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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蘆洲李友邦故居巡禮
台灣義勇隊紀念館展現台灣抗日史

▓葛培華

李友邦何許人也？聽到的人不多，

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然在台灣抗日史上，李友邦卻佔有

一席之地。

李氏古宅「田野美」
蘆洲有座聞名的古宅，就位在香火

鼎盛的湧蓮寺旁，當地人稱「中原厝」

的李氏古宅，聽聞的人可能就多了些。

因為這座歷盡百年滄桑的中原老厝，經

過李氏族人多年的奮鬥，終獲列為法定

三級古蹟，再經國家撥款修葺，2006年

重現昔日光彩。「半月池，垂柳畔，綠

草茵茵；紅磚道，赤牆垣，朱瓦片片」

建構一幅賞心悅目的美景。

不過，這座唯美古厝卻被四周外觀

不雅的高樓包圍了，不僅略顯得侷促，

而且有點像似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確

實有點可惜了。非常不搭調的天際線，

對昔日有著「田野美」之譽的李氏古宅

來說，可真是大大的委屈了。但是若和

瀋陽故宮比起來，就有點安慰了，瀋陽

故宮是聯合國指定的世界文化遺產，卻

莫名其妙在它的旁邊，高聳一棟很不搭

調的大樓，本來一個好好的天際線，就

被這棟大樓徹底的破壞了。李氏古宅也

是一樣，站在半月池的中軸線上凝望古

色古香的李宅，一棟高聳的大樓就位在

它的正後面，糟蹋了美景。視覺污染，

莫此為甚。

蘆洲廟口湧蓮寺
湧蓮寺就是頗有名氣的蘆洲廟口，

就如同基隆奠濟宮、三峽祖師廟、萬華

龍山寺、豐原慈濟宮、新竹城隍廟等

廟口一樣，信仰中心帶來熙熙攘攘的人

潮，成為小吃的集中地，舉凡切仔麵、

肉圓、蚵仔麵線、炸雞排、米粉湯、黑

白切、碗粿等等台灣小吃，應有盡有。

祭拜完神祇，心靈上有了寄託之

後，接著飽腹五臟廟。然後，再走一趟

「李氏古宅」，瞭解它過往的輝煌歷

史，一趟蘆洲之行再完美不過的了。

文士李樹華  光緒御賜外翰
李氏古宅出了兩位名人，一是文

士，一是武將。

文士是以「李老師」聞名的李樹

華，曾被光緒皇帝欽點為台灣區秀才主

考官，賜頒文林郎，但因李樹華非翰林

出身，因此御賜「外翰」匾 ，意指外取

門生可入翰林。

李樹華曾與薩鎮冰在福建新海防

班共事，薩鎮冰寫了對聯「百鍊此身成

鐵漢，三緘其口學金人」贈李樹華，以

▲蘆洲李宅百年老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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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要動，口要靜」互勉，深富哲理。

這位「李老師」除了學問好之外，也精

通中醫，舉凡內科、外科、婦科、兒科

及日常身體保健等等均涉獵，陳列的中

醫手稿，自然是一代傳一代。行醫義

診，贈藥救苦，不受當地人敬重也難，

因此「李老師」之名口耳相傳遍鄉里。

「老師」一詞在台語曰「先生」，

它有兩層涵意，一是老師，一是醫師，

「李老師」兼而有之，以文弘道，以醫

救人。

武將李友邦 黃埔二期
武將就是本文主角，那就是以「李

將軍」之名鷹揚的李友邦，他出身黃埔

二期，不僅是第一位台籍黃埔軍校生，

也是民國成立以來第一位台灣籍將領，

舉國抗日戰爭中，他組織台灣義勇隊打

突襲戰，立下汗馬戰功。

惜這位功在國家的武將竟然抵不

過白色恐怖「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

一人」的肆虐，1951年11月被捕，越半

載，1952年4月，他在台北馬場町被槍

決。那一年，他年僅46歲，連知天命的

門檻都跨不過，是時勢使然？抑或造化

弄人？

傳世惟青簡 留耕有丹田  
進入李宅，首先迎面的是李友邦、

嚴秀峰伉儷黃銅浮雕像，有他們兩位簡

史。

沿著紅磚道，穿過鑲嵌「隴西堂」

石碑的小門樓，進入待客廳，楹聯對

曰：「一般心而友弟兄必恭必敬 兩件事

以傳孫子半讀半耕」，橫聯曰：「傳世

惟青簡 留耕有丹田」。

待客廳後即是公媽廳，楹聯對曰：

「道德傳家克守猶龍懿德 清廉處己仍存

旋馬高風」，橫聯曰：「防進退節 嚴出

入閑」。道出李氏家族的庭訓，以耕為

本，以讀傳世，秉道德清廉自持。

李友邦書房  
待客廳右邊廂房是李友邦的書房，

懸掛他的戎裝照，兩道濃眉配上方正臉

龐，英姿挺拔，果然就是一臉的將軍

相。不過，想想他被拘禁的半年時間

裡，在幽暗狹窄的囚室中，一定是飽受

凌虐。赴義時，一定是無語問蒼天，慨

然喟嘆「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

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

他在民國34年9月，也就是抗日勝

利甫降臨的時候親書「復疆」二字的墨

寶高懸牆垣。「復疆」二字下筆力道深

沉，字如其人，方正渾厚，剛強堅勁。

「復疆」，光復疆土，是全中國人的期

盼。想不到，打倒了日本鬼子，卻被自

己人謀害，魂斷鄉土。

所謂「復疆」對李友邦來說，何其

殘忍。難道是「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

明月照溝渠」？

攻擊日警 偷渡上海 再到廣州 
李友邦本名李肇基，就讀台北師範

▲李友邦、嚴秀峰伉儷浮雕像。

▲蘆洲李宅百年老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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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時，受蔣渭水精神感召，加入「台

灣文化協會」，參與反日抗日義行。

1924年3月，受到蔣渭水「治警事件」

（註1） 影響，夥同俱為台灣文化協會

成員的同學林木順、謝雪紅等八人，攜

帶土製炸彈，攻擊新起派出所，也就是

現在台北市長沙派出所。

日據時代，攻擊警察等同顛覆日本

統治，這是何等嚴重的挑釁行為，日警

當然要逮捕他們治罪。

為躲日警追查，李肇基從此改名為

李友邦。

他們八人從高雄偷渡到上海，在上

海分道揚鑣。林木順、謝雪紅至蘇聯莫

斯科東方大學就讀學習，而李友邦則從

上海輾轉到了廣州。1924年9月，受國父

革命精神的感召，李友邦進入黃埔軍校

就讀，成為堂堂正正的黃埔軍校二期子

弟兵。

1924年11月13日，國父為商討國是

北上之前，特來軍校檢閱學生，讚許學

生「忍苦耐勞，努力奮鬥」，還叮囑

師生「不論是國民黨員或是共產黨員，

為了革命事業，都應該把鮮血流在一

起。」

廖仲愷教李友邦講國語
據嚴秀峰女士回憶，國父到黃埔

軍校檢閱時，李友邦竟然打起嗑睡來。

國父問話時，一個講廣東話，一個講閩

南話，雞同鴨講，很難溝通。國父遂派

一位廣東腔國語的人負責教李友邦說國

語，所以李友邦的國語是帶有廣東腔調

的（註2）。

教李友邦講國語的，正是中國國民

黨駐校黨代表廖仲愷。廖仲愷既是國父

聯俄容共政策的執行者，也是籌措北伐

軍餉的負責人。或許是這一層關係，註

定了他日後捲入二二八事件旋渦，逃不

過白色恐怖的利爪終結一生的噩運。

成立「台灣獨立革命黨」
依據嚴秀峰女士的陳述，就讀黃

埔的李友邦秉持的革命理念是：「先從

日帝對台灣的殖民地統治爭取『民族獨

立』，然後『返歸祖國』。」這個理念

獲得國父的認同，而且受到國父鼎力支

持，於是在廣州成立「台灣獨立革命

黨」。其黨章第一條明文規定：「本黨

宗旨團結台灣所有民族，驅除日帝在台

灣一切勢力，在國家關係上脫離其統

治，再返歸袓國，共同建立三民主義的

新中國。」

經過黃埔軍校一年的淬鍊洗禮後，

奉派主持兩廣省工作委員會領導的「台

灣地區工作委員會」。

隔年，他回台灣動員人力並籌募活

動基金，當年年末赴日本早稻田大學，

以入學名義掩護抗日活動。

1927年，李友邦受「412清黨事件」

牽連而繫獄上海，直到西安事變後，國

府大赦全國政治犯，李友邦到杭州教日

語。

台灣義勇隊於金華成立
1937年7月全國抗日，李友邦以「台

灣獨立革命黨」為基礎，以「保衛祖

國，收復台灣」為號召，集結散居於大

陸各地區主要是在福建省的台灣同胞，

成立台灣義勇總隊及附設少年團。

當時在福建省的台灣同胞被省主

席陳儀一道「凡是台灣人，不分良莠，

不論男女老幼，全抓走」的命令，集中

於崇安從事苦工勞役。李友邦聞之，認

為台灣同胞無故被集中勞役，是對台灣

同胞莫大污辱。於是向陳儀交涉，陳儀

遂從1939年逐次釋放直到1943年才完全

▲紀念館陳列李友邦一生事蹟。

▲李友邦書房，懸其墨寶 「復疆」 、「行仁義事  存忠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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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這些人中，青壯者編組台灣義勇

隊，年少者編組少年團，老年及婦女則

編組生產隊。

義勇隊主要工作有三：一是對日軍

突襲；二是醫療工作；三是生產樟腦油

及醫療用品；少年團則是負責巡迴教育

宣傳慰問工作。

1939年2月，台灣義勇總隊及附設少

年團，在浙江金華正式成立，李友邦經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委令擔任中將隊長及

團長。與此同時，結識女兵嚴秀峰，兩

人1941年5月結為連理，成為名副其實的

革命伴侶。

據嚴秀峰女士說，周恩來曾來查看

義勇軍。

李友邦領導的台灣義勇總隊曾經

三次成功突襲廈門、禾山、明坪。而

在醫療工作方面，這是義勇隊重要工

作，1940年至1943年間，先後成立四所

台灣醫院，照顧病患無數。宣傳工作方

面，則是出版《台灣先鋒》、《台灣青

年》、《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政策》

等刊物。抗戰勝利後，即派副總隊長張

士德攜國旗回台灣，9月4日飄揚於台北

賓館。1945年12月，李友邦率領台灣義

勇總隊返台。

命途多舛 二二八及白色恐怖
李友邦在籌組台灣義勇軍時，雖

然處於國共合作的情勢中，但是國府對

於共產黨的活動依然處處提防。所以，

國府當局明知台灣義勇隊有共產黨的支

持，但對於民族抗戰訴求，卻又不得不

表支持。李友邦為了壯大義勇隊，讓台

灣早日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因而冀望能

同時獲得國共兩黨的支持，也許正是這

種與共產黨的模糊曖昧關係，導致後來

台灣義勇隊在1946年2月遭國府下令解散

的命運。

1946年，李友邦奉令擔任三民主義

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主任，吸納

台灣菁英加入。隔年二二八事件爆發，

陳儀為安撫民心要求李友邦到電台廣

播，但遭到李友邦拒絕。陳儀遂以「李

友邦窩藏匪諜、策動三青團暴動」為

由，將他拘禁在保安司令部，兼程送往

南京監獄。

當時身懷六甲的嚴秀峰，隻身前往

南京求見負責三青團的蔣經國，陳報台

灣動亂實際情況。復由三青團書記長陳

誠上書蔣介石，遭拘禁三個月的李友邦

才得以安然返回台灣。

1949年，經台灣省政府主席陳誠力

邀，出任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副主

委，爾後升任主委。 

嚴秀峰營救李友邦後，想不到自己

也遭噩運。1950年，她被以 「參加匪幫

組織」罪名，遭捕入獄長達15年。1951

年11月，李友邦被以「參加匪幫組織，

在台掩護匪諜，意圖顛覆政府」罪名，

遭捕判處死刑。1952年4月，罹患重病的

李友邦從新店軍事監獄被押往臺北馬場

町刑場，結束46年的歲月。

據嚴秀峰的說法，李友邦之所以被

羅織這種罪名，主要在於他受到台灣同

胞的擁戴，聲望威脅省政當局，於是成

為整肅與清除的對象。她認為李友邦以

坦蕩的胸襟，高瞻遠矚的宏觀態度，表

達了一位政治家，心存中國、熱愛台灣

的睿智抱負，卻因此為當局所忌。

馬總統褒揚令
烽火俠侶李友邦、嚴秀峰，在1950

年白色恐怖歲月中，歷盡家破人亡的悲

慘，生時不僅聚少離多，而且朝不保

夕。這對 「保衛祖國，光復台灣」的愛

國志士仁人來說，多麼殘忍，真是情何

以堪？難道就如同張學良致蔣介石的輓

聯「關切之殷，情如手足；政見之爭，

宛如寇讎」。既是寇讎，當然是誅之而

後快嗎？

65年後，馬英九總統一紙褒揚令

曰：「台灣義勇團李友邦將軍，堅秉民

族情感，捍衛國家尊嚴，迴籌轉策，忠

藎益抒」，算是平反了李友邦的冤屈。

前總統李登輝妄語說：「台灣沒有

抗日史，台灣有對日抗戰的說法是『看

到鬼』。」那他真該好好到這裡看看。

不僅不會看到鬼，而且可以看到圖文並

陳的台灣人民抗日史實。

古宅是台灣文化的時空膠囊
蘆洲李宅經嚴秀峰十餘載的奮鬥，

終列為法定古蹟。今天我們才能駐足悠

閒欣賞古蹟帶來的心靈之旅，也由於嚴

秀峰開「私有民宅列為古蹟」之先河，

方有板橋林本源園邸及霧峰宮保第園區

以繼之，為台灣保留了先人們留下來的

史蹟，這些不僅是台灣的根，也是台灣

文化的時空膠囊，俱是無價之寶。

有空，不妨走一趟蘆洲李宅，參觀

台灣義勇隊紀念館，瞭解台灣抗日史。

（作者為大學助理教授）

註：

註1：1 9 2 3年1 2月，蔣渭水成立

「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被日本總督

府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對會員展開

大規模的檢舉，共有41人被押，58人被

搜索或傳訊，是為轟動一時的「治警事

件」。蔣渭水因此入獄144天。

註 2 ：參考嚴秀峰女士（ 1 9 2 1 -
2015.6.14）自述。

▲民國34年12月李友邦（著戎裝最左者）率領台灣義勇總隊返台，回老家祭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