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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仔」是什麼？光復初期臺北地區非法組織調查報告告訴您

「艋舺」電影描述光復後萬華地區

非法組織運作情形，電影劇情總離不開

歷史事實，的確在光復初期這些非法組

織早已存在，然而非法組織真的像電影

描述的那樣嗎？就讓本期的探尋國家寶

藏告訴您答案！ 
  

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研究員 馬有成
 

臺灣在日治時期的地方治安控制，主要是依賴警察與保甲，民眾日常生

活與警察的接觸相當頻繁，而此時警察所享有之廣大權力，幾乎可視為「無

所不在、無所不能」，當時警察深入干預及監控民眾生活與言行，並對地方

上的「匪徒」查緝甚密。 
 

民國（以下同）34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後，日籍警察因為失去原

有統治權力，部分民眾遂趁此政權轉換之際，藉維持地方治安之名，成立自

發性組織，且對於昔日日籍警察的壓迫，因心懷怨恨而有伺機尋仇報復的心

理，致使當時社會治安稍脫常軌，各地刑事案件間或有之。
 

34年10月25日政府正式接管臺灣警政，因來臺的警政人數不足，無法

滿足全臺的警務工作需求，致使各地治安呈現不穩狀況。在警政接收青黃不

接之際，當時臺北市內有遊民萬餘人，各立幫派並伺機滋事，毆打日籍警

察，並沿街設攤賭博，造成市區治安危機。臺北市政府鑑於警力不足，便於

11月1日成立義勇糾察隊，招募無業青年加入，協助安定地方秩序，避免青

年遊蕩而造成社會負擔（檔案影像1-1、1-2）。 
 

義勇糾察隊屬於臨時性組織，成員來自民間無業青年，維持治安確有貢

獻。然因成員良莠不齊，在成立一個月後因部分成員有越軌舉止，與軍警摩

擦日深致使弊端叢生，臺北市便將該隊予以解散，改編為義勇警察隊等民警

組織（檔案影像2-1、2-2、2-3、2-4）。
 

在臺北市以義勇警察隊取代義勇糾察隊時，全臺亦有許多地方成立義勇

警察隊協助維持地方治安，後因成效不彰予以解散，改組為義務警察隊，藉

 

內政部中部辦公室管有民

國38年以前檔案入庫囉
該批檔案產生於民國35年
至38年，內容為公有土地

放租、合作社場法令解釋、

機關團體合作社成立登記、

各縣市合作社行政人員編

制、合作農場成立登記、合

作農場法令規章及辦法案、

合作社財產清算及人員任免

銓敘等檔案資料，共計65
卷，歡迎多加利用！

 國家檔案現有館藏介紹
 國家檔案典藏新訊

花蓮地方法院及經濟部水

利署等檔案即將移轉！

花蓮地方法院、經濟部水利

署、中央警察大學、行政院

衛生署澎湖醫院、宜蘭醫院

及土地銀行等機關民國38
年以前檔案，計約483卷，

主要內容為日產接收、日僑

留用、人事任免、銀行存放

款規劃、行處設立、學籍管

理及機關組織編制等，預定

99. 8.15前移轉本局。
 本局檔案移轉資訊

「全民Þ大檔」尋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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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穩固地方。此外，35年警政接收漸趨尾聲之際，由於各地治安不靖、民眾

缺乏組織及警力不足，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即參酌日治時期所建立的保

甲組織及壯丁團，建立各縣市村里「壯丁守望隊」，藉以維護地方治安，遏

除奸究，以促進社會秩序安寧（檔案影像3-1、3-2）。
 

從官方角度而言，無業遊民及流氓，亦為影響治安的要素之一；故行政

長官公署除了以警察、民警組織來維持社會治安外，並對無業遊民及流氓進

行相關調查，以便控制管理。
 

據35年2月的統計顯示，全臺無業遊民共有5,064人，流氓則有2,922
人，其中臺北市的無業遊民與流氓人數為各縣市之冠。在228事件後，行政

長官公署認為因不良份子煽動民眾，才會導致事件擴大，臺灣省警務處乃針

對各縣市非法組織及曾擔任皇民奉公會的人士進行調查，藉以迅速恢復社會

安定（檔案影像4-1、4-2、4-3、4-4、4-5）。
 

在警察機關持續監控非法組織及流氓下，37年臺灣省警務處據報臺北市

萬華區有新興流氓非法組織，特要求臺北市警察局進行相關調查（檔案影像

5）；經調查後，萬華地區的流氓組織為「萬華車站之十二牲相、龍山寺口

之十九路軍、祖師廟口之蜘蛛黨及蕃薯市之一心派」等，為日治時期便已出

現之流氓組織，活動區域則以蕃薯市（按：貴陽街）及芳明館一帶為主（檔

案影像6-1、6-2、6-3），而在228事件後僅餘蜘蛛黨活動頻繁（檔案影像

7-1、7-2）。此外光復後當地新興流氓組織則有「堀江部隊」，該組織成員

多為自海外復員返國之舊日軍，人數約有百餘名，擁有槍枝、手榴彈等武

器，並犯有敲詐勒索、賭博等不法行為，影響萬華地區治安甚重（檔案影像

8-1、8-2、8-3），警方繼而嚴密控制。 
 

光復初期官方的調查報告裡顯示，非法組織的活動對於大眾安全影響甚

鉅，需加以注意與監控。「艋舺」電影下非法組織成員間的兄弟情誼，在劇

情安排下相當生動，然實際上並非如此美好，因此透過翻閱這些老舊檔案，

方能更深入瞭解這些非法組織的記載。
 

 
參考資料：

  
1.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三月來工作概要（三十四

年十月二十五日—三十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臺北市：編者，民35。
  

2.黃玉齋主編，《臺灣年鑑》。臺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民90。
  

3.黃靜嘉。《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臺灣殖民統治及其影響》。臺北市：

臺灣商務，民91。

 

檔案影像1-1
 檔案內容：「擬請組織臺北市義勇糾察

隊以協助治安」 
 檔號：0034/474/1758/001/001

 來源機關：國史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複製品)

 

檔案影像1-2
 檔案內容：「擬請組織臺北市義勇糾察

隊以協助治安」 
 

得獎名單看這裡
 為配合本局全球資訊網改

版，強化檔案管理相關訊息

之宣導，自99.6.1至7.1辦
理「全民最大檔」尋寶活

動，並於7.6公開抽獎，計

有20人得獎，恭喜得獎

人。查詢得獎名單

「檔案的故事第5集」徵文
活動開跑！

為引導大眾認識檔案，進而

引發應用興趣，本局特舉辦

「檔案的故事第5集」徵文

活動，竭誠歡迎您用豐富有

趣的文字，提供與檔案有

關，具生活性、趣味性或特

殊性的故事與大家分享。詳

情請見活動說明。

 
第74梯次替代役公共行政
役(檔案)優異役男表揚暨
退役茶會活動

99.6.4舉行第74梯次替代

役公共行政役(檔案)優異役

男表揚暨退役茶會，由本局

陳局長旭琳(中間站立者)及
內政部役政署郭署長清泉

(中右)共同主持。

 

 

馮玉祥為什麼要絕食？

根據「馮玉祥日記」的記載，

馮玉祥自1929年10月22日晚

至10月25日下午5時絕食約3
天。他為何要絕食？究竟抗議

什麼？向誰抗議？…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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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0034/474/1758/001/001
 來源機關：國史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複製品)

 

檔案影像2-1
 檔案內容：「為組織義勇糾察隊地方治

安得永久保全據此理合簽請察核示遵

由」 
 檔號：0034/474/1758/001/009

 來源機關：國史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複製品)

 

檔案影像2-2
 檔案內容：「為組織義勇糾察隊地方治

安得永久保全據此理合簽請察核示遵

由」 
 檔號：0034/474/1758/001/009

 來源機關：國史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複製品)

 

檔案影像2-3
 檔案內容：「為組織義勇糾察隊地方治

安得永久保全據此理合簽請察核示遵

由」 
 檔號：0034/474/1758/001/009

 來源機關：國史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複製品)

 

檔案影像2-4
 檔案內容：「為組織義勇糾察隊地方治

安得永久保全據此理合簽請察核示遵

由」 
 檔號：0034/474/1758/001/009

 來源機關：國史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複製品)

 

檔案影像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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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內容：「擬具臺灣省各縣市壯丁守

望隊組織辦法草案」 
 檔號：0035/474/1825/001/001

 來源機關：國史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複製品)

 

檔案影像3-2
 檔案內容：「各縣市守望隊之指揮監督

擬由就近警察機關負責」 
 檔號：0035/474/1825/001/002

 來源機關：國史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複製品)

 

檔案影像：4-1
 檔案內容：「製發各縣市非法組織調查

表飭屬翔實填造十日內報處」 
 檔號：0035/474/1719/001/001

 來源機關：國史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複製品)

 

檔案影像：4-2
 檔案內容：「製發各縣市非法組織調查

表飭屬翔實填造十日內報處」 
 檔號：0035/474/1719/001/001

 來源機關：國史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複製品)

 

檔案影像4-3
 檔案內容：「調查流氓及皇民奉公會職

員非法活動情形」 
 檔號：0035/474/1719/001/002

 來源機關：國史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複製品)

 

檔案影像4-4
 檔案內容：「調查流氓及皇民奉公會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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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非法活動情形」 
 檔號：0035/474/1719/001/002

 來源機關：國史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複製品)

 

檔案影像4-5
 檔案內容：「調查流氓及皇民奉公會職

員非法活動情形」 
 檔號：0035/474/1719/001/002

 來源機關：國史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複製品)

 

檔案影像5
 檔案內容：「查辦萬華流氓新興組織具

報」 
 檔號：0037/474/1957/001/001

 來源機關：國史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複製品)

 

檔案影像6-1
 檔案內容：「注意偵防臺北市新興流氓

組織活動情形」 
 檔號：0037/474/1957/001/002

 來源機關：國史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複製品)

 

檔案影像6-2
 檔案內容：「注意偵防臺北市新興流氓

組織活動情形」 
 檔號：0037/474/1957/001/002

 來源機關：國史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複製品)

 

檔案影像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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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內容：「具報查辦萬華流氓新興組

織情形」 
 檔號：0037/474/1957/001/008

 來源機關：國史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複製品)

 

檔案影像7-1
 檔案內容：「萬華流氓化名『烏秋』等

充任刑警等情調查報告」 
 檔號：0037/474/1957/001/007

 來源機關：國史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複製品)

 

檔案影像7-2
 檔案內容：「萬華流氓化名『烏秋』等

充任刑警等情調查報告」 
 檔號：0037/474/1957/001/007

 來源機關：國史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複製品)

 

檔案影像8-1
 檔案內容：「據報流氓組織『堀江部

隊』等不法等情希迅併飭查辦復報」 
 檔號：0037/474/1957/001/009

 來源機關：國史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複製品)

 

檔案影像8-2
 檔案內容：「流氓非法組織『堀江部

隊』希迅飭屬詳查嚴辦復報」
 檔號：0037/474/1957/001/004

 來源機關：國史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複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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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影像8-3
 檔案內容：「流氓非法組織『堀江部

隊』希迅飭屬詳查嚴辦復報」
 檔號：0037/474/1957/001/004

 來源機關：國史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複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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