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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中國國民黨
秘書長的吳鐵城

▓劉維開

創會七十週年
吳鐵城與近代中國特輯之三

吳鐵城，人稱「鐵老」，早年參

加革命，於辛亥年策動九江獨立，江西

光復。民國成立後，歷任黨政要職，政

務方面，追隨孫中山護法，曾任廣東大

元帥府參議、廣東省警衛軍司令、大本

營衛士隊隊長、廣州衛戍副司令等職；

北伐統一、國民政府成立，歷任立法院

立法委員、中山縣訓政實施委員會委

員、內政部政務次長、警察總監、僑務

委員會委員長、上海市市長、廣東省政

府主席、立法院副院長等；行憲政府成

立，為第一屆立法委員，嗣後出任行政

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部長、行政院政務委

員，政府遷臺後，任總統府資政。黨務

方面，曾任中國國民黨改組前之臨時中

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第二屆中央執行委

員會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特別委員

會商民部委員、第三至六屆中央執行委

員會委員、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

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

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海外部部長、第

五、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第六

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非常委員

會委員、中央改造委員會中央評議委

員、第七屆中央委員會中央評議委員

等。在諸多黨政職務中，尤以其擔任第

五、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之作為

最值得注意。

吳鐵城於1939年11月中國國民黨

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

（簡稱「五屆六中全會」，以下會議均

用簡稱）通過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海外

部部長。1941年3月，五屆八中全會召

開前夕，秘書長葉楚傖因病請假，蔣氏

指定吳鐵城代理，並於4月2日五屆八中

全會正式通過為秘書長，海外部部長由

劉維熾繼任；至1948年12月，以擔任行

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秘書長一職無

法兼顧，呈請辭職，經是月30日舉行之

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會

議（簡稱「中央常會」）第一七四次會

議同意，任秘書長一職前後達七年九個

月，為中國國民黨在大陸時期任期最長

的秘書長。本文擬參閱檔案及相關人士

回憶等資料，略述吳氏秘書長任內相關

作為，包括援助周邊國家獨立運動、參

加政治協商、黨團合併、行憲選舉紛擾

及棄選立法院長等，以呈現吳氏與中國

國民黨之關係。

援助周邊國家獨立運動

中國國民黨設置秘書長，始於第三

屆中央執行委員會，首任秘書長為陳立

夫，嗣後有丁惟汾、葉楚傖、朱家驊等

任此職。秘書長初設時，實為秘書處主

管，綜理秘書處一切事務，迨1938年3
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後，因應黨的體制

由集體領導改為總裁制，4月21日中常

會第七十四次會議通過修正中央執行委

員會組織大綱，對黨中央組織作大幅度

調整，中央執行委員會設秘書長、副秘

書長各一人，由總裁提經中央執行委員

會任命；秘書長承總裁之命，與中央執

行委員會或常務委員會之決議，掌理一

切事務，是將秘書長之職權作了實質調

整，成為黨的幕僚長，但仍為秘書處主

管。因此秘書長除了接受總裁指示，處

理黨內相關事務外，還要兼顧秘書處的

工作，有如中國國民黨的管家。

而在1938年4月修正中央執行委員

會組織大綱的同時，也修正了秘書處組

織條例，在原本機要、文書、財務、事

務等處外，增設調查統計局，掌理黨務

之統計及紀律案件之調查事宜。調查統

計局全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

局」，簡稱「中統」，是由原中央統計

處及組織部之黨務調查處合併擴大而

成，其工作大多不能公開活動，又不能

對外說明，往往被賦予神秘的色彩。該

局既隸屬秘書處，即直接受秘書長的指

導，首任局長朱家驊，即是由秘書長身

份兼任。

吳鐵城早在辛亥革命期間，即與

從事獨立運動之韓國人士有所接觸，日

後上海市長、廣東省主席任內，與韓國

獨立運動人士亦時有往來。擔任秘書長

後，因韓國臨時政府的政務費、軍務

費、黨務費乃至僑民生活費都由中國方

面提供，主管機關即為秘書處，與韓國

獨立運動人士往來更加密切，1942年10
月還推動成立中韓文化協會，促進戰時

中韓關係的發展。韓國人士回憶：「抗

戰期間，凡我韓臨時政府有求於中國政

府當局者，事無巨細，統由鐵公協助，

鐵公之與我韓臨時政府，雖無顧問之

名，而有顧問之實也。」除此之外，包

括援助越南國民黨之越南獨立運動、開

展對緬甸國民外交、支持自由泰國運動

等，均為在秘書長任內所極力推動者。

其中有蔣中正所指示辦理者，亦有吳氏

個人聲望接觸而來，還有因為調查統計

局在東南亞地區所建立組織而來，情形

頗為複雜。而吳氏「承上啟下，措置裕

如」，妥善運用調查統計局，將實際工

作大部份交由該局辦理，個人則與各方

面週旋接觸，使重慶儼然成為「東南亞

▲民國30年5月30日甫任中國國民黨
秘書長吳鐵城向國外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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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運動的搖籃」，亦有學者以「周邊

國家獨立運動之友」推崇吳氏在此方面

的作為。

參加政治協商

1946年1月，國民政府為在憲法實施

以前，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共

商國是，召開政治協商會議，10日在重

慶開幕。會議會員三十八人，其中中國

國民黨（即政府代表）八人，為孫科、

吳鐵城、陳布雷、陳立夫、張厲生、王

世杰、邵力子、張群等。吳氏以中國國

民黨秘書長身份參加，從會議籌備到進

行，乃至後續的過程中，可以說是全程

參與。政治協商會議經各黨派代表商

定，議題分為政府組織、施政綱領、軍

事、國民大會及憲法草案等五個分組委

員會，另設一綜合委員會，凡是各組不

能單獨解決的問題，以及和其他小組相

關的問題，均提到綜合委員會討論，政

治協商會議閉幕後，綜合委員會仍繼續

存在，相當於國民參政會閉會後的駐會

委員會。吳鐵城為國民大會組委員，並

為綜合委員會之政府代表。面對黨派間

的協調，以及黨內對於會議結果不滿的

聲音，可以說是竭盡心力，同時參加政

協會議的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曾感慨地

說：「黨為了要實踐還政於民的諾言，

決定定期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國

際友人為了早日結束戰事謀求和平，強

迫與共產黨談和。於是產生了政治協商

會議，…我和鐵城先生都被中央指派為

代表之一，與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

黨、民主社會黨（民社黨）及社會賢達

的代表共同協商憲法草案，政治、軍

事…等等問題，無日無夜的開會，舌敝

脣焦的討論。黨內的意見，要不憚辭費

的求溝通；友黨的意見，要接納，要讓

步；共產黨的意見要爭辯，要駁斥；國

際友人的意見，要尊重，要解說；直到

國民大會開會的前夕，我和鐵城先生簡

直到了日夜不得休息，身心交瘁的境

況。」

政治協商會議閉幕後，國民政府依

據政協憲法草案分組委員報告之建議，

組織憲草審議委員會，依據政協會議擬

定之修改原則，並參酌五五憲草之相關

修正案，於1946年4月完成〈政治協商

會議對五五憲草修正案草案〉，提供國

民大會採納。5月5日，國民政府還都南

京，並展開召開國民大會準備工作，惟

此時國共衝突日益激烈，而在政治協商

會議所商定之協商事項，有中國國民黨

在國民大會未舉行前，為準備實就憲政

起見，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擴大國民

政府委員名額，延攬黨外人士參加。來

華調處的美國特使馬歇爾遂於8月24日
謁見蔣中正時，建議組織五人小組，專

門商談國民政府改組問題，希望藉此緩

和國共的軍事衝突。蔣氏接受馬歇爾建

議，並以為五人小組會議方針，除改組

國民政府外，召開國民大會、要求中共

提出國民大會代表名單及重行頒發停戰

命令三事，應同時解決。吳鐵城與張厲

生奉派擔任政府代表；周恩來、董必武

為中共代表；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為美方

代表。然中共方面提出「必須政府保證

停戰」，以為其參加五人小組會談之先

決條件，以致談判工作遭到阻礙。除此

之外，中共方面復要求在四十名國民政

府委員名額中，中共與民主同盟必須佔

有十四席，方同意參加五人小組會談，

旋以國軍收復張家口，國民政府頒佈國

民大會召集令等，五人小組始終無法發

揮作用。

10月17日，吳鐵城偕邵力子奉命

赴上海，分別探訪民主同盟、青年黨、

民社黨及社會賢達等人士，商談以第三

方面出面協調國共恢復談判。18日，吳

鐵城在上海自宅邀集第三方面代表黃炎

培等，聽取與中共方面談話經過，並聯

袂前往與中共代表周恩來進行會談，達

成數項意見：（一）必須在相互諒解之

下，儘速促成和平；（二）儘速就停戰

等問題，取得協議；（三）組織軍事考

察團，協助停止衝突恢復交通事宜之進

行；（四）儘速召集政協綜合小組，會

商政府改組及國民大會問題。19日，第

三方面代表黃炎培等與周恩來在吳鐵城

宅，提出上述意見，並期望以此為赴南

京商談基礎，並詢問周恩來能否同往，

周表示同意，且與吳鐵城握手合影。而

在吳、邵與第三方面商談時，蔣氏於19
日致電兩人，囑即回京復命。此因蔣

氏於16日發表〈關於處理目前時局聲

明〉，重申政府以和平解決政治問題之

誠意，並提示由美方所主持之三方會談

應即召開之具體實施辦法八項；17日，

中共方面回應參加談判之先決條件，並

表示不能接受蔣氏提示之八項辦法，蔣

氏以中共態度仍十分強橫，主張暫取靜

觀態度，決定要吳、邵兩人返京。吳

氏在上海之交涉，雖處於內外交迫的

狀態，然在席間「談笑周旋，動中繩

墨」，與會者「無論各方的心理如何，

至少在表面上作到大家盡歡而散」，終

於完成任務。吳氏於19日當晚與邵力子

返回南京，20日謁見蔣氏報告赴上海邀

約各黨派代表至南京商談經過。蔣氏感

到十分欣慰，決定推遲原定當日飛臺灣

巡視的行程，於次（21）日在國民政府

接見第三方面代表與周恩來等，並詢問

周氏有何新意見；結束後，再偕夫人搭

機赴臺灣，參加光復週年各項活動。

負責黨團統一

1 9 4 7年7月2 3日，中國國民黨中

央常會正式通過〈關於黨團統一組織

案〉，設立中央黨團統一組織委員會，

任務為：「（一）指導各級黨部團部統

一組織事項；（二）隨時商決黨團有關

之事項；（三）本黨改造方案之研究事

項；（四）黨團統一組織委員會重要決

定事項，應提出中央常務委員會並報告

總裁核定後，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行

之。」由吳鐵城、陳誠、陳立夫、劉健

羣召集之。正式展開黨團統一的工作。

黨為中國國民黨，團為三民主義青

年團，雖然都以蔣中正為領導，成員亦

有部份重疊，但黨、團實為兩個不同的

組織，對於黨團統一，絕大多數三青團

成員不願與國民黨合併，各級黨部幹部

對於黨團合併亦大多抱持抗拒的態度，

合併的阻力很大。吳鐵城身為中國國民

黨秘書長，對於黨團統一工作負主要責

任。事實上，對於黨團不合的問題，吳

氏頗為了解，曾因地方黨部與青年團衝

突事件頻傳，甚致「縣長多利用，亙相

挾制，苟安旦夕，政令難於推行」，奉

命約集內政部長張厲生、三青團副書記

長袁守謙等共同研討，並依據〈綏靖區

當地最高軍事長官統一指揮黨政軍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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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擬訂改進辦法：（一）黨團與當

地政府，必須按照現行各項辦法，密切

聯繫，協力推行政令，并對各級民意機

關，加強領導，運用黨團組織，務期合

作。（二）綏靖區高級軍事長官，如察

明當地黨政團負責人員有不稱職，或自

相磨擦，貽誤事機者，准其再行補報，

先行撤換或調整。（三）分別命令各省

黨政團主管機關，對於所屬切實考核，

加強督導，如地方發生糾紛，把持妨礙

政令推行情形時，應即派員澈查，嚴予

糾正。而在黨團統一正式進行之前，吳

氏亦奉蔣氏指示，就黨團統一組織方案

展開研究，曾以余井塘所擬〈改造本黨

方案草案〉及鄭彥棻所擬〈黨團統一組

織實施綱要草案〉兩案併陳，請蔣氏決

定黨團統一應採何種方式進行。

1947年9月9日，中國國民黨召開

六屆四中全會及黨團聯席會議，13日
閉會，會議通過〈統一中央黨部組織

案〉，確定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部併入中

央黨部之相關辦法。16日，蔣氏指示吳

鐵城：「各級黨團合併工作應限十月內

完畢，不得延誤。又各級黨團合併組織

之方式，以黨部主任委員為主任委員，

支團部幹事長為副主任委員，縣級亦

同，應以此為原則，除有特殊情形，將

來再行調整，可也。」至於各級黨團合

併後，書記長之委派，指示：「黨部書

記長為書記長，團部書記長為副書記

長。」對於若干黨團既不協調、幹部資

歷亦有差異的地區，如上海、北平、廣

東、湖南各地黨團部，如統一組織，實

際上有不便時，蔣氏指示吳鐵城等，

「可使團部幹事長辭職，或調中央訓練

籌備委員會任職，而由其書記充任黨部

副主任委員亦可」，並指示「其他縣級

黨團如確有困難，亦可如此辦理」。至

於黨團統一後，蔣氏指示中央黨部內應

設置幹部訓練籌備委員會，負責訓練幹

部，並籌辦幹部轉業，參加收復區地方

行政，以及督導區內黨政工作。並指示

吳鐵城應分批調訓各級負責幹部，同時

對轉業之幹部，亦應施以專門技術之訓

練，希望立即由幹部訓練籌備委員會研

擬具體計畫與實施訓練方案呈報。各項

工作頗為煩瑣，為便於推動，遂以三青

團副書記長鄭彥棻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副

秘書長，協助進行，鄭氏回憶：「在黨

團統一期間，鐵老更充分表現了他的恢

宏度量和調協才能。許多問題，他都能

從遠處大處著想，接納別人的意見，調

和各方，力謀團結。所以，黨團統一能

順利實施，黨的力量能團結集中，鐵老

貢獻至大。」

1946年12月25日，制憲國民大會三

讀通過《中華民國憲法》，1947年1月1
日公布，1947年12月25日正式施行，依

孫中山《建國大綱》規定，中華民國由

訓政時期進入憲政時期。

行憲選舉紛擾

憲法正式施行前，吳鐵城鑒於憲

法條文中有不利於剿共軍事之緊急措施

者，於1947年12月12日建議黨中央，

「宜先請國民大會運用創制權制成法案

送立法院，特訂應付緊急事變法律或逕

援用憲法第四十三條之職權」，經交付

研議後，認為吳氏所提兩項建議「似均

未可行」，此項建議遂告作罷，但亦顯

示吳氏作為秘書長，對於《中華民國憲

法》與剿共相關問題的關注。

憲法正式頒佈後，國民政府將依相

關規定進行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及

監察委員之選舉。1947年10月31日，中

國國民黨中央常會討論國民大會代表選

舉讓與友黨名額及審定黨提名國民大會

代表候選人名單等問題，出席委員檢討

時局，以「匪勢猖獗，選舉困難，本年

大選，應否緩辦，亟應鄭重考慮」，推

孫科、居正、于右任、戴傳賢、張群、

邵力子、鄒魯、陳立夫、白崇禧及吳鐵

城等，詳加研究，以為延緩與否，各有

利弊，而延緩的方式，尤待考慮。「惟

憲法實施準備程序規定，選出代表達三

分之二時，得為合法之集會，是選舉結

果，不能達到三分之二時，當可自然延

期」，究竟應否延期？及如何延期？以

玆事體大，乃由吳鐵城將研究意見呈請

蔣氏決定。經蔣氏批示：「選舉不能停

辦，應如期舉行為宜。」並提出11月7日
舉行之中央常會報告，選舉一事遂繼續

辦理。

選舉問題至為複雜，尤其是國民大

會代表及立法、監察委員候選人提名問

題，一面要與各黨派協商，一面要在黨

內協調。吳鐵城身為秘書長，自然首當

其衝。與各黨派協調方面，當時擔任民

社黨駐京代表的蔣勻田回憶，他向中國

國民黨方面提出該黨三百名國民大會代

表候選人，一再遭吳氏及陳立夫拒絕，

陳表示只要兩百五十名就足夠分配了。

直到國民黨及青年黨的提名和單都公布

了，民社黨還沒有確定，他遂直接與吳

氏商議此事。吳氏於接待後先行離去，

交由其秘書繼續與他磋商，而該秘書即

直接向他表示名額問題拖延的真正原

因，是民社黨常會議決兩百五十名最低

名額的底限，早已由該黨某人私下告訴

陳立夫，因此陳氏才有此名額的堅持，

並說：「鐵老認為共敵當前，宜速說明

這個問題，永奠兩黨合作的誠信，不願

留有此種暗影存在，更不許以後再有此

類可以引起互疑的事件發生，囑我坦直

的奉告貴黨。」對此，蔣勻田認為吳氏

「對人真實，見識深遠，不容避而不

宣」，而吳氏常說的「即引為友，不容

相蔽」，實為三黨當時合作之基礎。並

謂：「此一問題廓清後，使三黨在南京

時代，解決千差萬種問題，而始終合作

無間」。

黨內方面，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

委員候選人均採分組審查方式，吳鐵城

為第三組，負責廣東、廣西、四川、西

康、雲南、貴州、重慶、廣州等省市提

名人選的審查，與孫科、白崇禧同為召

集人。但是身為秘書長，仍然要負起總

責，協調各方面，鄭彥棻回憶提名審查

在中央黨部開會，時常爭辯不休，僵持

不決，「這時往往有賴鐵老的調和，因

為大家都知道鐵老大公無私，而且辯才

無礙，有時爭論終日，得鐵老片言而

決」；而在會外，「當時各地許多同志

都來到中央，爭取提名，個個都要見鐵

老，更鬧得他坐臥不寧，寢食無時」，

「但鐵老卻仍保持他的恢宏大量，從容

不迫，毫不生氣，還對人說：『我們黨

是幹革命的，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便是

革命精神。』」及至1948年3月，行憲第

一屆國民大會在南京集會，開會期間，

更是全程關注。直到開會前夕，許多由

選舉所造成的糾紛，還有待協調解決，

會議的進行和第一任總統、副總統選

舉，更要盡力調和，「鐵老都一本大公

至誠的態度和顧全大體的精神來謀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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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使大會終能如期完成」。

放棄選舉立法院長

吳鐵城於行憲第一屆立法委員選

舉，當選廣東省第一區立法委員，依

〈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規定，行憲後

首屆立法院應於國民大會閉幕後之第七

日自行集會。國民大會於1948年5月1日
閉幕，立法院即於5月8日集會。5月3
日，國民政府派任吳鐵城為行憲第一屆

立法委員集會籌備處主任委員，5日，

立法委員開始報到。由於行憲後立法院

為民選立法委員組成，成立伊始，一切

都無成例，因此在正式開議之前，先舉

行預備會議，議定相關規則。自5月10
日起至17日，前後舉行六次預備會議，

均推舉吳鐵城擔任主席，相繼訂定立法

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及立法院議事

規則等，並於17日第六次預備會議，選

舉孫科為院長、陳立夫為副院長。對於

吳鐵城在這段時間的表現，同為第一屆

立法委員的鄭彥棻說：「大家在鐵老領

導下，很快的完成各項準備工作，使立

法院能如期集會。」冷彭更推崇吳氏是

「功在國家，永垂不朽」，謂：「吳鐵

老在並不太平的環境中，籌備立法委員

集會，主持立法院預備會議，至選出院

長、副院長止，奠立憲政基石，功在國

家，永垂不朽！」

立法院開議後，立法委員依其所屬

派系、地區、團體等因素，組成多個次

級團體，包括由CC派委員組織的「革

新俱樂部」；具有青年團背景委員，結

合出身黃埔系、復興社的委員，成立的

「新政俱樂部」；以吳鐵城為中心的一

批立法委員，則組織「民主自由社」；

另有不屬於CC派或青年團的委員，於

每週二、五立法院開會前的週一、四晚

上集會座談，稱「一四座談會」；此外

還有中社、朱家驊派、北方立委聯誼

會、參政員聯誼會、錚友社（錚友座談

會）、建國俱樂部、自由俱樂部、民主

政治學會、益世俱樂部等，企圖加強議

事及人事的動員能力，擴大派系影響。

1948年11月，行政院院長翁文灝

請辭，蔣中正提名孫科繼任。立法院於

26日投票，孫科以82.9%的同意率，通

過成為行憲第二任行政院院長。孫科出

任行政院院長，立法院院長一職出缺，

為阻止副院長陳立夫順勢成為院長，民

主自由社於孫科獲同意為行政院院長之

次（27）日，集會決定推舉吳鐵城為院

長，此議並獲得新政俱樂部及一四座談

會支持。三個團體的代表於12月3日集

會，討論如何擁護吳鐵城競選院長，吳

氏親自到場致意，表示爭取院長職位的

決心。不過吳氏是否能擔任立法院院長

一職，除立法委員的支持程度外，關鍵

在於孫科內閣是否能組成。

孫科雖然獲得立法院同意出任行

政院院長，但是副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卻

一直無法確定，原因在於孫氏希望延攬

黨內各派系主要人士，包括吳鐵城、張

羣、陳立夫、張治中、邵力子等入閣，

共同負責，應付時局。但是在邀請的過

程中，或因另有規劃，或因新閣政策不

明，紛紛婉拒，致使孫氏一度萌生退

意，不願出任行政院院長。吳鐵城對於

外界詢問是否入閣，曾表示「一定拒

絕」，並強調即使蔣氏出面要求，也絕

不會受影響；蔣氏亦一度因吳的堅持，

對孫內閣能否組成，感到十分悲觀，於

12月19日記道：「岳軍與鐵城來談協助

哲生組閣事，鐵城絕不願任其副院長，

則難以組閣矣。」未料孫科以吳氏是否

同意入閣，作為是否擔任行政院長的條

件，吳氏如果不答應，孫即宣布辭職，

使吳氏十分為難，於20日同意出任行政

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部長。吳氏同意入

閣，依規定必須辭去立法委員，亦即表

示其放棄立法院長選舉。

此就吳氏而言，為顧全大局，然支

持者則深感失望與不滿，立法院內部各

派系關係亦更加緊張。而在後續的第二

屆院長、副院長選舉中，中國國民黨中

央提名的院長候選人李培基落選，顯現

出黨內的危機，亦成為蔣氏決定下野的

關鍵因素之一。

辭卸秘書長

1948年12月22日，中國國民黨中央

常會通過總裁交議：「行政院副院長推

吳鐵城同志擔任案」，吳鐵城則以擔任

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部長，呈請辭去

擔任七年九個月的秘書長一職照准，暫

由副秘書長鄭彥棻代理，於1949年1月正

式繼任。

吳鐵城辭卸中國國民黨秘書長職

後，對於中國國民黨黨務仍具有其影響

力，此由蔣中正下野前夕發布之手諭：

「黨政軍各種重要問題應由孫哲生、吳

鐵城、張岳軍、吳理卿、張文白、陳立

夫諸同志負責商決可也。中正。中華民

國卅八年一月廿一日。」即可看出。而

吳鐵城擔任中國國民黨秘書長的七年

多，正是國內外情勢變化最劇烈的時

期，吳鐵城親自參與此時期所發生諸多

重大事件，應是其一生經歷最精采的時

期，依其回憶錄預擬章目，原將逐項書

於其中，惜因病中輟，未能完成，實為

民國史研究的一大遺憾。（作者為國立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民國36年11月1日中樞首長投票選國代，吳鐵城簽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