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受難曲 

 

 228事件中，台灣人要求政治改革，但國民政府卻羅織「叛國奪權」、「台人

治台，國際共管」、「有計劃、有組織的叛亂行為」等罪狀，以無情的鎮壓、屠殺

回應。 

 3月 8日國府援軍登陸基隆，以火砲為前導，沿街掃射。市井小民，或無端

死於街頭亂槍之中，社會精英，或因參與處委會、三青團、政治建設協會…等政
治團體遭捕殺。 

 228事件中，台灣社會精英，不是遇害、入獄就是流亡海外。少部分被納入

體制者，在白色恐怖、威權統治之下，亦失去政治異議的能力。此番浩劫在台灣

人的心靈上，烙下無可磨滅的傷害，帶來深遠的影響。 

 

 

 

基隆掃射 

 官方視台灣人民為叛亂者，採無差別屠殺，基隆地區死難者大多在 3月 8
日至 3月 20日前後間被捕殺。基隆港發現受難者遭鐵絲貫穿手掌腳踝，丟入大

海，浮屍一具又一具。 

 



 

邱若龍基隆港屠殺畫 

1、 許曹德見證   

許曹德  （1937 年生於基隆） 

⋯⋯市區方向傳來可怖的槍聲⋯⋯軍隊舉槍對任何起疑的人物，無論大人小孩

一律射殺。 

⋯⋯基隆火車站前的淺水碼頭，撈起幾百具屍體⋯⋯直抵港濱時，看到如此橫

佈的屍體，聞到發出來的屍臭，人人都被眼前展現的人間悲慘景象，徹底震嚇。

⋯⋯每一個屍體，都是雙手反綁，手腕之間以鐵線穿透人手骨肉而後纏繞。人

們可以想像他們死前的恐怖嘶叫、掙扎、絕望、痛苦。 

 



 

2、林木杞基隆沉屍見證 

林木杞 （1921 年生於基隆） 

⋯⋯兵仔把我們提出來，統統塞到軍車上，一路載到元町派出所後面的海灣（現

文化中心停車場）。就在那裏，大約有上百名的兵仔，開始綁鐵線。 

⋯⋯我們被綁成九排，每排九人，等於我們那一批共有八十一人。每個人的雙

手、雙腳都被兵仔用鐵線反綁起來，手從手掌穿過手背，雙腳則從脛骨那裏穿

過。 

⋯⋯九個人串成一排，我被串在一排九人的最後一個。⋯⋯手腳都被綁起來之

後，兵仔又用布綁住我們的眼睛，我什麼都看不見了，⋯⋯聽到碰碰的槍聲，

我心想，差不多了，沒命了，再見了。 

⋯⋯八個死去的人拖著我跌入海裏，鐵線受重力拉扯，落水後，我雙腳的鐵線

鬆了，可以胡亂掙扎，才有活命。漆黑裏，我只靠雙腳亂划水，游到遠處的岩

壁，四周較安靜後，才偷偷上岸。 

 



林木杞遭鐵絲穿越的雙手。（張炎憲攝） 

 

林木杞 

林木杞（1921- ），基隆警察局工友，基隆港屠殺槍口下的生還者。（張炎憲

攝） 

 

 



一、228事件處理委員會 

二二八事件其間，全臺陷入相當動盪，以各地縣市參議會議員為主力，組成二二

八事件處理委員會，「目標在肅清貪官污吏，爭取本省政治的改革」，站在改革的

第一線。 

3月 7日處委會通過「32條處理大綱」及 10項要求，遭陳儀嚴拒。 

8日國府大軍抵基隆，陳儀改原先與民意代表合作的態度，宣布處委會為非法團

體，對成員展開拘捕，許多成員慘遭殺害。 

 

（一）王添灯 

王添灯，生於新店，日治時代參與台灣地方自治聯盟，追求地方自治的政治理想。

1931 年創立文山茶行，經營茶業貿易，行銷亞洲各地，大展實業長才。 

戰後，活躍於政壇及新聞界，任職省參議員、台北市參議員、三青團台北分團主

任、人民導報及自由報社長。 

228事件時，擔任處委會宣傳組長，折衝內外，草擬 32條處理大綱，力爭本省

政治的改革。3月 7日面見陳儀後，知改革無望，於電台廣播時沈痛道出：「今

後希望全體省民繼續奮鬥…」成為歷史最後的餘音。 

11日清晨六點，他被一批穿便服者帶走，遭秘密槍決，家人至今不知屍首何在。 

  



王添灯（1901-1947），省參議員。（王純純

提供） 
家族合照 
王添灯（前坐者左 3）全家攝於文山茶行後院。

文山茶行也是關心時政人士的聚會所。（王純

純提供） 

 

硬骨棱棱意氣豪，頻從虎脛擬鈍力。 

實權莫禦流氓悍，虛位高懸主席高。 

鼎鑊自甘誠不愧，事機坐失責難逃。 

可憐商界稱重鎮，狼藉遺屍莫野蒿。 

       葉榮鐘〈弔王添灯兄〉 

台灣省參議會首次開會時攝影 
王添灯（後排右 6）以質詢弊案著稱，在議會
中發言咄咄逼人，記者稱之「鐵面議員」，最

著名的是質詢「台灣糖包」及「白蟻吃鴉片」

等弊案。（王純純提供） 

葉榮鐘〈弔王添灯兄〉 

 
 

文山茶行大連分行 
王添灯家人攝於文山茶行。茶行事業頗具規

模，在中國大連也開設分行。（王純純提供）

名片 
王添灯名片（潘罔提供） 



 

  

碼錶 
王添灯亦是知名演說家，演講時所用碼錶。（王

政統提供） 

國勢調查徽章 
王添灯的國勢調查徽章（潘罔提供） 

 
 

四書備旨  
王添灯（別號子文）的漢文藏書，上有其親筆

批註與簽名。（王政統提供） 

左傳句解   
王添灯（別號子文）的漢文藏書，上有其親筆

批註與簽名。（王政統提供） 

  

左傳句解 野章圖書局 印行 
王添灯（別號子文）的漢文藏書。（王政統提

供） 

佳句拔萃集  
王添灯（別號子文）的漢文藏書。（王政統提

供） 



二、三民主義青年團 

戰後，台灣民眾對國民政府抱著熱切的期望，各級社會精英投身政治，希望建設

一個新的、台灣人的台灣。 

「三民主義青年團」（簡稱三青團）是戰後第一個自中國大陸登陸台灣的政治團

體，意欲吸納統合台灣各地青年團體。基於建設台灣的熱忱，許多知識青年和地

方士紳紛紛加入，各地「三青團」分支組織也陸續成立，聲勢壯大。 

228事件爆發後，「三青團」遭到嚴厲誅殺迫害，死難者有：台北市王添灯，竹

東張家榮，台中林連宗，嘉義陳復志、盧鈵欽、張榮宗，高雄蕭朝金，花蓮許錫

謙；被捕或自首者：台北林日高，台中鍾逸人，台南莊孟侯、吳新榮，高雄王清

佐…等。 

（一）陳復志 

陳復志，嘉義人，18歲到日本唸士官學校，畢業後赴中國，入黃埔軍校（第 8
期），參加對日戰爭，站在砲火前線八年。戰後回台，擔任國防部中校參謀，旋

因親情召喚，辭軍職返回嘉義，任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並利用晚間義務教授北

京話。 

事件中，陳復志為減少嘉義市民傷亡，毅然赴水上機場談判，遭扣押、監禁。3
月 18日早上陳復志被押至火車站前槍決。 

 

陳復志 
陳復志（1911-1947），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陳秀英提供） 

 



（二）許錫謙 

許錫謙，花蓮富商許柳枝之獨子，台北二中畢業。戰後，擔任三青團花蓮分團宣

社股長、《青年報》及《團訊週刊》編輯。事件波及花蓮後，許錫謙擔任「青年

大同盟」總指揮，協助維持地方治安、收繳武器，將所得糧食分配給貧民。 

3月 9日後，情勢逆轉，各地紛傳濫捕與屠殺的消息；許錫謙避走台北，後遭誘

騙返回花蓮，於歸途中，在南方澳被軍憲人員截殺。 

  

許錫謙 
許錫謙（1917-1947），三青團花蓮分團宣社股長。（潘秀桃提供） 

 

（三）莊孟侯 

莊孟侯，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擔任船醫，往來中國各地；返台後常於演講中

宣揚中國文化，為日人所猜忌。 

戰後，當選台南醫師公會會長、三青團台南分團幹事長、接收委員、華銀經理及

三信理事會主席等職。事件中，擔任 228處委會委員，意在和平解決問題。 

3月彭孟緝軍隊進入台南，眾人勸其暫避風頭，莊孟侯自認「我又沒有犯什麼罪，

為什麼要逃避呢？」，但依然被逮捕，監禁一年後釋放。雖然幸運的逃過一劫，

但身心遭受嚴重摧殘，於翌年 9月 8日過世。 



 
 

莊孟侯 
莊孟侯（1898-1948），醫師，三青團台南分
團幹事長。（莊政華提供） 

莊孟侯與三青團友人 
莊孟侯（左 1）與三青團友人（莊政華提供）

 

戰後第一屆台南醫師公會合影 
莊孟侯（前排左 5）擔任戰後第一屆台南醫師公會會長。（莊政華提供） 

 

（四）林日高 

林日高，台北縣人。「為徹底抗日以求台灣獨立計」，1928 年成為台灣共產黨創

黨中央委員，1930 年 9月因故退黨，之後即未過問台共事宜，但 1931 年大檢舉

中，仍入獄五年。 

戰後，擔任三青團台北分團幹事，當選台北參議員及台灣省參議員；在議場中言

辭激烈，與王添灯、郭國基同為大炮型參議員。 



228事件中，曾保護外省籍人士；國府援軍上岸後，展開逃亡，8月 11日被捕，
隔年 2月以不起訴處分。後歷任板橋鎮長、省府委員等職。但因台共的背景及

228事件的陰影，於白色恐佈期間，遭處死刑。 

 

 

林日高 
林日高（1904-1955），省參議員、板橋鎮長、

省府委員。（林實提供） 

任第一屆台北縣農會理事長 
林日高（前排右 5）擔任第一屆台北縣農會理

事長（林實提供） 

  

台北縣參議會合影 
林日高當選台北縣參議員（林實提供） 

與友人攝於板橋林家花園 
林日高（右 1）與友人攝於板橋林家花園（林

實提供） 



 

 
 

228事件判決書 
林日高在 228事件中的判決書（林實提供） 

逃亡日誌-原件 
林日高在 228 事件時的逃亡日誌以及獄中日
誌（林實提供） 



三、台灣省政治建設協會 

戰後，「台灣民眾黨」等抗日團體，企圖組織新政黨，成立「台灣民眾同盟」，但

陳儀以訓政理念的人民團體組織法加以箝制，被迫改名為「台灣民眾協會」，又

改組為「台灣省政治建設協會」。頻遭整訓下，該會無法整合抗日精英，但仍迅

速吸納各舊團體成員，達萬名之多。 

其在台北的支持群眾，大多來自萬華與大稻埕等地區。1946～1947 年間，「台灣

省政治建設協會」曾為平抑米價等問題，發動示威遊行，是個令長官公署頭痛的

壓力團體。 

228事件中，政建協會成員積極進入處委會，引領政治改革方向。事件後，「台

灣省政治建設協會」與「三青團」等團體同樣成為官方整肅對象，成員慘遭屠殺、

逮捕或被迫流亡海外。 

 

（一）陳屋 

陳屋，北市大同區人，日治時代由他所領銜的「台北店員會」，是當時重要的工

運組織「台灣工友總聯盟」加盟團體。 

戰後當選台北市參議員，亦是台灣省政治建設協會成員；228事件爆發後，擔任
處委會委員，協助平息紛亂；軍隊進駐後被捕遇害。 

其子不堪打擊，於 3月 23日辭世，一家陷入困境，27歲的媳婦獨力養育三個月

大的幼子與重病的婆婆。 

  



陳屋 
陳屋（1896-1947），台北市參議員，日治時工

運領袖。（台灣省文獻會提供） 

陳屋和弟弟 
陳屋（中）和二弟、三弟（台灣省文獻會提供）



（二）廖進平 

廖進平，台中人。日本時代參加台灣文化協會及台灣民眾黨活動，推動政治社會

運動，四度入獄，並遭嚴刑拷打。1932 年進入《台灣新民報》，先後擔任編輯、

記者和社務委員。 

戰後，以私宅為聯絡處，與舊同志聯繫，計劃成立新政黨，建設新台灣。當時，

因民生問題日益嚴重，他常在龍山寺等地演講批評時政。1946-47 年發動三次遊

行，抗議陳儀政府的腐化與無能。 

事件發生後，參加處委會，推動政治改革。3月 6日上海來電告知軍隊已經開赴

台灣，遂逃亡八里山區，伺機逃往中國；18日遭密告逮捕，秘密槍決，家人至
今不知屍首何在。 

  

廖進平 
廖進平（1895-1947），政治建設協會常務理

事。（廖德雄提供） 

龍山寺前演說的漫畫 
畫家張義雄繪，廖進平 1946 年在龍山寺前演

說的神情。（廖德雄提供） 

  



於台灣地方自治聯盟本部前 
廖進平（三排左 1）與阮朝日（一排左 3）等
人於台灣地方自治聯盟本部前（廖德雄提供）

和監禁難友們合影 
日治時代廖進平（左 2）被豐原郡警察課監禁
後和難友們共同留下紀錄。（廖德雄提供） 

 

戰後與同志合影 
戰後，廖進平（後右 2戴墨鏡者）與阮朝日（前排蹲者左 3）、陳逢源、陳旺成、林呈祿、羅

萬俥等（前排坐者左 2、3、4、5）合攝於新中華大酒家前。（廖德雄提供） 

 

（三）蔣渭川 

蔣渭川，1896 年生於宜蘭，日治時代追隨二哥蔣渭水抗日，1939 年當選台北市

議會議員。戰後加入國民黨，宣傳三民主義，經營三民書局，組織台灣省政治建

設協會，經常公開指責官員得失。 

228事件發生，憲兵團長張慕陶等敦請蔣渭川出面，協助平息紛亂。其間，蔣氏

居間協調官民、向民眾廣播、電請中國萬勿派兵來台…等。 

3月 10日早上，警察至三民書局捉拿蔣渭川，造成四女蔣巧雲中彈身亡，幼子

蔣松平重傷。 

蔣渭川本列通緝名單，逃亡一年，翌年 3月，丘念台具保假釋，後以自首投案的

方式撤銷通緝，由法院宣告無罪；4月，獲不起訴處分。 



  

蔣渭川（1896-1975），228 事件時重要官
民溝通橋樑。（蔣梨雲提供） 

逃難中的蔣渭川（蔣梨雲提供） 

 

蔣巧雲 
遭警察誤殺而亡的蔣巧雲。（蔣梨雲提供） 

 

 

（四）陳炘 

平日暗淚故山河，光復如今感慨多。 

一籲三台齊奮起，歡呼聲裡入新牢。 

- 1946 年陳炘獄中所作七律 



陳炘，台中人，曾與台灣留日學生創設「新民會」，1925 年獲美國哥倫比亞大學

經濟學碩士返台，隔年與林獻堂共創「糾集台灣人的資金，以供台灣人利用」的

大東信託（1944 年改組為台灣信託），開展本土金融事業。 

戰後，發起「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1946 年 2月集結民眾資本，創設「大公企
業」，冀能協助復員工作，但被誣指違背三民主義。一個多月後更以「漢奸」罪

被捕，後雖釋放，但參加「台灣光復致敬團」時，又受陳儀刁難。 

事件中，陳炘為重要代表，三度會見陳儀。3月 11日清晨，為台北市警察局分

局長林致用拘提，從此下落不明。 



 

 

 

哥倫比亞大學學生合照 
哥倫比亞大學時代的陳炘，參加的中國學生

會，人才濟濟。（陳盤谷提供） 

家庭合照 
陳炘夫妻和子女。（陳盤谷提供） 

  

告別式 
丘念台主持陳炘告別式（陳盤谷提供） 

輓聯 
洪炎秋悼陳炘之輓聯，道盡 228事件後台灣
人的痛楚。（陳盤谷提供） 



 

 

陳炘（1893-1947），哥倫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大公企業董事長。（陳盤谷提供） 

 

 

 

政治建設協會（本部理監事）受難情形 

姓名 職稱 生年學歷 公職．職業 經歷 事件後 

張晴

川 
常務理事兼

宣傳組長 
1902公學校 台北市參議

員 

北市商會理

事 

民眾黨中央執行

委員 
入獄數月 

蔣渭

川 
常務理事兼

總務組長 
1896公學校 候補省參議

員 

台北市商會

理事 

民眾黨中央執行

委員 

1939 年市會議員 

逃亡一年 

王萬

得 
常務理事兼

社會組長 
1903公學校  台灣共產黨幹部 潛赴中國 



呂伯

雄 
常務理事兼

政治組長 
1900上海法政學

院 
行政長官公

署 

財政處科員

台灣革命黨組織

處長 

台灣革命同盟會 

逃亡琉球 

黃朝

生 
常務理事兼

財政組長 
1905台北醫學校台北市參議

員 

醫師 

文化協會幹部 失蹤遇害 

廖進

平 
常務理事兼

經濟組長 
1895公學校 廣福公司社

長 
民眾黨中央執行

委員 

豐原店員會顧問 

失蹤遇害 

李友

三 
常務理事兼

組隻組長 
1888愛知農業學

校 
省參議員 民眾黨中央執行

委員 

工友總聯盟書記

長 

1951 年台北市

長落選 

楊元

丁 
常務理事兼

文化組長 
1898公學校 基隆市參議

會 

副議長 

民眾黨支部委員 

革命同盟會會員 

失蹤遇害 

陳總 常務理事兼

調查組長 
   新文化協會幹部 

台灣機械工聯合

會 

 

陳屋 理事 1896 台北市參議

員 
工友總聯盟 失蹤遇害 

王添

灯 
理事 1901公學校 省參議員 自治聯盟支部委

員 
失蹤遇害 



李仁

貴 
理事 1900公學校 台北市參議

員 

台北市商會

理事 

商人 失蹤遇害 

張道

福 
理事 1896早稻田中學

部 
候補台北縣

參議員 
農民組合中央委

員 

台灣共產黨幹部 

 

張邦

傑 
理事 1898培元中學 行政長官公

署參議 
台灣革命黨主席 

革命同盟會幹部 

 

陳 

炘 
理事 1893哥倫比亞大

學碩士 
大公企業董

事長 
文化協會理事 

大東信托取締役 

失蹤遇害 

施江

南 
理事 1902京都大學醫

學博士 
科學振興會

台北市醫師

公會 

醫師 失蹤遇害 

陳旺

成 
理事 1888國語學校 <<台灣民報

>>主筆 

候補省議員

台灣民眾黨中央

執行委員 

1935 年新竹市會

議員 

逃亡上海 

省文獻會委員

潘欽

信 
理事 1906上海大學中

退 
<<自由報>>
記者 

台灣共產黨幹部 潛赴中國 

周井

田 
常務監事   光復出版社

社長 
工友會幹部  



李振

芳 
常務監事 1903東南大學中

退 
 南京中台同志會  

陳廷

章 
常務監事 1899公學校  民眾黨中央執行

委員 
 

引自何義麟，＜台灣省政治建設協會與二二八事件＞ 

 

 

user
缺政治協會地方分會組織圖



四、民意代表 

（一）制憲國大 

1、張七郎 

張七郎，生於楊梅客家庄，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先後在基隆、台北、淡水行

醫。1921 年遷居花蓮鳳林，開設「仁壽醫院」。民族精神甚濃，平日居家只講客

家話，不准孩子講日語。戰後，張七郎興奮地寫信召喚三個在滿洲行醫的兒子回

台，「大家共享由『自己國人』治理國度的歡欣」熱情參與歡迎新政府的準備工

作。 

其後，創辦鳳林中學，當選花蓮縣參議會議長、制憲國大代表。1947 年 2月，
張七郎仍抱病奔馳各地宣揚憲政。事件期間，陳儀電各縣市參議會，各縣市長如

不稱職，可推舉三人，花蓮地區推舉張七郎等為候選人。 

4月 1日，21師獨立團開抵花蓮，4日晚，張七郎及其 3個兒子長子宗仁、次子
依仁、三子果仁被捕，除依仁因具有軍醫上尉身分，逃過一劫外；張氏父子 3
人，當夜被押解到鳳林鎮郊的公墓東側槍殺。 

 

 

醫學校畢業 
張七郎（後排右 3），1915 年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紀念照。（張玉蟬提供） 



 

 

 

與長子合影 
1928 年 3月，張七郎與長子張宗仁合影。（張
玉蟬提供） 

家族合照 
右起依序為張七郎、長子張宗仁、次子張依仁、

三子張果仁。此天倫美景卻因「祖國」的來到

而破滅。（張玉蟬提供） 

 

 

大連的仁壽醫院  
長子宗仁（前排右二）在滿洲開設醫院，也

取名「仁壽醫院」。右一立者為張依仁，左

一立者為張果仁。（張玉蟬提供） 

認養孤兒 
極富愛心的張七郎與孤兒合影（張玉蟬提供）



 

 

 

與友人合照 
1915 年張七郎（左）與友人攝於基隆（張玉

蟬提供） 

軍民聯歡會 
參加軍民聯歡會的地方領袖張七郎（前排左

二），一年後死於所歡迎的祖國軍隊槍下。（張

玉蟬提供） 

  

花蓮縣參議會同仁合影 
花蓮縣參議會同仁合影，前排中坐者為張七

郎。（張玉蟬提供） 

制憲國大代表 
張七郎（左五）身為制憲國大代表，也難逃被

槍殺的命運。（張玉蟬提供） 



 

 
 

告別式 
1948年張七郎父子舉行告別式（張玉蟬提供）

墓園 
父子三人遭難之墓，碑上雋刻著「滿腔熱血洒

郊原、兩個小兒為伴侶。」（張玉蟬提供） 

  

接收日產證明 
接收日產證明（張玉蟬提供） 

國大代表當選證書 
國大代表當選證書（張玉蟬提供） 



 

  

處方箋 
仁壽醫院處方箋（張玉蟬提供） 

練字帳 
張七郎的練字帳內有許多歡迎「祖國」的對聯

（張玉蟬提供） 

 

 

2、林連宗 

林連宗，彰化人， 1925 年赴日本中央大學法科就讀，在學期間通過行政、司法

兩科高等考試；1931 年返台，在台中市執業辯護士。 

1945 年當選台灣省律師公會會長，翌年當選省參議員、制憲國大代表。法律根

基使其在省參議會中成為意見領袖，針對司法獨立提出要求，並仲裁重要紛爭。

年底赴南京制定憲法。對於戰後的政局期許至殷，自我要求亦深，曾言：「制定

憲法乃一國歷史上重大之事…，國大代表當要自重，不待多言。」 

事件爆發後，3月 1日被選為台中代表，赴台北參加處委會；借宿律師李瑞漢家

時，遭四個便衣和一個憲兵軍官帶走，謂：「長官（陳儀）要請你們去開會」，誘

捕林連宗與李氏昆仲，從此下落不明。 



  

林連宗 
林連宗（1905-1947），台灣省律師公會會長、

制憲國代、處委會委員。左胸佩帶的是國代徽

章。（林信貞提供） 

父女合照 
林連宗陪著摯愛的獨生女信貞看書報（林信貞

提供） 

  

制憲國大代表赴南京開會 
台灣制憲國大代表滿懷憧憬地赴南京開會（林

信貞提供） 

結婚照 
林連宗結婚照（林信貞提供） 



 

 

 

省參議員當選證書 
台灣省參議員當選證書（林信貞提供） 

信函 
赴南京參加制憲會議時給女兒的信函，充滿對

身為國代的深切期許。（林信貞提供） 

 

 

大學帽 
林連宗的中央大學帽（林信貞提供） 

 



（二）縣市參議員 

1、台北 

臺北市參議員波及人數最多，死亡者有四名，繫獄者七名，合計十一名，佔議會

員額 26名的 42.31%。臺北市參議會受到二二八事件的衝擊最大，主要原因係由

於事件的導火地在臺北，臺北市參議會成為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的原始發源

地，一舉一動都受到行政長官公署的監視。行政長官公署開列的暴亂主謀名單居

然有 19名，如果全部掃蕩，將有四分之三的北市參議員受到株連。 

 

黃朝生 

黃朝生，醫師。日治時代參加抗日活動，曾於 1933 年入獄。戰後當選台北市參

議員。 

228事件爆發後，黃朝生參與處委會任治安組長，3月 5日被選為赴南京向中央
陳情說明事件真相的四名代表之一，但尚未啟程，國府軍隊已抵台。3月 12日
在家中被捕後，下落不明。官方檔案「死亡及正法人名冊」， 記載「犯罪事實」
為：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委員，主張無條件釋放人犯及解散警察大隊..。民主
改革及人權主張竟成犯罪事實。 

 

 



黃朝生 
黃朝生（1905-1947），醫師、台北市參議

員、政治建設協會常務理事。（黃紫青提

供） 

黃朝生醫師 
安生醫院黃朝生醫師（左 1）（黃紫青提供） 



 

 

 

李仁貴（1900-1947）台北市參議員台北市

商會理事。正法名單所列「犯罪事實」：

二二八處理委員，主張撤銷政府、禁止國

軍行動、主持學生接收派出所及組織武力。

徐春卿（1895-1947）台北市參議員。正法名單

所列「犯罪事實」：處理委員、提議鐵路不准運

兵、煽動群眾參加暴動。 
 

 

台灣省「二二八」事變自新份子名冊，列有台北市議員：蔣渭川、張晴川、白成枝、呂伯雄、

王名貴。（檔案局提供） 



2、基隆 

楊元丁 

楊元丁，桃園人，日治時代，參加文化協會，從事社會運動，在演講會中屢屢嚴

詞批評日人政治舉措失當。為此入獄 6次，日人忌之。1938 年避居中國，從事

南北貨買賣，戰後返回基隆。1946 年春，當選基隆市參議員，復被選為副議長。 

擔任參議員期間，常在議會揭發、檢舉官員侵佔、貪污等不法行為。 

在 228事件爆發後，情勢很亂，楊元丁曾外出避風頭，其間警察曾數度至楊宅搜

查。3月 10日，楊元丁屍體在基隆港被撈起。 

 
 

楊元丁 
楊元丁（1898-1947），基隆市參議會副議長、

基隆市處委會委員。（楊光漢提供） 

西湖-1 
1940 年楊元丁遊西湖（楊光漢提供） 

 



遊西湖-2 
1940 年楊元丁遊西湖（楊光漢提供） 



3、嘉義 

 

 

嘉義市參議員成立大會紀念 
嘉義市參議員成立大會紀念，柯麟（三排右

4）、陳澄波（二排左 7）、盧鈵欽（二排右 3）、
潘木枝（三排左 5），皆在 1947 年 3月 25日
被槍殺於嘉義火車站廣場。（柯建宏提供） 

 

 

228事變正法及死亡人名冊第 2頁，羅列四位嘉義市參議員。（檔案局提供） 

 



（1）潘木枝 

潘木枝，日本東京醫專畢業後，回台開設「向生病院」，很受患者歡迎。戰後當

選嘉義市參議員、參議會副議長。 

228事件爆發，擔任和平使赴機場談判，卻被拘捕。監禁中自覺已無生機，書寫
遺書交代愛妻：「吾母老矣，望汝孝養。」「為市民而死，身雖死猶榮。」 

 
 

潘木枝 
潘木枝（1902-1947），嘉義市參議會副議長。（潘

信行提供） 

潘英哲 
潘英哲（潘木枝次子）。嘉中學生。意欲營救父親

卻中彈身亡。（潘信行提供） 



潘木枝遺書 

素霞賢妻如面： 

余已絕望矣，僅書此為最後遺言，望賢妻自重自強。 

一、潘木枝家全賴賢妻一人，賢妻要自保身體，切不可過悲。 

二、吾母老矣，望汝孝養。 

三、子女切要撫養，始其成人，木枝是為市民而亡，身雖死猶榮。 

四、余一生使賢妻苦痛多矣，望賢妻恕我，我每日每夜仍在汝身邊保佑汝們。 

五、家門要自重，切不可自暴自棄，再祈保重身體。 

                                                       夫  潘木枝遺



（2）柯麟 

柯麟，工業學校畢業，經營碾米場及製糖起家，戰後，創建嘉義第一座民營的「慶

昇戲院」，當選嘉義市參議員。 

228事件時，被選為和平使赴水上機場溝通慰問，反被扣押，未經公開審判，即
被槍殺在嘉義火車站前，身中十餘槍而亡。 

 

柯麟 
柯麟（1895-1947），慶昇戲院老闆、嘉義市參議員。（柯建宏提供） 

 

 

 



（3）陳澄波 

2006 年台灣畫家陳澄波的油畫「淡水」，在香港拍賣會上以四百四十萬美金售

出，創下華人油畫售價的紀錄。但卻少有人知道這位才華洋溢的台灣畫家，在二

二八事件中慘遭槍決。曝屍三天後，家人把遺體搬回家，照片裡，畫家不願闔眼。 

陳澄波日治時代即懷抱強烈的中國民族意識，戰後歡喜迎接國民政府，滿腔熱血

投入政治改革，1946當選嘉義市參議員。1947 年二二八事件爆發，因其通曉北

京話，代表前往水上機場協商，從此一去無回。52歲命喪他所期待的祖國槍下。 

 
 

陳澄波 
陳澄波（1895-1947），畫家、嘉義市參議員。

（陳重光提供） 

學生時代 
陳澄波（前排左 1坐地上者）的學生時代（陳
重光提供） 

  

赴野外作畫 
赴野外作畫的陳澄波（陳重光提供） 

在畫室中 
畫室中的陳澄波（陳重光提供） 



 

 

 

春萌畫會 
陳澄波（右 3）在嘉義公會堂舉辦春萌畫會，與同
好合影。（陳重光提供） 

攜妻女遊孔廟 
陳澄波與妻張捷攜女遊孔廟（陳重光提供） 

  

中國教書時 
陳澄波（左 3）在中國教美術時與同好合影。（陳
重光提供） 

陳澄波遺體 
陳澄波遺體──子彈貫穿胸膛，鮮血噴灑全身，雙
眼猶怒目瞠視，彷彿控訴著人世間的不公、不義。

他生性平和、才氣縱橫，卻讓拿槍桿的軍人在他最

愛的鄉土和鄉親面前奪走生命。（陳重光提供） 



 

 

 

 
陳澄波的畫筆 陳澄波的畫架 

 

（4）盧鈵欽 

盧鈵欽，嘉義人，公學校畢業後赴廣東讀中學，返台後，以「親中國、有中國思

想」罪名遭監禁一年。出獄後，父親阻止他再到中國，乃赴日本學醫，在嘉義開

設民生齒科。戰後當選嘉義市參議員；參加三青團嘉義分團。 

228事件爆發後，知潘木枝等人擔任「和平使」，赴水上機場意圖平息紛亂，竟

遭軍方扣押，盧鈵欽為營救這些和平使者，在國府軍隊進入嘉義時，挺身而出意

欲解決問題，未料當場被憲兵隊拘禁，稍後移送警察局，其間遭刑求，自知「將

到陰間了」，託人偷遞遺書給妻子林秀媚，字字血淚。 

3月 25日，盧鈵欽等四名參議員被押至嘉義火車站前槍決。其妻林秀媚留下血

衣，子彈穿透的裂痕和斑斑血跡是歷史的明證，其墓碑雋刻「死在歷史上」。 

 



 

  

盧鈵欽 
盧鈵欽（1912-1947），嘉義市參議員。生

命在燦爛中凋零。（林秀媚提供） 

信函原件 實物 
1946 年夏天，盧鈵欽赴廬山受訓時寫回台灣之家書。（林

秀媚提供） 

秀媚： 

昨晚夢見了妳，夢中妳和明彥一起去蘆山夏

令營，我很清晰看到妳躺在床上。研習將於兩週

後結束。聽說嘉義青年分團的幹士林小姐將於九

月一日前往大會，妳如有傳言，可去面託她。 

  我每天都去青年團事務所，所以帶來的錢，

還未動用，如妳想買東西，聽說布料等上海比較

便宜。 

    今天我忙於書記長陳誠將軍來此點閱事宜。

    很想念孩子們，未知「惠美」需要什麼東西？

   高興日子過的很快。至此擱筆。           

八月八日 



 

  

遺書 實物 
盧鈵欽的遺書，句句情深，字字血淚。（林秀媚提供） 

親愛的秀媚妻： 

  終於明天將往「他世」，「今世」帶給妳很多困擾和辛勞，

謝謝妳了。來世一定會報答妳，只耽心孩子們的未來。此事請

妳也轉達「滄海」。 

其次有關葬儀，很簡單即可。不要「道士」超渡。葬費縮

在三千元範圍內。 

再者有關「債務」，⋯⋯中央工務所王君支票二萬元託存

於「文欽兄」那邊。向文欽兄借二千元。另現金一千二百餘元

連同遺書，請妳收下。 

人在世難免一死，請妳多保重，為了孩子堅強活下去，我

在黃泉祈福你們。至於家產，一任妳處理，可向姊姊討教，該

處理就處理。 

我這一生唯一遺憾的是，未盡丈夫之責，好好愛妳，但這

是「宿命」，無可奈何！我將深深、緊緊擁抱深愛的妳身影 離

別今世。 

放心不下的是可愛的孩子們，「明彥」太過「憨厚」，請妳

給他正確的「為人處事」教育和機會。 

請大家多多保重，我之所以不願逃亡，完全是為了妳，為

了孩子們，雖然自認傻瓜加笨蛋，但「摯愛」是可以超過一切

的！另者請代我向許兄道謝，他給我難忘的「美餅」。 

  我將升天為「神」，最後我鈵欽向妳表白「今世有緣擁妳

為妻，是我最大的滿足」。臨別戚戚，珍重道別！ 

再三叮嚀，千萬勿為我而哭泣。 

                                           妳的鈵欽

舊台幣 實物 
盧鈵欽被捕時，帶在身邊的舊台幣，隨

遺書一起送回。（林秀媚提供） 



 

 

血衣 實物 
盧炳欽被槍殺時穿著的襯衫，雖經過洗滌，斑斑血痕依然清晰可見。其妻林秀媚冒危險保存血衣五十

年，為的是留下真實證據，控訴國府對人權的踐踏。（林秀媚提供） 

 

 

 

 

 

 

 

 

 

 

 



 

 

五、新聞界 

對統治者提出異議與批評，是台灣抗日運動過程中所建立的傳統。戰後台灣的新

聞人也沿續了這種批判精神。 

戰後，民眾對新時代的期望至深，但陳儀及國府讓台灣人全然失望，於是望治心

切的針砭建言也日漸激烈；但焉知百家爭鳴後，隨之而來的竟是血腥大屠殺。 

3月 13日起，警總查封了人民導報等 11家報社、1家印刷廠。事件中許多新聞
人命喪九泉──人民導報宋斐如、王添灯；新生報總經理阮朝日、日文版總編輯

吳金鍊、高雄印刷廠廠長林界、蘇憲章、邱金山；民報林茂生；大明報艾璐生；

和平日報張榮宗；國聲報李言、鐘天福…等。 

一場三月洪水，沖毀的是珍貴的異議之聲，犧牲的是無數知識份子的生命。 

 



（一）阮朝日 

阮朝日，屏東東港林邊人，為當地望族。與地方名流合股創設屏東信託，1930
年當選林邊庄協議會議員，1932 年加入台灣新民報社；1938 年參與木炭汽車引

擎製造，一度欲辭去報社工作，全心投入實業界。 

戰後，任台灣新生報總經理。228事件爆發前，他決心辭職重返金融界發揮長才，

但被慰留；3月初因氣喘病臥在床，12日，捉走吳金鍊的同一部烏頭車，到阮家

載走阮朝日，從此一去無回。 

 

 

阮朝日 
阮朝日（1900-1947），台灣新生報總經理，

與妻林素合照。（阮美姝提供） 

全家合照 
1936 年阮朝日全家合照（阮美姝提供） 

 

創立自動車會社 
1938 年創立木炭自動車株式會社，右一為阮朝日。（阮美姝提供） 

 



（二）吳金鍊 

 

 

吳金鍊 
吳金鍊（1913-1947），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
編輯、副總編輯。（陳翠娥提供） 

和友人合照 
吳金鍊（右 4）和友人合照於華山旅舍前（李

筱峰提供） 

 

全家合照 
吳金鍊和妻子、五個兒女合照之全家福。（陳翠娥提供） 



 

 
 

蘇憲章 
蘇憲章（1903-1947），台灣新生報嘉義
分社長；3月 22日下午被抓，次日在嘉義
火車站前遭槍殺，身中三槍。（蘇煌玉提

供） 

李言 
李言（1910-1947），公學校畢業，日治時
代普通文官考試及格；戰後擔任國聲報採訪

組組長，3月 6日遭流彈射殺。（蘇玉卿提

供） 



（三）林界 

林界，公學校畢業，喜愛技術方面的書籍，不斷自我進修，曾擔任過台東糖廠工

程主任，自己經營鐵工廠。戰後擔任高雄市苓雅區長、新生報高雄印刷廠廠長及

省技術團顧問等職。事件爆發時，正隨技術顧問團到屏東訪問。 

事件中，高雄市長黃仲圖力邀林界擔任談判代表赴高雄要塞，家人極力勸阻，他

說：「已有百姓死在街頭小巷，我若不去，百姓還不知道要死多少？」在愛民之

心的驅使下，3月 6日林界毅然赴會。清鄉過程遭彭孟緝特別提報，認為林界在

事件中為民眾領袖，要求陳儀同意逮捕並判處死刑。 

 

 

林界 
林界（1910-1947），高雄市苓雅區長、新生報
高雄印製廠廠長。（林黎彩提供） 

與妻合照於台中公園 
林界（右 1）與妻合攝於台中公園（林黎彩提供）

 

新生報社內 
台灣新生報的內部會議（左 1 林界、右 3戴眼鏡者連震東、右 4社長李萬居、右 6台北市參議員

周延壽）（林黎彩提供） 



 

1947.03.23，彭孟緝電告陳儀稱：林界、陳顯光等人因組織保安隊及率領群眾抗議，以危害民國緊

急治罪條例第一條第二、五款下令槍決，並經陳儀准予權宜槍決。（檔案局提供） 

 

彭孟緝電告陳儀稱：查林界一名經遵於 21日執行槍決。（檔案局提供） 



（四）宋斐如 

宋斐如，台南縣人，早歲赴北京大學經濟系就讀，主編《少年台灣》；1942 年擔

任國民黨台灣黨部幹訓班教育長。 

戰後返台，被任命為台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為公署高級官員中唯一

的台籍人士。並創辦《人民導報》，常勉勵同仁：「要多報導民間不受注意的反應

和要求」，敢於揭露社會黑暗、抨擊時弊，為當局所側目。後來在陳儀親自施壓

之下，先後辭去社長及副處長兩職。 

228事件 3月的某天下午，手持短槍的便衣撞開宋家大門，將身穿睡衣的宋斐如

以黑布蒙上雙眼架走，一去不回。 

1949 年，適值白色恐怖時期，其妻區嚴華以「匪諜」遭槍殺。 

 

 

宋斐如 
宋斐如（1903-1947），行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

長。（宋洪濤提供） 

人民導報社 
人民導報前後兩任社長（宋斐如、王添灯）皆被捕

殺，圖為人民導報社舊址。（宋洪濤提供） 



 

 

 

蔣介石同志 
蔣介石親書宋斐如為同志，贈其畫像。（宋洪濤提

供） 

台北住家 
宋斐如（左 1）在台北市新生南路的住家（宋洪濤

提供） 

   

名片 
宋斐如任教育處副處長之名片（宋洪濤提供） 
05/09辭職啟事 
1946 年 5月宋斐如在陳儀直接施壓下辭去《人民導報》社長職務 



六、司法界 

文學家吳濁流曾言：「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的五十年間，只提供三條出路，一是

醫生，二是下級官吏，三是律師。」為了推動前兩條路，乃創辦醫學校與國語學

校，然於律師一途，在台並無專門法政學校。 

因此，當時擔任司法工作，多為日本著名大學畢業的傑出人士，為台灣社會領導

精英。他們在近代法律思潮的洗禮下，剛正不阿；在戰後漫無法紀的社會中，保

護民權、伸張正義，是他們責無旁貸的職責。為此，得罪當道在所難免。 

事件中，他們為解除社會亂象，挺身而出。但事件後，逐一被逮捕後下落不明，

計有：台北吳鴻麒、李瑞漢、李瑞峰、林桂端、王育霖，台中林連宗，台南湯德

章，高雄陳金能…等。 

 

（一）李瑞漢、李瑞峰兄弟 

李瑞漢、李瑞峰兄弟，竹南人，先後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法科，回台開業當律師。 

1938 年，李瑞漢擔任台北辯護士會副會長，翌年當選台北市會議員。戰後，仍

執業律師並擔任台北市律師公會會長。他和一般的台灣知識分子一樣，對新政府

抱持著殷切的希望與期待。 

在「迎婦產科醫療糾紛事件」中，受醫師公會委託處理本案，並委由李瑞峰律師

為被告日籍醫師迎教授辯護，獲勝訴，據說因此得罪軍方。 

1947 年 3月初，李瑞漢召集台北市律師公會會員開會，檢討時局，並提出改革

建議（當時陳儀表示歡迎各界提出興革意見）。10日傍晚，四個便衣和一個憲兵

軍官，到李家表示陳儀請瑞漢、瑞峰去開會，被軍用吉普車載走後，一去不回。 



 

  

李瑞漢 
李瑞漢（1906-1947），台北市律師公會會長。

（邱己妹提供） 

李瑞漢律師 
李瑞漢律師（邱己妹提供） 

 
 

台北市會前合影 
李瑞漢（三排右 3）1939 年當選台北市會議員

李瑞峰 
李瑞峰（1911-1947），律師。（藍慎提供）



 

  

李瑞峰律師 
李瑞峰律師（藍慎提供） 

和友人出遊 
李瑞峰（中坐者）和友人出遊留影（藍慎提

供） 

  

李瑞漢民權西路宅 
李瑞漢位於今民權西路的日式住宅。三名傑出

的律師在這裡遭誘捕。（邱己妹提供） 

辯護士在北市蓬萊閣聚會 
1935 年，台灣人辯護士在北市蓬萊閣聚會。

（楊 治提供） 



 

 

陳情書 
為營救李瑞漢、李瑞峰兄弟的陳情書（邱己妹提供） 

 

user
等待檔案局或國史館的檔案



（二）林桂端 

林桂端，台中人，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部畢業，通過高等文官司法科考試，旋執

業於東京岩本法律事務所。 

戰後在台北市開設「林桂端律師事務所」；1946 年與劉增銓推事合著《新公司

法》，目的在增進台灣人對中國法律的了解。同年擔任王添灯遭高雄市警察局長

童葆昭控告案的辯護律師，至 228事件時，高等法院審理猶未定案。 

3月 8日下午，自稱憲兵隊的于敦焜率領四名帶槍憲兵至其宅，謂：「王添灯有

事商洽」，說完就將林桂端帶走；其子信一追趕而上，卻遭持槍憲兵喝阻，顯然

遭軍方逮捕，亦未經公開審判，家人至今不知屍首何在。 

  

林桂端 
林桂端（1907-1947），律師。（林信一提供）

林桂端律師 
林桂端律師（林信一提供） 

 



（三）湯德章 

湯德章，父親為日籍警察。曾任警察，後赴日本深造，高等文官司法及行政科考

試及格，返台後在台南執業律師。 

戰後，陳儀曾力邀擔任台灣省公務員訓練所所長，但他認知「當中國官一定在心

理上要做貪污的準備，我不願埋沒自己的良心」而拒絕，除律師外，僅任民間團

體台南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主委。 

事件中，被推選為台南市 228事件處委會安全組長，並被推選為三位市長候選人
之一。21師進入台南，湯德章被捕，遭受酷刑，3月 13日遊街至台南民生綠園

槍殺示眾。 

中旬高等法院判決書下來，判決湯德章無罪。 

  

湯德章 
湯德章（1907-1947），律師，台南市人民自

由保障委員會主委。（陳聰深提供） 

獨照 
22歲的湯德章（陳聰深提供） 



（四）王育霖 

王育霖，台南人，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律科畢業，在學期間即通過司法官高等考

試。畢業後至「京都地方裁判所」擔任檢察官，為台灣人首位擔任日本檢察官職

務者。 

1946 年返台，在新竹擔任檢察官，行事公正清廉，因辦理「船頭行走私貪污案」

及轟動全台的「新竹市長郭紹宗貪污案」，得罪當局，被迫辭職。 

後遷居台北，任教於延平學院及建國中學，同時擔任《民報》法律顧問，並致力

完成法學專書《提審法解說》。 

事件前後，胃疾發作，因無法外出就醫，在家休養；3月 14日下午，被便衣人

員從家中強行押走，並將兩大箱貴重物品搶走，從此下落不明。家人至今不知屍

首何在。 

 
 

王育霖 
王育霖（1919-1947），檢察官、《民報》
法律顧問、延平學院教授。（王陳仙槎提

供） 

王育霖、王育德兄弟 
王育霖、王育德兄弟情深，同遭國府迫害，育霖

被殺，育德流亡海外。（王陳仙槎提供） 



 

  

結婚照 
王育霖、陳仙槎結婚照。禮帽、白紗禮服

一直保留至今。（王陳仙槎提供） 

家族合照 
婚後與家人合照（王陳仙槎提供） 

 

 

兒子出生紀念 
兒子出生的紀念照（王陳仙槎提供） 

賞狀 
末廣公學校獎狀（王陳仙槎提供） 



 

  

全勤褒狀 
台北高校全勤獎狀（王陳仙槎提供） 

成績單 
王育霖的小學成績單（王陳仙槎提供） 

 

 

檢察官服 
王育霖的檢察官服（王陳仙槎提供） 

紳士帽 
王育霖的紳士帽（王陳仙槎提供） 

 

 

手錶 
王育霖的手錶（王陳仙槎提供） 

印章 
王育霖的印章（王陳仙槎提供） 

 



 

（五）吳鴻麒 

吳鴻麒，中壢客家人，國語學校師範部、上海國語師範學校、日本大學法科畢業，

高等文官司法科考試及格。日治時代曾擔任教師及辯護士，日治及國府時期皆曾

當選台北辯護士會副會長。 

戰後，擔任高等法院檢察官，並義務教授同事北京話及日文。其間曾調查「員林

事件」─主犯、從犯都是外省人，可能因此得罪當局。 

3月初林桂端、林連宗、李瑞漢等律師好友，相繼被捉，吳鴻麒四處打聽，力圖

營救，唯無所獲。 

13日下午 3點，兩名便衣人員至其辦公室，以「柯參謀長要請你去談話」為詞，

誘捕吳鴻麒。16日，妻子至南港橋認回屍體。 

  

吳鴻麒 
吳鴻麒（1900-1947），高等法院檢察官。（楊 治提

供） 

審判台灣總督安藤利吉 
吳鴻麒（坐者左 2）偵訊日本戰犯─前台灣總
督安藤利吉（楊 治提供） 

  



遺體照 
吳鴻麒死前慘遭酷刑，頭部左額中槍傷，顏面受擦傷數

位，頸部有麻繩緊縛之跡，皮破出血，衣褲破損，血跡甚

多，臍下部及兩足股皆被打傷淤血，睪丸亦被打破。 

結婚照 
吳鴻麒夫婦結婚紀念照（楊 治提供） 



 

 
 

與妻、女合照 
吳鴻麒與妻、女合照（楊 治提供） 

死亡診斷書 
吳鴻麒的死亡診斷書（楊 治提供） 

 

 

履歷表 
吳鴻麒履歷表（楊 治提供） 

公務人員任用審查表 
公務人員任用審查表（楊 治提供） 



 

 

 

遺言 
吳鴻麒臨走時留在辦公桌上的便條，文後附註為其妻於事

後所記。（楊 治提供） 

戶口謄本 
戶口謄本上記載死亡原因及地點（楊 治提

供） 

 



七、教育界 

228事件中，國府竟然有計劃的剷除臺灣社會各領域、各階層的菁英分子，掃除

所有可能的反對力量，政治、司法、新聞、醫界、⋯甚至教育界，一網打盡。 

與世無爭的教育界在事件中死傷累累。教師：林茂生（台大）、陳能通（淡水中

學）、盧園（淡水中學）、黃阿統（淡水中學）、何嘉琅（中山國小）、徐征、林光

前（嘉義農校）、趙桐（宜蘭中學）、楊國仁（寶公國小）、蘇耀邦（宜蘭農校）⋯；

學生：洪罔留（小學）、蘇仁致（中學）、黃守義（中學）、蔣巧雲（中學）、潘英

哲（中學）、江雲華（中學）、許宗哲（中學）、林麗鏘（大學）、余仁德（大學）、

潘家澤（大學）⋯等。 

   

（一）林茂生 

林茂生，別號耕南，台南人。日本東京帝大畢業後，返回母校長榮中學任教，1929
年美國哥倫比亞大學畢業，為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 

戰後擔任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代理文學院院長。1945 年底創辦《民報》，擔任

社長，忠實報導社會亂象。1946 年當選國民參政員，卻立即辭職，抗議選舉過

程不公，傲骨可見一般。 

228事件中，曾赴市政府、中山堂及台大開會。3月初日籍教授數次建言「不要

低估國民黨的力量與殘忍」，宜避一避；但他自認行所當為，不必躲藏。11日早
上，在家中遭警備司令部派員誘捕，一去不回。 

  



林茂生 
林茂生（1887-1947），代台大文學院院長、
民報社長。（林宗人提供） 

結婚照 
林茂生結婚照（林宗人提供） 



 

  

哥倫比亞大學畢業 
美國哥倫比亞大學畢業的林茂生（林宗人提

供） 

家族合照 
林茂生（右 1）家族（林宗人提供） 

 
 

在書房中 
在書房中的專注情形（林宗人提供） 

1947 年 1月台大教員名冊 

 



（二）淡江中學 

淡江中學原名「淡水中學校」，戰後因國府不准私立學校以地名為校名遂改名。 

228事件發生，校長陳能通有感於局勢混亂，通令中南部學生盡速返家，以免發

生意外，但仍有部分學生沒有回家。3月 10日淡水民眾與軍人發生衝突，兩小

時後，軍人殺進街頭，民眾驚慌逃亡，淡中學生郭曉鐘遭亂槍射殺，校方將屍體

運回學校暫放。 

隔天一早，軍人到淡江中學搜捕，重傷化學教師盧園，捉走校長陳能通、體育教

師黃阿統。據聞，陳、黃二人當日被綑綁在沙崙的大榕樹下，次日被軍用卡車載

往台北方向。此後音訊全無。 

 

 

淡江中學 
淡江中學為北台灣長老教會名校，近代許多傑

出人士出身於此。（張玉蟬提供） 

官定罪名 
官方的《台灣二二八事變基隆區綏靖報告書》羅織淡中教

師陳能通及黃阿統的罪狀，企圖為殺人罪行脫罪。 
本部駐淡水之第二總台在事變中 

以少數兵力獨立制壓該區暴亂頗為努力 

當台北暴動時 該區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 

發表荒謬言論 煽動學生響應台北招致流氓及青年學校 

在校內舉辦軍事訓練班由訓導主任黃何統主持反動組織 

並以該校為根據地指使流氓襲擊該總台所屬之第二台

第六台 

及探照燈隊企圖劫取武器 三月十二日經該總台派兵包

圍搜查 

計搜出步槍九十八枝 輕機槍一挺 防毒面具四十五個

並當場 

格斃匪首陳能通、黃阿統等三名 

因而淡水未致大亂者要為該總台措置有方也 



 

 

 

軍訓槍 
淡中因保有這批無法射擊的軍訓槍枝，而遭軍

人構陷。 

陳能通 
陳能通（1899-1947），日本京都帝國大學理科畢業。3
月 11日早上，兵仔衝進屋裡，將他從床上拉起，不讓他

穿外衣、鞋，不知道被載到哪裡去…。（陳穎奇提供） 

  

送別紀念 
陳能通校長（前排左 4）送別紀念（陳穎奇提

供） 

家族合照 
陳能通（後排左 2）全家福（陳穎奇提供） 



 

  

大學時代 
大學時代的陳能通（黃明輝提供） 

盧園 
盧園（1921-1947），日本上田專門學校畢業。3 月 11
日原為他的訂婚日，因 228 事件而延期，沒想到竟遭射
殺，後重傷身故。（盧屬提供） 

 

 

日本武德會會員證 
盧園是日本武德會會員（盧屬提供） 

和劍道社成員合影 
愛好劍道的盧園（隊旗旁第二名雙手合抱者）和劍道社成

員合影於體育館前（盧屬提供） 



 

 

 

做實驗中 
在上田專門學校實驗室中的盧園（盧屬提供）

黃阿統 
黃阿統（1907-1947），新竹芎林人，第二師範學校畢業，

在淡水中學任教。3 月 11 日被捉走，下落不明。（何秀

鳳提供） 

  

何嘉琅 
何嘉琅（1903-1947），台北中山國小教務主

任。事件中，3 月 10 日到學校巡視，中午回
家時，被學校附近的軍隊押到中山北路晴光市

場前，刺了一刀再補一槍，死在現場。（何長

進提供） 

徐征 
徐征，北京人。從北京到台灣，在台北帝大任北京話教師。

1944 年被控參與抗日活動入獄。戰後，更熱心的在廣播

電台、太平國小及永樂座等地免費教授北京話、「國歌」。

3月 15日在家中被捕，留下 4個幼小的兒女。（吳品珊

提供） 



 

 

趙桐 
趙桐，北京人，隻身應募來台推行北京話，於宜蘭中學執教；疑遭校長之忌，3 月 19 日在校被抓，21
日遭槍殺於南方澳海邊。（陳兆震提供） 

 

 

 

 

 

 

 

 

 



 

 

八、醫界 

在日本時代，醫師即擁有崇高的社會地位。他們接觸世界新思潮洗禮，追求台灣

的近代化；往往同時扮演醫師、社會領導階層及有良心的知識分子等三種角色，

如賴和、蔣渭水等；備受殖民統治者的壓抑與排斥。 

戰後，醫師的社會地位與角色傳沿下來，在全台各地擁有極大影響力。 

因而在 228事件中，醫師成為痛遭整肅的對象。他們遇害原因有：1.參加 228事
件處委會；2.在地方上擔任意見領袖遭忌；3.曾批評時政或得罪當道或於醫療工

作中得罪特權病患；4.被認為有錢可勒索；5.參加政治團體遭受派系鬥爭波及。 

諸多醫師遭無端殺害；逃過死劫者，亦噤若寒蟬，淡出社會參與及政治活動，或

不問世事，。 

 

（一）施江南 

施江南，鹿港人，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第二位獲得醫學博士的台灣人。 

1931 年返台，擔任台北帝大醫學院講師，1935 年升任教授，7月自行開設「四

方醫院」。1940 年擔任台北州會議員。 

戰後，任台北市醫師公會副會長及台灣省科學振興會主席。為處理海外台灣兵復

員問題，他賣屋籌款協助，並與陳儀、柯遠芬發生衝突；在帝大醫學院迎教授的

「迎婦產科醫療糾紛事件」中，出庭作證，與黃朝生、徐春卿、李仁貴等人聯合

保釋迎教授，得罪軍方。 

228事件中，罹患瘧疾臥病在床，未參加相關活動；3月 11日晚上，數名軍人闖

入四方醫院將他強行押走，一去不回。 



  

施江南 
施江南（1902-1947），四方醫院院長、台北

市醫師公會副會長。（陳焦桐提供） 

和妻女合影 
施江南、陳焦桐和女兒合影。（陳焦桐提供）

 

 

出遊 
疼愛妻女的施江南，利用假日攜家帶眷到台北

新公園遊玩。（陳焦桐提供） 

名片 
施江南的名片（陳焦桐提供） 



 

 

 

診療聽筒零件 
名醫施江南常用的診療聽筒，在時光的摧剝下

只殘留些許零件。（陳焦桐提供） 

四方醫院診療收據 
四方醫院診療收據（陳金凌提供） 

 

迎產婦人科病院領收証 
迎產婦人科病院領收証（陳培釗提供） 



（二）許祖勫 

許祖勫，彭湖人，13歲到台灣。日治時代考取醫師執照，在屏東滿洲鄉開業。 

漢民族意識強烈的他，戰後非常熱衷於歡迎國府的活動；到恆春各地去演講，內

容充滿「現在台灣民眾回到祖國懷抱，滿心歡喜」之類的話。然而，國府官員及

軍人的種種行止，叫翹盼、擁護國府的他轉為消極、灰心，常說：「看了真難過，

不想管了。」 

事件中，滿洲鄉長曾請他參加開會，但他已心灰意冷，只想到行醫救人。 

3月 18日，狀似土匪的五、六名兵仔和二名警察衝進許家，搜搶財物一空，並

綁走許祖勫。隔天許祖勫被發現已被打死在附近的農田裡。 

 
 

許祖勫 
許祖勫（1900-1947），醫師。（許明男提供） 

與摯友合影 
許祖勫與摯友尤連宗先生合影（許明男提供） 

 

 



醫師證書 
許祖勫之乙種醫師證書（許明男提供） 

台灣光復演講記錄 
許祖勫在戰後初期赴恆春各地演講的記錄（許明男

提供） 



（三）郭守義 

郭守義，生於醫師世家，日本昭和醫專畢業，在基隆開設「博愛醫院」。 

3月 22日遭槍殺，罪名是「主謀集會，煽動暴動，組織青年同盟及決死隊，意

圖搶劫倉庫，占領砲台，接收政府，私藏炸藥百餘箱，企圖炸毀港務局碼頭倉庫

及車站，阻我國軍登岸。」幾乎可用的罪名都扯上了。 

惟據郭守義的求救信顯示，因參與群眾大會時發表言論，而惹禍上身──軍方知
悉其家境富裕，派兵捉拿，意圖藉機勒索金錢，因郭家未及時送上贖金，郭守義

於 3月 22日遭槍殺。 

 

求救信（遺書） 
郭守義被關在軍營時，於 3月 21日晚上寫了兩封求救信，但卻成了「遺書」。（郭健二提供） 

  

死亡證明 
郭守義被槍殺的死亡證明──槍彈貫通左胸。（郭健
二提供） 

郭守義 
郭守義（1912-1947），醫師。（郭健二提供） 



（四）郭章垣 

郭章垣，嘉義人，慶應大學醫科畢業，愛好棒球。畢業後在慶應大學附屬醫院擔

任外科醫師，戰後回台，曾受邀至台大任教，後選擇接掌省立宜蘭醫院院長。 

228事件爆發，被選為宜蘭 228事件處理委員會主席，實則大部分時間都忙於照

料病患。 

3月初，友人通知郭章垣名列黑名單，遂下鄉避風頭，但為了不連累他人，兩、

三天後又返家。翌（19）日凌晨，兵仔破門而入，以領帶蒙住他的眼睛，將僅著

衛生衣的郭章垣強行押走。20日晨被發現陳屍頭城媽祖廟前。 

 

 

郭章垣 
郭章垣（1914-1947），省立宜蘭醫院院長。（郭

勝華提供） 

結婚大合照 
結婚式場（郭勝華提供） 

 
 



結婚行列 
郭章垣與妻林汾結婚行列（郭勝華提供） 

與醫師同事合影 
郭章垣（右 1）在日本慶應大學附屬醫院當醫師時
與同事合影（郭勝華提供） 



 

 
 

妻與老師合影 
受難者吳鴻麒之妻楊 治（前排左 6）與郭章垣妻
子林汾（前排左 4）師生二人同是受難家屬。（郭
勝華提供） 

幸福夫妻 
感情深濃的幸福夫妻因 228事件生死永隔（郭勝華
提供） 



（六）顧尚泰 

 

顧尚泰 
顧尚泰（1918-1947），日本興亞醫學校畢業，在台中開業行醫。228事件時，被槍殺在虎尾

埒內，當地人在埋屍處建廟奉祝。（張炎憲提供） 

   

顧尚泰的遺書 
顧尚泰的遺書（顧絨瑛提供） 

 

 

 

 

 

 



 

九、公務人員 

（一）林旭屏 

林旭屏，台南縣人，東京帝大法律系畢業，日本高等文官考試及格，回台任職於

台灣總督府山林科。1942 年轉任專賣局煙草課長，戰時派赴印尼。1946 年 7月
由印尼返台，進入專賣局任專員、煙草課長。 

3月 15日晚上，兩名著中山裝的外省人至其宅，謂：「局裡田經理請林旭屏先生

去一趟」，強行押走林旭屏。 

16日被發現陳屍南港橋下，雙手雙腳都被緊緊的綁著，頭部有傷痕。 

事後，半夜常有不同人、在不同時間以電話騷擾，說：「此事千萬不要張揚出去，

否則將對你們不利。」 

 

 

林旭屏 
林旭屏（1904-1947），專賣局煙草課長。（林勳

彥提供） 

東京帝大時期 
林旭屏（中）就讀日本東京帝大時和朱昭陽（右）、

陳茂源（左）合照。（林勳彥提供） 



  

竹南郡守時期 
1940 年，竹南郡守林旭屏（中）與獲得優勝的竹

南郡體育會員合影。（林勳彥提供） 

赴印尼前全家合照 
1944 年赴印尼前全家合照，為生前最後一次家人

合照。（林勳彥提供） 



 

 

妻林西雀呈文 
妻子林西雀呈文（《二二八事件資料選輯一》） 

 

 

自傳 
林旭屏所寫自傳（林勳彥提供） 

手跡 
林旭屏墨蹟（林勳彥提供） 



 

  

高等文官六等勳章 
日本高等文官六等勳章（林勳彥提供） 

赤十字社徽章 
日本赤十字社徵章（林勳彥提供） 

 

 

家計調查徽章 
家計調查徽章（林勳彥提供） 

海軍協會紀念章 
海軍協會紀念章（林勳彥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