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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事件的過程             

                                         

 
 1949 年 3 月 20 日晚上 9 點 15 分，台大法學院學生何景岳和師範學院博物系學生

李元勳，共乘一輛腳踏車，經過台北大安橋附近時，被中山路派出所一名謝姓警員認為違

反交通規則取締，因而發生衝突。兩名學生據說被該警員用手銬銬於辦公桌腳，並遭毆

打，隨後並被押送台北市第四警察分局扣押。 
 
 兩名學生被捕的當天晚上，首先得到消息的師範學生，集合了兩三百人趕到分局交

涉，而四、五百名台大學生隨後也聞訊前往聲援，兩校學生要求警方釋放何、李兩人，並

要求警察局劉監烈出來向學生道歉，警方雖立刻將兩名學生釋放並將肇事警員拘押，但要

警察局長道歉只是之能以電話請示。 
 
 不久，台大訓導長鄭通和乘著傅斯年校長的小汽車趕到現場疏勸學生，可是學生還

是堅決要見警察局長。不久，警察局督察長龔經笥趕到現場，代表總局長前來調解，但是

學生仍然堅持要由局長親自解決，經過往復折衝，到天將亮時，有些學生支持不下，變提

議解散。 
 
 3 月 21 日上午 8 點左右，台大與師院學生選出十八人合組主席團，前往市警局向

局長請願，陪同前往的學生約千餘人，現場還有不少圍觀的路人。後來，由主席團成員代

表學生進入警局，提出了五項要求：一、嚴懲肇事人員。二、受傷同學由警局賠償醫藥

費。三、由總局長登報道歉。四、請總局長公開向被害同學道歉。五、登報保證以後不發

生類似事情。針對學生代表的五項要求，劉監烈在學生的壓力下當場簽字，並下樓向廣場

上的學生致歉，才暫時平息這場風波。 
 
 但到了 3 月 29 日，以台大和師院為主的北市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自治會，在台大法

學院廣場舉行了一場慶祝青年節---營火晚會大會並宣布要在各校學生自治會的基礎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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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台北市學生聯合會』，以爭取生存權利、反對飢餓和迫害、要求民主自由等燒營火呼

口號唱歌，號召全省學生的聯結。 
 
 這時，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從南京返台，當他聽完事件的處理報告後，當

場大發雷霆，下令由警總副司令彭孟緝負責，清查『主謀份子』，準備抓人。一時之間，

台北的大學區便籠罩在白色恐怖的風暴即將吹來的威脅之下，到處風聲鶴唳，學生人人自

危。 
 
 4 月 5 日，恰逢清明節，師院貼出：『清明節放假一天』的佈告，許多本省學生就

回家過年，外省學生也有不少人外出，第一宿舍裡只剩少數的複習功課的學生，陳誠下達

的逮捕行動於是展開，第一個被捕的對象便是師範學院新選出的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愼源。 
 
 當天傍晚，兩名便衣特務來到龍泉街口的師院學生第一宿舍，騙出在宿舍內的周愼

源架上三輪車帶走，但當車子經過公園路台大學生宿舍時，周愼源趁機跳下行進中的車

子，向宿舍奔逃，並一路大喊：『特務抓人！』那兩名特務沒有提防到周愼源會突然跳

車，連忙拔槍追趕，並且開槍示警，但是因為許多學生已聞聲趕來，他們不敢冒然衝進學

生宿舍，只好悻悻離去。聞訊而來的師院及台大學生則出動六十輛腳踏車護送周愼源回到

師院第一宿舍，學生知道後莫不群情激憤，慷慨激昂，一場更盛大的罷課遊行行動即將衝

撞當局的底線。 
 
 就在這時候，學生發現師院第一宿舍被有關單位包圍，因而決定輪流站崗守衛，只

要發現狀況就敲面盆示警。到了 4 月 6 日的凌晨一點以後，天空突然下起大雨，一陣陣急

促的臉盆跟著響徹夜空，驚醒的學生發現全副武裝的軍警憲人員正向南樓逼近。由於餐廳

的四面全是玻璃窗，在探照燈的照射下，學生的活動完全暴露在光亮之中，學生們於是決

定轉移到北樓，但因為寡不敵眾，餐廳與南樓先後失守，學生只能據守北樓樓上，全體投

入戰鬥。後來，警備總司令部遞進來一份以周愼源為首的黑名單，同時表示只要把人交出

來，其他人就可平安無事，但學生們決定抗戰到底。 
 
 在雙方對峙中，師院代理院長謝東閔先後兩次上樓，苦言勸告學生們交出周愼源等

『黑名單』上的同學，但是，謝東閔的勸導卻遭到學生的批評，等到謝東閔無功而退之後

不久，學生們就警覺到憲警準備動手抓人了。黎明前，一名排長沉不住氣地對空開了一

槍，緊張情勢突然升高，軍警見學生沒有下樓的意思，於是開始搬動堵在樓梯口的桌椅，

以十餘人為先鋒，硬衝上來，為了自保，學生們也就拿起碗筷、椅子砸下去，但憲警還還

是衝上來見了人就打，然後把學生們一個個綁起來，押到軍卡車上開往陸軍第三部隊的營

房，當天，住在新生南路台大男生宿舍的學生，也同時遭到集體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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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當天一共有一百多名以台大與師院為主的學生被捕入獄，其中有七人在獄中

被槍斃，不少學生失踪，是為『四六事件』，成為此後大學校園蒙上白色恐怖陰影之濫

觴。 
 
 根據後來檢察院對於這起事件所做的調查報告指出，『四六事件』發生後，台大因

屬國立大學而不受台灣省政府管轄，也就未遭『停課整頓』，當時的台大校長傅斯年並得

以派訓導長探視被捕學生，同時向地方治安當局請求依法律途徑處理學生。但師範學院因

為屬省立學校，依台灣省政府的命令『停止上課』，所有學生一律重新登記，省府並下令

撤換院長，成立整頓學風委員會，經重新登記審核後，計有三十六人被除名。 
 
 將近半個世紀後，台灣大學成立了一個『四六事件資料蒐集小組』，於 1997 年 6
月 7 日對當年的『四六事件』作出了一個總結報告，其中，對於該事件的歷史意義提出了

解釋說：『四六事件的發生，可以視為學生對國共內戰困局的一種積極歷史性回應方式。

當時台灣社會農工生產遲滯，政經結構條件極不安定，國民政府又面對國共內戰吃緊，無

法全面發展高等教育相關政策。但在此狀態下，台大及師院的學生仍以社會正義為呼聲，

充分展現台灣社會戒嚴前，學生自主性動員的遊行、抗議之聲勢，同時參與民間社會、縱

論國事的熱情與視野。』 
 
 而對於當年政府所犯下的錯誤，戒嚴之後的新政府則是決心要予以面對、平反，依

照 2000 年 12 月 15 日修正公佈的『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增加

了四六事件受難者為適用對象，並由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受理

受裁判者的認定及補償事宜，政府並指定教育部代表向『四六事件』受難者家屬致歉，希

望能夠藉此彌平傷口，記取教訓，為校園自主、學術自由樹立更良好的基石，只是，當年

的生命已然飄零，青春的鐘聲也無法再迴盪洋溢矣。 
 
 
 
『四六事件』是台灣白色恐怖的濫觴 
 

以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為主題，聯合國立台灣大學所發起要

求提高公費待遇的『反飢餓鬥爭』，以救苦、救難、救餓荒為主的學生運動。當時除了不

少中國大陸的學生流亡台灣並在台大與師大就讀，而且當時不少台灣的知識份子都有社會

主義的素樸理想，其中不乏由於對國民政府失去信心而對中國共產黨尋求精神寄託者，導

致中國大陸的學生運動與台灣的學生運動合流。之後引發政府當局大規模逮捕學生的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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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3 月 21 日，台大與師院的學生選派代表前往台北市警察總局請願，陪同請

願的學生與民眾超過一千人並包圍警局，致使警方在群眾壓力下被迫道歉。然而學生沿路

高唱中國大陸的學運歌曲《你是燈塔》、《跌倒算什麼》，並且高呼中國大陸的學運口

號：『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引發當局高度關切，認定校園受到中國共產

黨的統戰與滲透。3 月 29 日，台大法學院舉辦營火晚會，會中高唱中國大陸解放區歌

曲，消息傳到當時派任台灣的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時，陳誠便決定鎮壓學生運

動，下令當時擔任警備副總司令的彭孟緝緝拿『主謀份子』。 
 
在 4 月 6 日軍警包圍台大與師大宿舍時，其中師範大學自治會主席周愼源雖然逃

脫，但是據說不久後在清鄉中也遭到殺害。當天有百多位學生遭逮捕入獄，其中有 7 名學

生被捕後槍決，此事件後部分學生紛紛出走中國大陸。 
 
時任台大校長傅斯年對當局不經法律程序經行進入台大校園內逮捕師生高度不滿，

親自找國民黨最高當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師生必須經過校長批准。他甚至警告當時台灣

警備總司令副司令彭孟緝：“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許壽裳生前好友謝似顏（時任台師體育教授兼主任）會同林本、王德昭、黃肅秋等

多位教授搶救學生，被當局解聘。 
 
 
 
青年節的『營火會』 
 

晚會主持人是台大學生葉城松，除台大、師院、台北市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踴躍參加

之外，台中農學院和台南學院也有代表前來。根據事後兩位當事人回憶當天晚會情形，這

樣描述： 
 
 當天的營火晚會活動，以台大『麥浪歌詠隊』的歌舞表演為主，除了各種民歌之

外，還演唱了《你是燈塔》、《你是舵手》、《王大娘補缸》……等大陸學生搞學運時常

唱的歌曲。當天的晚會簡直成了公開的『解放區』了！當『麥浪』成員在台上唱《王大娘

補缸》的時候，全場連《秧歌》都扭起了。 
 
 
台大麥浪歌詠隊 
 
 創設者張以淮，在四六事件後，則繼續組織和領導台大蜜蜂文藝社、樂群音樂社、

東南風社、自由畫社、燈塔社和方向社等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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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灯塔》歌詞 

你是灯塔  
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核心  
你就是方向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中国一定解放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  
人类一定解放 

 

《团结就是力量》歌詞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自由 
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自由 
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MUSIC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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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自由 
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上街遊行的 6 位首謀 
 
 師院學生：周愼源、鄭鴻溪、莊輝彰、方啟明、趙制陽、朱商彝等計六名首謀，張

貼標語、散發傳單、煽惑人心、擾亂秩序、妨害治安，甚至搗毀公署，私擅拘禁執行公務

人員，肆行不法，殊屬居心叵測。 
 
學生的通告 
 
 
 
 
 
 
 
 
 
 
 
 
 
 
 
 
 
 
 
 
 
 
 
 
 

 同學被捕後大批武裝人員仍舊駐守在宿舍內，翻箱倒櫃恣意搜查。自 8 日

晚的封鎖仍未解除，被捕的兩百餘人，仍舊拘禁在警備旅內。戰犯陳誠更於 6 日

發表強詞奪理、歪曲事實的談話，並令師範學院聽課，聽候整頓。御用參議會非

但不能站在道義的立場上為人民講話，反綁著反動政府，甘心作幫兇的工具。 
 『 同學們！同胞們！反動政府於一夜間，非法逮捕兩百餘大學生，並濫施

非刑，軍警封鎖達三天之久。這種暴行，是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的五十一年中

所未有，而在“光復”三年後的今天乃見之。 
      同學們！同胞們！我們不用抗議，我們不用呼籲，向劊子手和幫兇們抗

議和呼籲有什麼用呢？我們要控訴，向全省、全國、全世界的正義人士們控訴，

大聲地控訴這種非人的暴行，我們要把憤怒深深的埋在心頭，等到最後一次的爆

炸。』 

 同學們！同胞們！ 
  戰犯和劊子手們剛在南京製造了『四一慘案』，接著便在台北市演

出了『四五暴行』。4 月 5 日晚上 10 時，反動政府動員了大隊的軍警憲包圍和平

東路的師範學院宿舍和新生南路與公園路的台灣大學宿舍，荷槍實彈封鎖交通，

如臨大敵。包圍以後既分頭衝入，要求交出所謂“黑名單”上的學生。同學們因為

這些學生們正是最善良、最能為同學謀福利的人，拒絕交出。武裝的匪徒們仍持

木棍鐵尺，衝入房內，並開槍示威，同學們赤手空拳被打得破頭血淋，結果師院

捕去兩百餘人，台大被捕去四十餘人，都捆綁上銬，途中滾拳交加。同學們被捕

時在卡車上英勇地唱著《團結就是力量》的歌。有很多人是自動爬上卡車，願意

陪伴被捕同學的旁觀者都搖頭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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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在遊行中帶領女學生走在最前線的李淑德 
 
 那時師大約略只有二十多位女生，參加該旅遊者大約有十餘人，女生都排在隊伍的

最前面，校長謝東閔先生知道學生有此行動，便在大禮堂前廣播告誡學生，剛開始以國語

發表，我們大多聽不懂，後來才使用台語說：“你們這些不怕死的學生，槍都架在那裡，

說打就打啊！你們這些女孩子都不怕死，還站在最前面。” 
 
 聯合示威遊行，李淑德當時是『康樂組長』，也正是率領師院女生走在最前面。 
 
 
當時台灣的學風 
 

臺灣的學生運動當時是和全中國的學運聯成一氣的，而其中重要的媒介，主要還是

外省籍的左翼學生將在中國大陸的見聞帶進臺灣來而感染了臺灣本地的學生。 
 
  舉例而言，臺大學生自治會主席周自強就是外省籍，一九四七年一月抗議美國軍人

強暴國立北京大學女學生沈崇的臺北一九學運，就是由周自強領導的，抗議單車雙載事件

的學生示威，也是出自周自強的領導。周自強主修政治學，極為熱情，充分融入臺灣學生

社群。儘管陳英泰先生曾經舉證，他的臺大法學院同學林從周說過立場傾向臺灣獨立的人

已經滲透進入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地下組織，暗指黃雨生以及他本人，師院學生劉新吾

也曾私下對他談論過臺灣地位未定論，但臺灣的進步學生普遍對於中共還是具有好感的，

所以說當時臺灣本地學生的臺灣人意識對於其從事抗爭的影響，仍是需要查證的。那時的

留臺大陸學生非常活躍，其中的左傾者，自然會把臺灣的學運放在全中國學運的脈絡下去

詮釋，可是多數的學生群眾，或是莫名其妙受到牽連的受害學生，可能只是出於樸素的反

權威、反專制甚至反對外來統治的心態就衝出去了，對於運動的精神和性質未必有深刻的

認識與理解。 

 
 
四六事件發生後，發生什麼事？ 
整頓中上學校學風 
 
 4 月 6 日清晨的逮捕行動結束以後，陳誠特別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兼總司令』

的身份，向社會各界發表『整頓學風』的聲明。他說：『台省學風，向甚淳樸，惟近來台

大及師院有少數外來學生，迭次張貼破壞社會秩序之標語，散佈鼓動風潮之傳單，甚至搗

毀官署，私擅拘禁公務人員，凡此種種違法干紀之行動，絕非學生所應為，本部為維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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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治安保障大多數純潔青年學生起見，經查報確實，業將首謀者予以拘捕，依法處理

中』。 
 
 同時，它也『竭誠盼望，大部份的青年學生能夠以人民的希望為希望，以人民的要

求為要求， 不要隨風附和，為人利用，類此的事情，就一定不致再度發生』；而它『更

盼望學生的家長們，如果發現子弟染有不良的習氣，應該盡力勸導，重建純樸的學風。』 
 
 就在陳誠的『聲明』發表以後的當天下午，立刻就有部份據云對於台北『學潮』

『甚感憂慮』的學生家長，在中山堂集會，『討論如何協助政府整頓校風』。並於四月七

日，以『台北市各級學校家長會』的名義，聯合發表《告各家長及在校同學書》，除了表

示『對於當局此種不得已之處置，深為同情』之外；並希望在校青年『均能體念時艱及政

府苦衷，各安本位，努力學業，勿受外界誘惑，勿以感情用事，讀書以外，心毋他求』；

尤望全體家長『對於子弟嚴加管束，時予訓誡，一切囂張言行，皆宜勸阻，毋令流為越軌

行動』。 
 
 作為台灣民意最高代表機構的台灣省參議會,針對學生被捕事件，也發表了四點書

面談話，表明態度: 
一、本省過去學風，頗稱淳樸優良，光復後仍保持此種敦美風氣，年來因內地戰禍瀰漫，

各省學生均紛紛來臺就學，其間不無摻雜極少數輕率份子，不時鼓動風潮，行動逾越常

軌，致使素稱社會安定之臺灣，亦感不安，多數臺灣學生，亦被捲入旋渦，深表遺憾。 
二、目前國步艱困，政治未上軌道，經濟波動，物價狂漲，人民生活困難，青年學生亦屬

如此，本會對此素極關懷，本省學生向極純潔，甚望共守秩序，度此難關，在此較安定環

境中，運用理智，檢束自己，並盼各家長教導子弟，安心求學，以冀將來造福人群。 
三、關於此次政府所拘捕之學生，其屬於善良者，希迅予訊明釋放，其確有違法者，亦盼

依照法律途徑辦理。 
四、國立臺灣大學，三年來更換校長四次，而省立師範學院，自去年迄今，尚未派定專任

院長，當局不無失當與疏忽之處，此後政府除整頓校風外，應特別確立人事制度，謀校長

教授工作之安定。 
 
 
師院的整頓過程 
 
 四月七日，臺灣省當局為表明整頓本省學風之決心，組織成立了『師範學院整頓學

風委員會』；委員包括：省參議會代表，臺北市參議會代表，省政府秘書長，教育廳長，

臺北市長，省立師範學院院長，劉明（台籍企業家），劉真，陳蔡煉昌（師院國文系教授

兼訓導主任），謝似顏（體育系主任）；並指定劉真為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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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臺灣省政府也發表師範學院院長的任免令： 
一、兼省立師範學院院長謝東閔，請辭兼職，應予照准； 
二、聘師範學院整頓學風委員會主任委員劉真，暫行代理師範學院院長。 
 
  四月八日，師範學院整頓學風委員會在省主席『儘速召開會議』的要求下，由主任委

員劉真主持，舉行第一次會議，出席者包括：游彌堅（臺北市長）、周延壽（臺北市參議

會議長）、劉明、謝東閔、陳蔡煉昌、謝似顏…..等，台灣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列席。 
 
  會議作了五項決議： 
一、請『劉兼代院長』即日接事，並執行該會決議事項； 
二、確定『以學生為對象』的『整頓範圍』，以及『暫以約二星期為整頓期間』； 
三、關於『學生學籍重行登記』事宜，由謝東閔請教育廳負責，于本學期內草擬『台灣省

立師範學院學生學籍重新登記辦法』，經該會通過後，呈請省政府核定施行。至於『不予

登記之標準及名單，以及重行登記手續』，由劉真與謝東閔研究後，提經該會商討決定

之。 
四、該會的開會地點可臨時決定，印信則請省政府刻製頒發。 
五、該會的辦公人員由省政府教育廳及師範學院調用。 
 
四月十一日，劉真接長師範學院。當天，陳誠在中山堂邀宴師院全體教授。說明『整頓學

風實非得已』。 
四月十三日，師院學風整頓委員會訂定『學籍重行登記辦法』，經甄審合格者始得重行取

得學籍。 
四月十六日，師院學生重行登記學籍的第一天，總計有二百二十四人登記。 
四月十九日，師院學風整頓委員會公告，五月一日可正式開學。然而，據報載，師院宿舍

雖已開放，但是返宿的學生卻僅及原來人數的五分之一；而且，這些學生都有『不堪回

首』的感慨。 
四月二十五日，師院學生重行登記學籍截止。 
 
 
陳誠的兩手策略 
 
 為了有效地「整頓學風」，陳誠除了一手採取強硬的逮捕政策之外，同時也另一手

採取懷柔的措施,來安撫社會大眾與台大和師院兩校的教職員。 
  首先，在四月八日上午九時舉行的省府第九十三次例會上，他以省府主席的身份，對

臺灣今後的教育，作了三點指示: 
一、教育計劃應該和施政方針配合，以解決學生出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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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法改善教職員生活，使能安心教學。改善辦法包括:配售各校教職員家屬米、煤、

油、鹽、糖、布等生活必需品；加發職務加給與研究費等。 
三、各校學生務須嚴予管教，定期招生，嚴格考試，並須有家長保證。 
 
 陳誠一方面要試探四六事件之後學校教師的觀感，一方面要藉由親民的作風來鞏固

他的威權，於是 4 月 9 日中午於中山堂光復廳宴請台大全體教職員、4 月 11 日中午在同

樣地點宴請師院教職員。 
 
 他確定地位沒有因為四六事件產生動搖，加上四六事件也在官方強力護航、媒體一

面渲染、社會一面支持下，逮捕行動成為合法且合理，因此捲入事件當中的學生被當成過

街老鼠一樣，人人喊打。然而事實上當時仍舊有幾位挺身而出替學生講話的教師。 
 
 
 
曾入獄受難者 
 

台灣學者、作家、國際知名考古學家張光直也在事件中入獄，他在回憶錄《蕃薯人

的故事》裡面有專章敘述。 
 
 
 
受訪者的述說（四六事件） 
 
■黃同學 
 
 民國 三十八年三月二十日晚間九點多，師院（今台灣師大）學生李元勳和台大學

生何景岳共乘一輛腳踏車，被中山北路一派出所員警取締，發生爭執，二人被押往第四分 
局（現大安分局），用手銬銬於辦公桌腳，並遭毆打，恰有師院同學路過看見，回校通

報，十一點，二百多位師院同學趕去救人，提出三條件：懲處員警、賠償醫藥 費、登報

道歉。 

三月二十一日上午十點，台大及師院加上台北市各中等以上學校及高中職學生（當

時台北市只有台大、師院、台北工專三所大專院 校）千餘人，上街頭遊行唱歌呼口號，

包圍中山堂旁台北市警察局，要求劉局長公開向李、何二位同學道歉，並登報保證不再發

生類似事件。局長口頭答應，但事後 並未實行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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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九日晚上七點多，兩校及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千餘人集結在台大法商運動場

（現林森南路與濟南路交叉口，台大法商學院學生宿舍）成立「學生聯盟」。燒營火呼口

號唱歌，到十一點散會。會中察覺有特務、警察及國民黨職業學生穿梭其間，蒐證監視。 

四 月五日，台灣省主席兼台灣保安司令部總司令陳誠得到蔣介石的默許，自南京

抵台，下令逮捕學生主謀份子，名單上台大有二十一人、師院七人。五日傍晚逮捕行動 
開始，師院學生自治會主席周慎源首先被抓，但周生由捕送車上跳脫逃走。二校宿舍在四

月六日凌晨為軍隊所包圍，師院全面抵抗，軍隊攻堅後逮捕二百五十餘人， 皆押進現在

中正紀念堂舊址軍營裡審訊。二百餘人經數日審訊後由學校領回，其餘轉送保安司令部保

安處刑訊，數目未詳，隨即有七人被槍殺。 

這就 是「四六事件」。整個事件中，台大校長傅斯年力保學生，強硬的作風甚至

跟警察嗆聲說，如果要抓學生就先抓他。而反觀師大，當時前後任的校長謝東閔和劉真， 
無力阻止警察抓人，造成兩校日後學術風氣的大相逕庭，甚至保守的校風至今仍存在於師

大校園之中，從學生對校務改革的漠不關心，到學生會主席投票率約 10％的 超低投票

率。至今，台大仍保留了傅鐘、傅園，紀念這位視學生如己出的校長。而師大則選擇填平

了學校大門口前的噴水池，豎立起統治者威權象徵的蔣氏銅像。現 實中地理距離相去不

遠的兩校，校風、社會評價卻是漸行漸遠。 

至今，距離四六事件也隔了將近五十八個年頭，蔣氏銅像依舊矗立在師大校門口，一 名
如此踐踏師大的極權政府領導人，當年立了他的銅像，是專制時代氛圍使然，難以苛責。

但是現在，台灣民主化之後，蔣氏銅像紛紛拆除或遷移，師大卻不為所 動，實在令人費

解。或許，恢復過去的噴水池造景，或豎立孔子的銅像，都比蔣氏銅像更為合適，也更符

合師大的教育宗旨吧！（作者為台師大地理系學生） 

 

■ 曾韋禎 

很難想像，今天各大學內隨處可見的單車雙載，在五十八年前竟給台灣帶來長達三

十八年的戒嚴，這就是『四六事件 』。  

四 六事件後隔月（5 月 19 日），陳誠頒佈『台灣地區緊急戒嚴令』，全台進入戒

嚴。5 月 24 日立法院通過『懲治叛亂條例』，台灣社會正式進入白色恐怖時期。 為了進

一步箝制學生思想、掌控校園，國民黨政府又於 1950 年制定「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

要」，推行黨化教育政策。1952 年規定高中以上學校須設軍訓室， 讓軍人正式進入學

校。  

直到 1987 年解嚴，1991 年懲治叛亂條例廢除，1992 年刑法一百條的修正，廢除了

言論叛亂罪後，白色恐怖正式走入歷史。但威權時代的遺毒卻長存校園，例如髮禁，直到

2005 年才廢除。然而軍訓教官還在，蔣介石銅像也矗立在各級學校，甚至在師大正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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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陷入擁蔣、去蔣的對決時，我們更該思考，這套威權時代所建立起來，影響

深遠的教育體制、價值觀，到底還殘留多少？ （作者為台師大校友） 

 
■   謝東閔 
 

 事件爆發前一天晚上，我和傅校長以及當時的警備司令，名字我也忘了。我們三個

人開會，提出因應之道；警備司令部堅持要動用軍隊進入校園內抓人，我和傅校長主張學

生的事可以慢慢勸，不要用軍隊；後來司令部仍堅持軍隊抓人，我就告訴他，那能不能槍

裡頭不要填子彈。 

 

■ 彭孟緝 
 

 彭孟緝卻說謝東閔並沒有講：「不要用軍隊抓學生。」彭孟緝提到：「謝東閔向陳

辭公（陳誠）鞠了一個躬，他說，師範學院的院長他不做。」傅斯年則是對彭孟緝 講：

「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彭孟緝回答：「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殺。」又說： 

調來部隊，不拿槍，只拿繩子，士兵和警察把這些犯法的學生捉起來，差不多抓了

五、六百名學生。 

事實上很多人在回憶起這件事時，都說部隊有拿槍，逮捕過程中也有學生遭到毆

打。至於被逮捕學生的數目，從一百多人、二百多人、三百八十多人，到彭所說五、六百

人都有，至今都未釐清。 

四個人在陳誠家開會的同時，軍隊也已經包圍師院男生宿舍，於是學生用桌椅將樓

梯間堵住，說什麼也不把周慎源等人交出。其間謝東閔曾與學生面對面好言相勸，但不但

得不到學生的依從，還遭到學生的批判。 
 
■ 朱商彝 
 

 以鄭鴻溪為首的學生強烈質問謝東閔，對周慎源被秘密誘捕的事情作何感想？ 

謝東閔被批得受不了，最後，他說了一句：「我謝東閔今天還不如一條狗！」然後

狼狽不堪地和陪同的訓導人員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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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 3、4 點，在彭孟緝與保安處處長林秀欒親自督鎮指揮之下，攻陷男生宿舍，

將學生押到軍用卡車上，載到陸軍第三部隊的營房（今中正紀念堂），整個逮捕行動就此

告一段落。 

 

■   某當事人與訪談人的對話 
 

答：……反飢餓就不上課，那麼到街頭去遊行示威，其實這個都不是我 
們的本意，這是共產黨的學生策劃，我們這些傻傻的學生搖旗吶喊 
，走啊走，不要上課，能玩多好！ 
問：主要的是他們（共產黨學生）策動？ 
答：ㄟ！他叫你怎麼樣做，要怎麼樣。反正我們就傻傻的做。 
問：這種學生居大多數是不是？我是說不知道參加目的的？ 
答：不知道的較多，大多都是去搖旗吶喊，湊熱鬧居多。 

從這段話可知，當時並非所有學生都深處風暴之中，大部分學生可能藉由「聲

援」、「抗爭」、「遊行」而達到其「好玩」、「湊熱鬧」、「不用上課」的目的。因此

在台大四六事件小組所作的報告書裡頭，結論部份寫道： 

而從「三二一」腳踏車事件到四六事件，是台灣社會解嚴前最後一次大規模的學生

運動，也是學生主體與自主力量的具體展現。 

上述評斷，有可能將四六事件過度推崇。但另外一段敘述： 

四六事件作為一種學生運動的形式，雖然在實質效果上遭致挫敗，但在精神意義

上，四六事件標舉著台灣大學生追求社會正義的具體實踐，而這正是台灣校園環境的珍貴

歷史資產。 

此  種論點則較為中允。畢竟幾位身處暴風圈中的學生，如周慎源等，被認為常對政

府提出批判的少數學生，「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有自己的主體意識，會去思考、批 
判，雖然明知付出的代價會非常的高，但至少不是被人家傻呼呼的拖著走。但是在那種威

權統治，加上社會動盪、非常不安定的年代，少數幾個人的言行終究還是無 法去撼動整

個社會環境的。 

在四六事件中，被抓的學生不分省籍、族群都有，顯見四六事件並非省籍、族群間

仇恨所引發的衝突。 

當時學生接受共產主義思想，進而左傾、帶有社會主義精神的同時，這株火種立刻

被熄滅。隨後進入戒嚴時期，也使得左翼思想在台灣的發展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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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的回憶 
 
 馬思克主義思潮襲捲全球，後來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使台灣人民登時清醒，

開始懷疑中華民國是不是一個值得效忠的祖國，或者將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希望，寄託

於聲望如日中天的中國共產黨。 
 
 
 
 
 
 
 
 
 

資料來源 
 

1. 青春戰鬥曲：戰後國立臺灣大學政治事件之研究(1945-1955) 
2. http://news.whu.edu.cn/NewsRead.php?NewsId=7232  
3.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apr/4/today-o1.htm 
4. http://zh.wikipedia.org/zh-

hk/%E5%9B%9B%E5%85%AD%E4%BA%8B%E4%BB%B6 
5. 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9483097.html 
6. http://mag.udn.com/mag/people/storypage.jsp?f_ART_ID=206334 
7. http://www.ren-jian.com/_blog/?ID=137  
8. http://www.chinataiwan.org/twzlk/lsh/lshshj/200301/t20030108_92822.htm  
9. http://news.whu.edu.cn/NewsRead.php?NewsId=7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