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25

2012年5月《僑協雜誌》134期 2012年7月《僑協雜誌》134期

吳鐵城與戰時國民黨
在港澳的黨務活動

▓李盈慧

前言

吳鐵城清末加入同盟會，民國建立

後，在國民黨內歷任要職，抗戰時期曾

經先後擔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國民黨駐

港澳總支部主任、海外部長及黨中央秘

書長，其對於海外黨務工作多所規劃，

頗有建樹。

香港自從清末被割讓給英國後，發

展自由貿易，成為優良商港，經濟獲得

巨大發展。而澳門從16世紀中葉開始，

葡萄牙人即前來定居，17世紀中期，澳

門的對外貿易迅速發展，成為明代最大

外貿港口廣州的外港。鴉片戰爭後，香

港崛起，使澳門的國際貿易地位一落千

丈。19世紀時期的澳門，賭業、妓業、

鴉片煙業得到畸形發展。港澳兩地居民

主要是華人，以廣東人居多。

抗戰爆發後，香港、澳門對於中

國的意義，不僅是通商大港，更重要的

是其軍事及對外交通的功能。抗戰時期

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從國民黨的一份

文件之描述可以大略得知：「香港為華

南交通樞紐，無稅市場，工商業均極繁

盛，我僑胞之人口與資產為數至鉅，抗

戰軍興以來，我物資之輸出，軍需之運

入，空航之聯繫，均以此為中心。」

1938年春，廈門被日軍佔領，10月
廣州亦淪陷，中國東南沿海失去對外通

路，香港、澳門的地位更形重要。

在此形勢下，執政的國民黨開始籌

劃加重港澳的黨務工作及僑務活動，而

負責此一重責的是吳鐵城。1939年吳鐵

城奉命主持國民黨港澳黨務，開啟其對

於港澳黨務、僑務工作的經營與籌劃。

香港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即淪

陷（1941年12月25日??），國民黨的活

動也只能轉入地下，雖然此時吳鐵城已

轉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但是他仍持續

關注港澳總支部的動態。

本文即以抗戰時期吳鐵城在港澳主

持黨務僑務工作為主軸，兼及吳氏離開

香港後對港澳黨務僑務的籌劃，藉以探

討抗戰時期國民黨在港澳動員黨員及僑

胞的活動，以及吳氏對港澳的黨務僑務

工作在中國抗戰史中的意義。

吳鐵城生平及港澳黨務概況

本節首先介紹吳鐵城的生平事跡，

其次說明抗戰開始後，以迄於太平洋戰

爭爆發為止（1937-1941），國民黨在香

港澳門的黨務概況。

吳鐵城（1888-1953），廣東香山

人，生於江西九江。幼年學習經史及英

文，稍長進入江西九江同文書院讀書，

後認識林森，遂加入同盟會。1911年武

昌起義後，11月被推舉為江西省代表，

出席南京各省代表會議，組織臨時政

府。1913年參加二次革命，失敗後出走

日本，入明治大學攻讀法律。1914年加

入中華革命黨。1915年奉孫中山之命前

往檀香山主持黨務，並任華僑《自由新

報》主筆。南北分裂後，1917年9月回

國，歷任南方政府軍政要職，1925年任

國民革命軍獨立一師師長，1926年任第

六軍十七師師長兼廣州衛戍司令。1930
年遊說張學良支持中央政府，使中原大

戰得以結束。1931年6月任國民政府委

員。1932年1月，任上海市市長兼淞滬

警備司令，隨即爆發日本侵華的「上海

一二八事變」，吳鐵城應付變局，配合

作戰。1937年5月，調任廣東省政府主

席，1938年10月，廣東被日軍攻陷，脫

險抵達重慶。1939年奉命主持國民黨港

澳黨務，兼指導閩粵兩省抗戰宣傳工

作。1939年12月出任國民黨中央海外部

長。1941年春擔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

直到抗戰勝利。抗日戰爭勝利後，任最

高國防委員。1947年6月，任國民政府立

法院副院長。1948年12月任行政院副院

長兼外交部部長。1949年10月赴香港，

後轉赴臺灣，任總統府資政。1953年11
月19日在臺北病逝，享年65歲。 

抗戰前夕，香港和澳門各有一個直

屬支部。國民黨三中全會的組織部報告

顯示，1936年7月至1937年2月，香港直

屬支部有特派員陳汝超，無幹部名單，

其下有六個分部，未有黨員人數之統

計。

不過，到了1937年4月，國民黨中

央組織部提議並獲得中央執行委員會第

41次常務會議通過，將香港直屬支部黨

務特派員陳汝超調回，另以陳素為特派

員，加派頼文清、李尚銘、王淑陶為設

計委員，許國荃為書記長。

1936年7月至1937年2月，澳門直

屬支部的執行委員包括：劉紫垣（常

委）、盧季瑞、許業樵、趙祥、謝國興

等五人，以劉紫垣為常委，監察委員有

陳尚廉、歐植森、李初等三人，至1937
年1月15日為止，澳門直屬支部有四個分

部，黨員199人，預備黨員127人。

抗戰初期，吳鐵城擔任廣東省長，

1938年10月，廣東被日軍攻陷，吳氏隨

即辭去廣東省政府主席職位。當廣州淪

陷時，流傳一句話「鐵城無城，漢謀無

謀」，即諷刺當時的廣東省政府主席吳

鐵城與廣州守將余漢謀。

1938年，廈門和廣州相繼淪陷，中

國東南沿海失去對外通路，港澳地位更

形重要。

▲吳鐵城民國21年任上海市市長兼淞滬
警備司令時攝。

創會七十週年
吳鐵城與近代中國特輯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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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香港、澳門兩個直屬支部合

併改組為駐港澳總支部。同年5月間，國

民黨中央第121次常會決議委派吳委員鐵

城為駐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高廷梓為

書記長。 
吳氏轉往香港主持黨務，當然希望

為自己雪恥，掃除失去疆土的惡名，因

此他積極籌辦各種活動。

吳鐵城以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的

活動不便公開，乃在香港成立「榮記

行」，秘密主持港澳黨務。

港澳總支部在主任委員吳鐵城的主

持下，於1939年7月正式開始運作。1939
年7月港澳總支部成立時的主要幹部詳見

表一。

表一：戰時國民黨港澳總支部第一屆執

行委員會（1939年7月正式成立）

海外部的工作重心其實是在港澳，

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不啻是海外部的

「海外司令部」，吳鐵城以高廷梓為委

員兼書記長，又邀請陶百川出任香港

《國民日報》社社長，都給予充分的信

任。澳門方面，吳鐵城委請周雍能主持

黨部，又呈請黨中央加派周氏兼任廣東

僑務處處長。廣東僑務處處長和國民黨

的澳門支部委員都是周雍能，可能是為

了使周氏能兼顧廣東與澳門的黨務及僑

務。

吳鐵城對港澳黨務的興革

本節探討吳鐵城主持港澳黨務時期

的重要活動，以及其對於黨務僑務的興

革。

香港與澳門兩個黨部合併後，黨務

活動是否因此而較為活躍？不妨先從黨

員人數的變化來觀察。

1938年4月國民黨中央海外部成立，

7月海外部頒發黨員總報到辦法，通告海

外各黨部辦理黨員總報到，以健全海外

黨部下層組織，限令兩個月內完成，但

因各種情況而延期，香港、澳洲兩個直

屬支部於1939年5月底辦理完竣，此時香

港的黨員原有人數是294人，已報到者為

262人，佔原有人數的89.11%。澳門的國

民黨黨員原有人數是419人，已報到者為

267人，佔原有人數的63.72%。這是港、

澳黨部合併前澳門及香港的黨員人數。

除了辦理黨員總報到之外，國民

黨還積極徵求新黨員，1938年10月國民

黨中央飭令海外各黨部徵求新黨員，至

1939年下半年，港澳總支部只徵得236
人。其後，港澳總支部徵求新黨員的成

績逐漸好轉。駐港澳總支部在1940年6月
至1941年2月之間徵求新黨員並且呈繳入

黨申請書3,800份，亦即此時港澳有新黨

員3,800人。1941年在徵求新黨員方面，

海外部認為表現最優者，是駐港澳及菲

律賓、緬甸、美國等四個總支部及幾個

直屬支部。1941年3月以前，港澳總支部

徵得新黨員1,517人，1941年3月至9月徵

到新黨員4,930人，兩者合計6,447人。

1941年10月至1942年9月徵到新黨員459
人，兩者合計6,906人。

1941年國民黨又辦理了黨員補報到

手續，1941年3月以前，港澳總支部黨員

報到數為531人，1941年3月至9月報到黨

員為1人，兩者合計532人。

根據上文的說明，從黨員人數來

看，1939年5月澳門和香港的國民黨黨員

人數各自都只有數百人，至1942年兩地

共計有新進黨員將近七千人，及補辦報

到手續的數百人，顯示合併後的港澳總

支部，在吸收新黨員及掌握舊黨員動態

方面，確實比過去有效果。

改組後的港澳總支部，雖然面臨日

本、汪精衛黨羽、共產黨的競爭活動，

但工作進行甚為活躍，自1939年7月至同

年底，致力於徵收新黨員，且港、九、

澳三處由原有的12個分部，增至41個分

部，181個小組。該處黨部下設文化運

動、僑工福利、僑商事業、調查統計、

海外黨務聯絡、教育事業、青年指導、

婦女團體等八個委員會，並建立中國文

化協進會、西南圖書公司、華僑圖書館

等外圍組織。1940年1月又成立港澳賑

濟委員會，由該部委員兼任委員，並聘

港紳為委員，由國民黨中央指撥賑款，

實施救濟，藉社會服務事業推展黨務。

其後，為聯絡當地金融經濟界起見，由

該部組織經濟問題座談會，及籌設經濟

圖書館，對於爭取僑心，成效頗著。

1941年以後，海外部商得中央組織部的

同意，將廣州灣區黨部劃歸該總支部管

轄，直到1946年抗戰勝利後為止。

從上文所列的港澳總支部之下層

職  稱 姓  名 備  註

主任委員 吳鐵城

委員兼書記長 高廷梓

委  員 陳  策
1941年4月起代
理主任委員

委  員 俞鴻鈞

委  員 歐陽駒

委  員 簡又文

委  員 區芳浦

委  員 陳劍如

委  員 陳  素

委  員 吳子祥 1941年4月到任

委  員 陳耀垣 1941年4月到任

組織，有不少教育、文化、圖書機構，

可以推想，吳鐵城認為港澳的最重要工

作，應是文化宣傳、教育僑民、拉攏青

年及婦女、藉社會服務事業推展黨務，

而其推動文教工作的目的是，對海外宣

傳抗戰建國的國策、打擊日本和漢奸組

織、對抗中共的宣傳、鼓勵華僑參加抗

戰陣營、協助僑胞回國。

戰時國民政府在香港的文化組織如

下：海外部所屬港澳總支部香港辦事處

的榮記、中央通訊社香港分社、中央宣

傳部香港專員辦事處（後改為中央宣傳

部駐港辦事處）、國民日報、英文中國

半月刊、中國文化協進會、中國文化服

務社總社香港辦事處、西南圖書印刷公

司、華僑圖書館等。

吳鐵城擔任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

時，以榮記行作為活動處所，內部還設

有函授學校。函授學校的目的，一面使

海外黨務工作人員獲有深造機會，一面

使海外僑胞了解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及

其一般政策，俾能擁護政府，支持國

策。該校聘請對華僑問題素有研究者及

國民黨高級幹部授課，編印講義寄發海

外。國民黨海外部於1939年5月10日開始

有函授課程，至12月底畢業，海外參加

學員共計1,434名。

海外部還推行小組訓練，至1940年

6月止，以駐港澳總支部推行最力。至

1941年，駐港澳和菲律賓兩總支部均已

舉辦組長訓練班。

吳鐵城主持港澳黨務為時並不長，

1939年11月20日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通

過任命吳鐵城為海外部長。12月吳氏與

俞鴻鈞被調返中央服務。但是吳氏仍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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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港澳黨務，1941年4月吳鐵城調任中央

執行委員會秘書長。至此，港澳總支部

主任委員出缺，且吳鐵城及俞鴻鈞兩位

委員離去，於是在1941年4月以陳策代理

主任委員，並加派吳子祥及陳耀垣為委

員。    

抗戰後期吳鐵城對港澳黨務籌劃

本節說明香港淪陷後，吳鐵城身為

國民黨秘書長，仍持續對於港澳黨務有

所籌劃及指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香港華民政務司暨戰時督察處主任羅旭

和爵士，特地拜訪駐港澳總支部主任委

員陳策將軍，請其策動僑胞協助英軍防

守，12月10日在陳策主持下，組成「中

國駐港各機構臨時辦事處」，宣示中國

正式對日德意宣戰，並發動僑胞協助香

港政府保衛香港，參與抵禦日軍入侵，

除擔任運輸、聯絡、救傷、消防、維持

社會秩序等工作外，更與英軍並肩作

戰。12月25日香港總督向日軍投降，陳

策被迫於次日率同僚屬及英軍軍官多

人，冒日軍炮火，突圍出險，返回中

國。國民黨的文獻指出，駐港澳總支部

主任委員陳策同志當香港危急之際，領

導當地僑胞英勇抗敵，為友邦人士所敬

仰。陳策和其隨從兼港澳總支部秘書徐

亨，都因協助英軍而得到英皇喬治六世

的勳位和勳銜。

香港淪陷後，大批原本滯留香港的

中國知名人士，都在中共及國民黨駐香

港地下工作人員的安排下逃回後方。 
香港淪陷後，孤島澳門對國民黨的

黨務及情報都更加重要。國民黨港澳總

支部所屬的澳門支部常務委員兼廣東僑

務處長周雍能，此時遂發揮相當大的作

用。1941年底香港淪陷後，國民黨在香

港所設的電台悉遭日軍搗毀，吳鐵城隨

即指示周雍能在澳門設立電台，周氏乃

利用與澳門總督的友好關係，搜集日方

情報，並將困在香港的黨員動態報告中

央黨部。當時吳鐵城已轉任中央執行委

員會秘書長，其透過周氏之報告成為各

種消息的總匯，向其問訊者踵趾相接。

香港一淪陷，澳門的地位愈形重要，周

雍能的工作也更加積極。澳門漢奸乃決

定暗殺周雍能，周氏被迫化裝逃回重

慶。

由於香港受日本控制，1941年12月
以後，港九黨務陷於停頓，作為前任港

澳總支部主任委員及現今黨中央秘書長

的吳鐵城，對於港澳事務仍持續關注。

為了維繫港澳黨員和僑胞，及搜集情

報、搶救物資，1942年7月吳鐵城與海

外部長劉維熾聯名，呈請蔣總裁同意改

組駐港澳總支部，獲得同意。改組後的

駐港澳總支部之成員如下：主任委員陳

策、執行委員兼書記長陳素、執行委員

陳劍如、沈哲臣、劉世達、王蒼雨、袁

良驊、黃劍棻、林卓夫。以上各位委員

於10月1日在桂林就職，是為港澳總支部

第二屆執行委員會。

港澳總支部第二屆執行委員會暫時

以曲江為辦事處，並分設惠陽、廣州灣

工作站，改組港、九、澳三支部組織直

屬分部於曲江，積極聯絡港九各工會為

工作據點，並設戰時工商文化各種委員

會於曲江，聯絡港九灣各地工商文化潛

伏人員，工作正開展之際，而廣州灣被

敵佔據，港九工作據點又為敵偵破，各

種工乍之進行均受阻礙。

1942年12月底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

陳策請假，職務由陳素代理。1943年5月
陳策辭職獲准，遺缺由陳素升充，並改

派該部委員黃劍棻為書記長，另又派黃

令駒、陳子木為委員。不久，委員陳劍

如辭職，遺缺由胡友椿接任。此為該總

支部第三屆執行委員會。直到抗戰勝利

時，該總支部未再改組。這一時期，該

總支部工作備極艱困，機構屢遭破壞，

港九黨務特派員李蘇雲等先後殉職。

1943年9月至1944年5月間，駐港澳

總支部徵求新黨員，計有32人。新黨員

的人數如此少，顯示國民黨港澳的黨務

工作很難開展。（作者為國立暨南大學

教授）

▲吳鐵城（後排左一）、陳策（後排右一），攝於民國16年南京湯山。（黨史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