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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與醫務生產 :

義勇隊的組織與活動

王 政 文
*

台灣義勇隊是戰時台灣人在大陸成立的最主要抗 日團體之一 。本文將

討論 台灣義勇隊的組織與活動 ,指 出台灣 義勇隊並非武裝抗 日的戰鬥隊

伍 ,其 活動 內容 以醫務 、生產 、政治 、宣傳為主要方向 。文中將對文獻可

得的義勇隊資料加 以分析統計 ,並 以圖表方式來顯示義勇隊的組織 。其次

對義勇隊的訓練及活動加 以分類討論 ,檢視其在醫務生產與政治宣傳上的

作為 。最後 ,探討隨著時代變遷與戰局變化對組織活動所 產生的影響 ,即

以時代變化來瞭解 台灣抗 日運動組織及活動的發展 ,如 此更能定位 台灣義

勇隊在時代 中所代表 的意義及變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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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一關於台灣義勇隊的研究與回顧

在台灣義勇隊的研究上 ,王曉波最早針對義勇隊進行討論 ,

〈李友邦與台灣義勇隊初探 〉撰寫時 ,《 台灣先鋒 》尚未能找到 ,

且大陸資料取得不 易 ,回憶資料多無法參考 ,故此文主要在介紹

及提 出相 關問題 。
l〈

日據時期 的台灣獨立革命與李友邦將軍一論

台灣革命青年團與台灣義勇隊 〉
2及

〈日據時期 的台灣抗 日運動與

獨立運動一論李友邦與 「台灣獨立革命黨 」〉
3二

文主要論述李友

邦戰前所參與的抗 日活動 ,對於戰時義勇隊發展則缺乏討論 。其

次 ,尹章義 〈朝鮮義勇隊與台灣義勇隊一兼論 2U世紀 中期 中國人

的 「朝鮮 、台灣觀 」〉貝U探討朝鮮義勇隊與台灣義勇隊的組成 ,並

論述 中國人對台灣及朝鮮的觀感 。
4陳

映真 〈李友邦 的殖民地台灣

社會性質論與台共兩個綱領及 「邊陲部資本主義社會構造論 」的

比較考察 〉則討論李友邦對台灣的思考 。
5林

德政 〈抗戰期 間台灣

義勇隊與 國民黨及共產黨 的關係 〉討論戰 時義勇隊與 國共兩黨的

關係 。
‘
王政文 〈間接射擊 :論抗戰時期台灣義勇隊的成立 〉探討

義勇隊籌組構想與成立經過 ,7〈 論 國民政府與台灣義勇隊之關係

(1” 7-1945)〉 討論義勇隊與 國民政府及 國民黨派系的關係 ,8〈 台

工曉波 ,〈 李友邦與 台灣義 勇隊初探 〉 ,收入廈 門大學台灣研 究所編 ,《 海峽 兩岸

首次台灣 史學術 交流論文集》 (廈 門 :廈 門大學 出版社 ,199U),頁 l-19。

王曉波 ,〈 日據 時期 的台灣獨 立革命與李友邦將 軍一 兼論 台灣革命青年團與 台灣義

勇隊 〉 ,《 台灣研 究集刊 》 ,Z3期 (199U),頁 119-132。

工曉波 ,〈 日據 時期 的台灣抗 日運動與獨 立運動一 論李友邦與 「台灣獨 立革命 黨」〉,

《世界新 聞傳播 學院學報 》 ,3期 (1993.1U),頁 外 -117。

尹章義 ,〈 朝鮮義 勇隊與 台灣義 勇隊一兼論二十世 紀 中期 中國人 的「朝鮮 、台灣觀 」〉,

《輔仁歷 史學報 》 ,14期 (2UU3.6),頁 l-15。

陳映真 ,〈 李友邦 的殖 民地 台灣社會性 質論與 台共兩個綱領及 「邊陲部 資本主義社

會構造論 」的比較 考察 〉 ,收入嚴 秀峰編 ,《 紀念李友邦先生論 文集》 (台 北 :世

界綜合 出版社 ,2UU3),頁 鈣 -98。

林德政 ,〈 抗戰期 間台灣義 勇隊與 國民黨及共產 黨的關係 〉,《 中華軍 史學會會刊 》 ,

9期 (2UU4.4) , 頂t 19I-215。

王政文 ,〈 間接射擊 :論抗戰 時期 台灣義 勇隊的成立 〉 ,收入李君 山等編著 ,《 榮

耀的詩篇 :紀念抗戰勝利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台 北 :國 防部 ,2UU6),
頁 235-258。

8王
政文 ,〈 論 國民政府與台灣義勇隊之 關係 (1939-1945)〉 ,收入胡春惠 、薛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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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籍民在大陸地區之處境一以台灣義勇隊為 中心的論述 〉預j探討

義勇隊所遭遇的處境 。
lU

大陸學者的論著 方面 :陳正平 《李友邦與台胞抗 日》主要敘

述李友邦生平經歷及義勇隊事蹟 。
ll林

真 〈台灣義勇隊的籌組及在

福建的活動 〉則參 閱許多未被發掘的檔案 ,探討義勇隊籌組經過

及在福建的活動 。
12樓

子芳 《抗 日烽火 中的台灣義勇隊 》則將義勇

隊從組建到解散分為籌建時期 、前期 (駐金華時期 )、 後期 (駐龍

岩時期 ),分別加以討論 。
13陳

小沖 〈台灣少年 團述論 〉則是敘述

少年 團的組織及活動 。
∥

外國學者的論著主要有 :近藤正己 《給力戰 ε台洿一 日本植

民地崩壞 ☉研究 》、〈台灣義勇隊一從抗 日戰爭的參與到軍 隊的成

⊥6〉 15亦之J.BruceJacUbs“ TaiwaneseandtheChineseNatiUnalists,

1937一 1945 : TheUrigins ofTa㏑ an’ s〕Half-MUllntainPeUple(Ban一

主編 ,《 中國知識分子與近代社會變遷》(台 北 :國 立政治大學歷 史學系 ,2UU5),

頁 163-178。
’工政文 ,〈 台灣籍民在大陸地區之處境一 以台灣義 勇隊為 中心的論述 〉 ,《 台灣歷

史學會會訊》 ,16期 (台 北 :台 灣歷 史學會 ,2UU3),頁 31留2。
lU其

他泛論性作品有 :李筱峰 ,〈 半山中的孤 臣孽子一 李友邦 〉 ,收入張炎憲 、李筱

峰 、莊永明編 ,《 台灣近代名人誌 》第 5冊 (台 北 :自 立晚報社文化 出版部 ,199U.1U),

頁 277挖 97。 喻蓉蓉等 ,〈 國共鬥爭下犧牲的台籍軍人一 李友邦 〉 ,《 歷 史月刊》 ,

l” 期 (19986),頁 笓-4U。 周志烈 ,〈 李友邦史事研 究〉 ,《 中興史學》 ,6期
(2UUU.4),頁 99-l12。 卞鳳奎 ,〈 台灣義 勇隊在華南地區的抗 日活動 〉 ,《 台灣

x庸走》 ,53埢 t49胡 (2UU2.12) , 頂: 183-224。
l1陳正平 ,《 李友邦與台胞抗 日》 (福 州 :福建人 民出版社 ,19%)。
I2林

真 ,〈 台灣義勇隊的等組及在福建的活動 〉,《 台灣研究集刊》,4期 (I991.11),

頁 9U-98。
13樓

子芳 ,《抗 日烽火中的台灣義勇隊》 (台 北 :世界綜合出版社 ,2UU3)。 樓子芳 ,

〈略論台灣義 勇隊的抗 日活動 〉 ,《 抗 日戰爭研究》 ,4期 (1993),頁 18〦 196。
“

陳小沖 ,〈 台灣少年團述論 〉 ,《抗 日戰爭研 究》 ,4期 (1993),頁 1叨 -21U。

另外 ,泛論性作品有方中 ,〈 李友邦與台灣義勇總隊〉 ,《龍岩文史資料》第 2U

輯 (龍岩 :中 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龍岩市委 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 ,1992),頁 7U-75。

李仲 ,〈 台灣義 勇隊隊長李友邦 〉 ,《 台聲》 ,4期 (1986),頁 42-44。 鍾兆雲 ,

〈李友邦和台灣義勇隊〉 ,《傳記文學》 ,28卷 6期 (2UU3.6),頁 12挖4。
l$近

藤正 己 ,《 鯰力戰 七台潸一 日本植 民地崩壞研 究》 (東京 :刀 水書房 ,I996)。

近藤正 己 ,〈 台灣義 勇隊一從抗 日戰爭的參與到軍隊的成立 〉 ,《 台北文獻 》 ,直

字第 怡7期 (2UU1.9),頁 189-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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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ren)” 。
1‘

近藤正己的著作係 由博士論文修訂出版 ,全書分兩

大部份 ,第一部份討論戰 時體制下的殖民統治結構 ,第二部份討

論台灣光復運動的展 開 ,在大陸的台灣抗 日團體為第二部份 中的

討論 。JacUbs主要探討 「半 山 」的起源及台灣人與 國民黨 的關係 。

此二研究 中分別論述台灣義勇隊 、台灣革命 同盟會及 國民黨台灣

黨部的發展 ,對於台灣抗 日團體 間的互動及與 國民政府 間的關係

有較深入的描述 。

二 、台灣義勇隊的組織

(一 )台 灣義勇隊

1938年秋天李友邦開始籌組義勇隊 ,19” 年 1月 2U日 ,在

金華成立籌備委員會 ,2月 義勇隊宣佈成立 ,並展 開訓練活動 。

義勇隊何以選擇金華為活動 中心 ?1939年 12月 留 日 ,浙江省會

杭州淪 陷 ,此後浙江軍政機 關皆遷至金華 、麗水 ,金華成為戰時

浙 江 的軍 政 中心 與 交通 要 地 ,也是 第 三戰 區 十 軍 團司令 部所 在

地 。義 勇隊選擇金華設立總 隊部 ,一是近前線有利工作 ,二是在

此活動宣傳效果較大 。

19” 年初 ,義勇隊開始展 開活動 。1939年 〈台灣義勇隊計畫

草案 〉對組織規劃出三點說明 :一 、本隊設隊長 1人 ,統理本隊

一切隊務 。二 、隊本部下設文書 、政治 、事務三組 ,每組各設主

任 1名 ,組員 2名 。三 、支隊人數以 6U名作標準 ,設支隊長 1名 ,

下分 6班 ,每班 lU人 ,各設班長 1名 ,如表一 。

J.BruceJacobs,‘‘Ta小〞aneSeandtheChineseNationaIists, 1937-1945 : TheUrigins of

Ta加稻n’SHalf-MountainPeopIe(Banshanrenγ ’,怮 〞θr〞 C加′刀a 1‘ :1 (Janua一几 1’’U),

pp.84-l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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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年台灣義勇隊組織體系

資料來源 :〈 台灣義勇隊計畫草案〉,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 抗戰時期台灣義勇隊組織
活動史料一組〉 ,《 民國檔案》 〢 期 (1999.l),頁 21θ 2。

義勇隊主要是 由被集 中在福建崇安 的台灣人所組成 。開始籌

備後 ,李友邦 、張一之先後 由崇安帶 回一批台灣人加入義勇隊 。

19” 年 1月 ,約 3、 4U人由李友邦率赴金華 。3月 ,又有 ” 人 由

秘書張一之帶至金華 。194U年 7月 ,牛光祖率 犯 人赴金華 ,但

其 中 2U人因故未成行 。由於人數陸續增加 ,故採取分期編 隊的作

法 ,先成立第一支隊 ,隊員增加後 ,再成立第二 、第三支 隊 。194U

年時 ,隊員約 16U餘人 ,其 中崇安台民約佔三分之二 。
17

194U年 6月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正式批准義勇隊成

立 ,任李友邦為少將 隊長 ,受軍委會政治部指導 ,歸第三戰區政

治部管制 。19他 年 5月 浙贛戰役爆發 ,日 軍分左 、中 、右三路 ,

東起奉化西至富陽發動進攻 ,隨後 日軍攻 陷金華 。6月 ,義勇隊

奉命遷往福建浦城 。8月 ,南遷途 中 ,於福建南平成立三民主義

青年 團台灣義勇隊分 團籌備處 。1U月 遷駐福建龍岩 ,設指揮部於

龍岩 中山東路 豟 號 ,18少年團則駐紮於龍岩城郊大 白鄉的邱家祠

堂 。
妙1艸3年 1月 ,三青 團中央直屬台灣義勇隊分 團在龍岩正式

成立 。
∞

17林
真 ,

18符
維健

I’

張峰 ,

∞
林真 ,

6t-67。

〈台灣義 勇隊的等組及在福建的活動 〉 ,頁 竻 。
,〈 台灣義 勇隊在龍岩 〉 ,《統一論壇》 ,4期 (19%),頁 25。

〈難忘的戰鬥生活 〉 ,《 台聲》 ,3期 (1999.3),頁 19。

〈試論福建在 台灣光復 中的作用〉 ,《抗 日戰爭研 究》 ,3期 (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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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19佗 年 12月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台灣義勇隊職

員名錄 〉,義勇隊組織及人員編制如表二 :

資料來源 :〈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台灣義勇隊職員名錄〉,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

〈抗戰時期台灣義勇隊組織活動史料一組〉 ,頁 筠 。

據 19侶 年 5月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台灣義勇隊職 隊員名冊 〉,

義勇隊設 隊長及副隊長 ,下有總務組 、f旨導訓練組 、編輯通訊組 、

駐渝通訊組 、閩南通訊組 ,並有三個區隊 ,每區隊下轄三個分 隊 ,

另設有台灣少年 團 。歸納如表三 :

表二 19親 年台灣義勇隊組織編制及幹部名單

級職 姓 名 級職 姓 名

隊長 李友邦 少年團小隊長 王正南

副隊長 李祝三 第一區隊區隊長 蔡人龍

總務組長 楊純青 區隊副 朱  炎

組 員 徐去非 第一分隊分隊長 鄧東光

郭汝侯 第二分隊分隊長 鄧東介

指導訓練組組長 洪石柱 第三分隊分隊長 郭裕 民

組 員 陳守青 第二區隊區隊長 李明法

黃志義 區隊副 劉新民

編輯通訊組組長 工 正 西 第四分隊分隊長 周文欽

組 員 唐澤明 第五分隊分隊長 洪一嗚

潘  華 第六分隊分隊長 曾溪水

駐渝通訊處主任 謝掙強 第三區隊區隊長 馬士德

通訊 員 林海濤 區隊副 李 復

駐閩通訊處主任 許光祖 第七分隊分隊長 劉敏夫

通訊員 陳一嗚 第八分隊分隊長 翁祖荃

李哲仁 第九分隊分隊長 張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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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務 組 組長

指導訓練組 組長

編輯通訊組 組長

駐渝通訊組 主任

閩南通訊組 主任

楊純青 組員 :2人

洪石柱 組員 :2人

牛光祖 組員 :2人

謝掙強 通訊員 :l人

李明法 組員 :2人

台灣義勇隊

隊 長 :李友邦

副隊長 :李祝三

第一分隊 分隊長 :黃授傑 隊員 :lS人

第二分隊 分隊長 :鄧東介 隊員 :b人

第三分隊 分隊長 :郭 裕民 隊員 :15人

第一區隊

區隊長 :蔡人龍

區隊附 :鄧 東光

第四分隊 分隊長 :周 文卿 隊員 :b人

第五分隊 分隊長 :吳省三 隊員 :15人

第六分隊 分隊長 :曾 溪水 隊員 :15人

第二區隊

區隊長 :工正西

區隊附 :劉 新民

第七分隊 分隊長 :劉敏夫 隊員 :15人

第八分隊 分隊長 :翁祖基 隊員 :19人

第九分隊 分隊長 :張健民 隊員 :33人

第三區隊

區隊長 :馬士德

區隊附 :李 復

少年固

小隊長 :工正南 隊員 :116人

表三 19芻 年台灣義勇隊組織編制及幹部名單

資料來源 :〈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台灣義勇隊職隊員名冊〉,收入魏永竹編 ,《抗戰與台灣光復

史料輯要》 (南投 :台 灣省文獻委員會 ,19%),頁 245挖 7U。 近藤正己 ,《鯰力戰之台潸一

日本植民地崩壞研究》 ,頁 4“ 。

1943年 12月 開羅宣言發表後 ,國民政府對台灣的態度轉趨

積極 。台灣義勇隊改編為台灣義勇總 隊 ,直屬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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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政治部 ,並擴大編制 ,確定經費 ,晉升李友邦為陸軍 中將 。此

時義勇隊總隊部下設 四個支隊 ,每支 隊下轄三個區隊 。少年 團直

屬總隊部 ,生產 隊則 由隊員家屬組成 。工作劃分為第一支隊駐總

隊部 ,由 原 閩南通訊組主任 李明法擔任支 隊長 ,部分隊員調派至

三青團中央直屬台灣義勇隊分團團部工作 ,並 由李瑞成擔任青年

團文宣科科長 。第二支隊駐漳州 ,支隊長陳克新 ,主要從事新隊

員組織與訓練 。第三支隊為醫務服務 ,主要在福建建陽設立台灣

醫院 。第 四支隊則從事對敵工作 。
21由

此發現義勇隊隨人數成長 ,

組織產生變化調整 ,並配合 時代環境變遷和時局所需 ,組織型態

產生不 同階段變化 。

關於義勇隊成員年齡及其結構分佈 ,據 1943年 5月 〈軍事委

員會政治部台灣義勇隊職隊員名冊 〉所顯示 ,其年齡結構分析歸

率內如綦詛四 :

嚴秀峰 ,〈 抗戰時期的台灣義勇總隊 (下 )一駁正藍敏女士的白說 自話〉 ,《 中外
雜誌》 ,32卷 1期 (1982.7) ,頁 3U-31。

表四 1943年台灣義勇隊人數及年齡結構

年齡 人 數 年齡 人 數 年齡 人 數 年齡 人 數 年齡 人 數 年齡 人 數 年齡 人 數

lU 2U 3U 9 4U 5U l 6U

7 21 4I 61

22 32 42 2 52 62 1

12 14 43 2 63

14 14 24 34 44
眭�祧

54 64

25 6 6 45 l 65

16 3 26 9 36 46 56 66

27 14 47 67

5 28 4 48 I 68

9 2U 19 2 29 39 7 49 59 69

合 計 9U 9U 1

資料來源 :〈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台灣義勇隊職隊員名冊〉 ,頁 2仍θ7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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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冊顯示 隊員計 3Ul人 ,其 中年齡最小 8歲 ,最大 ω 歲 ,平

均約 3U歲 ,主要分佈於 2U至 4U歲間 ,年齡大於 5U歲者只有 2

人 ,22而少年 團平均年齡約 12歲 。由這樣 的平均年齡和分佈來看 ,

這是一支相當年輕的隊伍 。

職 隊員名冊也顯示 出隊員的籍貫來源 。義勇隊幾乎全部是 由

台灣人所組成 ,經統計發現近 %%的 隊員是台灣人 ,其餘則有 17

位分別來 自浙江及福建 ,如表五 。
”

1945年 8月 ,日 本宣布投降 。9月 3日 ,李友邦派副隊長張

士德搭乘美 國太平洋艦隊司令的飛機飛抵台灣 。
249月 7日 ,義勇

隊由龍岩遷往漳州 ,隨後 隊員陸續集 中於廈門 ,準備返台 。然 1l

月 8日 ,部份隊員 由廈門搭乘華光輪返台時遭遇海難 ,計 16位隊

員罹難 。
251蛢6年 2月 ,國民政府下令解散義勇隊 ,李友邦改以

三青 團為主幹繼續發展 。
%

第一區隊區隊附鄧東光 ,第 九分隊隊員江灝 ,兩人年齡不詳 。

JacUbs認為只有台灣人才能成為義 勇隊隊員 ,主要原 因是要防止 「有害的力量 」進

入 義 勇 隊 。J.BruceJacobS,“TaiwaneseandtheChineseNationalists,1937-1945:The

Urigins ofTaiwan’sHalf-MountainPeople(Banshanren尸 pp.93.

GeorgeKeI著 、陳榮成譯 ,《被 出賣的台灣》 (台 北 :前衛 出版社 ,1999),頁

83-99。

蘇祿 洲 ,〈 華 光輪 海難 四 十 六週 年 追 憶 〉 ,收入嚴 秀峰 編 ,《 李 友邦 先 生 紀 念 文 集 》

(台 北 :世界綜合 出版和′ 2UU3) ,頁 22S-232。

嚴秀峰回憶 「台灣光復 ,台 灣義 勇總隊正準備為 『建設台灣』再 出發之際 ,突然接

獲政府當局的命令 :『 台灣義勇總隊解散 』 。沒有原委 、沒有安撫 ‥⋯‥當時部分

同志擁擠一處 ,棲居在我家的有 筠U人 ,過著兩餐稀飯一餐米飯 果腹的 日子 。」嚴

秀峰 ,〈 台灣義勇隊與抗戰 〉 ,《 台灣史研 究會會訊》 ,2期 (1987.8),頁 留 。

表五 台灣義勇隊隊員籍貫一覽表 (1943年 5月 )

籍  貫 台灣 台 南 晉 江 雲霄 龍 溪 漳 甫 浙 江 詔 南 南靖 詔 安 合計

人 數 (人 ) 279 5 2 2 I l l l 3UI

所佔比例 (%) 94.35 2.32 U.66 U.ε 6 U.66 U.33 U.::｝ ::｝ U.33 U.33 1UU9弓

資料來源 :〈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台灣義勇隊職隊員名冊〉 ,頁 245挖 9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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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 灣少年團

台灣義勇隊下設台灣少年 團 ,其成立構想為何 ?李友邦在〈為

什麼組織台灣少年 團 〉中指 出台灣少年 的重要性及所面臨的不利

條件 ,並認為一般學校沒有教授 關於台灣的專 門課程 ,以適應台

灣少年 的特殊要求 ,所以為了適應留居 中國的台灣少年進而組織

台灣少年 團 。
”
事實上 ,少年團成員大部分是隊員子女 ,多半父母

在義勇隊而子女在少年團 。
琳
李林回憶 「少年團成員 ,大都是留在

閩 、浙等地 的台灣少年兒童 ,他們是不願受 日本帝 國主義者 的統

治而跟隨父母逃來大陸的 。」
”
而將 隊員的子女組織起來 ,這正是

少年團組成的主要原因 。

李友邦組織義勇隊的構想 由朝鮮義勇隊而來 ,少年 團的成立

構想也 由朝鮮義勇隊下設 「三一少年 團 」而來 。然而三一少年團

團員平常在一般學校唸書 ,星期 日才聚在一起過 「星期生活 」,內

容像是歌唱 、時事討論 、募捐 、演講與宣傳 。
∞
台灣少年 團與三一

少年團的活動性質並不相 同 ,少年 團團員不在一般學校 中求學 ,

其本身有整套 的學習課程 ,過團體生活 ,這種方式顯然與 「三一

少年團 」有明顯差別 。

台灣少年團的組織與活動方式 ,主要受成立於 19“ 年 的 「新

安旅行團 」影響 。194U年初 ,李友邦邀請新安旅行 團派幹部來協

助少年 團工作 。4月 ,新安旅行團派黃 中一和徐光前往金華擔任

少年 團指導員 。主任指導員黃 中一指 出 「194U年 初 ,李友邦邀請

新安旅行 團派幹部幫助台灣少年 團工作 ,希望把 陶行知先生 『生

活及教育 ,社會即學校 』的思想傳下去 ,把台灣少年 團建成像新

安旅行團一樣的好團體 。」
31而

少年 團的訓練方式 ,便因此 由新安

李友邦 ,〈 為什麼組織台灣少年固〉 ,《 台灣先鋒》 ,8期 (1941.5)

夏云 ,〈 台灣少年團在浙江 〉 ,《 浙江革命史料選輯 (七 )》 (浙江 :

版社 ,I9釳 ),頁 174。 夏云原名夏如如 ,為 義勇隊秘書張一之的夫人

天參加義 勇隊時改名李煒 ,為共產黨員 。

李林 ,〈 活躍在抗 日前哨的台灣少年團〉 ,《 台聲》 ,5期 (19那 ),
〈朝鮮三一少年團致台灣少年團信 〉 ,《 台灣先鋒》 ,2期 (194U.5)

黃中一 ,〈 深切緬懷 永遠懷念 〉 ,《 台聲》 ,3期 (1999),頁 17。

,頁 2〢 。

浙 江人 民 出
,1939年夏

頁 21。

, :訂 53-55。

黃 中一在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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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團學習而來 。可見少年 團設立 的構想來 自於三一少年 團 ,而

組織及活動方式則是受新安旅行團影響 。

少年 團成立之初 ,由 李友邦兼任 團長 ,首任專職指導員 由吳

敏生擔任 ,接著是章雲 、何柏華 、李煒 、黃志義等 。
笓
李煒回憶少

年 團的組織 ,體現著民主集 中制 的原則 。少年 團的小 隊長和宣傳 、

生活 、總務各股股長 ,都是選舉 的 ,指導員 由台灣義勇隊隊長兼

少年 團團長李友邦任命 ,負責全團的指導工作 。」
“
然而受限於經

費 ,李友邦將少年 團改為 「供給制 」,只保證最低生活所需而不發

給工資 。
田

19” 年 1月 ,李友邦 由崇安帶回第一批的隊員 中有 6位是小

孩 ,少年 團就在這時組織起來 。
“
少年 團由 6個人陸續增加 ,一方

面義勇隊成員增加 ,子女跟 隨而來 ;另方面 ,少年 團也招募新團

員 。
3‘ 1艸3年少年 團擴大編制 ,由 王正南擔任 團長 ,團員人數達

117人 。少年 團人數變化無法細知 ,據陳小沖 的歸納統計 ,人數

變化略如表六 :

勇隊中活動時改名黃志義 。

李林 ,〈 活躍在抗 日前哨的台灣少年固〉 ,頁 21。

夏云 ,〈 台灣少年團在浙江〉 ,頁 181-182。

潘叔華 ,〈 李總隊長 ,我們懷念您一紀念李友邦犧牲三十九週年 〉 ,《 台聲》 ,7

期 (1991) ,頁 24。

張畢來 ,〈 台灣義 勇隊〉,《 革命史資料》第 8輯 (北京 :文 史資料 出版社 ,1982),

頁 58。

〈這種朋友越多日本鬼子越怕一覆重慶育才學校社會科學組的信〉,《 台灣先鋒》 ,

5期 (194U.9) ,頁 46。

表六 台灣少年團人數變化表

1939玝L1月 6人

1939+3月 18′心

194U+7月 他 人

194U年 12月 ω 餘人

1941年 6月 8U-9U人

1943+5-6月 l17人

資料來源 :陳小沖 ,〈 台灣少年國述論 〉 ,《 抗 日戰爭研究》 ,4期 (19兜 ),頁 l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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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共產黨於台灣義勇隊中的組織

義勇隊於籌組及成立 時皆受到共黨幫助 ,成立後共黨亦在其

中運作 。秘書張一之便是共產黨員 ,他認為 「隊伍擴大了 ,人多 、

關係多 ,就必須一方面發展 、一方面鞏 固 。」因此 開始 「採取一

些措施來加緊組織建設 ,加強思想政治教育 ,培養骨幹 。」此時

義勇隊裡除張一之外 ,還有李煒 (夏云 )、 何朱行 (朱適春 )為共

產黨員 。19” 年初 ,在吳毓的領導下成立共黨支部 ,由張一之擔

任支部書記 ,後來先後發展 出 4個黨員 。
田

此外共黨也在少年團中發展組織 ,宣傳共黨思想 ,建立起 「台

灣共產 主義少年 團 」,其主要 目的是希望用共產 思想來培 育下一

代 。這個 工 作 由義 勇 隊 中的共 黨 支 部 指 定 少年 團指 導 員 李煒 負

責 ,第一步 由幾個小朋友成立小組 ,並宣傳八路軍 、新 四軍 的故

事 。然共黨在義勇隊中並不公開活動 ,張一之發現 「後來 ,其 中

有幾個小朋友無意 中把台灣少共團的活動講給父母聽 ,我們得知

這個情況 ,感到這樣搞下去 ,容易暴露我們的共產黨員身份 ,向

吳毓 同志匯報後 ,他指示馬上停止 ,以後這個台灣少共 團就沒有

再發展 ,也沒有再活動 ,總之 ,從此沒有再提起 。」
鉻
因而共黨沒

有繼續在少年團中發展 。

李友邦在戰前因與共黨 的關係而遭逮捕 ,其與共黨的關係一

直受到懷疑 。19” 年 4月 ,為解決政治部正式批准成立 的問題 ,

張一之前往桂林 ,並與周咸堂會見第三戰區政治部主任谷正綱 。

張一 之 回憶 向谷 正 綱 說 明組織 義 勇 隊 的意 圖以 及 將 來 的工作 計

畫 ,然而 「谷只聽 ,一言不發 ,最後 ,他突然 問我 :『 張先生 ,李

友邦是不是個共產黨 ?』 我說 :『 不像 。』他又 問 :『 怎麼不像 ?』

我說 :『 從我跟他一起幹這個工作以來 ,大小 問題他都跟我商量決

定 ,不像是另有什麼組織 的人 。』谷說 :『 好 。』⋯⋯我感覺到國

民黨對我和李友邦以及台灣義勇隊是十分不放心的 。」
3’

可見政治

張畢 來 ,〈 台灣 義 勇隊 〉 ,頁 “ 。

同上註 。   .
同上 註 ,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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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對李友邦的懷疑 。而從 19” 年起 ,義 勇隊便等待軍委會政治部

的批准 ,但直到 194U年 6月 才正式批准 ,其 中對李友邦的懷疑與

不信任佔很大因素 。

1941年 1月 ,「 新 四軍事件 」爆發 ,國共 關係破裂 ,軍委會

下令解散新 四軍並撤銷番號 。
4U由

回憶資料發現 ,事件後義勇隊活

動受到極大限制 。
射
李友邦處境尷尬 ,他必須處理國民黨 由上而來

的壓力 ,另方面又必須兼顧 隊中的共產黨員 ,而這樣的情況也加

深 國民黨對李友邦 的猜忌 。事實上 ,義勇隊中的共產黨員在事件

發生前後便陸續離開 。秘書張一之及少年 團指導員李煒 ,在 19們

年 12月 底便離開前往上海 。
砭

1艸2年浙贛戰事爆發 ,金華淪陷 ,義勇隊南遷龍岩 。JacobS

的研究對義勇隊遷往龍岩提 出質疑 ,認為李友邦在 1942年 被迫離

開金華後 ,何以選擇 「龍岩 」而非其他地方 ?進而懷疑龍岩為共

黨活躍地區 ,李友邦選擇此地是否是要與 中共保持聯繫 ?粥

李友邦與共黨 的關係使 國民政府產生疑慮 ,而李友邦所遭遇

的問題並不止於此 。由於在大陸的台灣抗 日團體 ,彼此為了爭取

國民政府 的支持與重用 ,相互指責 、爭 鬥 ,而李友邦與共黨 的關

係便成為派系鬥爭的重要話題 。
44屬

於台灣革命 同盟會南方執行部

張邦傑系統的黃清俊便指稱 「我和台灣義勇隊並無聯絡 ,因為我

們知道義勇隊是共產黨份子 ,所以在工作上與我們格格不入 。李

友邦很早即有共產思想 ,後來被嚴秀峰控制 。」
妁

新四軍事件是戰 時國共 關係 的分水嶺 ,象徵 國共實質合作 關係的結束 。胡平生 ,〈 抗

戰 時期 國共 關係的分水嶺一 新四軍事件 〉 ,《 歷 史月刊 》 ,紗 期 (妙95.6),頁
59-64。

潘叔華 ,〈 李總 隊長 ,我們懷念您一 紀念李友邦犧牲三十九週年 〉 ,頁 巧 。

夏云 ,〈 台灣 少年團在浙江 〉 ,頁 18外 191。

J.BruceJacobs,“ Ta小〃aneseandtheChineseNationalists, 1937-1945 :TheUrigins of

Taiwan’ sHalf-hIountainPeople(Banshanren)“ pp.97-98.

關於 台灣抗 日團體 內部紛爭的問題請 參 閱工政文 ,〈 謝 南光 .李友邦 .張邦傑 :台

灣革命 同盟會 內部的人事關係 〉 ,收入胡春 惠 、彭明輝主編 ,《 近代 中國與世界的

變遷》 (台 北 :國 立政治大學歷 史學 系 ,2UU6),頁 l-18。

〈黃清俊 先生訪 問記錄 〉 ,收入 中央研 究院近代 史研 究所 「口述歷 史」編輯委 員會

編 ,《 口述歷 史》 ,5期 (日 據 時期 台灣人赴大陸經驗 專號之 一 )(台 北 :中 央研

究院近代 史研 究所 ,19%),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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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 邦堅 稱 從 來 沒 有 加 入共產 黨 ,然而 由活 動 的 關係 來觀

察 ,其與共黨的關係確有相當淵源 。張一之認為 「就是 國民黨政

府 的上層 ,雖然 明知台灣獨立革命黨和台灣義勇隊有共產黨 的支

持 ,但對於 『民族 』、『抗戰 』等等 ,他們也不能不表示贊 同 。」γ

據司馬璐的說法 ,李友邦 「在信仰上始終是相信馬克思主義 的 。

他經常在公 開集會 中演講 ,滿 口 『總裁偉大 』、『國民黨萬歲 』,一

下台後 ,立刻又 向我們解釋 :『 他媽的 ,這是什麼玩意兒 。』因為

他從朝鮮義勇隊的朋友 中 ,也知道我是一個半公 開的共產黨員 ,

因此對我說話也相當露骨 ,他迫切 的希望我們能幫他解決 中共的

組織關係 ,竭力 向中共討好 ,在當時的台灣義勇隊中 ,掩護了不

少 的共產黨員 ,後來在台灣被槍斃的女共諜朱諶之 ,就是其 中最

著名的一個 。此外比較知名 的有一個他 的神秘 的潘華秘書 (曾 在

福建為政府逮捕 ,又為李友邦保釋 ,後去上海 )。 駱耕漠 ⋯ 。張一
之 ⋯ 。朱芳 ⋯ ,另外李友邦還收容了幾個 皖南事變 中逃 出的幹部

(如翁文章等 )。 李友邦和金若 山正相反 ,金若 山是後來一步步從

被騙到被逼與共產黨站在一起 ,而李友邦則賣力 的向中共爭取表

現 (李友邦當時跟 中共聯絡用 的化名是 『番王 』)。 不過在當時我

知道 ,李友邦雖賣力 ,中共卻始終對他沒有好感 ,所以他常感到

苦 悶 。」
z1’

在 國共二次合作 的背景下 ,國共兩黨似敵似友 ,義勇隊便在

這樣的情況下發展 。李友邦 的 目的在壯大義勇隊 ,所以不論 國共

兩黨 ,李友邦都希望能從 中獲得援助 。然而李友邦對於義勇隊裡

共黨活動的情況是否全盤掌握或放任發展 ?這點限於資料無法詳

知 。但或許也就是 因為與共黨模糊 的關係 ,導致戰後李友邦被槍

決的遠因 。

三 、台灣義勇隊的活動

1939年 2月 ,義勇隊宣布成立後便展開訓練活動。l” 9年〈台

張畢來 ,〈 台灣義勇隊 〉

司馬璐 ,《 鬥爭十八年》

, 9訂 83。

(香港 :亞洲出版社 ,1952) ,頁 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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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義勇隊組織計畫草案 〉中對訓練有 四點說明 :一 、本 隊隊員之

訓練分兩種 ,一為編 隊前之預備訓練 ,一為編 隊後之經常訓練 。

二 、預備訓練 ,即在 隊未成立前三個 月舉行之 ,經常訓練 ,則在

成立後經常舉行之 。三 、預備訓練以支 隊為單位 ,經常訓練以班

為單位 。四 、預備訓練 由籌備委員會負責 ,訓練人員得聘 隊外人

士充任之 ,經常訓練 由本隊政治組負責 。
482月 27日 ,義勇隊開

始預備訓練 ,為期三個 月 ,科 目有軍事 、政治 、經濟 、歷史 、語

言及對敵宣傳技術等六科 。
妙

計畫草案 中亦提 出瓦解敵軍之工作 、教化 日台俘虜 、貢獻特

殊技能 ,協助 國防生產 、從事 國內及 國際宣傳 、號召台胞來華參

戰 、組織前方救護 隊 、慰勞 隊 、醫療隊等六大工作要項 。
5U4月

,

義勇隊也針對 自集 中金華訓練兩個 月以來的工作概況提 出十一點

說明 :一 、募捐慰勞傷兵 ,提高軍民抗 敵情緒及鼓勵前線將士殺

敵的精神 。二 、壁報 、講報 。三 、參加當地政府主持之第二期抗

戰宣傳 。四 、參加獻金 。五 、招待俘虜 ,瓦解敵軍 ,促使敵人 內

在的崩潰 ,普遍鼓勵敵人的反戰情緒 ,削弱敵軍作戰的鬥志 。六 、

義務醫療傷民 。七 、製造樟腦 。八 、參加討論會 。九 、少年 團招

待金華各界 。十 、少年 團公演話劇 。十一 、少年 團參加兒童節 。
51

義勇隊活動 內容及工作種類劃分主要是依據 隊員特有技術而

定 。
兒
在計畫工作 時最大特點是 「因人設事 ,使大家各盡所能 。」

秘書張一之將義勇隊工作分為對敵政治 、醫療 、生產 、宣傳教育

等 四類 。
“
嚴秀峰認為主要任務有醫療 、生產 、巡迴宣慰 、對敵工

作等 四項 。
“
以下對義 勇隊的工作分類為醫療與生產 、政治與宣

〈台灣義勇隊計畫草案 〉 ,頁 21挖2。

〈周咸堂等簽呈 (1939年 5月 6日 )〉 ,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 抗戰時期

台灣義勇隊組織活動史料一組 〉 ,頁 21挖2。

〈台灣義 勇隊計畫草案 〉 ,頁 21挖 2。

〈台灣義 勇隊實際工作概述 〉 ,收入 中國第二歷 史檔案館 ,〈 抗戰時期 台灣義 勇隊

組織活動 史料一組 〉 ,頁 22-23。

李友邦 ,〈 我們的工作 〉 ,《 台灣先鋒》 ,l期 (I94U.4),頁 4。

張畢來 ,〈 台灣義 勇隊〉 ,頁 64。

嚴秀峰 ,〈 台灣義勇隊與抗戰 〉 ,頁 2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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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並就 出版的機 關刊物和少年 團活動分別加以討論 。

(一 )機 關刊物

義勇隊於 194U年 4月 15日 出版機 關刊物 《台灣先鋒 》。《台

灣先鋒 》是一本十六開刊物 ,由秘書室負責編輯 ,姚思銓設計封

面 ,“共 出版 1U期 ,出版 間隔為一至數月不等 ,一至九期在金華

出刊 ,19鬱 年 5月 浙贛戰役爆發 ,義勇隊南遷龍岩 ,《 台灣先鋒 》

停刊 16個月 ,第十期於 12月 25日 才在龍岩 出刊 。

19η 年 ,台灣留 中學生在廣州組成 「廣東台灣革命青年 團 」,

發行 《台灣先鋒 》。義勇隊 《台灣先鋒 》名義上繼承 「廣東台灣革

命青年 團 」所發行的 《台灣先鋒 》。〈發刊辭 〉中認為 「如果把台

灣革命在海外的活動史稍一回溯 ,則 《台灣先鋒 》與其說是創刊 ,

毋寧說是復刊 。」
%張一之回憶李友邦在廣州時 曾組織 「台灣獨立

革命黨 」,並出刊 《台灣先鋒 》。
田
事實上 《台灣先鋒 》並非台灣獨

立革命黨 出版 的刊物 ,而是 「廣東台灣革命青年 團 」的機 關報 ,

於 19” 年創刊 ,由林文騰主編 ,僅出版 1期 ,原件今已散失 。
兒

《台灣先鋒 》出版的 目的是 「把台灣義勇隊關於當時台灣革

命 問題 的主張講清楚 。一方面對外宣傳 ,一方面是藉以統一隊伍

內部 同志們的思想 。」
”

〈發刊辭 〉指 出發刊主要 目的是記載史實

對外報導並與外界交流 ,希望經 由刊物發行來宣傳義勇隊工作 ,

並獲得各界回應 。
ω
分析 《台灣先鋒 》內容 ,可以歸納 出功能與 目

的有 :一 、介紹義勇隊工作情況 。二 、闡明義勇隊 目標與主張 。

三 、介紹 日本時勢 。四 、報導評論台灣現況 。五 、分析戰情 。六 、

做為隊員意見抒發園地 。七 、翻譯 日本報章雜誌 。

1943年 1月 ,義勇隊於龍岩創辦 《台灣青年 》。《台灣青年 》

〈編後 〉 ,《 台灣先鋒》 〢 期 (194U′ ),頁 87。 姚思銓又名萬湜思 。
〈發刊辭 〉 ,《 台灣先鋒》 〢 期 (194U.4),頁 Z3。

張畢來 ,〈 台灣義 勇隊 〉 ,頁 48。

張瑞成 ,〈 中國國民黨與台灣光復之史料及著述 〉,收入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編 ,

《中國國民黨黨史資料與研究》 (台 北 :中 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1989),頁 549。

張畢來 ,〈 台灣義勇隊〉 ,頁 花 。

〈發刊辭 〉 ,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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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三 民 主 義青 年 團台 灣義 勇 隊直屬 分 團 的機 關報 ,初辦 時為 旬

刊 ,四 開張 ,四版 ,五號字鉛印 ,1944年 1月 起改為週刊 ,發行

數量 由 5UU增至 2UUU份 ,7月 8日 停刊 ,共計發行 “ 期 。《台灣

青年 》專欄 中曾刊登吳鐵城 、梁寒操 、謝東閔 、丘念台 、宋斐如

等人專論 ,副刊 「新台灣 」提供 隊員抒發意見 ,「 習作 園地 」則專

登載少年 團文章 。
‘1l舛5年 11月 12日 ,《 台灣青年 》以半 月刊方

式在台北復刊 ,由 三民主義青年 團中央直屬台灣區 團部籌備處發

行 。
ω

義勇隊不僅發行 《台灣先鋒 》、《台灣青年 》,也出版台灣革命

叢書 ,‘3如
李友邦 《日本在台灣之殖民政策 》、

“
《台灣革命運動 》

“
、林海濤編著 《日本軍政界人物評論 》。

“
此外 ,每週還刊 出 「台

灣壁報 」。
σ
少年團在 19們 年也 出版過 《台星 》雜誌 。

“

(二 )醫 療 與 生 產 工 作

義勇隊 中醫療組織及活動的推行 ,主要是 因隊員 中具醫護背

景者佔三分之二 。
‘’1938年 11月 ,李友邦與崇安台民接觸後發現 ,

「原來這些台灣人 多半是醫生 。在台灣的時候 ,由於沒有營業執

照 ,被 日本政府和台灣醫務界歧視和排擠 ,先後 回到福建 ,在閩

南 的漳州 、泉州一帶 開業 。不幸又被當地醫務界佔優勢 的英美派

排擠 ,因為他們的業務屬於德 日派 。」
η

19” 年 3月 ,義勇隊組織隊中醫護專才 ,於金華城 內成立醫

療所 ,4月 在金華方六鄉設立醫療所 ,並設立 4個醫療巡迴隊 ,

在金華附近鄉鎮義務看診 。19們 年 3月 ,在義烏縣義亭鎮設立義

張瑞成 ,〈 中國國民黨與台灣光復之 史料及著述 〉 ,頁 99。

《台灣青年》 ,復刊 1期 (1945.1l),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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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革命叢書出版 了〉 ,《 台灣先鋒》 ,6期 (1941.1)

李友邦 ,《 日本在台灣之殖民政策》 (金華 :台 灣義勇隊 ,

李友邦 ,《 台灣革命運動》 (龍岩 :台 灣義勇隊 ,1943)。

林海濤編 ,李友邦校訂 ,《 日本軍政界人物評論》 (龍岩 :

張畢來 ,〈 台灣義勇隊〉 ,頁 58。

秘書室 ,〈 台灣義勇隊一年來工作概述 〉 ,《 台灣先鋒》 ,

〈台灣義勇隊實際工作概述 〉 ,頁 筠 。

張畢來 ,〈 台灣義勇隊〉 ,頁 S3。

, 頁 34。

1941) 。

台灣義勇隊 ,1943)。

1期 (194U.4),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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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隊義亭醫療站 。
71由

於患者以及需求者眾多 ,醫療所及巡迴醫療

隊逐漸不敷所需 。7月 ,義勇隊將醫療所擴大為醫院 ,9月 12日

正式成立 「台灣醫院 」,每 日規定上午 5時至 11時 ,下午 1時至

5時為看診時間 。
矽

「台灣醫院 」設於金華酒坊巷十八號 ,院 內設有 內科 、外科 、

眼科 、牙科 、產科 、花柳科 、耳鼻科 、咽喉科 、痔瘡科 、小兒科 、

皮膚科等十一科 ,並在義烏縣義亭鎮與金華縣建頭塘設兩處分診

所 ,另設有 「前線醫療隊 」與 「後方巡迴醫療 隊 」,並於金華城內

交通要衝設置 「銷藥攤 」,販售 自製藥品 ,其 中銷售最好的是 「健

胃散 」及 「皮膚膏 」。
竹
義勇隊的醫療工作不僅定點 ,更經常派醫

生到各單位義診 ,或前往浙東戰地服務 ,弘同時也到各級機 關學

校 、鄉里作疾病預防 、種牛痘等工作 。
巧

194U年 11月 ,義勇隊於浙江衢州增設 「第二台灣醫院 」,12

月 15日 正式開幕 。1941年 2月 ,又在浙江蘭溪設立 「第三台灣

醫院 」。1942年 5月 ,浙贛戰役爆發 ,衢州第二台灣醫院遭 日軍

炸毀 。義勇隊遷駐龍岩後 ,又於 1943年在福建建陽成立 「第 四台

灣醫院 」。
%

台灣醫院的經濟狀況並不理想 ,醫生鄧東光認為 「台灣醫院

是窮醫院 ,凡光顧過的人都知其物質條件缺乏 ,經費 、設備不夠 ,

以致有許多地方不能滿足各界的需求 。⋯.醫 院附設之初 ,是把每

秘書室 ,〈 台灣義 勇隊一年來工作概述 〉 ,頁 ε1巧2。

關於 台灣醫院的設立時間 ,有 不同的記載與回憶 。一說為 1939年 ,一說為 194U年 。
1939年 成立的說法見於 《台灣義 勇隊組織成立經過及三年來工作概況》 (手寫本 ,

中央研 究院台灣史研 究所藏 ,出 版 日期不詳 ),頁 %。 嚴 秀峰 回憶 :「 原有的規模

設備 ,已不能符合病 家的深切殷望 ,遂於 刀 年 9月 初擴充為 『台灣醫院』 ,一 面充

實 內部組織 ,一 方面採購醫療 器具及藥品 ,于 9月 12日 正式成立 。」嚴秀峰 ,〈 抗

戰時期 的台灣義 勇總隊 (下 )一駁正藍敏女士的 自說 自話 〉 ,頁 ” 。194U年成立的

說法見於 《台灣先鋒 》 ,其載 「因規模 太小 ,設備不完善 ,以致不能符病 家深切的

殷望 ,為 補救這一缺憾 ,經於 ” 年 9月 初 間開始把醫療所擴 充為 台灣醫院 。」鄧東

光 ,〈 第一台灣醫院 〉 ,《 台灣先鋒 》 ,6期 (1941.1),頁 的 。

〈台灣義 勇隊醫務工作一瞥 〉 ,《 台灣先鋒》 ,5期 (妙4U.9),頁 9U。

張畢來 ,〈 台灣義 勇隊 〉 ,頁 ∞ 。

資料 室 ,〈 部隊之動 〉 ,《 台灣先鋒》 ,1期 (194U′ ),頁 99。

〈本隊拾錦 〉 ,《 台灣先鋒 》 ,6期 (1941.1),頁 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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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隊員的生活費抽一部份作為 開辦費 ,伺候將逐 日所收藥資來

補充藥品的消耗 。」
η
何以經濟 困窘 ,醫院仍繼續服務 ?鄧東光指

出 「根據經濟 的來源及收入費用的用途來看 ,台灣醫院的意義 ,

政治的意味較為重要 ,因為我們不單純在服務 ,還要使一般民眾

能夠明瞭台灣 同胞是怎樣地用各種方法幫助抗戰 ,以爭取台灣的

獨立解放 ,用 這樣 的工作來影響民眾們認識到我們共 同的敵人是

日本帝 國主義者而增加抗戰 的情緒 。如果不在政治意義上來了解

台灣醫院則可能把他營業化 ,便違背了我們附設它 的原則 。也就

因為我們著眼於政治上的意義 ,故 『廉價 』、
『義診 』,都異於別處 ,

而在規定的時間以外 ,例如半夜來敲門或休息時間來就診 ,我們

也絕不推諉 。」
砪

台灣醫院的服務是基於宣傳台灣抗 日的政治考量 ,因此醫院

經營不以營利為 目的 。醫院 「診斷費掛號費都免收 ,就藥費一項 ,

只收一般醫院的三分之二 ,至於榮譽軍人 ,出征家屬及貧苦民眾

一律免費 ,不論路途遠近 ,日 夜寒暑 ,凡急診患者均隨時前往應

診 。」而在醫院工作 的隊員 「自早晨 5時至晚上 上1時都在忙碌 中 ,

吃飯和睡眠都不能按照規定時間 。」
砂
台灣醫院的收入是以 「夠本 」

為原則 ,所得也悉數運用於義勇隊及醫院工作 ,因此醫院設立 目

的並非營利或尋求經濟來源 。
8U可

見台灣醫院主要在於政治考量 ,

重點在透過醫院服務 ,宣傳義勇隊的工作及主張 ,而這樣 的醫務

工作使台灣醫院醫生有 「革命醫生 」的稱號 。

義勇隊除從事醫療外 ,也從事生產工作 。部分 隊員具有專業

生產技術 ,因此派遣 隊員協助各地製藥 、製樟腦 、生產麻拉利亞

藥水和皮膚病藥膏 、胃病特效藥等 。
81l男 9年 3月 ,派隊員李昇

平到浙江省雲和縣 ,協助縣政府從事樟腦製造 。4月 ,協助福建

建設廳在崇安設立 「樟腦製造廠 」。8月 ,派莊德三等前往浙江建

鄧東光 ,〈 第一台灣醫院 〉 ,頁 43-z14。

同上註 。

嚴秀峰 ,〈 抗戰時期 的台灣義 勇總隊 (下 )一駁正藍敏女士的 自說 自話 〉 ,頁 ” 。

〈台灣義 勇隊醫務工作一瞥 〉 ,頁 9U。

李友邦 ,〈 我們的工作 〉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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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廳代為設計樟腦製造事宜 。9月 ,派隊員莊德三 、李昇平協助

麗水成立 「樟腦製造廠 」。194U年 3月 ,又派莊惠民 、黃授杰等 ,

前往金華 「東關藥品生產合作社 」協助生產戰場所需藥品 。
趁

(三 )政治與宣傳活動

義勇隊所展 開的政治活動主要是對敵政治工作 。所謂對敵政

治工作 ,就是派隊員到部 隊幫忙翻譯 ,包括 日軍文件 、審訊俘虜 、

收聽 日軍廣播 、分析 問題 、調查敵佔區經濟政治情況 、幫助士兵

學習 日語喊話 、唱 日本歌 曲等 ,同 時宣傳義勇隊參戰的意義 。
83由

於隊員 出身台灣 ,善說 日語 ,因此使用 日語來對敵宣傳 ,就成為

重要的工作項 目 。《台灣義勇隊組織成立經過及三年來工作概況 》

中指 出 ,台灣人從小受 日本教育 ,而學得戰爭 中所最需要的工作

能力 ,即能善操流利 的 日語 ,寫通順的 日文 、唱 日本歌 曲 ,以及

了解 日本被迫來華士 兵的心理 ,因此台灣人來擔任這項工作更為

勝任 。
阱

〈台灣義勇隊實際工作概述 〉中也描寫 「本隊隊員多善操

日語 、韓語 ‥‥教育俘虜 、感化俘虜 的工作 ,相信可以順利進展 。」
抬
因有語言專長 ,義勇隊經常在前線部隊幫忙 ,從事 日文翻譯 、廣

播 、喊話 、感化俘虜等工作 。此外義勇隊也利用這項優勢在前線

從事情報收集 ,例如偽裝走私船 出入 日本佔領區 ,或打入 日方軍

政機構及淪陷區 的某些職業 團體 ,或以金錢賄賂敵偽人員 ,獲取

情報 。
跖

「宣傳 」是義勇隊主要工作項 目之一 ,嚴秀峰認為 「義勇隊

紾
秘書室 ,〈 台灣義 勇隊一年來工作概述 〉 ,頁 ω 。

路
張畢來 ,〈 台灣義 勇隊 〉 ,頁 “ 。

解 《台灣義 勇隊組織成立經過及三年來工作概況》 ,頁 15。
“ 〈台灣義 勇隊實際工作概述 〉 ,頁 筠 。
路 1,43年 1月 至 19“ 年 1U月 ,義 勇隊共提供 關於 日方情報 178件 ,其 中金廈情報 9U

件 ,崳山島情報 12件 ,浙 江淪陷區 8件 ,上海情報 1U件 ,沿 海各地情報 58件 。林

真 ,〈 台灣義 勇隊的等組及在福建 的活動 〉 ,頁 9z1。 另據 Jacobs的 訪談 ,認為義 勇
隊的情報工作 曾和杜 月笙的青幫有過接觸合作 。J.BruceJacobs,“ Taiwaneseand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1937-1945: The Urigins of T缸 wan’ s Half-MouⅢ加n People
(Banshanren× ’p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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輾轉工作在敵前敵後 ,工作重點不外是宣傳與慰勞 。」
肝
宣傳工作

主要是演講會 、招待會 、紀念會和 出版書刊等形式 。工作可分為 :

一 ,口 頭宣傳 ,即是配合形勢需要或者配合各種紀念 日運動 、從

軍運動 、獻金等活動 ,舉行演講 、話劇公演 、時事報導等宣傳活

動 。二 ,文字宣傳 ,除了機 關刊物與叢書 的出版外 ,還配合黨政

軍團的各種抗 日活動來繪製標語 、漫畫及紀念特刊 。
路

義勇隊遷駐龍岩後 ,活動的方式產生改變 。隊員回憶 遷往龍

岩後 「改變了以前長期外出流動巡迴 的不安定生活 ,轉變為較為

安定的生活 ,可以執行 中 、長期學習計畫和嚴格的整訓措施 。」
紗

為何有這樣的轉變 ?沌cUbs認為義勇隊遷往龍岩後 ,改變原有的

工作 方 向 ,轉為以進攻台灣為假想訓練 目標 。
∞
隨著戰局逐漸 明

朗 ,「 收復台灣 」成為 國民政府 的政策 ,然並未訂定將以何種形式

收復 ,當時甚至 曾構想以軍 隊佔領台灣 。義勇隊訓練方 向的改變

與此因素有重要關連 。1942年起 ,義勇隊舉辦 「幹部訓練班 」,

每期受訓兩個月 ,人數 6U人 ,到 19併 年共舉辦三期 ,而這顯示

出隨著戰局的轉變 ,義勇隊也修改工作的方向 。

(四 )台 灣少年團的活動

工作與學習是少年 團最重要的兩件事 。少年 團的教育原則為

「工作即學習 ,學習即工作 」,希望配合實際需要實行 「生活學習

合一 」的教育 。在教育方式上注重啟發和集體討論 ,互相競爭等

方式 ,在生活上 ,採取緊張 、活潑和嚴肅三個原則 。
’1大

體少年 團

的學習課程有 :一 、一般知識 ,如三民主義 、中 日語文 、史地常

識等 。二 、台灣革命 間題 。三 、工作技術 ,如 :宣傳 、組織應如

何進行等 。
’2一

般的基本學科有 :國文 、算數 、地理 、歷史等科 目 。

嚴秀峰 ,〈 抗戰時期的台灣義勇總隊 (下 )一駁正藍敏女士的 自說 自話 〉 ,頁 3U。

林真 ,〈 台灣義勇隊的等組及在福建的活動 〉 ,頁 竻 。

黃中一 ,〈 深切緬懷 永遠懷念 〉 ,頁 18。

J. Bruce Jacobs, 
‘‘
Ta〝〃aneseandthe ChineseNa位 onalists, 1937-1949 TheU㎡ gins of

Taiwan’sHalf-MountainPeUpIe(Banshanren)“ pp.95.

《台灣義勇隊組織成立經過及三年來工作概況》 ,頁 31-32。

李煒 ,〈 台灣少年團組織及其工作 〉 ,《 台灣先鋒》 ,2期 (194U.5),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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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理論有 :三民主義 、台灣問題 、抗戰 間題 、兒童 問題等 。其

他技術教育有 :歌詠 、戲劇 、舞蹈 、日文 、軍事操等 。

1941年夏天少年 團進行 「台灣少年 團三十年度夏季三個 月教

育計畫 」,按年齡將 團員分為 甲組與 乙丙組分別訓練 。義勇隊遷至

龍岩後 ,少年 團也於 1943年 3月 開始 「整頓教育 」和 「訓練教育 」,

分別進行文化課程教育和軍事訓練 。
竻

台灣少年 團的主要工作是 「宣傳 」。李煒 回憶 「他們所能做的

工作 ,主要是宣傳抗戰 ,不外乎演講 、演戲 、畫畫 、唱歌等等 。」
兜
此外從事慰 問傷兵 、招待征人家屬 、募寒衣 、公演話劇 、街頭戲

曲 、街頭歌詠 、晨呼 、教育難童等活動 。
竻
陳小沖分析少年 團的宣

傳工作有三種類型 :一 、分赴各地巡迴演講 。二 、組織文藝演 出

隊 ,進行抗 日宣傳 。三 、慰勞前線官兵 ,鼓舞抗戰士氣 。
%

少年 團的生活原則 ,一是集體生活 ,二是 自我教育 。
卯
平常

一
般的生活是 「早上五點起床 ,繼之早操歌詠 ,完了便是朝會 ,朝

會的主要 內容 ,是負責人報告時事和當天計畫 的工作及分工 ;早

餐後 ,由執行的值 日員分配各工作小組 出發 。」
’8團

員張峰回憶 「少

年團的工作條件 、物質生活 ,是極其艱苦的 。每天早晨 ,天不亮 ,

哨聲一響 ,大家立即起來 ,穿上軍裝 ,腰束皮帶 ,整裝到操場跑

步 、練操 。外出巡迴演出 ,翻山越領 ,磨破了腳 ,還要繼續趕路 ,吃

的是自己從十幾里外的糧站挑來的糙米 (紅米 ),打草鞋 ,睡地鋪 ,兩

個人蓋一條被 ,一套打了補丁的舊棉衣 ,三個冬天不離身 。」
”

少年 團也與各地 的少年 團體及刊物聯繫 ,關係密切的如 :朝

鮮三一少年 團 ,其他像是浙江少年營 、廈 門兒童劇 團 、孩子劇 團 、

小小劇 團等 ,刊物有東南兒童 、現代兒童等 。
lUU台

灣少年 團不僅

男
黃莘 ,〈 跟隨李友邦總隊長的足跡 〉 ,《 台聲》 ,3期 (1999.3),頁 16。

舛
夏云 ,〈 台灣少年回在浙江〉 ,頁 176。

% 
〈少年團本年生活計畫〉 ,《 台灣先鋒》 ,l期 (194U.4),頁 93。

%陳
小沖 ,〈 台灣少年團述論 〉 ,頁 2U2-2U9。

叨
李煒 ,〈 台灣少年團組織及其工作 〉 ,頁 m＿ 51。

璐
何蜀英 ,〈 工作在浙東前哨的台灣少年國〉,《 台灣先鋒》 ,8期 (1941.5),頁 2U。

∞
張峰 ,〈 難忘的戰鬥生活 〉 ,頁 19。

m°
秘書室 ,〈 台灣義勇隊一年來工作概述 〉 ,頁 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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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這些 團體保持聯繫 ,更經常與這些 團體聯合表演 、參加活動或

者舉辦聯誼會 。

四 、結語

台灣義 勇隊隨著人數 的成長 ,組織逐漸變更調整 ,並配合著

時代變遷和時局之所需 ,組織體系也產生不 同階段的變化 。開羅

會議後 國民政府對台 的態度漸趨 明朗 ,義勇隊也 隨著轉變 ,開始

計畫 「收復台灣 」的工作 。義勇隊的幹部與隊員也分別參加 國民

政府所舉辦的黨務 、行政 、警務幹部訓練班 。19犯 年 8月 ,義勇

隊在南遷龍岩 的途 中 ,於福建南平成立 「三民主義青年 團台灣義

勇隊分 團籌備處 」。1943年 1月 ,「 三民主義青年 團中央直屬台灣

義勇隊分 團 」在龍岩正式成立 。台灣義勇隊與三青 團發生關係後 ,

其組織與方 向產生改變 ,義勇隊逐漸走上以三青團為主幹 的發展 。

一般認為台灣義勇隊是武裝的戰 鬥隊伍 ,事實上義勇隊的工

作與活動 ,政治重於軍事 ,主要活動是醫務生產與政治宣傳 。衡

量義勇隊專長及人數 、裝備 ,其活動 內容不是武裝戰 鬥 。台灣義

勇隊活動 內容及工作種類 的劃分 ,主要是根據 隊員 中特有 的技術

而定 ,因此義勇隊以醫務 、生產 、政治 、宣傳為主要 的工作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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