販賣業通源鹽業

公司的林懋烈；在上海黃埔灘路開東亞海運株式會社的吳金塗；在上海海寧路開

皮製品販賣店的林火輪 60都是。再例如臺南安平何家（何傳、何永、何義），創

立永豐洋行，從事肥料、糖、油、麵粉等生意，在廈門、汕頭、上海、鎮江、揚

州、淮陰等都設有支店，何義專門負責在上海的生意。61文學家雞籠生陳炳煌，

在上海開新興公司，做貨幣兌換、代管不動產、汽車出租及貿易商。62楊肇嘉也

屬於這一類，亦即經過在臺灣種種民族運動後，為了生活，經商營生，不再涉及

任何政治活動。他在上海立足後，將家眷分二次接到日本，處理了家中的產業，

再得到神戶總公司股東的同意在上海設立分公司，租屋掛牌，以賣木炭、白糖、

鹽為主，也到杭州販蠶絲、日本運姜黃，後來又在武漢設置分公司，由盧志中負

責。 63由於楊來此已是1943年，早期雖得同鄉之助，64但日本戰況進入頹勢，航

線被封鎖後，生意逐漸困難，不得不結束武漢分公司，同時在公司設拓殖部經營農

場，由臺灣運來黃麻、蓖麻種子，在上海的郊外種植，並種蔬菜瓜果，以此度過戰

時。不過到1945年2月後，農場已發現日本海軍陸戰隊的兵士企圖避入他的農場，65

日本敗象已露。高雄人李天生，到南京開錢莊、66組華一運輸公司，又收集廢鐵賣給

56   徐萌山，〈關于上海臺盟的回憶〉，收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上海市委員會，《風雨同舟五十年―臺盟上海市
委成立五十周年紀念集》，頁65-66。

57  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頁150。
58  《吳克泰回憶錄》，頁124。上海大學國文學院的學生，後改名王宏，自上海外語學院日語系退休。
59  《吳克泰回憶錄》，頁134、122，後來因太太為日本人，因而到東京，姓太太的姓改名為松本一男。
60  島津長次郎，《南京在留邦人人名錄》，頁34、31；《支那在留邦人人名錄》，頁234、82、14。
61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紀錄，〈藍金塗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6期，頁154-155。
62  島津長次郎，《支那在留邦人人名錄》，頁475。
63   盧志中畢業於臺南高等商業學校。見全宗號9，目錄號1，案卷號35，〈第六戰區長官部電囑查後各地集中之

臺灣人及市轄內臺灣人調查表〉，藏於武漢市檔案館。此案件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羅久蓉提
供，謹致謝意。戰後盧志中擔任臺灣省旅漢同鄉會理事長。原名盧畾。

64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333，如林坤鐘、梁鼎塤，以及通孚行的李炳寅。
65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333-336。
66  李天生開和平當舖於南京莫愁路，見島津長次郎，《南京在留邦人人名錄》，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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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礦業公司。他將鄉親、子侄都帶到南京，工廠等雖設在南京，但住家及部分的

辦事處設在上海。在回憶錄中他特別聲明，既不願幫日本人收買食米，鐵工廠也不

幫日本人製造手榴彈。67

第四種是年輕的臺灣軍屬（包括通譯、小學生），通譯是臺灣人最容易進

入、得到官職的管道，68軍方通譯則是自戰爭以來常被徵用的人，由於日軍侵略

中國，到處需要北京話（或其他語言）的通譯，臺灣人乃被徵調。如王標受雇在

上海市政府紅門局當通譯； 69據吳克泰在回憶錄中說，這些通譯到上海後有的被

分到酒保（軍中販賣部）、停車場（車站），他被分到法務部，而其前輩是一個

簡姓客家人前輩，傳承給他的經驗是：「我們當翻譯的要把他們的辯護詞儘量翻

譯成有利於他們，這樣，我們也就等於為他們作了辯護。」 70林漢章，臺南人，

懂英語，任職上海日本憲兵隊設在英租界的「敵國僑民集中營」。71另有一批在

1940年前後被日籍老師以「到上海旅遊」為由，自臺北老松公學校強行帶到南京

汽車工廠工作者，共200多人，來時只是3、4年級。72

第五種則是在汪政權或日本軍部工作的臺人，1937年上海淪陷後，在日本軍

務部西村（展藏）班的命令下，11月3日蘇錫文成為上海市長，12月5日上海市大

道市政府在浦東成立。73按，蘇錫文是臺灣人，74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

科，之後先任福建省政府財政局長，繼而在廣東大元帥府成立時任財政署長兼民

政司長，而後在上海江灣持志大學任教。75上海大道市政府接受南京維新政府領

導後，於1938年4月28日改設督辦公署，置督辦，蘇錫文再任督辦。7610月16日改

為上海特別市市政府，由傅宗耀（筱庵）任市長，蘇錫文改任祕書長。771940年

4月汪政權成立後，傅仍任市長，78後來傅宗耀為其僕人朱升源所殺，79乃由蘇錫

67  李天生，《天星回憶錄》，頁99。
68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的通譯〉，《輔仁歷史學報》，18期，2006年，頁29-44。
69  島津長次郎，《南京在留邦人人名錄》，頁1。
70  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頁118。
71  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頁121。
72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柯臺山先生訪問紀錄》，頁52-54；頁55，有柯臺山與這些流落上海的學生於

1945年12月3日合照的照片，後來工廠將他們送到楊樹浦候船，被分批送回臺灣。
73   上海檔案館編，《日偽上海市政府》（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年），頁2，〈上海市大道政府市長就職布

告和啟事〉。
74  陳存仁，《抗戰時代生活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51。
75  上海檔案館編，《日偽上海市政府》，頁13，〈蘇市長簡歷〉。
76  上海檔案館編，《日偽上海市政府》，頁18，〈督辦公署成立及督辦就職有關文件〉。
77  上海檔案館編，《日偽上海市政府》，頁1077。傅於1938年10月16日就任。
78  上海檔案館編，《日偽上海市政府》，頁60，〈傅宗耀關於擁護汪精衛登場通電〉。
79  上海檔案館編，《日偽上海市政府》，頁64，〈蘇錫文為傅宗耀被刺事件致行政院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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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代理市長，80迄11月20日陳公博被任命為上海市長止。81再如史明之父林濟川，

為在上海日本海軍情報特工人員之一，日本占領厦門後，被派到福建任公賣局局

長。82任上海特別市政府專員的陳錫卿，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政學科，

1934~1937年在滿洲國任職，1938年在林柏壽女婿吳鴻裕的幫忙下擔任周佛海的

機要秘書，83實則為上海特別市專員。84吳鴻裕當時擔任日本海軍武官府上海復興

部聯絡官。85任職上海特別市衛生局醫院管理處處長的吳耀東；86還有藍家精，任

職日本華中派遣軍，事實上是汪記國民政府的參贊中將，在上海的住宅人稱藍公

館。87又有任上海市社會局長兼中日實業銀行行長劉景灝（原名劉文中），臺南

下營人。88 

第六種人就是醫療人員。我研究在滿洲的臺灣人，發現不少人從事醫療業，

尤其是醫生，南京、上海也不例外。石文峯任職於上海浦東施療所警察醫院，余

樹在上海北四川路開稻田齒科醫院，呂芳喻任職上海虹口博愛醫院，林世昌在上

海老靶子路開林齒科醫院，廖東耀在上海吳淞路開駒尾醫院，蘇火土（樵山）在

南京中山路開樵山病院，89蔡漢基在上海靜安寺路和南京西路交界開醫院。90另有

一批戰時中就讀日人創辦於上海的厚生醫學專門學校，曾有9名臺人畢業，大多

任職於同仁會相關醫院或上海的日本醫院。91也有開藥店的，如長（張）錦鴻開

在上海的「ホシクスリ店」，即星康藥品公司，是星製藥華中、華南總代理店；

劉火祥開設武田大藥廠，專門從事醫藥品製造以及輸出入業。 92更有在上海居留

民團立民診療所當實習護士的蔡清玉。93

由以上不同職業，可見上海有一些形形色色的臺灣人。據說汪記國民政府成

立後二年，只要抓到機會就可以賺大錢，而任職汪記或日本機構的臺灣人也都有

80  上海檔案館編，《日偽上海市政府》，頁62，〈汪精衛關於蘇錫文代行市長職務〉。
81  上海檔案館編，《日偽上海市政府》，頁66，〈市府關於陳公博就任市長布告〉。
82  中西利八等編，《滿華職員錄》，頁920；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臺北：該社，1943年），頁455。
83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陳許碧梧女士訪問紀錄〉，收入《口述歷史》，第5期，1994年，頁256-257。
84  中西利八等編，《滿華職員錄》，頁913。
85  中西利八等編，《滿華職員錄》，頁256。
86  中西利八等編，《滿華職員錄》，頁914。
87   不著編人，《汪偽政府所屬機構》（出版地、社、時均不詳，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

頁35，參贊武官公署中將參贊武官；許雪姬訪問、曾金蘭記錄，《藍敏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頁86-87。

88  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頁140。
89  島津長次郎，《支那在留邦人人名錄》，頁57、11、142；《南京在留邦人人名錄》，頁46、55。
90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林雙意女士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編，《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

厝篇），頁14。
91  陳力航，〈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醫師〉（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12年），頁57。
92  島津長次郎，《支那在留邦人人名錄》，頁74、227。
93  島津長次郎，《支那在留邦人人名錄》，頁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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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配給，又有薪資加給，大抵過著不錯的生活。

以下將探討，上述多種多樣的臺灣人，在日本投降後，又發生怎樣的變化，

才能理解戰後上海的臺灣人。而當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成立後，上海的臺灣人又如

何看待？楊肇嘉等人又如何針對臺灣的事情向南京政府提出最直接的抗議。

肆、戰後的上海與相關團體的成立

如上所述，戰爭後期已有一些各行各業的臺灣人在上海。當日本投降後，

過去託庇於日本的臺灣人，為了保命，乃各顯神通，有的想盡辦法和戰時軍統系

統潛伏的工作人員聯上線，以求保護；有的打著親國民黨的旗號，形成各種組

織，企圖靠攏國民黨，但真正的國民黨由後方來接收後，這些組織乃告消失。 94

親共產黨的「臺灣人民解放同盟」在報上發表宣言和告臺灣同胞書，表達他們的

立場，由於在中共黨員李偉光尚未由杭州回上海之前即行動，又發現施石青是國

民黨上海站的站長，為了防止國民黨藉施操縱該同盟，李偉光乃藉辭職解散該同

盟。 95

由於上海是自東北、華北、華中回到臺灣唯一的港口，除了原有的臺灣人

外，旅居這些地區的臺人也陸續集中到上海，這些人有被征來的軍夫或軍屬（包

括通譯）退役復員，也有因受制在臺灣沒出路，而到中國各地就職者。這些臺灣

人有賴政府的協助，無奈當時國民政府尚無暇及此，因而成立上海（旅滬）臺灣

同鄉會乃為刻不容緩，而成立後向政府交涉相關事宜更是迫在眉睫。

一、上海同鄉會的成立

上海臺灣同鄉會牽涉到親楊肇嘉的右派人士與親李偉光的左派人士間的較

量，相當複雜。先說楊肇嘉這一方，據楊的回憶錄說，在8月16日日本投降的第

二天，就有關心臺灣前途的有心者來訪，希望能協助政府接收臺灣，將這50年

來臺灣的民情實況提供給政府，另方面協助流落在大陸的臺灣人，因此應以楊為

中心來組織。楊肇嘉同意後，也了解旅滬臺人各吹各的調，怕「為了團結反而分

裂」，因此同意進行組織，至於由誰領導，應從眾議。 96到底有那些人集中在楊

94  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頁135-137。
95   李偉光，〈一個臺灣知識份子的革命道路〉，收入《臺灣農民運動的先驅者―李偉光（上卷）》，頁16。李

偉光在1945年7月初，險被日本憲兵逮捕，乃逃往杭州，日本投降後才回到上海。
96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33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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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嘉身邊？楊在回憶錄中隻字未提。8月31日林獻堂等人97由臺灣到上海，為了

歡迎已在8月29日被任命為臺灣行政長官的陳儀，因而與楊見面，也說到組同鄉

會的事。先是有一個叫「陸某」者，希望上海臺人組織一歡迎陳儀之會，林獻堂

當即明白表示，各派意見不同，想組織起來有其困難，楊肇嘉也不表贊同。 98又

有一名陳思齊99者，來見林獻堂，說上海市黨部託他組織上海臺灣同鄉會，已經

設了籌備委員，他在其中工作，但又不欲做幹部，又強調該籌備會不許楊肇嘉入

會。100在林獻堂9月13日要回臺時，要如何設同鄉會仍是主要話題。101在林獻堂、

林猶龍、林熊祥、辜振甫、許丙、林呈祿、陳炘、羅萬俥、蘇惟梁在上海時，他

們所會晤的人，應該是較傾向以楊為首結成同鄉會的人，這些人中有張月澄、陳

重光、王柏榮、林坤鐘、賴其昌、周天啟、徐守益、何保儀（何義）、陳杏村、

陳炳煌、郭啟、李昆玉、石煥長、林木土、劉天祿、陳朝乾、黃玉對、莊垂慶、

林世昌、周錫堯、蔡啟恒、蔡漢基、王元甲、李昆耀、林履信、張維賢、林詩

賓、楊裕、吳錦春、張錫鈞、李天成、莊奕馨、陳其昌、周益民、王德欽、許振

發、林雨嘉、鄭崇璧、王鐘麟、陳錫卿、陳東興、管沼、黃木邑、賴尚剛、王繼

昌、顏春安、陳淵春、楊建農、闕逸超、林勃……。 102其實林獻堂在上海期間，

正是楊派、李派勢成水火之際。

和楊肇嘉站在相反立場的李偉光的說法則大不相同，他說9月“上海國民黨

市黨部派出葛克信、周英才、張彬人三人來臺灣同鄉會當指導員，103周英才較偏

向楊肇嘉，但李派卻捷足先登，在「臺灣革命大同盟」的施石青和國民黨上海市

黨部接洽要組臺灣旅滬同鄉會，9月2日施石青要李出面籌組，9月3日李乃往見

張彬人，正式提出組織同鄉會的申請，當天下午就在李開的療養院開第一次籌備

會。除了原來臺灣革命大同盟的李以及施、郭星如、王大昭104外，還有「臺灣革

新協會」的王麗明、廖文奎（原名廖溫魁）、林木土。由於楊肇嘉的申請較慢，

97   林獻堂、林呈祿、陳炘、羅萬俥、蘇惟梁這5人是應邀參加9月8日日本的授降典禮，但受誑於臺灣軍參謀諫
山春樹，因而未能參加。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七）一九四五年》（臺北：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頁280，1946年9月8日。

98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十七）一九四五年》，頁267，1945年9月3日。
99   李偉光對陳思齊的描述是，他是上海市黨部直接指派的人，而且和李昆玉、張添梅都是楊肇嘉派的小囉嘍。

又說他是上海反帝大同盟的叛徒，敵偽時代靠日軍部勢力在廣州做鴉片專賣，有鴉片大王之稱，日本投降前
到上海，靠日人的勢力經營水產罐頭廠。見李偉光，〈李偉光（應章）自傳〉，收入《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
―李偉光》（上卷），頁165-166。

100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七）一九四五年》，頁269，1945年9月4日。
101  9月12日就在林獻堂離開上海回臺前，林木土、陳炳煌還和林獻堂說設同鄉會之事。
102   見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七）一九四五年》，頁261-289，1945年8月31日~9月13

日，其間李偉光曾在9月12日和林獻堂見面。
103  李偉光，〈李偉光（應章）自傳〉，收入《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上卷）》，頁165。
104  李偉光，〈一個臺灣知識份子的革命道路〉，收入《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上卷）》，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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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說楊肇嘉屬於中統，因而受到排擠，105為了挽回頹勢，國民黨所指派的陳思

齊、張添梅、李昆玉，在第一次籌備大會中乃提出楊肇嘉何以不能參加籌委會，

但未獲具體的答覆。第二次籌備會時周英才親自參加，要選楊肇嘉為同鄉會顧

問。「但我們［李偉光一派］不滿楊在抗戰中的所作所為，而加以否決了。」106

亦即李系並不要楊肇嘉當顧問。之後的9日，據說楊肇嘉和周英才派陳思齊到籌

委會臨時辦事處要將同鄉會所有的書籍劫掠而去，被郭星如、王大昭所阻，但

「從此之後兩派鬥爭如火如荼，有加無已了。」107

11月10日是上海臺灣同鄉會選舉理事長的日子，其前晚10點李偉光被軍統

逮捕，盤問他在抗戰期間到底為那方做事，而最近由延安派來五個共產黨員叫

什麼名字。他回答說「我是醫生，只看病做好事，什麼延安不延安，我一無所

知。」108第二天由中央旅社被送到上海警備司令部，大隊長說是有誤會，可以回

去，因為有9個臺灣人告你之故。這時他直接趕到同鄉會會場，正好是選舉理事

長前半小時，他到，立刻當大會主席，結果因李派理事占8席而楊派只7席，而

告當選。109對此楊肇嘉有另外的說法，他說為了禮讓，他退而求其次，組織「臺

灣問題研究所」，並開始臺灣有關各項問題的研究，不料同鄉會成立大會的那一

天，「我被推選為『臺灣旅滬同鄉會』的理事長」，110這是不正確的。

李偉光被捕，大隊長說是「有九個臺灣人告你」，而李之子女卻寫說楊肇嘉

是主使人： 

十一月九日，臺灣同鄉會成立大會前夕，楊肇嘉派人買通警察局，派了兩

名打手，將李偉光綁架去警察局，非法拘留一夜，並盤問他給那方面工

作？111

105   〈李偉光（應章）自傳〉，臺灣人郭棟樑向李偉光說，楊肇嘉是中統，說他曾到過警備司令部，打通他
們要打倒李偉光；另江濃於1946年到上海，說楊肇嘉以國民黨CC特務機關為後臺。見江濃，〈憶偉光先
生〉，收入《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下卷）》，頁314。

106  李偉光，〈一個臺灣知識份子的革命道路〉，收入《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上卷）》，頁16。
107  李偉光，〈李偉光（應章）自傳〉，收入《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上卷）》，頁165。
108   李偉光，〈一個臺灣知識份子的革命道路〉，收入《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上卷）》，頁16-17，

但他在〈自傳〉中，則加上他如何義正辭嚴地反駁大隊長李清吉，他還拍桌子，說你們沒有資格問，要明
白詳細，喊老蔣來吧！見〈自傳〉，頁167。由於《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一書未說明有關李偉
光的兩篇文章中那篇先寫，那篇後寫，很難理解兩者間的脈絡。〈自傳〉顯然加了不少油、添醋也在所難
免。

109   李應章（偉光）之子女，〈祭英靈盼統一：紀念臺灣「二林蔗農事件」八十周年〉，收入《臺灣農民運動
先驅者―李偉光（下卷）》，頁271。

110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340。雖然高玉樹也記他是理事長。高玉樹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
述，《國民黨治下的黨外市長高玉樹》（臺北：前衛出版社，2007年），頁41。

111   李應章（偉光）之子女，〈祭英靈盼統一：紀念臺灣「二林蔗農事件」八十周年〉，收入《臺灣農民運動
先驅者―李偉光（下卷）》，頁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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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提出任何佐證。

二、臺灣重建協會上海分會的設立

前已敘及，在上海的臺灣人有在日治時期即在的，也有戰後要回臺而集中

在上海者，由於時移勢變，有些人經此折騰，生計困難，遑論回臺，因此非常需

要臺灣同鄉會與政府的協助。而上海除臺灣同鄉會外，有「臺灣問題研究所」

及「臺灣青年復興同志會」、「三民主義青年團」、「臺灣義勇軍」等。 112據楊

言，他常被邀去這些組織演講，他總是以「民族一體」、「建設新臺灣」為題勗

勉。不僅如此，不少臺灣同鄉直接到他的公司求援，他在由重慶到上海的謝南光

之建議下，為了取得第三方面軍湯恩伯的好感，可改善臺灣人在上海的窘境，向

上海同鄉募捐了一百萬元， 113由謝南光做為代表寫呈文。114當一行人往湯恩伯司

令部時，卻只見副官出來，楊乃請其代轉臺人對湯的謝意，請多加關照。不料，

良久後副官出來，靜默不語，看看放在桌上的東西，最後拍桌大吼：「沒收」。

眾人呆若木雞，黯然離去。115 

不久，由重慶來、要隨行政長官回臺（不久發布任新竹縣長）的劉啟光也到

上海，116他來見楊肇嘉，表示得到軍方諒解不成問題，他會安排妥當，但臺灣既

已光復，需要辦刊物、準備宣傳品，似有周全的計畫。楊乃問他需多少錢？由於

數目不大，楊乃在當晚將所需的資金攤派妥當，如數送給劉，不料等了許久不見

動靜，方知劉早已離開上海。117

經過這兩次不好的經驗，臺人心知所面對的局面將更為困難。此即上海市

黨部接收委員會頒佈指令，大意是「朝鮮、臺灣人原在日本統治之下，先是在我

國未有明文承認其為中華民國國民以前，自應暫以敵僑待遇，其財產應視同敵

產」；而後又頒佈朝鮮及臺灣人民產業處理辦法，略謂「日屬朝鮮及臺灣人民之

私產，由處理局依照行政院處理敵偽產業辦法之規定接收保管及運用。朝鮮、臺

灣人民，凡能提出確實證據，並未擔任日軍特務工作及憑藉日人勢力凌害本國人

112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340。「臺灣義勇軍」是被日本征調參軍的臺灣青年編組而成。
113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341。
114   楊肇嘉，〈六然居典藏臺灣史料〉，LJK-0763，民國34年10月20日，〈呈第三方面軍總司令湯　呈文底

本〉。
115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柯臺山先生訪問紀錄》，頁57。柯臺山指出謝南光在日本投降後沒幾天到達

上海，建議楊組織臺灣同鄉會，並捐錢給湯，不料湯不見面，但將一百萬元收走。
116   李天生，《天星回憶錄》，頁104-105。他報導劉啟光和妻子杜劍影，由福建戰區趕到上海，要回臺協助接

收，不久發表劉接收新竹縣。由於劉和李過去是農民組合的同志，李乃提供住處，並幫他添製衣服，又送
他們不少生活費及應酬費用。劉在臺灣舉行受降典禮前夕，先行返臺。

117  《柯臺山先生訪問紀錄》，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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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或幫同日人逃避物資，或並無其他罪行者，經確實證明後，其私產予以發

還。」118由於有上述命令，臺人的財產陸續被沒收，甚至被逮捕。不僅如此，上

海人對臺灣人還不時冷嘲熱諷地說臺灣人是跟隨日軍到大陸搶劫的。況且臺灣人

回臺交通運輸問題尚未得到解決，身分證明更為迫切需要，在上海臺灣同鄉會沒

辦法完全解決之下，另一個組織應運而生。

臺灣重建協會籌備會在1945年7月26日上午在重慶召開，1個月後正式成立，

先選出31名理事。9月1日理事集會選出柯臺山、周一鶚、連震東、薛人仰、顧鴻

傳為常務理事，決定要在廣東、上海等地設分會，在九江設直屬支會，重慶等設

總會辦事處。 119這時臺灣重建協會的常務理事，也是創會人柯臺山到達上海，勸

導楊組織臺灣重建協會上海分會。

臺灣重建協會的主要任務有四，一、關於臺灣收復前各種準備事項；二、

關於臺灣收復時各種復員事項；三、關於臺灣收復後各種建設事項；四、其他有

關臺灣重建事項。120柯臺山勸楊肇嘉出面組織上海分會在上海組織，必須獲該市

通過，因此邀請上海市社會局副局長葛克信也一起參加，此外還有中國國民黨中

央黨部處長季源溥、上海市黨部書記沈春暉以及各大報社經理，當時臺灣人在上

海組成的團體，也獲邀參加，他們是：臺灣省公署駐滬通訊所包可閎、臺灣旅滬

同鄉會會長李偉光、臺灣青年復興同志會林憲、新臺灣同志會范國清、臺灣革命

同盟會張大江、臺灣革新協會廖文奎、臺灣婦女協進會謝若葉。 121籌備會在1946

年1月5日召開，1222月18日臺灣重建協會分會成立，共有一千五、六百人參加，

3月選出名譽理事（7名）、理事（15名）、監事（3名），楊肇嘉得55票最高

票，123 當選為理事長，124當天大會有7個提案，主要在設法找來船隻以便送臺灣

人返鄉、徵求醫生組織農村醫藥服務團、改進國民健康、推動上海工商界向臺灣

投資、組織臺灣考察服務團以利各界赴臺、定期廣播或出版刊物以宣揚文化、促

進民族教育、籌募本會基金。125

分會成立後，就有陳朝乾、劉天祿送相關物資到招待所（臺灣重建協會設在

118  《柯臺山先生訪問紀錄》，頁61。
119   楊肇嘉，〈六然居典藏臺灣史料〉，LJK-0719，民國35年1月，〈臺灣重建協會成立經過暨初期會務紀

要〉。
120  楊肇嘉，〈六然居典藏臺灣史料〉，LJK-0720，〈臺灣重建協會章程〉。
121  楊肇嘉，〈六然居典藏臺灣史料〉，LJK-0720，〈臺灣重建協會上海分會籌備委員略歷表〉。
122  《柯臺山先生訪問紀錄》，頁46-47。
123   楊肇嘉，〈六然居典藏臺灣史料〉，LJK-0727，民國35年3月〈臺灣重建協會上海分會理監事名單〉；《楊

肇嘉回憶錄》，頁340。
124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340。
125  楊肇嘉，〈六然居典藏臺灣史料〉，LJK-0725，民國35年2月〈大會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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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招待所），給要返臺的人食用；126也召開「臺灣問題座談會」，討論臺灣

人戰後面對不同的局面，應如何妥善應付。3月，行政院會議通過了朝鮮、臺灣

公私產業五項原則，改善臺人的待遇。127此後楊肇嘉不僅在1月至4月間解決1,000

多人返臺的問題，還行文各單位拯救臺人。板橋林家三房林鶴壽之子林勤、林

勃、林勱被羈押，因此行文上海高等法院請求停止羈押；128高東山被當成漢奸，

為此出具證明確定其臺灣人的身分；129為擔任偽河南省修武縣縣長及偽河南省合

作社聯合會事務之蔡炯仁，行文給河南高等法院，請求從輕發落，如湖北高等

法院判決莊泗川無罪。130林坤鐘，戰前擔任臺灣公會監事，因而和日人渡邊雪松

有聯繫，但並未害任何旅滬臺人，為此向中央黨部季源溥處長求情。131蘇柴林開

設新興汽車行被武裝機關扣去小汽車四輛，為此向軍方陳情。132賴尚剛在上海租

房，被軍政部以戰前用日人名義租，戰後恢復臺人名義，顯有不實，要公司終止

房屋租約。133凡此種種，都是臺灣重建協會上海分會日常的工作，對為臺人排紛

解難起了一定的作用。「臺灣問題研究所」是為協助政府提供資料而設，楊肇嘉

任研究主任，下分臺灣歷史、禮俗、政治行政、立法司法、經濟金融、產業農

林、文化教育、醫藥衛生、交通郵電、科學部門、社會組織等部， 134卻被檢舉為

有異圖。135

在此有必要說明1,000多個臺灣人返鄉，在上海時究竟受到旅滬臺灣同鄉會

還是臺灣重建協會上海分會的協助。

救助在上海等待回臺灣的人，李偉光的後人和吳克泰都指出，李偉光的角

色和貢獻，舉當時李偉光特別為當時左翼分子服務的事實，如和臺灣義勇隊督導

員（政委）張明顯，商量解決臺灣義勇隊由內地途經上海回臺灣的食宿；又借空

126  楊肇嘉，〈六然居典藏臺灣史料〉，LJK-0729，民國35年3月19日致陳朝乾先生、劉天祿先生謝函。
127   有關這五原則為（一）、朝鮮、臺灣公私產業應分別處理；（二）、臺灣既歸還祖國，所有公產應依我國

現行有關公產法令辦理，不能歧視；（三）、臺胞已恢復國籍，除間諜及有助虐罪行者外，其私有財產應
受現行法令保護，不得接收，已接收者應即予發還；（四）、韓國公私產業之處理，交全國性事業接收委
員會，會同外交部迅行擬訂辦法；（五）、前上海區敵偽產業處理局所訂朝鮮公私產業處理原則，應全停
止進行。《柯臺山先生訪問紀錄》，頁60。

128  楊肇嘉，〈六然居典藏臺灣史料〉，LJK-0749，民國35年4月5日上海高等法院回函\〈林案事略〉。
129  楊肇嘉，〈六然居典藏臺灣史料〉，LJK-0750，民國35年5月22日證明高東山係臺灣省人是實。
130   楊肇嘉，〈六然居典藏臺灣史料〉，LJK-0651，為蔡炯仁擔任敵偽職，請求從輕發落；所謂莊泗川一案，

請參考許雪姬訪問、黃美滋紀錄，〈莊泗川先生訪問紀錄〉，收入許雪姬編，《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
討會論文暨口述歷史記錄》（臺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基金會，2003年），頁
165-166。

131  楊肇嘉，〈六然居典藏臺灣史料〉，LJK-0572，〈為林坤鐘被密告誣陷〉。
132  楊肇嘉，〈六然居典藏臺灣史料〉，LJK-0753，〈呈請發還蘇柴林為軍方搶奪之汽車、汽車零件〉。
133  楊肇嘉，〈六然居典藏臺灣史料〉，LJK-0755，〈為臺人賴尚剛房產租賃糾紛爭權益〉。
134  楊肇嘉，〈六然居典藏臺灣史料〉，LJK-0765，〈臺灣問題研究所各種資料研究人員略歷表〉。
135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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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安置臺人，並將全部儲蓄拿出來應急，不足之款向上海臺人及臺灣長官公署駐

滬辦事處募捐，最後千方百計聯繫到美國輪船「藍美斯自由號」，送回1,800名

臺人。 136這些人在江灣五角場體育場集合，沒有報名的也趕來希望能上船，秩序

很差，李偉光只好說明排名的原則，再由同鄉會幹事宣佈名單，才免除了一場紛

亂。這艘船在1945年年底開往臺灣，137之後李偉光的重點擺在掩護中共相關人員

回臺，如張梗（志忠）、蔡乾（又稱蔡孝乾），蔡乾當時是中共臺灣省委員會主

委，由他介紹張志忠與李聯繫，成為李在上海的領導人。138戰後中共地下黨領導

要李偉光強化偉光醫院，爭取旅滬同鄉會的領導權，139所以吳克泰直指「上海同

鄉會實際上是臺灣地下黨的聯絡站」。140因此李偉光和楊肇嘉同為臺灣同鄉會的

領導權而鬥爭，其實背地裏就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間鬥爭之一部分。

當時人在上海的李天生，他對上述的問題，有第三者的觀察。他聽說楊某

（即楊肇嘉）和李偉光為爭取理事長一職而發生磨擦，互相指責、攻擊對方，因

此他不屑於插手同鄉會的組織事宜及其實際工作。同鄉會後來雖然成立，但未發

揮多大的效能，真正有所幫助的是「臺灣重建協會」。又說陽曆元月底，始由謝

南光及柯臺山等由重慶方面回來的臺人向美軍接洽借用運輸船一艘，以資疏運

在滬臺人返鄉。舊曆除夕前4天，美國運輸船啟航，載運2,000餘名臺灣人駛向高

雄。 141若李的證言可信，則楊、李所講的船應該都是同一艘，是以臺灣重建協會

為主軸所協調的結果，楊、李為此爭功，也可見兩派鬥爭之激烈。

伍、二二八事件前後旅滬臺灣人的反應

一、旅滬六團體向政府請求撤廢長官公署

在滬期間的楊肇嘉，擔任臺灣重建協會上海分會理事長，在為臺人盡心之

際，他在上海的農場卻被暴民搶個精光，並波及農場中的職員與工人。那時軍隊

136   李應章（偉光）之子女，〈祭英靈盼統一：紀念臺灣「二林蔗農事件」八十周年〉，收入《臺灣農民運動
先驅者―李偉光（上卷）》，頁271-272。

137  吳克泰，《吳克泰回憶錄》，頁136。
138  《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上卷）》，頁272。
139   倪振寰，〈我與偉光同志在一起〉，收入《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下卷）》，頁32。倪振寰為李

偉光第三任妻子。
140   吳克泰，〈憶李偉光領導下的旅滬臺灣同鄉會〉，收入《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下卷）》，頁

284。
141  李天生，《天星回憶錄》，頁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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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入駐上海，而其農場又被誤為日本人所開設的農場才會有如此的遭遇，光是

此舉賠還給受損的員工大約5,000多萬元，可謂損失慘重。142即使有如上的事件，

出身臺灣民族運動健將的他，決未忘記對故鄉政情的關心。由於上海是全中國資

訊最流通的地方，且與首都南京近在咫尺，因此他很快聽到由臺灣傳來臺灣行政

長官公署種種不洽民情的措施。

就在1946年6月，臺灣光復才8個月，就已出現如下情形，首先是通貨膨脹、

物價飛漲的現象，其背後原因，是陳儀拒絕在臺灣使用中央銀行發行的流通券，

反而保留日本人發行的舊臺幣，並拒絕四行二局到臺營業；加上日本投降前、戰

後陳儀，都印製了不少鈔票所致。其次是留用太多日人（達7,000多人）代替政

府執行政令，予人民有換湯不換藥之感，第三，集行政、軍事權於一身，與臺灣

總督沒有區別，第四，設貿易局，壟斷一切島外貿易，而且還保留了茶、糖甚至

火柴等日治時期專賣的項目，第五是陳儀重視接收機構的物資，而忘記接收臺灣

的人心。因此不但臺灣輿論對陳儀的抨擊，就是外國、上海的報紙，也逐漸不看

好陳儀在臺灣的統治。《密勒士評論報》有篇論文是「臺灣後退五十年」，說臺

灣五個月後將成為中國的愛爾蘭。《紐約時報》也報導「假使來一次民選，臺灣

人第一是選美國，第二是選日本。」楊乃在那年7月初對南京《大剛報》記者發

表談話，指責臺灣執政當局。 143為了匡正時局，由當時在上海的六個團體，經過

聯席會議推出代表，這六個團體是閩臺建設協進會上海分會、臺灣重建協會上

海分會、福建旅滬同鄉會、上海興安會館、上海福建三山會館、臺灣省政治建設

協會，在7月18日到達南京，分別向國民政府、立法院、行政院、國民黨中央黨

部、國防最高委員會、國民參政會請願。請願的內容除了臺灣的相關事務外，還

有福建的相關事項。 144這六個團體請求的各項如下：

1. 撤廢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條例，改設與各省同樣的省政府於臺灣。因為行

政長官統攝軍權、政權，不僅行政、立法權全操諸一人之手，且可侵犯中

央權限及司法權，故應撤廢該條例，選擇賢明廉潔之士主持省政，實為燃

眉之急。

142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344。楊肇嘉對他的農場沒有做進一步交代，吳克泰在2002年的回憶錄中，
卻說楊的農場在上海郊區，專種蓖麻，供給日軍煉製軍用飛機用的潤滑油。這個農場的土地怎麼來的一直
是個問號？有人說土地挖下去，全都是白骨，據楊的侄子楊基銓親口告訴他，日本投降後這個農場被搶劫
一空，並表示不平。吳克泰則認為附近農民沒有到市內找楊肇嘉算帳，還算是克制，聽說上海解放後，從
他的保險櫃裡搜出了上海光復後國民黨CC派給他的專員任命書。

143  《楊肇嘉回憶錄》，頁346。
144   有關福建的三項要求是：1.糧食部停撥閩米50萬石濟粵，並轉請善後救濟總署速撥洋米及麵粉運閩平售以救

閩災；2.行政院設法保護南洋各地僑胞，以防止荷、印、馬來、暹、越各地區在醞釀中的排華運動；3.請求
行政院迅令衛生署設法消滅正在流行於閩省的鼠疫。見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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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禁止臺灣銀行發行臺幣，並阻遏其壟斷金融。積極的做法是以中央發行的

流通券換回臺幣，並令臺省當局開放金融市場。

3. 取消臺灣的專賣統制及官營貿易企業制度。因為戰爭結束臺灣光復本應結

束日治時期的專賣與統制，但臺灣當局卻擴大統制範圍，同時設立貿易

局、運銷局等壟斷獨占機構，凡有利可圖的事業，均不准商人和企業家廁

身其間，導致失業日多，物價日漲，因此取消專賣制度與貿易局，誠為刻

不容緩的事。145

由於這次的行動已牽涉到要換人主政臺灣，且和臺灣的省參議會聯手，146想

對陳儀偏差的執政有所建言，這一對南京的請願受到各方重視，7月21日京滬一

帶的大報有15家以極刺眼的標題來報導陳儀及臺政的腐敗，楊肇嘉認為這是他必

須去上海提籃橋監獄的原因。147

二、楊肇嘉的被捕與假釋

楊肇嘉為了解決自己的財政困難，並逃離日本政府對他日益加深的壓迫，乃

在1943年到上海設立大東洋行，而後在上海市郊設一農場種黃麻、蓖麻及蔬菜

等。由於不得日本許可不可能設置，蓖麻的收成、賣出，直接或間接成為日軍機

的潤滑劑也說不定，但這是否叫資敵實難判斷，而他是否就是漢奸更難斷定。但

就在國軍接收上海後，就有臺人檢舉楊的大東公司掩護日本人的物資；又有人檢

舉他組織的「臺灣問題研究所」有異圖。收到檢舉函的上海市政府對楊說這是有

人想爭奪「臺灣旅滬同鄉會」的領導權，而不惜出此下策。 148然而不鬥倒楊是不

甘心的，1945年9月18日《僑聲報》已刊出葛敬恩、夏濤聲、周一鶚向楊警告，

若不改變其對行政長官公署的態度將對其不利，再劍及履及提出新事證，即指

出，楊不只是開農場，該農場還是沒收自美國人的寶大農場，並對替該農場經營

的中國人施以壓迫，將農產品交由日本軍部，甚至說他就是日人城島村夫本人。

由於這些新事證，9月25日楊肇嘉遭到逮捕。

這件事有行政長官公署向上海市警察局長宣鐵吾的函，指出應逮捕楊，果

真只是長官公署下的毒手嗎？楊肇嘉在回憶錄中雖未指明是李派人士所為，但葉

榮鐘在為楊作傳時，即明白指出，這次冤獄之災是出自中共黨人李偉光一系的陷

145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348-349。
146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頁176，1946年5月13日：「議員滿場一致提出貿易局廢

止」。
147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349。
148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344。



1937-1947年在上海的臺灣人 23

害。149此事果有蛛絲馬迹可尋，在李偉光的自傳中將楊肇嘉等人叫做虹口一派，

說陳思齊、張添梅、李昆玉是楊派的小囉囉，又說8月9日楊肇嘉和周英才指使

陳思齊到上海同鄉會，耍流氓手段要將同鄉會的檔案劫持而去，自此兩派勢如水

火；又藉郭棟樑的口說楊肇嘉是中統，在東京澁谷事件時，上海臺灣同鄉會舉

辦臨時座談會，楊肇嘉一派都沒有來。 150對楊肇嘉被捕之事無一字及之，令人可

疑？但目前留下的資料只有長官公署的行文，看不到密告信函。11月1日楊肇嘉

獲交保。

楊、李之爭在接下來的二二八事件上，顯現出兩派有不同調的作法，緊接著

在第二屆上海臺灣同鄉會會長的競選活動，兩人再度交鋒，直到楊於1948年底回

臺才告終。

三、旅滬臺人對二二八事件的看法與行動

在上海的臺灣人對臺灣現況持續關懷，楊肇嘉因案交保後，仍積極觀察長

官公署的動向。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京滬報紙對此有大量的報導，為了避免善良

人民在事件中遭到不幸，並希望動亂趕快結束，楊肇嘉全不顧忌過去行政長官公

署對他的猜忌，仍集結在上海的臺人（包括福建人）如張邦傑、張錫鈞、陳璧

［碧］笙、王麗明、林松模、林有泉、陳重光、張維賢、李天成、黃木邑等人，

在3月10日抵達南京，重襲去年7月的故智，向國民政府、監察院、立法院、內政

部等有關機關提出迅速敉平動亂的呼籲和具體願望，並迅派大員至臺灣宣慰。151

是時南京蔣主席已在紀念週發表中央的旨意，1.決不用武力鎮壓臺人，2.臺灣的

政治經濟機構，中央將作適當的調整；152同時也決定派國防部長白崇禧到臺宣

慰。當天下午6時白崇禧召集京滬臺灣代表團晚宴，代表團向白表示，願意在宣

慰大員赴臺之前，先做準備工作。翌日當局又見臺灣代表團，並決定派國防部法

規司司長何孝元中將、部長辦公廳秘書長張亮祖等三員153陪代表團到臺，並由國

防部派出專機赴臺，而白崇禧則要在翌日的12日抵臺。

一行16人中午12時由南京出發，停上海後直飛臺北，下午5時抵達，由何孝

149   葉榮鐘，《楊肇嘉先生榮哀錄》（臺中縣清水鎮：自刊本，1976年），頁78，〈急公好義的楊肇嘉先
生〉。

150  〈李偉光（應章）自傳〉，頁165、168、170-171。
151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359-360。
152   慰問團記者，〈臺灣十小時〉，收入鄧孔昭編，《二、二八起義資料集》（上冊），頁193。原刊在上海

《文匯報》3月19日。
153   《文匯報》說隨臺灣代表團的有何孝元、張亮祖，還有一位姓區。《楊肇嘉回憶錄》則說是徐卓英和潘仰

慈兩位，實則後兩位是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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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司長先去和陳長官聯繫，一行人則先到長官公署對面的新生活賓館等待。代表

團一路已看見臺北一片肅殺之氣，吃過晚飯後，即有大批憲兵和密探包圍賓館，

一行人等於被軟禁。夜晚11時何司長回到賓館，說明行政長官要一行人在明晨9

時乘原來的飛機回滬。翌日柯遠芬參謀長突然到來，找張錫鈞說話，足足談了半

小時，使一行人如坐針氈。9時半終於可以離開，戒備更為森嚴，一行人只好訕

訕而返滬。記者報導中透露出，臺灣代表團中的楊肇嘉和張邦傑是陳儀所不喜的

人物， 154是否因為兩人平時對行政長官公署的抨擊，而導致此行不能順利？而由

於此行不順利，白崇禧也延後到17日才到臺灣。

楊肇嘉所屬的臺灣重建協會上海分會，對二二八事件仍持續關懷，在事件告

一段落，尚未解嚴時，4月聯合上海臺灣同學會、旅京臺灣同鄉會、臺灣省政治

建設協進會上海分會、閩臺建設協進會上海分會、旅滬臺灣同鄉會、臺灣革新協

會，共7個團體，發表〈臺灣旅京滬七團體關于臺灣事件報告書〉，分成九部分

述說二二八發生的原因以及陳儀等人屠殺臺人的現象，並發表強烈聲明五點，其

中第一點要「對主持屠殺之軍政長官陳儀、柯遠芬、史宏熹、彭孟緝依法起訴，

處以極刑。」第二點要「扣留四凶周一鶚、嚴家淦、包可永、葛敬恩等貪官污

吏，予以究辦。」第三點指出陳儀、周一鶚等人指使半山臺人，脅迫國大、參政

員、各縣市參議員、保甲甲長聯名請陳儀續任，並非這些人之本意。」等等對陳

儀等人追究責任。 155這一報告書是臺人團體中所做最為嚴厲的批評，而陳儀也終

究丟了烏紗帽。但上述陳儀等四人，完全沒有受到「依法起訴、處以極刑。」的

待遇。

在上述的說明中，雖然旅滬臺灣同鄉會亦為參加的七團體之一，卻未見李

偉光的對二二八事件的反應，但李偉光在自傳中說，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臺

灣同鄉召集開會，這六個團體是臺灣旅滬同鄉會、升學內地大陸公費生同學會

（上海臺灣同鄉會）、臺灣革新協會、臺灣重建協會、閩臺協會、臺灣政治建設

協會。 156來開會的有林世昌、楊肇嘉、張添梅、張邦傑、張錫鈞、陳重光，成立

二、二八事件後援會，由於楊肇嘉、張邦傑、王麗明認為二、二八事件是陳儀造

成的，因此就到南京「向蔣匪叩頭乞憐」「請願去了」，李偉光既未成為其中的

一份子，因而旅滬臺灣同鄉會和臺灣升學內地大學公費生同學會的林昆、許文

辛、葉雲、江濃五個人參加《文匯報》開的座談會，對國民黨和臺灣的政治腐敗

154  《楊肇嘉回憶錄》，頁195-196。
155   上海臺灣同學會等，〈臺灣旅滬七團體關于臺灣事件報告書〉，收入《二、二八起義資料集》下冊，頁

81。
156  〈李偉光（應章）自傳〉，頁171；同，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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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起的臺灣二二八提出嚴正的批評。157由上可知旅滬臺灣同鄉會和臺灣重建協

會上海分會在對二二八事件的看法和支援上，不盡相同。

四、1947年楊肇嘉競選同鄉會會長再度失利

 由於李偉光只是利用旅滬臺灣同鄉會作為掩護左翼份子進出臺灣的工具，

因此對臺灣同鄉會的會務如每年要開一次大會並未履行，因而反李派（包括楊肇

嘉）極為不滿，並向政府「控告」（未見相關資料，待考）偉光醫院和同鄉會是

中共的巢穴， 158因此上海市政府乃派出社會局專員方濂到偉光醫院查看。159為了

即將到來的會長選舉，李偉光必須聯合左傾學生，如江濃160和中間分子蔡清祺、

歐陽英、管富等人（事後蔡清祺當選理事、歐陽英當選監事），161並廣泛聯繫同

鄉；另外利用其第三任妻子倪振寰和上海市社會局局長吳開先夫人的同學關係，

到吳家疏通送禮，甚至派二二八後來臺的原《人民導報》記者周青及未來的女婿

蔡慶榮給社會局專員方濂送禮。因此當臺灣同鄉會在11月召開第二次大會反對派

（指楊肇嘉派、虹口派）有反對意見因而鬨亂時，臨場的社會局專員方濂乃予以

壓制。162由於固守上海臺灣同鄉會做為中共的據點，是中共上海領導人之一的張

執一對李下的命令，163因此李無論如何必須在選舉中獲勝。開會當天，公費生江

濃說：

我們這幫人瞭解這種形勢，便事先串連，在投票選同鄉會長的禮拜天動員

大家儘量去投票。結果是偉光繼續當選。有人偷偷告訴我，用暨大同學當

天沒有到會的人的名義多寫幾張選票。當時雙方勢均力敵，幾張的優勢是

很重要的。對此，我是半信半疑的，反正這是場激烈的選舉戰。164

由上，不論選舉作票是否事實，李派是卯足全力非嬴不可，選舉結果，李派在新

157  〈李偉光（應章）自傳〉，頁171。
158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341。楊肇嘉在回憶錄上說他被選為旅滬臺灣同鄉會會長，但由於匪諜分子

的滲透，不能發揮工作效力。他指出「以後事實證明常務理事李偉光等人於民國卅八年上海撤退後均投向
中共。」

159  倪振寰，〈我與偉光同志在一起〉，收入《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下卷）》，頁324-325。
160   江濃，〈憶偉光先生〉，收入《臺灣農民運動先驅者―李偉光（下卷）》，頁314。他認為楊肇嘉有國民黨

CC特務機關當後臺的，乃發動二十多名青年支持李偉光。
161  李偉光，〈李偉光（應章）自傳〉，頁173。
162  李偉光自述、蔡子民整理，〈一個臺灣知識份子的革命道路〉，頁20。
163  李偉光，〈李偉光（應章）自傳〉， 頁172。
164   江濃，〈憶偉光先生〉。江濃在文中說：「楊在二、二八後返臺，擔任魏道明省主席的民政廳長，但也不

見好名聲。在滬，楊還是有些勢力的，他們看同鄉會這個機構有不少利用價值，所以出手搶它。」楊是在
1949年任吳國楨任內的民政廳長，江文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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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中占了絕對優勢，李仍當選為理事長。165而楊肇嘉一派，只能退守在臺灣

重建協會上海分會中。

陸、結　論

上海是中國最大、最重要的城市，是日治時期除了廈門、汕頭等原鄉城市

外，吸引臺人最多的城市。1937年以前的臺人，基本上在上海的，以下層階級較

多。其中自臺赴中的留學生，與中國人、朝鮮人聯合抗日甚至在第三國際的支持

下成立臺灣共產黨。但這些抗日的行動大致在1930年前後即被鎮壓，1937年盧

溝橋事件發生後，在上海的臺人性質上和前期不同，除了經商、當醫生外有三種

人最值得注意，一是情報工作人員，如彭盛木、戴天青等人；二是在汪政權任官

的，如謝文達、陳錫卿、吳耀東等人；三是被日本政府調來的軍屬，如當通譯、

酒保等。戰後臺灣人雖名義上號稱由日本籍改回中國籍，但在上海部分臺人的財

產被沒收、人被囚禁，甚至要面對漢奸、戰犯審判的困境；另方面，自東北、華

北返鄉的臺人大半集中上海待機，因此臺灣同鄉會、臺灣重建協會上海分會乃陸

續成立，協助臺人返鄉、向上級請願發還臺人財產等等，但兩會之間隱然有國共

鬥爭的樣態，文中提及李偉光、楊肇嘉之爭即其例。上海的臺灣人，由於資訊來

源多元，很快就得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臺的惡政，因此以楊肇嘉為首的團

體，聯合其他團體到南京請願廢除長官公署，甚至換人，引起長官陳儀側目，

因此1946年楊肇嘉參選參政員失敗。9月上海警察局以漢奸之名逮捕楊肇嘉，亦

為行政長官公署在背後策動。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在上海的臺人代表於3月

10日到南京請願，並準備回臺觀察，12日到臺後被陳儀軟禁，翌日原機遣返。

4月，在上海的臺灣人及部份福建人，以旅滬七團體的名義發表〈臺灣旅京滬七

團體關于臺灣事件報告書〉，說明臺人被害的情況，主張追究責任、懲處臺灣相

關官員。雖然政府未曾對陳儀、柯遠芬、史宏熹、彭孟緝「依法起訴、處以極

刑」，但上海臺灣人團體的發聲，對政府處理事件的善後，也多少起了影響。由

於1947年以後資料較不完整，以致於無法處理1948年以後，甚至中共建國後在京

滬一帶的臺灣人，此一遺憾只有俟諸來日。

中文參考文獻
165  李偉光自述、蔡子民整理，〈一個臺灣知識份子的革命道路〉，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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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in Shanghai 1937-1947

Hsu Hsueh-chi*1

Abstract

With reference to materials from ”Taiwanjin kankei zaken（臺灣人關係雜
件）” archived at the Diplomatic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and reviewing related oral histor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ctivities of Taiwanese in 
Shanghai between 1937 and 1947, a period beginning from the Japaenese occupation of 
Shanghai until the 228 Incident. Similar research has previously been conducted but most 
work covered only up to 1938, and not much attention taid to the Taiwanese serving as 
interpreters, intelligence agents and officials in the puppet regime of Wan Ching-wei.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activities of Taiwanese from various works in wartime Shanghai.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 these overseas Taiwanese established organizations such as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Shanghai, led by Lee Wei-kuang（李偉光） and The Shanghai 
Branch Society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aiwan, headed by Yang Chau-chia（楊肇
嘉）. These organizations formed a part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Nationalists and the 
Communists.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228 Incident, the Taiwanese in Shanghai appealed 
to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in Nanjing, expressing their wish of owing The Taiw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and having the incident properly redressed. Whether or not their petition 
had any impact on the subsequent government decisions and policies remains unknown. 
Nevertheless, even with no obvious supporting evidence, the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in Shanghai at that time should have been considered the most powerful group outside 
Taiwan, keeping a close watch on the island’s development on various fronts.

Keywords:  228 Incident, Yang Chau-chia, Lee Wei-kuang, Taiwanese Association of 
Shanghai, The Shanghai Branch Society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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