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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的財產？還是日本人的財產？－政府接收臺灣日產的插曲

日僑遣返前檢查
圖片來源：《臺灣省接收委員會日產
處理委員會結束總報告》，民36

。

民國34年，日本戰敗投降，國民
政府接收臺灣，日本人的公、私有財產
由我政府接收，以待日後求償時之用。
政府要區隔臺灣人與日本人的財產，必
須訂定一個禁止移轉日產的日期。然
而，從日本宣佈投降的8月15日，至10
月5日前進指揮所抵臺期間，因禁止令
發布的模糊，造成應由何時開始禁止移
轉的爭議。檔案管理局管有的檔案中，
適有幾件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的公文，或
可提供觀察、討論。
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陳亮州

國民政府對於日本人的財產，稱之為「敵產」，或通稱為「日產」。對
日人財產轉移的限制，刻不容緩，政府雖然在民國(以下同)34年10月25日
才正式接收臺灣，在此之前，前進指揮所已於10月15日擬定臺進字第2號公
告，並於次日10月16日公告周知。該公告述及「照得向為臺灣政府及日本政
府暨日籍人民所有之公私財產（含動產及不動產）早經禁示轉移及變賣，乃
據報仍有不肖之徒，擅將公私財物及公用器物私自買賣，甚有更姓過戶情
事，實屬不法」。公告所稱的「早經禁示轉移及變賣」，指的是盟軍在8月
15日，即日軍宣布投降日，對於日產發布的禁制令。此公告要求「中華人民
對於日人之公私財產，除商店習慣、正常營業者外，切勿貪圖小利私自收
買，致遭法律制裁並受私人損失；其有不明規定在八月十五日以後已經收買
或變姓過戶者，應速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將原物退還原主」。現存檔案有該
公告初稿，兩相比對可看出修正主要在兩點：一、初稿以「不論大小物品」
均禁止轉移，改以「商店習慣、正常營業者」除外；二、初稿並無訂出明確
時間，定稿則以8月15日為期限。顯然，前進指揮所對此有所考量、修訂，
時間則採取較為嚴格的8月15日（檔案影像1-1、1-2）。
臺灣行政長官公署(以下簡稱行政長官公署)成立之後，於34年12月27
日，以仍有日產移轉的情形發生，與高等法院會銜以署民字692號公告，強
http://alohas.archives.gov.tw/40/search.html

中國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總廠檔案入庫囉！

該批檔案產生於民國35年
至 90 年 ， 內 容 為 船 塢 合
約、土地登記、工業用地、
組織編制、日產基地換約申
請書、我國工業研究發展計
畫、環保工程等檔案資料，
共計1,474卷，歡迎多加利
用！國家檔案典藏新訊 國
家檔案現有館藏介紹

國家圖書館及合作金庫等
檔案即將移轉！

國家圖書館民國38年以前
檔案及合作金庫民營化前檔
案，計約12,720卷，主要
內 容 為 組織沿 革 、 日 產 接
收、授信及放款、人事及財
產管理等，預定99.11.15
前移轉本局。本局檔案移轉
資訊

行政院長吳敦義院長蒞臨
第8屆金檔獎暨金質獎頒獎
典禮

本（99）年10月13日本局
假台北戲棚舉辦第8屆金檔
獎暨金質獎頒獎典禮，行政
院吳院長敦義蒞臨致詞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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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凡日人不動產在本年八月十五日以後，變賣移轉或設定負擔者一律無
效」，追認重申前進指揮所的公告。
隨著接收日產工作的進行，要以哪個時間為準，逐漸成為爭議的焦點。
主張8月15日者認為，當日盟軍已有公告，如要避免日產非法轉移，杜絕發
國難財，就應以8月15日為準。反對者則認為，盟軍的禁令並無在臺灣公
告，日本投降當日雖有透過廣播宣布，但收音機並不普及，無法達到眾所周
知的程度，應以前進指揮所的公告日10月16日為準。意見相左的雙方，透過
陳情、登報的管道，希望政府採納。
由於大陸各地的接收工作貪污傳聞不斷，政府為了肅貪及清查處理敵偽
物資，乃於35年5月成立清查團。同年8月1日，閩臺區接收清查團由團長劉
文島率領抵臺。8月17日，在閩臺區接收清查團所招開的記者會上，記者詢
問團長劉文島時指出，34年8月15日以後登記買賣的日產者甚多，行政長官
公署卻公布買賣無效，日產接收的糾紛及弊端由此而生﹔而且臺灣人在10月
25日才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行政長官公署的法令卻追溯至8月15日。對此，
劉文島則認為8月15日既為政府明令公布，臺灣也應該施行，至於產生的問
題應當加以研究解決。記者會後2天，由將近90位民眾及全部的臺北市參議
員、區長，聯名向行政長官陳儀陳請，希望將不動產買賣的有效時間，延後
至10月16日。
民間有不同意見，且連署陳情，行政長官公署只好再研議此一問題。35
年9月13日，行政長官公署第42次政務會議中，陳儀指示：「本案先由日產
會、法制會、工礦處、交通處、農林樹、地政局審查，並請楊院長參加，由
方主任委員召集」（檔案影像2）。主導研議的為日產處理委員會與法制委
員會，方主任委員指的是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方學李。由於要了解糾紛的種
類與實際案件，乃發文13個縣市政府徵詢意見，其中有8個縣市主張應維持8
月15日，1個縣市主張10月16日，其餘縣市則以光復日或南京受降日為準。
還在研擬之際，突然在35年10月中旬，行政院電令以34年10月1日為敵產
停止轉移時效，追認陸軍總部先前發布的「日人在中國私人產業暫行處理辦
法」所規定的時間。等於在原有討論的兩個時間點之外，又加上了一個時間
點，狀況更加複雜。35年10月22日，法制委員會召開的第2次審查會認為，
前進指揮所既已公告以8月15日為準，且行政長官公署與高等法院也曾會銜
公告，如果改以10月1日，則政府有失威信，且以實況來看也不妥當，應該
申述理由，報請行政院再核。同時，擬訂「臺灣省日產移轉清理辦法草案」
以周全相關細部規定（檔案影像3-1、3-2）。不過，行政長官陳儀並未同
意，僅批示「提會討論」，這或許與來自民間的壓力有關（檔案影像4-1、
4-2）。
與第2次審查會約略同一時間，35年10月21月，蔣中正與宋美齡首次訪
臺，民眾又在《新生報》、《民報》等報紙上刊登陳情書，要向蔣中正陳
情。主張盟軍禁止日人不動產買賣命令，雖是8月15日發出，但在10月16日
以前並未正式接獲禁令，買賣當然有效；此外，大陸的淪陷區既然是以10月
1日為準，更加證明禁止日期不必受限於盟軍的命令。
時間的爭議至此，顯然不是地方的政府權責所能解決，於是行政長官公
署向行政院請示辦理的方式，後由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按照司法院解釋辦
理，即8月15日為準。行政長官公署乃於民國35年12月17日公布「臺灣省
日產移轉清理辦法」，由日產處理委員會辦理日產移轉清理的案件。
二二八事件之後，省政改組，36年5月16日，行政長官公署正式改制為
省政府，由魏道明擔任省主席。或許因為首長更替，主張10月16日的民眾再
提出陳情，魏道明為解決陳情案，也再度向行政院請示。相對的，主張8月
15日的民眾，見此問題有可能翻案也提出陳情。禁止移轉日期的爭議，最終
持續至37年，行政院才改定以34年10月16日為臺灣省日產停止移轉日期，
並訂定「臺灣省日產移轉案件審查辦法」，以個案審查的方式來處理。由上
述的過程觀之，看似簡單的時間問題，實則牽涉甚廣，政府接收臺灣工作之
困難與複雜，或可略窺一二。
http://alohas.archives.gov.tw/40/search.html

獎，肯定各機關檔案管理人
員對於保存政府施政紀錄的
貢獻，並期勉大家重視檔案
的珍貴價值，為國家社會發
展留下見證。

「加入國家檔案會員‧享知
識獎萬元」行銷活動倒數
計時！
您錯過第一波「挖掘國家寶
藏，挖出iPhone手機！」
的網路行銷活動嗎？沒關係
～您還有機會參加本局舉辦
的「加入國家檔案會員‧享
知識獎萬元」活動，即日起
至99年11月5日中午12時
止，只要透過活動網頁詳填
資料並同意加入「國家檔案
資訊網」會員，即有機會獲
得 萬 元 SOGO 禮 券 、 五 千
元 家 樂 福禮券 等 大 獎 ！ 喔
(活動網頁網址http://
archives.ehosting.com.
tw/member/main.php)

「填樂活問卷．享 3C 大
獎」
為掌握訂戶及社會大眾對
於本報的意見及期待，本
局謹定自99.10.15中午12
時起至10.25中午12時止
舉辦「填樂活問卷．享3C
大獎」活動，歡迎大家踴
躍填問卷拿3C大獎。

「電子檔案管理技術研討
會」隆重登場囉！
本局定於99.10.20~
10.22 於 臺 北 與 花 蓮 舉 辦
「99年度電子檔案管理技
術研討會」，邀請國內學者
專家共同研討電子檔案管理
策略與技術發展，並請新加
坡國家檔案館畢觀華館長與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謝
麗教授專題演講，分享國外
電子檔案管理經驗，歡迎踴
躍至現場聆聽！臺北場 花
蓮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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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陳亮州，〈戰後禁止日產轉移日期爭議初探〉，《臺灣風物》51卷3期
（民90年9月）：73-90。
2. 臺灣省日產處理委員會編，《臺灣省日產處理法令彙編（第一輯）》(臺
北﹕編者，民35)。
3. 臺灣省日產處理委員會編，《臺灣省接收委員會日產處理委員會結束總
報告》(臺北﹕編者，民36年6月)。

檔案影像1-1
檔號：0034/013/314/1/010
檔案內容：「臺灣政府及日本政府暨
人民所有之公私財產早經
禁止轉移及買賣」
檔案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千里始足下」 - 臺大總務處
歷史檔案策展小記
千里始足下

國立臺灣大學「
」
歷史檔案特展，以尊重、創
意、感動為規劃核心，在臺大
著名建築古蹟-行政大樓入口，
開啟一扇歷史之窗，呈現光復
初期至50年代校內總務行政景
象，極具增添空間文化意象及
激勵行政品質提昇之效果。 …
詳全文

檔案影像1-2
檔號：0034/013/314/1/010
檔案內容：「臺灣政府及日本政府暨
人民所有之公私財產早經
禁止轉移及買賣」
檔案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2
檔號：0036/1-5-1/1/1/004
檔案內容：「檢送第42次政務會議錄
由」
檔案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3-1
檔號：0035/074.7/56/1/002
檔案內容：「為日產移轉清理辦法草
案審查案簽請鈞核示遵由
」
檔案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3-2
檔號：0035/074.7/56/1/002
檔案內容：「為日產移轉清理辦法草
案審查案簽請鈞核示遵由
」

http://alohas.archives.gov.tw/40/sear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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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4-1
檔號：0035/074.7/56/1/002
檔案內容：「為日產移轉清理辦法草
案審查案簽請鈞核示遵由
」
檔案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4-2
檔號：0035/074.7/56/1/002
檔案內容：「為日產移轉清理辦法草
案審查案簽請鈞核示遵由
」
檔案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徵稿訊息 │ 精采回顧 │ 訂閱 / 取消訂閱 │ 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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