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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臺日軍投降後武器外流情況初探 

朱浤源
 黃種祥

 

 

摘 要 

    在對日抗戰以日軍投降收場後，藉著開羅會議的承諾，中國收回了臺灣的控

制權。由於美軍所採取的「跳島戰術」，臺灣島上仍有訓練精良、裝備完整的十

八萬日軍，加上臺灣多年來被日本當做「南進基地」，島上積存有大量的武器彈

藥。 

    這些武器彈藥，理論上應該由戰敗的日軍移交給接收的中國軍隊，而其中大

部分也確實如此完成了。但是可以想見的，不管在現實考量，或是情感上，日軍

都極不願意如此做。因此，他們在私底下採取了各種手段，來減少這批武器移交

給中國接收人員的數量。從接收人員尚未抵達之前，大量的日軍武器就開始被盜

賣、自行毀損，以及埋藏在各隱密地點。其中還包含為數不少的化學武器。 

    陳儀政府接管臺灣以後，由於臺人的踴躍檢舉，在短短的幾個月間，從臺灣

各地發掘出大量的埋藏武器。陳儀甚至因此下令原臺灣總督，當時被任命為臺灣

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部長的安藤利吉大將，要他制止日軍的這些作為，並且

將埋藏的武器造冊呈報，但祇得到前參謀長諫山春樹的口頭承諾，並沒有獲得日

軍的實質回應。 

    日軍陸續被遣返之後，仍陸續有武器在全島各地被發現。而部份有心人士則

在日軍幹部的授意下，保存著埋藏武器地點的地圖，伺機待發。 

    陳儀政府執政僅僅一年又四個月，就發生二二八事件，臺灣全島陷於混亂當

中。由於當時島上正規軍僅有二十一師獨立團一個團，有心人士趁機蜂起，集結

臺籍日本軍人、流氓以及部份對時局不滿的學生、民眾在各地攻擊政府機關及軍

事據點，他們大多以收繳警局武器及搶奪軍隊倉庫來獲得武器。 

    著名的「二七部隊」隊長鍾逸人則指出，他們部隊的武器來源，是某日軍上

校在離開臺灣前交給他一張「藏寶圖」，並教導他如何看懂該圖上的暗號，使他

得以在二二八事件期間組織「二七部隊」，與政府軍隊周旋。而早期臺獨大老黃

紀男也提到，日軍幹部在了解他們的志向以後，以地圖相贈，囑咐他可以去取出

武器。只可惜他是秀才造反，連去挖出武器的人力都沒有。二二八事件結束，官

方資料顯示收繳的各地組織武器多於被搶走的數量，可能就與日軍外流的武器有

關。 

    本文藉由對上述材料的整理，希望能對日軍這些武器的外流情況，以及對臺

灣發生的影響，作出一些評論。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 
 中研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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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臺日軍投降後武器外流情況初探 

  朱浤源
 黃種祥

 

 

前 言 

民國三十四（1945）年八月十五日，在昭和天皇宣布投降後，戰爭已形同結

束。但由於美軍的「跳島戰術」，臺灣島上仍有約十八萬裝備齊全、訓練精良的

日軍及可作為後盾的四十萬日本僑民，加上臺灣多年來被日本當做「南進基地」，

島上積存有大量的武器彈藥。。龐大的日人數量及其擁有的戰力，使臺灣的投降

與接收存在巨大的變數。 

 

一、人事安排與財政扼殺於前？ 

 

日本臺灣軍的青壯軍官中，不乏宣稱「臺灣軍未損一兵一卒，豈可輕易投降」

的人。陸軍少校中宮悟郎、牧澤義夫等人更企圖利用當時的駐臺日軍，結合臺灣

地方人士，拒絕國民政府的接收。他們擬定了所謂的「臺灣自治」的方案，計劃

網羅臺灣知名人士加入，包括三十多位紳士及有名的抗日人士。他們出示一份「臺

灣治安維持會」委員的建議名單，主任委員是林獻堂，委員有：楊肇嘉、羅萬俥、

許丙、陳炘、辜振甫等，都是臺籍的代表性人物，大部分是貴族院議員或總督府

評議會評議員。1 

但是這項運動並不受臺灣總督安藤利吉的支持，而受邀的臺灣名流更是各有

盤算，以致於該計畫胎死腹中。2
 

在日本投降到陳儀政府正式接管臺灣前，有八月至十月兩個月的真空期，在

這段時間內，「警察都不出來維持治安秩序，盜竊事件，日有所聞，警察都裝聾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 
 中研院研究助理。 
1 辜振甫的回憶錄當中提到這一段經過：有一天，臺灣軍司令部兩名中校參謀中宮悟郎、牧澤義

夫來訪，表示在中國軍隊還沒有來到臺灣接收前，臺灣可能發生動亂，因為日方已失去統治之

權，治安會有問題。他們探詢是不是有組織治安維持會的必要。……辜振甫一看這份名單，心

中了然，日本軍人別有用心。他敷衍過了兩名日軍參謀，決心阻止日本少壯軍人的妄動。黃天

才、黃肇珩，《勁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紀實》，臺北市：聯經，2005，頁。 
2 中宮悟郎、牧澤義夫這批日本軍人，的確別有所圖；尤其是牧澤義夫，出身情報部門，戰爭末

期，他負責訓練原住民為游擊隊，準備美軍登陸時抗鬥。日本投降後，牧澤目標轉移參與策動

成立自治組織。林獻堂、林熊祥、許丙和辜振甫等都是他們想利用的臺籍有力人士。……安藤

總督在會中表示，日本雖然投降，仍會維持過渡時期的地方安寧秩序。現有部分日本少壯軍人

想藉維持臺灣治安為由，籌劃類似「武力運動」之流，一定要加以壓制，以免被誤會是在策劃

「臺灣自治」運動。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林獻堂到總督府訪問安藤，提出三項關於臺灣治

安問題時，安藤用很堅定的口吻答覆：他在任中，對於治安維持，自應繼續如前負責為之。種

種跡象顯示，安藤有心維持治安，對部分軍人的「自治」計畫並不支持，並明白表示反對。黃

天才、黃肇珩，《勁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紀實》，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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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啞，視若無睹。人行道被攤販所佔，馬路上垃圾堆積如山。……這時候沒有『是

非』，祇看誰的拳頭大，誰就有理了。為此糾紛迭起，每日都發生聚眾打鬥的事

件。」3
 

而十月五日至二十四日，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國府僅有數十名人員，以前進

指揮所之名，在臺灣主要從事調查、聯絡及安排陳儀政府來臺接收的前置工作，

對臺灣的治安與一切行政工作沒有太大幫助。4
 

就在這段時間內，原總督府主計課長塩見俊二奉命返日，以運送大量臺銀卷

來臺，用以支付所有日籍公家機關人員三十四年八月至隔年三月的薪水及退休

金。5該批臺銀卷數量之多，讓他在那段飛行中，不得不一直爬在那堆鈔票上。6

總督府也下令解散所有物資統制公司，將國營企業財產轉化為私人財產。加上日

人準備返日，紛紛拋出臺幣，故大量向銀行提存。由於臺灣貨幣大部在日人手中，

日人競相以所有臺幣，換取返日才能使用的日銀卷及黃金，使當時金價超過四千

元。7這些行為，使臺灣在陳儀政府接收之前，就已經陷入通貨膨漲之中。易言

之，三十四年秋，臺灣錢已經開始淹腳目了。 

在這段混亂的期間，日本臺灣軍做些什麼呢？ 

 

二、接收前後日軍舉措 

 

我們可以理解，不管在現實考量，或是情感上，日軍都極不願意將武器裝備

及各項物資移交給敵軍使用。因此，他們在私底下採取了各種手段，來減少這批

武器移交給中國接收人員的數量。從接收人員尚未抵達之前，大量的日軍武器就

開始被盜賣、毀損，以及埋藏在各隱密地點。其中還包含為數不少的化學武器。 

民國三十四（1945）年十月九日，先遣的前進指揮所就已經收到密報，日軍

開始將應該移交的裝備及物資進行埋存、盜賣及破壞。葛敬恩、范誦堯所領導的

前進指揮所僅有數十人，根本無法干涉日軍的行為，他們只能馬上發文報告遠在

重慶的上司：8
 

電（無線） 

急重慶台灣省長官陳（）密9 

據台民林宜得等報稱（一）在台北東南方約六十華里附近之文山郡一帶，

                                                
3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臺北市：前衛，1993.11，頁 283。 
4 臺灣省文獻會檔案，〈前進指揮所有關日軍投降接收文卷〉，檔案局檔號 0034/013/314。 
5 塩見俊二，《祕錄〃終戰前後的臺灣》，臺北市：文英堂，2001，頁 130-131。 
6 塩見俊二，《祕錄〃終戰前後的臺灣》，頁 25。 
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電告臺灣現行貨幣及物價等狀況〉，檔案局檔號 

0034/002.6/4010.2/2/025。內容係 34 年 10 月 11 日前進指揮所向陳儀報告之臺灣經濟現況。 
8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電報臺民檢舉日軍埋存物資等情事〉，檔案局檔號

0034/002.6/4010.2/2/020。 
9 除發給陳儀之外，另有一封給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只有首句稱謂不同，內容無異。「急重慶軍

令部部長徐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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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曾埋存軍火、金塊、糧食甚多。（二）日方曾將軍火變賣散於民間，

並唆使蕃人仇視臺胞。（三）日方應移交我方物資多有破壞及存匿，其中

一部份存於市內旺光社內燃機工廠及中崙自動車會社。現該工廠之備忘錄

及帳簿均予焚燬云。 

                                             台前職葛○○酉佳叩 

                 十﹒九發 誦堯代 

 

同年十月十三日上午，范誦堯與原臺灣軍中校參謀長諫山春樹談話時，曾經

當面提到日軍私賣、毀壞、埋藏軍火的事，並要求日軍自行處辦。10
 

一、在本所未到達台灣前，與到達台灣後，將所有日軍私賣及毀壞與埋藏

軍火等事，貴官執行任務愈忠誠，則於貴國前途愈有利。 

二、聞貴方有一部分幹部私賣軍糧及軍用品，請貴官嚴查，自行處辦，否

則將來由我方查出，必予追究。 

諫山參謀長表示他們也知道這種情況，並且已經展開調查，甚至已經追回其中的

一部分，並表示可以由國府一方提出證據以便日軍處理：11
 

此事我方亦有所聞，並已開軍法會議調查，且自己追回一部，爾後希貴方

能檢同證據以便公辦。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民報》報導了十一月八日時，經由密報，警

方破獲日人藏匿三十餘箱火藥於臺北市某材木行內，可能意圖不軌。12同年十二

月十八日，《民報》又報導「日軍轉用伏兵妙計，匿軍械以圖私益，憲兵隊盡行

搜出」，敘述九月間日軍將油管、軍毯、棉紗大量運至民間工廠存放；又日軍通

信第一二八七七部隊宮野大尉、宇佐美軍曹將大量軍用品存於艋舺龜田商店的倉

庫，也被搜出。宮野在憲兵隊前往拘捕前自殺。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當時隨著美國陸軍臺灣聯絡團抵達臺灣，擁有情報員

經歷，後來任職美國駐臺北領事館副領事的 George H. Kerr，在對美國大使館提

出的報告中，也提到了日軍埋藏武器，甚至隱藏兵員的情報：13
 

正在復員等船返回日本的日軍，據報告態度上難以駕馭，脾氣惡劣，時不

時形成威脅。宿處惡劣，伙食情況日見其差。中方的處理使情況更為惡化。

青年將校極為心不甘情不願同意服從投降的命令，但聽說在談起事；有許

許多多謠傳，說利用成功的演習隱藏了武器和兵員，以待起事的這一天。

                                                
10 臺灣警備總部，《臺灣省軍事接收總報告書》，臺北市：臺灣警備總部，出版時間不詳，頁 12。 
11 臺灣警備總部，《臺灣省軍事接收總報告書》，頁 12。 
12 《民報》民國 34 年 11 月 12 日頭版。 
13 美國國務院臺灣密檔，（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Formosa, 1945-1949 

[microform] : internal affairs），檔號：894A.00/1-2846 CS/LE。此處中文翻譯採用香港翻譯協會

榮譽會士黃文範先生的譯文。原文為：The attitude of the Japanese soldiers being demobilized and 

waiting shipment back to Japan is reported to be restive, surly and at times threatening. Billeting is 

bad and the food situation is becoming acute. Chinese treatment exacerbates the situation. Young 

officer who agreed with great reluctance to obey the command to surrender are known to be talking 

of revolt and there are many rumors of successful maneuvers to hide arms and conceal men against 

the day of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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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將，據說正匿身北投，他已成為青年將校密謀暗殺的

目標，作為他投降前的諸多政策，以及他參加對中方羞辱投降的一種膺

懲。他並沒有自殺以謝罪，（軍人）預備役及退伍協會的態度則並不明顯。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美雙方在臺灣省警備總部所舉行的「臺灣

省警備總司令部第十七次中美參謀聯合會議」中，主要計畫設立「日俘管理處」，

並討論日俘人力的使用與日軍繳械時程的問題。會中雙方都提到獲得日軍盜賣及

藏匿武器的情報，但並未討論處理辦法。14
 

日軍盜賣武器，可能是因為個人利益；毀損裝備，當然是因為不希望利敵。

那麼，埋藏武器，為的又是什麼呢？當然最直接的原因也是不希望裝備資敵，但

或許正如 Kerr 所獲得的情報一樣，他們計劃若有適當的時機起事時，能夠不至

於赤手空拳。 

 

三、武器的部份移交 

 

在陳儀政府正式接管臺灣以後，首先進行的就是軍事方面的接收。這段時間

的秩序尚稱良好，武器的移交方式，大體是由日軍部隊自行將武器裝備繳交至長

官公署所指定之地點，這種舉措避免雙方人員的直接接觸，有效減少了可能發生

衝突的機會。在整個軍事接收方面，武器裝備與軍用物資的移交可以說順利完

成。15
 

日軍繳械的成果，根據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所製作的《臺灣省軍事接收總報告

書》統計，三十四年十月時，日本臺灣軍總人數為 183,079 人，剛投降時甚至高

達 21 萬人，但其他武器不論，步槍只移交了 84,390 把。號稱裝備精良、完整無

缺的臺灣第十方面軍竟然帄均兩人尚不能擁有一支步槍，這實在是令人感到訝

異。（參表一） 

此時陳儀政府可能因為接到當地人密告，或由於日軍的舉措太過明目張膽，

陳儀以警備總司令的身分，對原臺灣總督安藤利吉發出命令，要其制止日軍這些

不當作為，並且要求主動回報裝備物資的埋藏地點。該命令中甚至舉出已發現的

二百多處埋藏地點：16
 

中國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命令（34）軍字第 82 號 

命令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廿一日 于台北市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1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第十七次中美參謀聯合會議紀錄〉，檔案局檔

號 0034/003.7/4010/1/011。該次會議中方由柯遠芬參謀長率領六個處長出席，美方則由陸軍臺

灣聯絡組兩位中校出席。 
1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臺灣地區日軍繳械移交部署〉，檔案局檔號

0034/002.6/4010.2/004/007。〈頒發臺灣地區日軍解除武裝獨立工作分配原則大綱一份仰即照綱

擬具實施計劃呈核辦行由〉，檔案局檔號 0034/002.6/4010.2/004/015。 
16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查貴屬各部隊有將大批武器彈藥盜賣毀壞或埋藏情形希迅回報〉，

檔案局檔號 0034/002.6/4010.2/00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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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貴官所屬各部隊於投降後，擅將大批武器彈藥、化學兵器及軍用物

資等盜賣毀損或藏匿不報，經調查屬實者，計有： 

 

（一）台灣第四五八七部隊（高射炮第一六二聯隊）將武器物資藏匿於台

北州桃園郡龜山庄塔寮坑字坑底附近，業經該部隊陸軍少尉笠倉秀

彥填據證實。 

（二）台第一二八○五部隊（台灣陸軍貨物廠）佐藤少佐，將大批軍用物

資藏匿于台北州文山郡烏來龜山及哈門一帶，業經查明屬實。 

（三）高雄州方面： 

1. 旗山郡內門庄木柵附近有洞窟三十六處，倉庫八十餘所，埋藏多量

之武器彈藥、化學兵器及軍用物資。 

2. 旗山郡內門庄內浦附近有倉庫九所，藏有武器彈藥及軍用品等。 

3. 旗山郡棋山街溪州附近有倉庫四十二所，洞窟八處，藏有武器彈藥

軍用物資等。 

4. 高雄郡燕巢庄深水附近，有燃料壕四十三處，倉庫六所，洞窟二十

三處，藏有大量彈藥。 

5. 高雄郡仁武庄考潭附近，有倉庫百餘所，藏有彈藥軍品甚多。 

6. 鳳山郡鳳山街灣子頭附近，有倉庫二十七所，藏匿各種兵器極多 

    以上藏匿未報之武器彈藥化學兵器及軍用物資，業經本部派員會同台

灣第一二八○○部隊陸軍技術大尉吉田龍前往發掘，經證明屬實，並有該

部隊集積所畧圖及查獲毒氣六桶為據。 

（四）曉第一九八○八部隊飯村中佐，將台北州基隆郡六堵七堵間倉庫四

所，內藏之全部物資，不法轉移與南日本汽船株式會社，並將一部

重油盜賣，經本部派員查獲，並逮捕看守者九名，供證屬實。 

（五）新竹州新竹郡新埔街照門字石門，埋藏有九三式持久性瓦斯液及大

批軍用品等。 

 

    以上各項，均係證據確鑿，事實昭彰，核與本總司令署部字第一號命

令第四項之規定不符，殊屬非是。希  貴官剋日將所有一切藏埋之武器彈

藥、化學兵器及軍用物資等，迅行造冊補報，聽候本部派員接收，並嚴飭

所屬，嗣後不得再有此項藏埋、盜賣或不法移轉武器彈藥軍用物資等之行

為，致干法辦為要。 

右令 

台灣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部長安藤利吉將軍 

 

                               中國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陸軍上將陳儀 

（本命令派員送往台？（灣）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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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已發現的日軍的埋藏地點遍及臺灣全省，臺北、桃園、新竹、基隆、高雄等

地都有埋藏的情形。不但有武器彈藥、被服油料，甚至有化學兵器，可說一應俱

全。除此之外，又有設法轉移部份物資的所有權給民間公司的情形，應該是想透

過民間公司將部份物資載運回日本。甚至還有將戰略物資盜賣的情況。 

兩百多個埋藏地點的物資裝備，數量必定驚人。其中或許有些部份是戰爭期

間，日軍為長期作戰而埋藏於深山的物資，但未將其列於移交清冊之內，而企圖

隱瞞，其居心可疑、可議實無庸置疑。 

隔天《民報》上刊載了兩則報導，其中一則標題為「新生活促進會破獲日軍

藏匿藥，貨車八台始得盡積，國軍接收價值數千萬」。內容是敘述三十四年九月

二十五日，民間組織「新生活促進會」發現日軍正要銷毀藥品千餘箱，立即阻止，

並報告警備司令部。該批藥品後來交給海軍岡山醫院使用。17另一則則為「內寮

等山地深處，日軍隱匿大批凶器，高雄憲兵隊接報開掘，見勢不佳乃急自繳出」，

內容應該就是前日陳儀命令當中所提到高雄地區的日軍埋藏物品，該報導中更說

明，該批武器中計有砲彈千餘發，而為了「自新」而指出十餘處埋藏地點的日軍，

將予以寬貸。18
 

十二月二十六日，《民報》以「揭發日軍不法行為，藏匿盜賣武器物資，我

方交予嚴重命令，望我同胞共同監督」為標題，刊登了陳儀十二月二十一日的命

令。雖然陳儀政府已經對安藤明確指出了日軍的埋藏等行為，但當時的日軍似乎

仍舊沒有把陳儀的命令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 

《民報》三十五年元月四日又刊載了「將被回送日軍，燒毀應繳物資」的報

導，指出能高郡大湳庄西塔山及福興庄的日軍誠部隊，正在燒毀毛布、鐵板、米

糧及紙等物資。19元月五日，又有「日軍匿械，由警察破獲」的標題，敘述鹿港

的日軍飛行大隊丹下隊，藏匿三卡車的軍用物資被警方破獲。20同日，臺中也發

現日軍北臺新高派遣隊司令，元海軍大尉柴田直彥，在清水燃料廠故意舉火燒毀

多量軍用物資。21
 

三十五年元月八日，陳儀似乎忍無可忍，再次對安藤利吉發出命令：22
 

中國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命令（35）軍字第壹陸號 

命令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元月八日 

于台北市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查 貴官所屬各部隊官兵近於集中各港口待船返國時，竟違反本總司令署

部字第一號命令第四項之規定，有擅將未繬交之軍需物品私行燒毀或盜賣

等情，殊屬不合，仰即剋日嚴令制止，肆後不得再有此種行為，致于法辦

                                                
17 《民報》，民國 34 年 12 月 22 日二版。 
18 《民報》，民國 34 年 12 月 22 日二版。 
19 《民報》，民國 35 年 1 月 4 日二版。 
20 《民報》，民國 35 年 1 月 5 日二版。 
21 《民報》，民國 35 年 1 月 5 日二版。 
2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查貴屬部隊待運期間有擅將軍品燒毀盜賣嚴令嗣後不得再有此項行

為〉，檔案局檔號 0034/002.6/4010.2/00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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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 

右令 

台灣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部長安藤利吉將軍 

 

                               中國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陸軍上將陳儀 

 

但元月九日，又傳出日軍積藏米糧七十五餘萬（瓦千）的消息，高雄州接收

委員會於是提出清查日軍存糧，並將多餘的部份供應大眾。23元月十二日，《民

報》上刊載了臺灣警備總部於十一日訂定頒行「查獲日軍藏匿盜賣毀滅武器及軍

用物資獎懲暫行規定」，凡通報日軍匿藏物資者給予獎金，知情不報者罰。24
 

接下來的兩個月間，各地都查獲大量的軍用物資：淡水查獲機槍子彈五千餘

發、坪林查出六千餘發各式砲彈、新店查獲大量軍用物資；25臺南縣也查獲手榴

彈、擲彈筒、各式步槍彈、機槍彈以及山砲彈；26基隆發現了藏匿的重汽油及木

材；27高雄旗山下發現大量火藥等。28全省各地多有發現，在此不一一列舉，可

參考國史館檔案〈警務人員查獲日軍用品武器彙計〉一案。29
 

二月二十二日，《民報》報導，由於清查日軍盜賣藏匿軍用物資，發現不少

日軍軍官盜賣、侵占軍用品個案。如前日本陸軍第六十六師團第三○四聯隊築城

班資材係中尉係長三浦增三侵占軍品、前基隆日海軍防備隊少尉第二分隊士荻野

春重涉嫌盜賣軍用品等共七案。可判斷流入民間的日軍物資絕對不少，但其確實

數量，與其中包含多少武器則無法列出數據統計。 

三十五年四月，大多數日軍已經遣返，檢舉日軍藏匿物資的行動也告一段

落，但後來仍陸續在各地發現埋藏的日軍裝備、物資。30雖然陳儀政府查獲了大

量的日軍匿藏物資，但也無法推知究竟有多少日軍武器及軍用物資流入民間。日

軍自行銷毀的裝備物資，雖然可惜，但最多僅是無法利用；而盜賣、埋藏的武器

一旦流入民間，則難免淪為有心人的籌碼。況且，能從日人手中得到這些軍用物

資的，理所當然大多是親日派。 

                                                
23 《民報》，民國 35 年 1 月 9 日二版。 
24 《民報》，民國 35 年 1 月 12 日頭版。 
25 國史館檔案，〈呈送文山淡水二區搜獲日本軍民匿藏或散失之軍品財物數量調查表各乙份請察

核〉，檔案局檔號 0035/474/2143/1/011。 
26 國史館檔案，〈呈送警界同仁搜獲日本軍民隱匿軍品等件彙表祈核由〉，檔案局檔號

0035/474/2143/1/013。 
27 國史館檔案，〈奉喻呈報日本軍民匿藏散失軍品財物報請核備由〉，檔案局檔號

0035/474/2143/1/010。 
28 內政部警政署檔案，〈據報旗山下有埋藏日軍用品希搜查具報由〉，檔案局檔號

0035/1956/33/1/001。 
29 檔案局檔號 0035/474/2143。 
30 如民國 35 年 12 月間的臺東雷光火山事件。據傳光復初期臺東一帶日軍為規避接收，攜械匿

藏於臺東縣關山區車站前面的雷光火山。該批日軍打算在山地墾闢山地，以謀久居，但密託

民間人士代為蒐購米、糖及日用必需品時受到拒絕，因此無法立足，全數退出，被遣返日。

但其攜帶之武器彈藥皆埋藏於附近山地。國史館檔案，〈日軍在臺東匿藏軍火〉，檔案局檔號

0035/474/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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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武器及彈藥的釋放 

 

（一）「地圖」的移交 

日本人在埋藏裝備、物資之際，也製作了埋藏地點的地圖。這種舉動，明白

表示日人有將這些物資再次拿出來使用的打算，也顯示其行動必然有所圖謀，而

並非僅僅不願意資敵。至於日軍的目的究竟是打算日後捲土重來，亦或是讓不願

意歸順中國政府的親日臺人伺機使用？由於證據不足，無法斷定，但不能排除兩

者皆是的說法。以下舉兩個例子，來觀察日人究竟將這些地圖交付給什麼樣的人

來使用，並推測其目的。 

 

1. 鍾逸人 

日據時期曾任「陸軍囑託」，31光復後任職於三民主義青年團臺灣區團臺中

分團的鍾逸人，由於協助前日軍「誠師團」參謀長岸本重一大佐，解決了當地居

民擾亂當地日軍宿舍及襲擊日軍女眷的問題，受邀到其官舍用餐。餐畢，岸本本

來想把他的勳章及金質參謀肩章贈與鍾，但鍾拒絕：32
 

他說：這些東西他想留給我做紀念如何？我向他說：這些東西我用不到，

送給我也沒有用。如有手槍，我倒很想要。岸本嘆道：「太慢了，何不早

點說，你們要多少，我們都可以想辦法給你們，如今都已列冊接收，不能

再動它。」岸本又轉身從抽屜裡，找出兩張地圖給我。一張是臺中州圖。

另一張也是陸軍省測量署繪製的臺灣全圖。圖面上有用紅、藍筆的線和

點。並在線點下面用數字和繫馬字母作暗號。他用手指指地圖上的不同顏

色和暗號詳細給我說明「紅色」是代表什麼，「藍色」又是代表什麼，而

繫馬字是代表方向，有兩個字或三個字組合的時候又是代表什麼，數字則

代表距離……。他唯恐我聽不懂，一再反覆為我說明。最後他說：「這兩

張圖非常重要，我們又不能帶回去，就留給你吧。將來你們也許用得到它。」 

萬沒想到這兩張地圖，在他們被遣送回日本不到半年的一九四七年三月，

竟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幫助。 

岸本大佐可能從與鍾逸人的談話中，了解鍾並非國民政府的「順民」，因此決定

將臺中地區的裝備物資埋藏圖交給他運用。鍾也不負他的期望，在二二八事件期

間，以這批武器武裝了所謂的「二七部隊」，甚至將多餘的武器用來分發給附近

的「友軍」，給當時的陳儀政府帶來重大的威脅。 

鍾逸人與二七部隊副官，事件後逃到香港，《臺中的風雷》一書作者的古瑞

雲，由於雙方對「二七部隊」的歷史論述有很大不同，曾經寫公開信駁斥他的說

                                                
31 本人說明是類似專員的職位，能配戴軍刀，也能使用與尉官同樣的劍帶與階章。鍾逸人，《辛

酸六十年》上，頁 222。 
32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頁 30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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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33
 

二七部隊何以有那麼多武器可以支援到板橋、虎尾、斗六和嘉義地區。你

這位副官自然也不知道，那是吳金燦的自動車隊（擁有三個小隊人馬）分

赴各地按圖搜尋挖掘搬回來的。這些工作都在極機密、極其辛苦中進行

的，因為深怕一旦曝光，給「處理委員會」和一些旗色不鮮明的單位知道，

可能會妨礙建軍計畫。而且自動車隊直屬於部隊長，你當然無權置喙。因

此，你也故意抹消他們的辛勞事蹟。 

鍾逸人提到「二七部隊」的武器，都是由吳金燦率領自動車隊，依照地圖的標示

收集而來。而這些埋藏的武器不僅足以供應「二七部隊」使用，甚至可以支援板

橋、虎尾、斗六乃至於嘉義的反政府組織。其回憶錄《辛酸六十年》中，曾提到

較詳細的經過：34
 

我悄悄告訴自動車隊長，農會右側兩棟倉庫裡面有那些裝備，想辦法把它

運回去，夠一個師團的份即可。我們的車子也緊跟在自動車隊長座車後

面，到倉庫前。……裡面堆積的物資裝備都看到了，屋頂上立刻傳來歡呼

之聲。……不一會兒一捆又一捆的軍服和軍鞋，都用繩子吊上來了。 

第一次按圖索驥的結果，發現地圖的標示地點確實有武器裝備，這使鍾逸人與他

的部下士氣大振，其後鍾把地圖交給他所信任的自動車隊長吳金燦，讓吳在附近

標示的埋藏地點尋找：35
 

自動車隊長吳金燦聽到我們回來，也氣休休地跑來訴苦：分藏在草屯農會

倉庫、草湖菸草詴驗所倉庫、樹仔腳國小、太平、名間一帶的裝備物資，

都很順利的依圖的號碼標記找到。祇有土牛、石崗兩地的武器，因標記模

糊不清，至今未能找到。其餘的地方，如：蓮花池、鹿谷、中寮等地方，

等明後天再增加人員分別去查勘。……不久，在「臺中師範」的民主保衛

隊也分乘七輛大卡車，帶著裝備和一些器材，陸陸續續開到干城營區來。

接著到草湖菸葉詴驗所倉庫搬運手榴彈和炸彈的兩輛卡車，也滿載而歸，

直接開到干城營區來。 

這批武器的數量，鍾逸人並沒有具體描述，但從他毫不手軟地「支援」由各地前

來求助的民間組織，就可以想見其數量必然不少。鍾肇政認為：36
 

……二七部隊的成立，雖然有其機緣湊合之處，但第一個關鍵端在鍾逸人

握有充分武裝兵員的武器。原來，鍾氏在終戰之初，由日軍參謀長岸本重

一獲贈隱藏物資的地圖。根據鍾氏在本書中的說法，是項物資似可武裝三

個師的兵員。 

根據鍾逸人所說，二七部隊的組成，不但裝備是完全依照日本陸軍制度分

                                                
33 鍾逸人，〈風雷魅影－給古瑞雲的一封信〉，附錄於《辛酸六十年》上，頁 665。 
34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頁 469。 
35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頁 478。 
36 鍾肇政，〈迷幻的二七部隊真相－讀鍾逸人『辛酸六十年』〉，附錄於《辛酸六十年》上，臺北

市：前衛，1993.11，頁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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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包含編制、軍紀、口令都完全參照日本陸軍的規定。37由於絕大多數隊員都

受過日本軍事教育，也都能適應這些規定。38而鍾更提到，他之所以組織二七部

隊的終極目的，是希望藉由武力，讓臺灣與中國的政治關係，能像愛爾蘭之於英

國。39這或許跟日人的希望相吻合。 

 

2. 黃紀男 

早期臺獨運動主要人物之一的黃紀男，由於具有日本總督府文官的經歷，對

陳儀政府的辦事能力低落不以為然。在臺灣光復後不久，就與臺電的同事組成「臺

灣青年同盟」，開始進行臺灣獨立運動。民國三十五年一月起，更與美國領事館

副領事 Kerr、美新處臺灣辦事處主任 Catto「來往」，40
 並於 6 月完成臺灣獨立

請願書，請 Kerr 代為轉交聯合國。41二二八事件之後，黃與廖文毅等人合作，對

臺灣獨立運動更加積極運作，在各地奔走。民國 37 年底，由香港返臺：42
 

當時偕約瑟與溫炎煋二人剛由香港返臺，帶回了日本參謀部退休人員透過

秘密管道，送給在香港的廖文毅的一張地圖。這張地圖描繪出在臺的日本

軍隊於二次大戰即將戰敗之前，埋藏於花蓮、臺東兩地山區的大批石油、

武器、彈藥與金條之位置；希望廖氏將其挖出，以做為臺灣獨立運動的經

費。 

日本人慷慨地提供了地圖給主張臺獨的廖文毅，而廖文毅又把地圖交給同志

當中負責組織與宣傳行動的黃紀男處理。很遺憾，不論是廖文毅或是黃紀男，他

們都是文人造反，身邊既無充足人手，也沒辦法在臺灣當時由於二二八事件而開

始的風聲鶴唳、詭譎氣氛中當中從事「尋寶」的任務。如果黃當年能知道鍾逸人

的豐富收穫，或許無論如何也會去詴一詴也說不定。43 

我與上述三人認識後，即在廖蔡綉鸞家中共同討論如何將這筆花蓮、臺東

山區的武器、彈藥取來加以利用的事宜。無奈基於我們當時之人單力薄，

討論之後馬上便發現我們無論在時間、人力或財力上，都沒有能力到這片

地理環境完全不熟的山區，從事這麼大規模的挖掘行動，隨即在顧慮現實

的情況下，馬上就放棄這個構想，決定暫時擱下不予處理。 

獲得日人青睞的廖文毅家境良好，背後又有美國企業撐腰，政商關係一流。

後來在日本東京成立「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自任大統領，明顯是在美、日雙

                                                
37 當時在二七部隊當中的黃金島說法相同，他也是由海南島回臺的復員臺籍日軍，曾參與「烏

牛湳之役」。臺灣省文獻會，《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臺北市：正中，1991，頁 626-628。 
38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頁 481。 
39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頁 480。 
40 《黃紀男自白書》中黃曾提到：他是在 Kerr 和 Catto 支持下，才與莊要傳、鄭瓜瓞等組織「臺

灣青年同盟」，並開始從事地方自治之政治活動。警務局刑事警察總隊檔案，《黃紀男自白書》，

39 年 5 月 18 日簽報，頁 179。檔案局檔號 0041/340.2/5502.3/11/012。 
41 該請願書後來經過 Kerr 竄改之後，變成將希望臺灣交給聯合國託管的請願書。詳情閱黃彰健，

《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臺北市：聯經，2007，頁 501-539。至於提出之時間為何延遲至

36 年 1 月，可能是該月聯合國託管理事會才正式成立，之前並無相關機制。 
42 黃紀男口述、黃玲珠執筆，《黃紀男泣血夢迴錄》，臺北縣：獨家，1991，頁 252。 
43 黃紀男口述、黃玲珠執筆，《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 25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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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支持下獲得庇護。黃紀男還提到：44 

我由香港返臺前，駐香港的美國副領事謝偉志鼓勵我回臺組織一個武力防

衛能力的團體，以對抗國民政府的部隊，取得和國民政府談判的籌碼，並

且而中共萬一想躍海侵臺時，臺灣人本身即有防衛能力。 

可見當時美國的立場也堪玩味。二二八事件發生不久，美國駐臺副領事 Kerr 就

因為過度涉入事件，而在國府要求下被美國調回南京大使館。45其後美國新聞處

臺灣辦事處主任 Catto，也因為協助因進行臺獨活動被通緝的黃紀男偷渡，在孫

科的公開聲明後，被美國調職。46
 

日人選擇了鍾逸人、廖文毅作為協助的對象，很明顯是因為他們都有與國府

對抗的意圖；而很巧合地，他們兩位也都有讓臺灣獨立的志向。或許，臺灣政局

如果發生這樣的變化，就日本的立場，能夠得到最大的利益。 

而由前面的敘述來看，日軍所留下的這批武器，至少在二二八事件當中發揮

了作用，讓二七部隊與其友軍得以在短期內與國府軍隊分庭抗禮，並且席捲了附

近地區的所有政府機關及軍事據點。雖然在老蔣指派的援軍整二十一師抵達以

後，終因眾寡不敵而化整為零，但仍給了國府很大的震撼。當時由「地圖」中取

得裝備、物資的，除了在回憶錄中公開明講的鍾逸人外，是否還有其他人或組織，

不得而知。 

 

四、日軍兵器彈藥帶出二二八？ 

 

（一）二二八事件前民間槍枝充斥： 

閱讀近來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論述，大多以政府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無辜百姓

作為主軸，但由各種資料所呈現出來的情形，似乎不盡然如此。從二二八事件發

生之前，在當時的臺灣，擁有武器、裝備似乎就已經是普遍的現象。 

二二八事件發生前，鍾逸人一度服務於《和帄日報》，他曾因得罪憲兵隊，

被抓去找麻煩，他們以鍾握有槍械為由審訊他：47
 

他們問我槍枝從哪裡來的？我回以本來就有。問我為何佩槍？我答以：為

了自衛。我同時告訴他們治安那麼壞，散兵游勇橫行霸道，每個人都需要

自衛槍，而且社裡同仁有自衛槍的多的是，你們敢把他們通通抓來麼？ 

鍾提到報社很多人都擁有自衛用的手槍，這種情形是否普遍存在，不得而

知，但當時若有大量武器流落在民間，極可能就是日軍盜賣或埋藏的裝備。而鍾

更宣稱他自己就擁有六支槍，在被憲兵隊逮捕後，吩咐太太選了一支最老式笨重

                                                
44 黃紀男口述、黃玲珠執筆，《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 253。 
45 鄭純宜主編，《被出賣的臺灣－葛超智（George H. Kerr）文物展綜覽》，臺北：台北二二八紀

念館，1999，頁 8。 
46 黃紀男口述、黃玲珠執筆，《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 185-186。 
47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頁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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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給他們交差。48
 

 

（二）槍枝出籠：二二八時期 

由於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國府駐臺的正規軍只有整二十一師一個獨立團，外

加一個工兵營、一個特務營。49此外能運用的也只有一個憲兵團（欠一營），與

小部分的警力。50因此全臺各地很快就陸續由各縣市處委會，或上述的地方武裝

組織掌握。陳儀的軍令僅及臺北市部分地區及基隆、高雄兩要塞。 

除了活躍於中部的二七部隊之外，其他各地也多有與政府對抗的武裝組織，

如陳篡地、張志忠等。他們以攻擊或談判方式來取得派出所的武器，或襲擊軍隊

倉庫來獲得裝備，當然也有一些原本就擁有部分武器的組織。51
 

由當時的記載來看，當時的臺灣人取得武器相當容易，而握有裝備也不奇

怪。這種現象十分怪異，或許值得探究。《臺灣：苦悶的歷史》作者王育德提過：
52

 

家中除了我之外，還有二個反抗當時體制的「勇士」，一個是我的二姐夫，

為國立成功大學（以前的商工）教授，任該校處理委員會的副委員長，連

日來都出席會議。在下面的弟弟，和四五個友人，不知由何處拿到槍械，

在關廟、佳里等鄉下地方從事抗爭活動。 

王育德對其兄王育霖在二二八事件後，被憲兵帶走而一去不回，耿耿於懷。更夢

見兄長被政府處決，因此撰寫了〈吾兄王育霖之死〉一文。其中提到憲兵找上門

抓人的時候，他父親由於家裡太多人參與反抗政府的行動，不知道要帶他們去找

誰。53後來參加處委會的姊夫被判無罪，拿槍械從事地下運動的弟弟也沒有被捕，

反而是沒有參加活動的王育霖，卻被便衣人員帶走而從此一去不回，這使王育德

非常不能釋懷。 

鍾逸人也提到他籌組「二七部隊」的時候，不斷有自備步槍和軍刀的復員兵

前來投靠，其中大多是參與過海南島與菲律賓戰役的臺籍「志願兵」。54可見當

時私藏武器的情況應該並非個案，其中又以曾擔任臺籍日本兵的人居多。 

二二八事件時期，警局與軍用倉庫被劫走的武器，事後遭到埋藏或銷毀的也

非少數。如臺南新化被劫走的十三支步槍及一挺機槍，雖已查到當時劫取的疑

犯，但直到民國四十年還無法取回。55但即使如此，根據二二八事件後的調查報

                                                
48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頁 414-415。 
49 特務係特別勤務之簡稱，與工兵營皆非戰鬥單位。 
50 由於警察中本省籍占絕大部分，當事件演變為族群鬥爭的時候，許多警員脫離崗位，甚至帶

著武器，投向反政府陣營，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中，除特別編組的警察大隊外，其餘警力作用

並不大。 
51 參考莊嘉農，《憤怒的臺灣》，臺北市：前衛，1990。王建生等，《1947 臺灣二二八革命》，臺

北市：前衛，1990。當時反政府組織的武器多由警局及各地軍用倉庫得來。 
52 王育德撰，陳文添譯，〈吾兄王育霖之死〉，收於省文獻會，《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1994，

頁 780。 
53 王育德撰，陳文添譯，〈吾兄王育霖之死〉，頁 780。 
54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頁 480-481。 
55 內政部警政署檔案，〈陳正雄埋藏軍火〉，檔案局檔號 0040/057.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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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顯示，國軍在綏靖之後所收繳的某些武器裝備，竟多於在事件時被奪取的數

量。56這正顯示出，二二八時期參與事件的這些組織，其所使用的武器，不祇由

國軍及警察手中取得。這些額外的武器裝備最有可能的來源，當然是臺灣光復

時，所應接收之日軍裝備外流的部份。 

 

（三）彈藥出籠：達姆彈現身 

臺北二二八紀念館收藏有一顆達姆彈與被其擊中的一本醫學書籍，據說是由

美國領事館所提供，作為二二八期間國軍使用達姆彈攻擊群眾的證據。但根據黃

彰健的查證，當時國軍消耗的武器彈藥都要造冊具報，臺灣警總的資料中，根本

沒有達姆彈一項。而美國國務院密檔也證實，當時發現這顆子彈的聯合國救總人

員，判斷這顆子彈是由日本製造。57黃院士更直言，當時中國的兵工廠根本沒有

製造達姆彈的能力。58
 

那麼，這顆子彈從何而來？日本在二戰當中使用毒氣與達姆彈的舉動，全世

界皆知，而在光復初期的武器接收中，清冊內也確實出現「榴霰彈」共一千多發，
59這證明在臺灣的日軍確實擁有達姆彈。 

由於接收的數量不多，這批彈藥並沒有被國軍拿來使用，而二二八事件後的

損失報告中，也不曾提到這些彈藥被劫奪。根據合理的推測，使用此種彈藥的人，

極可能是由日軍盜賣或埋藏的物資中取得，而利用此種管道取得武器的人，自然

不會是國軍。更遑論三月九日之後才抵達的整二十一師，根本不可能取得此種子

彈，用以屠戮無辜群眾。 

相反地，發現此種子彈在二月二十八日及三月一日於臺北市肆虐無辜民眾，

只是證明當時有不明的武裝組織或個人，從事煽動或趁火打劫，企圖將這場由緝

私煙而發生的騷動擴大。60
 

 

（四）「高山族」部隊 

二二八事件期間，原住民的火力之強大令人側目。事件發生時就讀嘉義農

校，曾參與攻擊嘉義機場的蔡弘振提到，他們學生隊的武器是「先去派出所搶了

武器，三八式步槍，然後，再去繳了糖廠的武器」而來。61但比起擁有卡賓槍，

把眷屬保護在中間的國民黨軍，火力還是差一截。不過這種局勢並沒有維持多

                                                
56 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臺灣省「二二八事變」記事》，收錄於省文獻會，《二二八事件文獻續

錄》，民 81.2，頁 407、448。比對「臺灣省二二八事變械彈損失統計表」及「臺灣二二八事變

械彈糧秣被服收回統計表」，可發現在步騎槍、空用機關槍炮、手榴彈、迫擊砲彈等項目，收

繳的數量都比原本被劫走的多。 
57 黃彰健，《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頁 514-515。 
58 黃彰健，《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頁 514-515。 
59 達姆彈的別稱。臺灣警備總部，《臺灣省軍事接收總報告書》，頁 93-94。 
60 當時來臺的軍警憲，由於物資短缺，連服裝跟配備都不統一，極容易冒充。東港事件中，涂

光明冒充軍警，騙出日本警察仲井清一將其殺害。《民報》民國 35 年 1 月 10 日，憲兵第四團

也發表聲明，有人在各地假冒憲兵從事不法行動，請民眾留意。 
61 劉國基整理，〈二二八在北京發言－「二二八事件座談會」〉，收錄於王曉波，《台盟與二二八

事件》，臺北市：海岸學術，2004，頁 33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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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在阿里山的高山族部隊下山以後，情勢就逆轉了：62
 

高醫（一）生當時穿著日本軍官制服，配兩把手槍，他的隊伍有兩百多人，

配有重機槍、輕機槍，後面才是步槍，相當整齊的，跟日本的軍隊一樣的，

喊口令是日本話，他們有人換防，有上崗、下哨的。他們大部分是復員軍

人，比我們學生強，戰鬥力強太多了，裝備也不亞於日軍。因為我在日本

警備部隊當過學員兵，待過的，知道他們的實力，裝備、訓練都不錯。 

由於擁有精良裝備，受過專業訓練的高山族部隊參戰，當時嘉義的國府軍隊被迫

困守於嘉義機場內，一直到整二十一師的部隊來解圍為止。63而烏來地區的高山

族也被臺北學生軍當作重要的援軍。64 

驍勇善戰，具有獨立性格的「高砂族」，早期被總督府視為「蕃」，並不當作

同樣具有人權的同類，因此他們多次對日本政府進行反抗。1930 年的霧社事件

是反抗的最高潮，迫使日軍動員軍警兩千多人，並使用機槍及毒氣才帄定，此事

件甚至引起國際注目。總督府檢討政策之後，改用「以蕃制蕃」的策略，利誘附

近的其他部落，以圍剿反抗的幾個部落，成功將其殲滅。65
 

這個事件後，總督府修正了對臺灣原住民的策略，改以恩威並濟的方式，對

高山族進行拉攏，獲得不錯的成果。其後在日本所發動的各戰役當中，由原住民

所組成的「高砂義勇隊」都有傑出的表現。許朝容認為，日本開始徵召「志願從

軍高砂青年」時：66
 

他們拿著祖先傳承的番刀應徵。其中不少人提出「血書」，爭先恐後，志

願從軍。高砂族本來就具有日本古代的「武士精神」，加上受過日本教育，

「日本國民」的意識，非常強烈。他們從七七事變發生後，即摩拳擦掌，

期盼能上戰場展現男性的氣魄。 

這也許是時代的悲劇，但在總督府的政策下，「高砂族」成為日軍忠實的馬

前卒，而他們所擁有的強大火力自然是來自日人。當時陳儀政府執政不過一年，

對日軍埋藏軍火的檢查，也不及於當時的「高山族」，因此極可能有部分的武器

收藏在與日人友善的部落中。 

 

                                                
62 劉國基整理，〈二二八在北京發言－「二二八事件座談會」〉，頁 336-337。當時服務於三民主

義青年團的李先生也說：「事實上，當時嘉義民兵並無領導人，惟以省嘉中學生團最為龐大；

不久臺中鍾逸人派人應援團帶動包圍水上機場，惟其主力則以阿里山山胞湯守仁一支為最。」

臺灣省文獻會，《二二八事件文件輯錄》，頁 624。 
63 高一生後來又涉及「蓬萊族解放委員會」案，據說在中共主導下企圖建立「阿里山基地」。情

治人員報告為首的高一生及湯守仁「將吳鳳鄉所藏為匪控制之武器兩批悉數呈繳政府」。但鄒

族民眾則說：那批武器彈藥，早在 1950 年政府軍上山整肅前，就丟在一條窄隘而深黑的山溝

裡。藍博洲，〈五○年代白色恐怖下的原住民戰歌〉，收錄於《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與臺灣人》，

臺北：時報文化，1994，頁 91。可見當時高一生等確實擁有相當數量的武器，而既然是日軍

裝備，來源自然是當時的日本臺灣軍。 
64 藍博洲，〈在歷史的荒湮中消逝的野百合〉，收錄於《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與臺灣人》，頁 143。 
65 維基百科：霧社事件。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C%A7%E7%A4%BE%E4%BA%8B%E4%BB%B6。 
66 許朝容，〈高砂義勇隊的故事〉，《自由時報》民 94.6.19。文中也提到，「高砂義勇隊」雖立有

不少戰功，但仍只是軍夫身分。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C%A7%E7%A4%BE%E4%BA%8B%E4%BB%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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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入美軍與中共武器？ 

除了日軍裝備之外，臺灣人是否有其他武器來源呢？目前還有美國提供與中

共提供兩種說法。二二八時擔任王添灯主辦的《自由報》的記者蔡子民提到：67
 

另外，George Kerr 曾向天馬茶行的王添燈說過，美國要如何支持臺灣人

反抗國民黨的事（此過程，蘇新也寫過），在二二八之前，George Kerr 就

活動很久了，但王添燈沒有理他。在二二八事件過程中，確實有些事情，

我不曾寫過的，我有位陳姓朋友經常出入美國新聞處，經常拿些資料給我

看，當時美國新聞處也提供中文新聞稿給我們。二二八的第三天左右，陳

姓友人來告訴我說：「Kerr 說如果臺灣人要武器，他可以從馬尼拉送過

來！」他要我去告訴王添燈，因為我經常在天馬茶行出入。但我覺得不妥

當，告訴了王添燈，王先生說我們臺灣人的事情不要美國人插手，不要理

他！因此，這件事就不了了之。但柯喬治的確有向我們提議供給武器。 

同為《自由報》記者，當時也身為臺大學生的吳克泰也說：68
 

我也有證據，當時我周圍有個學生跑來告訴我，說美國人願意提供武器，

從馬尼拉用快艇運來，只要六個小時就可抵達淡水。 

但是 Kerr 在美國政府中的地位不高，僅僅為臺北領事館副領事，雖然有上

尉軍銜及情報員資歷，但是是否有動用武器的權限值得懷疑。蔣經國當年發出的

密電也指出有人向美方要求武器及金錢，結果「美允 money」，並未同意提供武

器。69 

二二八事件當時的學生領袖陳炳基及葉紀東，則都提到中共地下黨在當時承

諾提供武器。陳炳基說：70
 

李中志這個人是地下黨指派的臺北地區武裝起義總指揮，聽說他在日據時

期當過日本軍隊的炮兵，……在路上，他告訴我，如果要搞武裝起義它可

以供應我們。……因此，我就對他說，有武器就好，把它交給我們，我們

就可以合作。從此以後，我就按照他的佈置，串聯各校的學生，組織地下

的學生武裝隊伍。 

葉紀東也有類似的說法：71
 

我們的行動之所以轉向，主要是因為一個地下黨人李中志的介入。……有

一天，在延平大學開完會後，李中志找上我跟陳炳基，跟我們說：「光是

靠處理委員會的文鬥還不夠，學生必頇另外組織起來，搞武裝起義。」「要

武鬥可以，但是武器在哪裡？」我和陳炳基當場向他質疑。他說：「武器

沒問題，軍火都已經搞定了。」這樣，我們的行動就從「文鬥」的層次拉

高到「武鬥」的狀態。並且，在李中志的策劃下，我們迅速動員了臺北地

                                                
67 劉國基整理，〈二二八在北京發言－「二二八事件座談會」〉，頁 345-346。 
68 劉國基整理，〈二二八在北京發言－「二二八事件座談會」〉，頁 337。 
69 〈蔣經國致蔣中正密電〉，收於林德龍，《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臺北市：自立晚報，1999，

頁 176。 
70 藍博洲，〈在歷史的荒湮中消逝的野百合〉，收錄於《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與臺灣人》，頁 139。 
71 葉紀東，〈從高雄苓雅寮到北京〉，收於王曉波，《臺盟與二二八事件》，2004，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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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學生，組成「學生軍」，並且加以編組。 

這或許表示除了日人的武器之外，臺灣人還有其他可能的武器來源。也表示二二

八時期的臺灣，由於接收不久，成為各方勢力的角力場，眾人各懷鬼胎，也各有

盤算，只是最後在國民政府的強力鎮壓下，都無法實現。最後可憐了在事件中犧

牲，不知為誰辛苦為誰忙的參與者及無辜被捲入事件的群眾們。 

 

結論 

 

臺灣人接受日本五十年的統治，初期曾發動數十次的抵抗，給日本帶來很大

的困擾。根據王曉波的研究，日本治臺的五十年間，臺胞犧牲達六十五萬人。72

但不可諱言，這些抵抗大多發生在日據的前幾年，後期在二十萬精良日軍的戒

護，加上全世界最高的警察密度以及嚴密的保甲制度下，臺灣人民其實並沒有太

大的反抗空間。縱有埋怨及不帄，但也逐漸習慣與日人之間的不帄等，並視為正

常。光復當時，臺灣的青壯年人口從小接受皇民教育，部分人士對日本懷有祖國

意識，實屬正常。 

戰爭結束之後，日軍將應該移交給國民政府的武器、裝備加以埋藏、盜賣及

毀壞的情形，已經由前面的敘述中證明。他們的目的，至少儘可能的避免物資受

到「敵人」的利用；而進一步來說，埋藏的武器能夠作為籌碼，如果將來可以捲

土重來，還能加以利用。即使真的不行，當時臺灣島上多的是從小受皇民教育，

願意為天皇光榮玉碎的民眾。甚至還有二十多萬曾受日軍徵召，為日本帝國在中

國、南洋戰區作戰的軍人、軍屬及軍夫。73若有適當的機會讓他們使用這批武器，

最少也能給國民政府帶來困擾，運氣好的話，說不定還能有令人跌破眼鏡的發展。 

日軍對這批埋藏的武器，製作了精細的地圖，並由高級參謀來選擇交付的對

象。其中岸本選擇了希望臺灣的政治地位能像英國愛爾蘭的鍾逸人，而另一位則

選擇了後來成立「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自任大統領的廖文毅。是否還有其他

地圖的擁有人沒有聲張，我們不得而知。但由這兩位受託人的志向與立場，或可

一窺日人對臺灣政治地位的期望。 

這批武器有部分在二二八事件當中發揮了作用，讓二七部隊得以在臺中一帶

與國府周旋，甚至支援到板橋、虎尾、斗六乃至於嘉義的其他反政府組織。當時

部份的臺灣人又穿起和服木屐，裝備日軍制服武器，這種情況應該讓日本人雀躍

不已。只是他們當時在美軍的佔領下，無法有更進一步的行動支援，不然應該能

獲得更大的成果。 

                                                
72 王曉波，《國民黨與二二八事件》，臺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2004，頁七。 
73 臺灣人被徵召當軍人約有八萬人，軍屬、軍夫則有十二萬多，當時按照「軍人、軍犬、軍馬、

軍屬、軍夫」的排序，很遺憾，當時為了天皇拼死奮戰的大多數參軍者，身分在軍犬之下。

維基百科：臺籍日本兵。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B1%8D%E6%97%A5%E6%9C%AC%E5%85%

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B1%8D%E6%97%A5%E6%9C%AC%E5%85%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B1%8D%E6%97%A5%E6%9C%AC%E5%85%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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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理學的層面來看，擁有武器，應該是觸發當時受國府劣政所苦的臺灣人

的怒火，因而舉起反抗大旗的關鍵之一。畢竟臺灣人當年對日本政府雖多有怨

言，但卻被嚴密的保甲與細膩的警察制度完全壓制。而光復之後，國府的鬆散結

構與官僚作風完全比不上日本，對民眾的壓榨與需索卻更有過之，加上戰後的不

景氣與因戰爭破壞帶來的缺糧，人們苦不堪言。因此，當部份人士手上握有武器

時，興起反抗之念並不奇怪。 

本文雖無法證明日人埋藏盜賣武器的目的在於使臺灣陷入混亂，但提供武器

本身就是撩撥野心家的最好材料。臺灣二二八事件的發生，除了陳儀政府施政失

敗外，當時盛行的親日思想與日軍的遺留武器，應該也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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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臺灣日軍兵力番號人員武器艦艇數量總表 

記附 軍面方十第灣臺 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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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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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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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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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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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員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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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
十
月
七
日
所
呈
之
臺
灣
日
本
陸
海
軍
隊
人
員
武
器
等
文
件
對
照
調
製
而
成 

團旅六十七第成混立獨 

團旅百第成混立獨 

團旅二零百第成混立獨 

團旅三零百第成混立獨 

團旅二十百第成混立獨 

隊部剌潑 

隊部轄直軍 

隊部備警雄高 

部令司軍面方十第 

團師九第 

團師二十第 

團師十五第 

團師六十六第 

團師一十七第 

團師行飛八第 

團旅五十七第成混立獨 

部
隊
番
號 

183,079 

2,732 

84,390 

2,645 

3,113 

1,585 

88 

829 

214 

190 

14（1.185 噸）艘 

983 

76 

員人 

匹馬 

槍步 

筒彈擲重 

筒彈擲輕 

炮野 

炮塞要 

車汽 

器射發焰火 

艇舟 

艇艦 

機飛 

車戰 

 考  備 

資料來源：臺灣警備總部，《臺灣省軍事接收總報告書》，臺北市：臺灣警備總部，

出版時間不詳，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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