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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期到 1950 年代  臺灣人口移出與移入
文‧圖片提供／林桶法（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戰爭對人類帶來極大的

浩劫與死傷，也造成許多人

的顛沛流離。加拿大學者戴

安娜．拉里於提到：「戰爭

帶來破壞性極大，這個效應

在戰爭結束後，通常還會繼

續影響著人們，那就是家庭

的離散。」戰爭所帶來的改

變既深且長，甚至是整個國

家、族群、世代未來數十年

的發展。

中國西南地區在日本發

動全面對華侵略中，湧入大

量人口及物資資源，改變了

西南的人口結構與發展；臺灣在甲午戰爭

之後成為日本殖民地，許多日本人移居臺

灣，臺灣人口組成及社會文化自此增加了

日本元素。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初期，

日人大多數被遣返，國府派人接收臺灣，

其後因國共內戰國軍戰敗，大批「外省

人」移居臺灣，再度改變臺灣地區的人口

結構。學者在探討「新臺灣」，多以1945

年或1949年為起點，其中1949年具有絕對

性的影響，國軍敗退，行政院宣布遷移臺

北，前所未見的大量移民湧入臺灣，使臺

灣內部的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面臨

結構性的改變。

戰後初期的人口流動
臺灣在日本投降之前的族群，以閩

南、客家及原住民為主，「終戰」前臺灣

的居住人口大約六百餘萬

人，就人口組成觀之，閩粵

系的臺灣人占90％以上，原

住民2.6％，日本人占6％，

至於「華僑」或外國人占

1％。

日治時期，外來移民對

臺灣人口增加影響很小，臺

灣人移出者極少，人口移動

在臺灣人口增加中不占重要

地位。終戰後。日本人大多

被遣返，1945-1960年間，

則有將近120萬「外省人」

來到臺灣，使得臺灣的人

口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

首先，從戰後初期的人口流動而

言，可分成幾方面：其一，日本人被遣返

回日本，在中美合作下，截至1947年12

月底止，中國遣送日俘、日僑的人數達

3,159,967人，其中，臺灣地區約49萬人

左右。其二，部分參與戰爭的臺灣人（包

括臺灣日本兵及一些軍屬），藉由各種途

徑回臺；其三，從大陸來臺接收的國府人

員；其四，來臺觀光、工作的大陸人士。

上述的人口流動，改變了臺灣人口

的原有結構，在臺日本人除少數留用者

外，大部分離境，增加的人口是大陸人員

來臺。但嚴格言，這批人非固定居留臺

灣，根據《中華民國五十五年統計提要》

有關港口或機場的出入境統計，1947年

為30,716人，1948年為63,389人，1949年

186,299人，1950年為130,822人，這些數

據不含軍人，因為當時軍人出入境不必經

過海關檢查。

從以下的表一、表二可以看出戰後初

期臺灣人口的變動情況：

1946年，臺灣人口數為6,097,117

人，其中本省人占95％以上，外省人只有

37,978人。戰後雖有許多外省人士來臺，

但大部分是來臺觀光，未在臺設籍。其

後外省人每年不斷的增加，1946年增加

27,000餘人，1947年增加34,000餘人，但

人數仍然有限，反而這兩年有許多原籍臺

灣者，陸續由大陸或其他地區（南洋地區

等）返回臺灣。

1948年外省人增加98,580人，出現大

量的移民現象，較1945-1947年來臺外省人

數總計的6,9000餘人，高出甚多。

1949 年 赴臺避難人數暴增
1948年年底，由於國共內戰失利，

公務人員基於職務、一般民眾基於安全等

因素考量，開始出現有計畫的遷居臺灣。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下野，許多人對時局

憂心，為安全起見到臺灣避難，掀起第一

波逃難潮。4月21日中共渡江，5月南京、

上海等重要城市為中共所占，造成人民大

恐慌；6月初國民政府正式自青島撤退，掀

起第二波逃難潮。1949年下半年，福州、

廣州岌岌可危，國民政府開始分地辦公；

12月8日宣布遷臺辦公，掀起第三波逃難

潮，除一般民眾外，公務員及家眷、中央

民意代表較前兩波為多。

1949年6-12月半年內，是外省人數移

入的高峰期，1949年一年中更超過30萬人

來臺定居。這波的移動不僅是一種

移民，也是一種逃難潮，是外省人

移民來臺的最高點，比1945-1948

年來臺的總數約167,700餘人多出

近一倍。

從遷入人口的統計而言，

1946-1948年，遷入人數為145,000

餘人，1949年一年中遷入人數為

374,000餘人（不含軍人），其中

以1948年及1949年遷入人數最多，

顯示外省人來臺數量這兩年呈現暴

增的現象。

到1951年，外省人在臺的人數

已達600,690人（不含軍人）。

遷臺外省人結構與職業別
1945-1952年，外省人來臺的

結構相當複雜，可粗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為軍人。當時軍人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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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日僑人數與分布狀況之統計

圖。（圖片提供／國立臺灣圖書館）

▲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統計處編印，《臺灣省統計提要》，頁 56-57。

《臺灣光復二十五年》（南投：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70）

年  別 遷入人數 遷出人數 增加人數 人口總數

1946年 26,576 8,253 18,323 6,090,177
1947年 37,726 9,819 27,907 6,495,099
1948年 80,942 10,987 69,955 6,806,136
1949年 374,535 36,752 337,783 7,396,931
1950年 179,389 73,426 105,963 7,554,399
1951年 46,075 9,158     36,917 7,869,247
1952年 41,763 9,012 32,743 8,128,374

表1-2：戰後臺灣省遷入、遷出人數統計表（單位：人）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書》（1956 年），第 2卷第 1冊，

頁 721-723。（本表不包括現役軍人）。

年代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總數 26,922 34,339 98,580 303,707 81,087 13,564 10,012
男 18,062 23,594 61,679 199,026 58,604 8,465 6,532

女 8,860 10,745 36,901 104,681 22,483 5,099 3,380

男女

比例
2.04 2.19 1.67 1.90 2.61 1.66 1.96

表1-1：戰後來臺外省籍人數統計表（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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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全是由男性組成，這種人口的特殊性，

對臺灣既有的人口結構產生一定程度的衝

擊，總體人口造成性別與年齡層的影響甚

大，男性增多，青壯年比例提升。

軍人來臺大致分為三階段：其一是日

本投降後被派來臺受降的部隊；其二是協

防臺灣的部隊；其三是1949年之後加強協

防臺灣及其後撤退來臺的部隊。1945-1949

年間，國軍到臺灣者大約50萬人，其後又

有軍隊陸續撤退至臺灣，包括1950年5月

部署於舟山群島的軍隊7萬餘人，另有約5

萬青壯民眾隨軍來臺，合計約12萬人；從

海南島撤退約2萬餘人；1953年黃杰的部隊

從越南富國島來臺的軍民約26,028人。加

上1953年之後有些軍隊陸續轉進來臺，如

1954年1月從韓戰的華籍戰俘來臺近萬人，

滇緬李彌的殘部約3,000人，總共軍隊數量

約50餘萬人。

第二類為一般民眾。包含最廣，來臺

的途徑不一，有些是由政府安排來臺，有

些隨團體來臺，有些是隨家庭來臺，有些

是個別來臺。自大陸出發的地點亦不同，

有些從青島、上海、廣州、重慶等地直接

到臺灣；有些人則從香港、舟山等地輾轉

來到臺灣；來臺的時間也不同，有些在日

本投降後即來臺，大

部分集中於1948年年

底至1949年底。

1950年後，來臺

的外省人人數明顯減

少。隨著國民政府在

大陸敗退，大陸各港

口已為共產黨掌控，

從大陸地區來臺的外

省人數逐漸銳減，遷

入臺灣者179,000餘人，遷出者73,000餘

人，增加約105,000餘人。1951年，來臺的

外省人遷入者降為13,000餘人，年平均增

加率約為千分之三十左右，遠低於1946年

之後來臺的人數。

合計1945-1949年年底，從大陸來臺的

人數大約50萬人；1950至1953年約10餘萬

人輾轉來臺。以1950年初期推估，公務員

及一般民眾遷臺的人數大約60餘萬人，第

一類軍人及第二類一般民眾，兩項總計約

120萬人。

從職業別方面來看，這波遷臺的外省

人各階層都有，其中軍人的數量占一半，

另有農工商，但公務人員及其眷屬居多。

根據《臺灣省統計年報》的統計，1946

年，臺灣的外省公務員比例為12.3％，到

了1949年增加為33.3％，1951年更增為

39.1％。在公務員遷臺的同時，眷屬亦大

部分隨之來臺。

遷臺者教育程度與籍貫別
從受教育程度言，除軍人受教育程

度較低外，其他階層教育程度較高。1949

年，臺灣受高中以上教育程度者突然增加

甚多，1948年，高中以上者為132,984人，

1949年為227,505人，增加近一倍，此與大

陸學生遷入及大量公務人員的遷臺有關，

因為具公務員身分者，受中等及高等教育

者居多。

大專院校的學生人數亦較前增加許

多，1948年大專院校學生數為2,914人，

1949年增為5,906人，增加將近3,000名學

生；1949年第一學期大專院校的教職員人

數為383人，學生數為2,914人，到了下學

期教職員數為922人，學生數為5,906人，

學生人數增加2,992人。下學期開學大約是

1950年2月，這些增加的學生人數大多來自

大陸地區的移民。

從籍貫方面言，以福建、浙江、江蘇

遷臺者居多，如下表：

從上表可知，當時大陸來臺者以福建

省、浙江省、江蘇省、廣東省、山東省等

五省為最多，人數約53萬以上，占遷臺人

數約60％，絕大多數與居住在沿海地區具

地利之便有關，有部分則是與政府有計畫

的撤退有關。

人口移動對臺人口結構影響
總之，戰後初期到1950年代臺灣的人

口移動，對臺灣文化及社會都起了變化，

對原有的臺灣居民與這批外省人而言，都

帶來雙向的影響；而這批外省移民帶來中

國文化的傳承，也引發中國文化與臺灣文

化的融合與排擠。

以族群融合而言，其一是外省籍之

間的融合。這批外省人在大陸原已存在省

籍排擠，來臺後因有共同記憶與情懷，使

得在大陸時期的省籍問題逐漸變淡；另一

是與本省人間的融合，最直接的是通婚所

帶來的融合。但相對的，這批外省移民也

造成族群間的衝突與排擠，因這批「外省

人」在黨政軍占有統治地位的優勢，代表

政治的權力與社會地位的強勢者，相當程

度的擠壓部分臺籍人士的發展，引發臺灣

地區的多數族群，閩、客族群的不滿。

在文化方面，這次大規模

的外省移民，附帶為臺灣注入許

多中國文化的元素。特別在展示

文化方面，從遷移來臺的故宮博

物院、中央博物院、中研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等文物及中央圖書館

的典藏善本書的遷臺，增加臺灣

圖書的收藏，豐富臺灣的文化內

涵；但由於過於本位，缺乏對臺

灣本土文化的尊重，也對臺灣社

會文化造成深遠的影響。
▲ 1955 年 2 月，大陳島上計兩萬八千餘名軍民撤退來臺。

（圖片提供／林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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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戶口普查處，《中華民國四十五年戶口普查報告書》

（臺中：臺灣省政府，1957）（該數據未含約 30 萬未設籍之軍事人口）。

籍  貫 人口數 百分比 籍貫 人口數 百分比

福建省 142,520 15.35 湖北省  36,184  3.90
浙江省 114,830 12.37 河北省   36,124  3.89
江蘇省    95,836 10.32 江西省   30,666  3.30
廣東省    92,507   9.97 上海市   16,179  1.74
山東省    90,068   9.70 南京市   12,491  1.33
湖南省    54,154   5.83 廣西省   11,620  1.25
安徽省    44,533   4.80 遼寧省   11,220  1.12
河南省    41,674   4.49 北平市    7,850  0.85
四川省    36,369   3.92 其    他   53,454  5.76
總   計  928,279 100.00

表1-3：1956年在臺外省籍人口原籍數量

▲圖一：1949 年蔣經國來臺前經普陀山附

近。（國史館典藏）

▲圖二：1950 年代高雄港碼頭卸貨情形。（國

民黨黨史館典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