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成 敗 之 閒

――蔣氏父子與 1948 年金圓��制改革――

汪 � 光

【內容提	】1948 年 8
，蔣介石決策實行�制改革阿以金圓�作爲國�替奄法�阿企

圖以此解決將�失�惡性�貨膨脹問題阿穩定處在瀕臨�潰狀態經濟局勢阿盡可能維

持國民黨政權日常�作阿與中共作�後軍事決戰愛但是阿此��制改革以慘敗而吿

�阿金圓�重蹈了法�因過量發行而致惡性�貨膨脹�轍阿不p未能挽救搖搖欲�之國

民黨執政地位阿反而加劇了社會各階層對國民黨離心傾向阿成爲國民黨��失去大陸

重	原因之一愛不過阿國民黨當局在此��改中獲得金銀外匯現鈔阿卻在�改失敗

後阿爲其撤離大陸哀�守臺灣提供了實際物質荏持阿而對於蔣介石個人阿�改失敗也卸

下了他原本可能�存�一些牽掛和��阿堅定了他�守臺灣哀改�國民黨哀準備重起

信念和行動阿�利於其個人�續政治領袖生涯愛因此阿 1948 年金圓��制改革阿於國民

黨和蔣介石而言阿其政治經濟蘊涵實�多重面相阿非爲鯵單之“成”“敗”可言愛

1948 年 8
阿蔣介石決策實行�制改革阿在國民黨治下作爲瓜一國�使用了 13 年法

�被怨出爐金圓�替奄愛國民黨企圖以此解決已經接�失�惡性�貨膨脹問題阿穩定

處在瀕臨�潰狀態經濟局勢阿盡可能地維持其政權日常�作阿與中共作�後軍事決

戰愛但是阿此��制改革以慘敗而吿�阿金圓� 入液�不過短短 70 天阿!重蹈了法�因

過量發行而致惡性�貨膨脹�轍阿不p未能挽救搖搖欲�之國民黨執政地位阿反而加

劇了社會各階層對國民黨離心傾向阿成爲�後壓垮國民黨瓜治印一根稻草愛不過阿國

民黨當局在此��改中獲得金銀外匯現鈔阿原本�"作爲穩固金圓�價值發行準備阿

卻在�改失敗後阿爲國民黨撤離大陸哀�守臺灣提供了實際物質荏#愛故此阿 1948 年

金圓��制改革阿於國民黨和蔣介石而言阿其政治經濟蘊涵非爲鯵單之“成”“敗”可言阿

Ò也是本�復原並解析Ò段歷%重心&在1)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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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關於 1948 年�制改革阿現��論性著作中均�涉-阿而以敍述其實施過.爲/阿分析0論



一哀秘密決策――金圓��制改革醞釀

自抗戰中後�開始阿因爲種種因素共同作用阿法�價值日漸下跌阿�貨膨脹

2度越來越快阿已�惡性3發展趨勢阿成爲國民黨當局不能不關4嚴重問題愛

抗戰5利後阿在宋子�擔任行政院長時�阿實行比�自由3財經政策阿開放黃金外

匯市塲阿利用黃金外匯買賣阿7收89阿回籠貨�阿一度使法��值下跌趨勢�&:

和愛但旋因內戰再起阿軍費開荏劇增阿法�過量發行問題始�無法解決阿經濟形勢<

劇惡3阿=致 1947 年 2 
黃金風潮爆發-其後宋子�黯然離職2)愛此後阿國民黨當

局實施經濟緊<措施阿財經政策由相對自由回復爲嚴格管制阿企圖穩定經濟和市塲愛

在Ò個過.中阿當局動用越來越多行政手段干預經濟阿如成立金融管理局 (1947 年 12


)哀實行花紗布瓜>瓜銷 (1948 年 1
)哀暫停一切貸款 (1948 年 2
) 等阿但巧?難爲無

米之炊阿在收荏不A衡日趨嚴重B況下阿無論C用何種方法阿都改變不了赤字財政現

狀阿結果只能是鈔票越印越多阿�貨膨脹越來越嚴重阿法�荏付功能發生越來越大

危機愛

當此時機阿國民黨內和財政金融界都曾�人/張 行�制改革阿以從根本上解決法�

失信問題阿Ò樣/張也反映到國民黨高層阿爲蔣介石&4"愛�在抗戰剛剛5利之

時阿蔣介石已經考慮到“怨�發行-�制改革計畫之實施”並“令財部籌定怨�制方案與

實施日�”3)愛但是阿宋子�D爲阿在黃金外匯買賣政策配合下阿經濟尙可維持阿�制改

革則�風險阿傾向於爭取美#阿等待時機愛宋/政之初蔣介石對他比�放手阿對�改未!

強F阿事G拖�未決愛 1947 年 2
黃金風潮爆發H後阿蔣介石印集中硏究了�制改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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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多愛專題硏究著作阿以季長佑《金圓��%》(南京：江蘇古籍出版社阿 2001 年) �

爲K面阿但L重于貨�%技M層面愛吳景A《金圓�政策再硏究――以登記移存外匯

9產和收兌金銀外�爲中心考察》(《民國檔案》2004 年第 1�)哀《上海金融業與金圓�政

策推行》(《%學
刊》2005 年第 1 �)阿張秀莉《金圓�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述論》

(《民國檔案》2008 年第 4�)阿從金融%角度阿對金圓��制改革�關問題��爲深入

論述愛黃永金《國民黨政府�制改革與財政經濟�潰》(《昆Q師院學報》1983 年第

4�)哀蘇智良哀朱華《民國%上�醜惡一違：金圓��制改革與打虎�動》(《檔案與歷

%》1986 年第 4�)哀李金錚《舊中國�貨膨脹惡例――金圓�發行內幕初探》(《中國

社會經濟%硏究》1999 年第 1�)阿對金圓��制改革過.�&論述愛王違陵：《蔣經國上

海“打虎記”――上海經濟管制始末》(臺北：正中書局阿 1999 年)阿記敍了蔣經國在上海

實施經濟管制�關B況愛總體而言阿現�硏究比�L向於金圓��制改革經濟層面阿而

於政治層面論述�&欠缺愛

↘

2 ) �關戰後國民黨財經政策-黃金風潮硏究阿S參閱汪�光：《鯵論 1947 年黃金風潮》阿

《中國經濟%硏究》1999 年第 4�；《生於末世�LU――宋子�出任行政院長H後經雲之

硏究》阿載吳景A哀郭岱君/V：《宋子�和他時代》阿上海：復旦大學出版社阿 2008 年愛

3 ) 《蔣介石日記》阿 1945 年 9
 1 日阿 Hoover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題阿並考慮俟經濟穩定之後阿“卽可著手改革�制矣”4)愛 5
阿經濟形勢在短暫:解後再度

惡3阿物價暴漲阿蔣介石D爲阿“金融至此實已不可收拾”阿並X怨Ò是因爲“5利時余改

革�制之/張不行阿而子�專待美國借款方可改�之妄想&Y”阿結果“大部外匯乃爲子�

UZ過[阿已形枯竭阿不易改革愛-至本年二
底經濟緊<措施方案發表時阿法�總數尙

在五億以下阿乃爲�後改制之時�阿而公權 (中央銀行總裁張嘉璈) 印不贊成阿�至今日措施

方案一經破裂阿則物價如野馬奔\阿不可抵止阿實已�成無法收拾之局勢矣愛”5) 6
閒阿

蔣介石不斷和張嘉璈等財經/管官員討論�制改革問題阿並在 7
初“決定>銀制�兌現

辦法阿以恢復�信”阿	張嘉璈“切勿再�美國借款阿方整�制哀貽Y國事”6)愛但在戰爭未

止B況下阿如何 行�改實非易事阿尤其是如何籌措數目不菲�改啟動9金^是難

題阿張嘉璈D爲阿“將�易�不可行阿若用金本位阿須借一二億美金阿用銀須用五億元價值

之銀阿但預算_合爲先決問題愛”7) `以�改牽涉方面甚多阿事關各種利益關係阿當局難以

決斷阿故一拖再拖阿未能實行愛蔣介石自己也感歎“物價日漲阿銀�政策遲滯難制阿經濟

B勢益<矣愛”8)

 入 1948 年阿國民黨軍事不斷失利阿�制地域在縮小阿物9產出在減少阿而貨�發行

�在大量增加阿財政金融形勢^趨惡3愛據財政部長俞鴻鈞報吿阿 1948 年上[年預算收

入 58萬億元阿荏出 96萬億元；實際收入 80萬億元阿荏出 340萬億元阿赤字占荏出總數已

超過四分之三；其中�爲浩大是軍費荏出阿正常預算和特別預算中軍費開荏相加阿接

�荏出總額 70%9)愛政府開荏c乎K靠印鈔票阿法�面值�高已d 500萬元阿發行�多時

d到了每天 10萬億元Ò樣令人目眩數字愛如此過量發行阿自然刺激物價持續走高阿每

天甚至每小時都在變3愛爲了A抑市塲亂象阿遏制漲風阿 7
初阿上海市長吳國楨和警備

司令宣鐵吾決定阿檢查g��輸哀行莊業務和倉庫存貨阿獎勵吿密檢舉阿並將“投機取巧”

i法奸商j特別𠛬事法庭處理10)阿但仍無法遏制物價上漲愛米價從 1 
每石 150 萬

元阿一路攀升至 8
中旬 5833萬元阿金價每兩超過 5億元阿法�與美元兌奄價超過 1000

萬比 1阿法�c乎失去荏付功能阿瀕臨�潰邊緣11)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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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蔣介石日記》阿 1947 年 3
 29 日愛

5 ) 《蔣介石日記》阿 1947 年 5
 31 日愛

6 ) 《蔣介石日記》阿 1947 年 7
 2 日哀 5 日愛

7 ) 《張嘉璈日記》阿 1947 年 6 
 20 日阿 Chang Kia-ngao papers, Box.19, Hoover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8 ) 《蔣介石日記》阿 1947 年 10
 4 日愛

9 ) 楊蔭溥：《民國財政%》阿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社阿 1985 年阿第 170-173 頁愛

10) 《大公報》(上海) 1948 年 7
 8 日報=愛

11) 中國科學院上海經濟硏究&哀上海社會科學院經濟硏究&V：《上海解放H後物價9料彙

V》阿上海：上海人民出版社阿 1958 年阿第 38 頁愛



對於如此嚴峻經濟形勢阿國民黨也"識到必須�&動作阿否則阿不等經濟�後�

盤阿政權就將先被拖垮愛 入 1948 年後阿蔣介石卽不斷考慮�制改革問題愛因“經濟險

惡阿物價飛漲阿以�貨膨脹不能壓阻爲�可慮”愛 3 
 12 日阿蔣介石召見央行總裁張嘉

璈阿“商決改�制阿準將招商局哀中紡公司等國�財產歸中央銀行抵爲發行怨�基金之

用”愛4
 7 日印召張嘉璈阿“談穩定�價與改革�制之�第.式愛此�利用美#物9之收入

正可以A衡外匯與收荏阿先穩定物價而後改制也愛”12) 但長�o染於金融界財經高手張

嘉璈深知沒�堅實基礎之�改危險性阿對此始�"態U極愛 5
阿蔣介石出任總瓜阿p

�灝r命組閣阿國民黨宣稱此後 入“憲政“時�阿但市塲反應冷淡阿K不給執政者面

子阿物價繼續暴漲阿蔣擔心”經濟危險至此阿比軍事^足憂慮”阿D爲“應2謀園底改革之

u阿方能挽救此危局”；考慮“經濟以改革�制爲本阿如以已�現款與美#物9爲基金阿而

將原��貨存O收兌發行怨�”13)愛此時俞鴻鈞接張嘉璈出任中央銀行總裁阿俞屬於政務官

僚出身阿不似張嘉璈以其經濟專長而在國民黨體制內�爲獨立阿雖然他對�改成效實�

懷疑阿但仍領會蔣"而指令下屬硏究�制改革方案阿結論是：在戰爭繼續B況下阿不宜

作根本改革；円議在不改變法�本位H提下阿發行關金�阿作爲買賣外匯和繳w稅收之

用阿以暫時穩定收入14)愛Ò個方案無法解決法�發行極度膨脹和荏付功能<劇萎縮阿

不p不能治本阿甚而也不能治標阿因此不被蔣介石&喜阿改令財政部長王雲五草擬�改方

案愛

6
 29 日阿蔣介石對俞鴻鈞“指示其對�制改革與A抑物價之	旨與方法畢愛召見p

院長哀王財長商議改革�制-A定物價之根本辦法愛”7
 1 日印“召見p哀王哀俞協商�

制與A價方針-辦法甚切也愛”在討論中阿蔣介石考慮對經濟實行嚴格管制阿準備對“非

法賣買金鈔者罰則之頒佈-其機y”阿“g易&與投機黑名單之{查與準備”阿甚而不惜C用

戒嚴方法15)愛顯見在蔣心目中阿此��改已非A常之經濟金融改革阿而是與其他經濟緊

<措施相配合�作阿帶�維持國民黨-其個人執政地位強烈強制性政治色|愛

秉蔣命硏究�制改革方案王雲五爲無黨}人士阿 1946 年 5
出任經濟部長阿成爲國

民黨結束“黨治”哀“開放”政權象徵之一愛p�灝內閣成立後阿他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財政部長愛自國民黨當政後阿財政部長職位一向爲宋子�和孔祥熙禁臠阿直至抗戰

後�才改奄爲俞鴻鈞愛王雲五旣非財政金融專家阿也與財政金融界素無多少瓜y阿此�出

成 敗 之 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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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3
 12 日阿 4
 7 日愛

13)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6
 10 日哀 24 日愛

14) 李立俠：《兩度任職俞鴻鈞》阿壽閏一哀壽樂英V：《中央銀行%話》阿北京：中國�%出版

社阿 1987 年阿第 63 頁愛李立俠阿時任中央銀行稽核處處長阿上海金融管理局局長愛

15)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6
 29 日阿 7
 1 日愛



任財政部長阿頗出外界"外愛怨官上任三把火阿爲了表現自己幹實事形象阿王雲五上任

後第一把火阿就是推動 行醞釀已久而遲疑不決�制改革阿爲瀕臨絕境財政金融開

出一劑猛藥愛他D爲阿“政府縱不想改革�制阿也不得不改阿則不如早爲之計阿而作自動

與�計劃改革”；但是他也D爲“此須剿匪軍事�把握阿方能實施愛否則軍費無限制開

荏阿而失地日多阿匪患日熾阿人心動搖阿卽斷不能辦�制改革愛而軍方首長阿皆謂軍事絕

對�把握阿並可於c個
內阿卽可將北方匪患肅淸阿於是方敢放手做去愛”他擬訂�改

方案阿以廢止法�哀改用怨�爲/	內容阿�以強力手段推行阿管制經濟阿扭轉危局16)愛 7


 7 日阿王雲五將草擬方案 32條g給行政院長p�灝轉蔣介石阿蔣卽召見p哀王“商討改

革�制與管制物價方針甚詳阿決定從2實施愛”17) 蔣令p哀王與央行總裁俞鴻鈞哀副總裁

劉攻芸哀財政部政務�長徐柏園和臺灣省財政廳長嚴家淦等共同硏究改革方案愛硏究結

果阿他們D爲：�制改革已不容再拖阿否則^難以 行阿決定以金管理本位爲基礎阿廢止

法�阿改發金圓�阿與黃金掛鈎阿但不能兌現愛爲�免重蹈法�之�轍阿王雲五堅持怨�

發行應�十足準備阿並嚴格限制發行數量阿討論結果阿將王原擬發行 9億元計畫改爲 20

億元阿同時將現金準備由 3億美元改爲 2億美元阿實已埋下金圓�過量發行之隱患18)愛王

雲五是成功發Q家和出版商人 (他以發Q四角號碼字典和/持商務印書館而知名)阿因其成功

而養成了固執性格阿不易接r別人"見阿印缺乏財政金融專門知識阿&擬激 �改方

案帶�強烈行政干預色|阿i背了經濟規律阿而且作爲黨外人士阿王雲五對國民黨內政

治生態之複雜缺乏體D阿以爲只	�蔣介石荏持就可以放手去做阿結果鑄成其在�制改

革中失敗命�愛�人D爲：“王好大喜功阿儘管理財乏M阿卻自視甚高阿投蔣之&好阿心

甘B願地去作À聚斂之臣ʼ阿於是雙方一拍卽合愛”也�人D爲：“也許他早�腹案阿密向

蔣介石獻策阿得到蔣賞識阿才當上了財政部長愛”而王上司哀行政院長p�灝則D爲：

“王雲五在官僚群中是孤立阿孔祥熙怪他打衛法�阿其他各}也不	他阿上海銀行家都看

他不起愛”19)

金圓��制改革醞釀過.“十分保密阿除了極少數人接觸並審議過此議案外阿外界

並沒�硏討過”愛但卽!如此阿在事先知其事高官中仍不乏反對}阿“對於改革�制與經

濟緊<措施尙未能瓜一"見”20)愛俞鴻鈞“不贊成經濟與�制改革計畫”阿只是在蔣多�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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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王雲五：《岫廬八十自述》阿臺北：商務印書館阿 1967 年阿第 495-510 頁愛

17)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7
 8 日愛

18) 王雲五：《岫廬八十自述》阿第 495-510 頁愛

19) 壽閏一：《王雲五與金圓�》阿黃元彬：《金圓�發行和它�潰》阿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K國委員會�%9料硏究委員會V：《法�哀金圓�與黃金風潮》阿北京：�%9料出版社阿

1985 年阿第 64哀 53哀 67 頁愛

20)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7
 10 日愛



見討論之後阿才“不堅持反對”阿但“/張惟能�遲時閒則儘量�遲阿以待九十
閒之發

行”；中國銀行總經理席德懋“再三硏究發行怨�”阿以爲“此非其時也愛”21) 張嘉璈D

爲阿“如無閏分準備阿或鈔票不能少發阿則改革�制等於發行大鈔；如爲數位太大阿!於計

算而需發行怨�阿則須先�制物9阿免起物價波動”22)阿實際也表示反對愛上海市長吳國楨

則D爲阿“農村是原材料產地阿在ã裏不可能實行改革阿因爲他們不可能Ò樣做阿只在城

市�制價格阿å定	失敗愛”23) 卽!是行政院長p�灝也心存�豫阿“/張�展至九十
之

閒阿�與Q年美國怨政府#華怨案配接也愛”24) 只是當時經濟形勢已到了不改則難以爲

繼地步阿反對}難�十分過硬理由�遲改革阿而蔣介石早就�" 行改革阿在國民黨

決策體制基本是由蔣個人說了算B況下阿�制改革勢在必行愛惟也正因如此阿此��改

事先不p未經過十分D眞詳盡規劃哀討論和準備阿而且刻"保密阿缺乏國民黨上下一致

荏持心理與物質準備阿從而也釀就了其後失敗結局愛

二哀倉促推出――金圓��制改革實施

雖然�對�改反對"見阿使蔣介石考慮“改革�制與經濟緊<措施方案阿似可實

行阿但時�須加硏究愛以此事大阿不能不愼重其事愛”但經濟形勢<2惡3已不容蔣�

^多愼思時閒阿他感歎說：“�日軍事哀黨務與經濟皆瀕於危<�潰緣際阿其重	之整頓

改革問題皆湊在一身阿��不知從何處下手之感阿而經濟管制與�制之改革實行方法與時

�之遲早阿^爲難決阿�好能�展至舊曆中秋�後實施阿乃可減少一�中秋�風險阿如此

只	渡過舊曆年關一�之險阿或能接續至Q春四五
之閒世界形勢發展時而免於�潰

乎愛”25) 7 
 28 日阿蔣介石在�暑5地――浙江莫干山審議�改方案阿 29 日召見p�

灝哀王雲五哀俞鴻鈞和外g部長王世�等討論方案阿決定從2實行�制改革愛據王世�

記阿對於�改方案阿“我/張阿蔣先生同"阿王雲五改革�制與整理財政計畫阿此計畫現

已大定阿日內將發表實施愛”26) 俞鴻鈞亦D“只	準備閏足當可如�實施愛”27) 31 日阿蔣

介石決定配合�改人事安排阿�改由此 入實際操作執行層面愛據時人回憶阿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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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7
 8 日哀 9 日哀 14 日愛

22) 《張嘉璈日記》阿 1948 年 7
 31 日阿 Chang Kia-ngao papers, Box. 19.

23) (美) 裴斐哀韋慕庭訪問整理：《從上海市長到“臺灣省/席”――吳國楨口述回憶》阿吳修

垣譯阿上海：上海人民出版社阿 1999 年阿第 54哀 59 頁愛

24)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7
 16 日愛

25)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7
 13 日哀 29 日愛

26) 《王世�日記》阿 1948 年 8
 15 日阿臺北：中硏院�%&阿 1991 年阿第 6册第 179 頁愛

27)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7
 31 日愛



對p�灝言：“軍事完K由我自己/持阿與行政院無關愛財政方面阿應以財政部爲中心阿中

央銀行幫同處理愛同心協力來挽救十分艱難局面愛”28) 俞鴻鈞私下說阿自己是反對�改

阿但“在廬山會議上 (此處似�Y阿疑爲莫干山會議――作者4)阿總瓜一開始就表示事在必

行阿我就不敢�話了愛”29) 8
上旬阿在王雲五/持下阿擬訂了�改實施各項具體方

案愛13 日阿蔣介石決策“�制改革決於下旬實施”30)愛 17 日阿蔣介石在廬山召見張嘉璈阿

詢問其對�改"見阿張固執己見阿“吿以根本問題在財政赤字太巨愛發行怨�阿若非預算

荏出減少阿發行額影低阿則怨�貶值阿將無法抑制愛”蔣提出實行嚴格經濟管制阿張卻

D爲阿“中國地大阿g�印不方!阿無法處處管制愛p在c個大都市施行管制阿無法防止內

地各縣各鎭之物價上漲阿從而影�-於都市；或則內地物產不復 入都市市塲愛故��以

爲不可愛”18 日阿在看過�改方案後阿張印對蔣Q言阿“D爲物價絕對無法管制阿因之二十

億元發行額無法保持愛恐不出三四個
阿卽將衝破限關”阿S蔣“愼重考慮”31)愛但張嘉璈

反對"見並未影�蔣介石決策愛

8
 19 日下午 3 時阿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開會阿王雲五報吿�制改革案阿稱其目

爲穩定物價阿安定民生阿�制金銀外匯阿A衡預算收荏阿方案被�過愛其後阿行政院在下

午 5 時召開臨時會議阿亦�過�改案愛參加會議政務委員雷震“感於改革�制之無把

握阿因人民不易r惠阿如將來不能A衡阿物價不能管制阿則怨�亦不易站得�阿故今日討

論時心B至爲沉重也愛”俞鴻鈞對�改實際仍�不同看法阿但格於蔣介石態度阿並未Q

確表示反對"見阿只是“對此問題亦雲無把握愛”32) 得知其事陸軍大學校長徐永昌D

爲阿“此一措施總算�責而勇敢”阿但在其子詢問“怨�制實行後阿是否從此物價就不漲阿

生活就可安定了阿吿以不敢樂觀阿看看再說”愛因爲�改“無絕對�責限制發行之可信條

件愛在今日內亂之下阿生產事業不能增 阿g�破壞不已阿稅收難於激增阿尤其軍費不易

限制阿以過去失信到極點政府阿pp以此而欲改革�制阿d成願�阿眞�令人不敢置信

者愛”33) 徐永昌"見或可代表國民黨內不少高層人士對�改看法阿D爲�改不得不

行阿然對其成效並不X多大��愛不過阿蔣介石仍對�改X��待阿D“此爲三年來一貫

之政策與惟一之/張阿因子�哀嶽軍 (張群)哀公權哀鴻鈞等皆畏縮不決阿未敢執行愛而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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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黃元彬：《金圓�發行和它�潰》阿《法�哀金圓�與黃金風潮》阿第 53 頁愛黃元彬阿時任

立法委員`立法院貨�小組召集人愛

29) 黃元彬：《金圓�發行和它�潰》阿《法�哀金圓�與黃金風潮》阿第 56 頁愛

30)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7
 13 日愛

31) 《張公權先生年初稿》下册阿第 1015-1017 頁愛

32) 傅正/V：《雷震K集/雷震日記》(1)阿臺北：桂冠圖書股份�限公司阿 1989 年阿 1948 年 8


 19 日阿第 44 頁愛

33) 《徐永昌日記》阿 1948 年 8
 19 日哀 20 日阿第 9册第 113-114 頁愛



日始以事<勢F阿不得不�此一舉愛然詠霓 (p�灝) 與雲五能毅然實施阿亦可謂奮勇難得

矣愛”34)

8
 20 日阿蔣介石以總瓜名義發佈《財政經濟緊<處分令》阿同時公佈《金圓�發行辦

法》哀《人民&�金銀外�處理辦法》哀《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外匯9產登記管理辦法》和

《整理財政-加強管制經濟辦法》阿宣佈實行�制改革阿/	內容爲：1哀以金圓�取代法

�阿金圓� 1元含金 0.22217公分阿折合法� 300萬元；發行以 20億元爲限阿十足準備阿

其中 40%爲黃金哀白銀和外匯阿其餘爲�價證�和國�事業財產阿由金圓�發行準備監理

委員會檢查監督；法�須在 11
 20 日H兌奄爲金圓�愛 2哀禁止黃金哀白銀和外�液

�哀買賣或持�；&�個人和法人擁�之黃金哀白銀和外�阿應於 9
 30 日H兌奄爲金圓

�阿凡i反規定者一律沒收並予�處愛 3哀國人存於國外&�外匯9產阿凡超過 3000美

元者阿應於 12
 31 日H申報登記；除保留部分用於日常生活外阿均應移存於中央銀行或

其委託銀行阿未經核准不得動用；i反者處 7 年以下徒𠛬並處罰金阿沒收其外匯9產；吿

發者給予沒收9產 40%作爲獎勵愛 4哀嚴格管制物價阿&�物品-勞務以 8
 19 日價格

爲准阿不得議價；實施倉庫檢查並登記阿從嚴�處囤積居奇者；廢止按生活費指數發放薪

金辦法；禁止罷工和怠工35)愛此�金圓�發行現金準備爲 2億美元 (其中金 277萬盎司阿

銀 4137萬盎司阿外匯 7419萬美元)阿非現金準備爲 3億美元 (其中敵僞產業折價 7428萬美元阿其

餘爲國營企業中國紡織公司哀招商局哀臺灣糖業公司哀臺灣紙業公司哀天津紙漿公司9產折價)；金

圓�與黃金哀白銀哀銀�和美元官方比價爲：黃金 1兩值 200元阿白銀 1兩值 3元阿銀

� 1元值 2元阿美金 1元值 4元36)愛

與《財政經濟緊<處分令》發佈相配合阿行政院于 22 日成立金圓�發行準備監理委

員會阿“掌金圓�發行準備之檢查保管-金圓�發行之監督事宜愛”由財政部哀/計部哀審

計部哀中央銀行-K國商會聯合會哀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哀錢莊商業同業公會哀會計師公會

等代表組成阿由浙江第一商業銀行 (原浙江實業銀行) 董事長哀上海銀行公會/席李銘任/

任委員；印于 25 日成立經濟管制委員會阿由院長p�灝掛帥阿�責物價管制哀取閲投機囤

積非法經營哀{�物9供應哀金融管理等策劃督=事項37)愛在各重	經濟區域設立經濟管

制督=員阿其中上海區督=員爲央行總裁俞鴻鈞阿由蔣經國協助阿天津區督=員爲行政院

副院長張厲生阿由財政部錢�司司長王撫洲協助阿廣州區督=員爲廣州綏靖公署/任`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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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8
 19 日愛

35) 《總瓜府公報》第 80號阿 1948 年 8
 20 日愛

36) 《財政經濟緊<處分令實施後發行報吿》哀 1948 年 8
 25 日阿《行政院致中央銀行訓令》阿

1948 年 8
 22 日阿《金圓��%》阿第 38-39 頁

37) 《總瓜府公報》阿第 80號阿 1948 年 8
 20 日愛



東省政府/席宋子�阿由中國銀行副總經理霍寶樹協助愛由此督=陣容之壯阿亦可知國民

黨對此��改之看重愛爲了督促�制改革 行阿蔣介石電令各省市政府阿	求“同德同

心阿�力合作阿俾此重大措施£收�良效果”；“設或陽奉陰i阿怠忽職守”阿“中央亦必嚴

厲處分阿決不稍存姑息”愛同時發表書面�話阿希�民眾“K力擁護改革�制政策阿園底

執行管制經濟法令愛如�少數人不¤大局阿只圖私利阿因襲法�貶值時�作風阿操縱

怨�阿爲投機壟斷工具阿以危¥其信用阿ã就是破壞我K國人民生計阿也就是我K國

人民公敵阿政府自必依據國家總動員法令-𠛬事法規阿視同賣國奸匪阿予以嚴厲制

裁愛”p�灝在致各省市政府電中阿	求對i令者除予行政處分外阿並依“戡亂時�危¥

國家緊<治罪條例”阿將嚴重者移j特種𠛬庭嚴加�辦38)愛“奸匪”哀“制裁”和“特𠛬庭”

Ò樣字眼頻頻出現在與此��改�關�件和談話中阿說Q此��改實非完K"義經

濟行爲阿而是自始卽具�強烈政治性和強F性阿是國民黨企圖以強力社會動員應付K面

危機重	舉措愛

三哀初試反�――金圓��制改革強力推行

上海是中國�大工商業城市阿集中了K國�[工業生產和大[金融業阿金銀外

�與物9O藏也�爲豐富阿能否在上海順利以怨�替代舊�哀�制物價並回收足量金銀

外�阿是此��改成敗關鍵&在阿&以國民黨將�改實施重點放在上海阿並以K力推

動之愛 8
 20 日阿在�改實施當天阿蔣介石親臨上海阿會見工商金融界人士阿表示此�

改革�閏分準備阿且具��大決心阿希�各界擁護政府決策愛上海市長吳國楨召集各業�

責人開會阿	求以 19 日價格爲標準阿不得擅自提價阿並應保證正常供應阿不得拒售39)愛爲

了保證�改順利 行阿上海設立了檢查委員會 (委員蔣經國等)哀物9{�委員會 (委員劉

攻芸等)哀物價審議委員會 (委員吳國楨等)阿特別將工作重點放在檢查方面阿實行�¦搜查阿

取閲囤積居奇愛一時閒阿上海經濟風起雲湧阿並牽動政治風向阿成爲K國矚目之中心愛

金圓��制改革重頭戲在上海阿而唱/角則是蔣介石兒子蔣經國愛蔣經國自K

面抗戰開始時從蘇聯回國後阿先是在贛南/政阿實施親民“怨政”阿小試身手阿頗�口碑；

其後印擔任靑年軍政治部/任和東北外g特}員阿�了軍界和外g歷練；1947 年 9
«升

爲國民黨中常委阿成爲國民黨內冉冉升起政治怨星阿也可見蔣介石在黨政軍各方面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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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潘振球/V：《中華民國%事紀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七至十二
份)》阿 1948

年 8
 21 日−23 日阿臺北：“國%館”阿 1995 年阿第 232-233哀 236-239哀 242-244 頁愛

39) 《中華民國%事紀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七至十二
份)》阿 1948 年 8
 20 日阿

第 227哀 230 頁愛



培養蔣經國良苦用心愛此��改實施H阿蔣經國�“經濟條陳”致蔣介石阿“極以軍事與

經濟�潰不能�免爲慮”愛而p�灝和王雲五則揣¬蔣"阿提議由蔣經國/持�改阿蔣介石

“以爲經參加其事則可阿/持則不宜也”40)阿故�蔣經國協助俞鴻鈞之由來愛雖然如此阿蔣

介石實則�"�過推動�改阿爲蔣經國創�K國性政治表現舞臺阿積纍其從政9本與

經驗愛因此阿在�改醞釀時�阿蔣介石已讓蔣經國與聞其事阿並曾對他談-�關�改和

經濟管制方針哀組織與人事問題41)愛對此阿蔣經國心領神會阿懷X大幹一番想法阿希

��過督=�改和經管阿在上海Ò樣國內外矚目中心城市円功立業愛蔣經國頭頂太子身

份和尙方寶劍阿�自己基幹¯伍和一套做法阿內心�成就事業衝動阿上方印提供其表

現舞臺阿名爲協助阿實爲/管阿坐鎭上海阿/持上海�改和經管工作愛他自承：“改革�

制方案阿此乃挽救目H經濟危局必	辦法阿但問題是在於能否D眞執行旣定方案阿

否則無論方案如何完整阿�是失敗愛督=上海方面經濟管制工作阿因爲自己從來沒�

做過經濟方面工作阿一點亦沒�經驗阿&以恐難�&成就愛但旣做之阿則必須確實�

責阿D眞去完成應�責任42)愛

此��制改革/	內容阿一是發行怨�並回收金銀外�阿二是嚴格管制物價阿而H

者之成功與否阿很大.度上印視物價能否穩定阿以重円市塲信心愛此H上海多�物價管制

失敗阿使不少人對此�物價管制並不X什麽希�阿也使蔣經國身感壓力之大與�擔之

重愛蔣經國D爲：“自怨經濟方案公佈之後阿一般人民對於�制改革以-經濟管制阿多

X樂觀心理阿而政府人員則多X懷疑態度愛……搗亂金融市塲並不是小商人阿而是

大9本家和大商人愛&以	嚴�阿就應從À壞頭«開始愛”他知u阿自己“工作是相當吃

力愛但已經騎在虎上阿則不可不幹到底了!”43) &以阿他力圖沿用贛南經驗阿利用民眾

之力阿在對外�話中公開表示阿“必須發動廣大群眾來參加執行阿只�如此阿才能使政策

加2生效阿而獲得成功保證愛”他將投機囤積哀操縱物價哀貪贓枉法商人和官±視爲

“後方敵人”阿號召大家“共同起來制裁他們阿U滅他們”；強{“無論何人在法律面H應

當一律A等阿……在上海應當做到不管你�多少財富阿�多大勢力阿一旦犯了國法阿

就得毫不容BS你 監獄阿上𠛬塲”愛他坦承“上海³境是複雜阿工作不易做好阿但

我相信只	不怕權勢壓F阿金錢誘惑阿就不會�做不�事愛”他言論�能7引市

民關4是阿他聲稱在上海只打“老虎”不拍“蒼蠅”阿強{“凡爲9本家辯護阿就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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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6
 28 日哀 29 日愛

41)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7
 2 日哀 28 日愛

42) 蔣經國：《滬濱日記》阿 1948 年 8
 20 日阿《蔣經國自述》阿長沙：湖南人民出版社阿 1988

年阿第 166 頁愛

43) 蔣經國：《滬濱日記》阿 1948 年 8
 22 日哀 26 日阿《蔣經國自述》阿第 167-168 頁愛



本家走狗愛我們一定	使上海不再是投機家樂園阿而爲上海人民上海”44)愛蔣經國以

“戡亂円國”工作總¯第六大¯爲其基本工作幹部阿並�用在贛南施政經驗阿發動靑年

和社會力量荏#經管工作阿組円了大上海靑年´務總¯ (9
 25 日舉行成立典禮阿王升爲總¯

長)阿下µ 12000餘人 20 個大¯阿協助發動民眾阿推行�改；�決定設立密吿箱阿鼓勵吿

發阿同時在每¶二哀四公開接見市民阿聽取"見阿“來見者甚多阿都是一般窮苦無吿

人”45)愛一時閒阿上海經管工作顯得頗爲轟轟烈烈愛 8
 26 日阿蔣經國召集上海經管各

部門開會阿決定由他“瓜一指揮”檢查工作阿對i令者吊銷執照阿沒收存貨阿�責人j特

𠛬庭處理愛 28 日阿他指揮“戡円”大¯檢查上海商家與廠家阿共查封紗布 120件阿扣留黃

金 2000兩愛此後阿上海特𠛬庭以從事黑市買賣哀擾亂金融哀妨¥“戡亂”哀貪污舞·等爲

由阿¸處林王公司總經理王春哲哀警備司令部科長張尼亞哀大¯長戚再玉等死𠛬阿以示對

投機奸商和貪贓官員警吿愛

蔣經國慷慨激昂言辭和雷厲風行做法起初頗�令人耳目一怨之感愛徐永昌D爲阿

“日來管制諸措施頗爲嚴厲阿而能破除B面阿一反過去之泄沓作風愛”46) 蔣經國»除貪腐哀

執行經管強硬做}阿也得到上海不少市民D同阿因爲他們手中金銀外�無多阿^希

�物價穩定阿生活安定愛�改之初阿曾經一日數變價格在嚴格管制下得以基本穩定阿加

上政府強力宣傳和推動阿使得金圓�兌奄B況起初�算理想愛金圓�首發 23 日阿上

海收兌金銀外�¼爲 100萬美元阿三天共收兌 600萬美元阿其中大部分是A民百姓貢

獻阿甚至在短時閒裏出現排¯兌奄B況愛對此阿蔣介石頗以“人民對政府之信任與擁護

之精�阿寸衷無限欣慰”；“人民擁護政策如此熱B阿以-如此戰績阿實出"料之外阿因之

人心爲之一振阿政府威信亦突然增強愛以如此行將�潰之經濟阿在財政經濟專家以爲絕

�阿決難挽救者阿而悦得轉危爲安阿可知人心未去阿只	政府能自振作實幹阿人民莫不¿

令守法阿愛國自愛也愛”47) 對�改持�不同"見雷震亦記曰：“此�改革�制阿傳此數日

B形甚好阿一般持�黃金哀美鈔者均向銀行兌奄”48)愛

蔣經國知u阿�改後“向國家銀行兌奄金鈔阿大多是零星小戶阿黃金沒�超過百

條阿美鈔沒�超過千元阿眞正大戶�沒�拿出來愛”49) 因爲金銀外匯大頭/	掌握在

9本家手中阿而他們對�改態度顯然�相當保留阿大多數人起初處在觀�之中阿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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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申報》1948 年 8
 24 日報=阿《大公報》(上海) 1948 年 8
 27 日報=愛

45) 蔣經國：《滬濱日記》阿 1948 年 9
 2 日阿《蔣經國自述》阿第 172 頁愛

46) 《徐永昌日記》阿 1948 年 9
 6 日阿第 9册第 120 頁愛

47)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8
 24 日哀 28 日愛

48) 《雷震K集/雷震日記》(1)阿 1948 年 8
 25 日阿第 49 頁愛

49) 《中華民國%事紀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七至十二
份)》阿 1948 年 9
 30 日阿

第 511 頁愛



按規定兌奄金銀哀登記外匯9產阿民閒銀行^是�兩本賬阿應付檢查用多[爲假賬愛上

海因其經濟發d而成爲當時中國9本家階層�爲集中城市阿其中不乏頗具實力經濟金

融9本集團愛他們對國民黨當政給予多方荏持阿也曾從中獲取相當經濟利益愛但是阿上

海9本家與國民黨關係在戰後�了很大變3愛因爲國民黨經濟瓜制政策壓縮了民營9

本發展空閒阿使他們滿懷怨言；因爲惡性�貨膨脹嚴重影�到經濟正常�轉阿使他們

對國民黨治國能力產生懷疑；加上國民黨官員貪污腐敗阿不以市塲�行規則阿而是利

用特權阿以權勢操縱經濟阿也使他們嘖�煩言愛他們已不似過去ã樣對國民黨�求必應阿

從政府c�推銷公債B況不理想阿卽可知他們態度變3大致端倪阿上海9本家與國民

黨關係正處在駅離之中愛經濟緊<處分令發佈後阿登記外匯哀嚴�物價諸項規定阿使

他們正常經營難以爲繼阿而且他們深知阿以當時政治經濟軍事狀況阿�改c無成功可

能阿g出金銀外匯只能是�去無回阿因此紛紛以軟Á硬抗對付�改阿而國民黨繼之以þF

和威脅手法令他們就範阿^使他們大起反感與不滿阿成爲他們與國民黨關係分水嶺愛

上海9本家對�改觀�不定與U極抵制阿令蔣經國頗爲惱怒阿痛責“若干商人在當

面對你說得好好阿而背後則是無惡不作愛”“銀行多做投機買賣阿不曉得發了多少橫財愛

現在	他們將外匯拿出來阿都不大B願愛”“上海�少數商人阿實在太壞了愛”50) 爲此阿蔣

經國在 9
初重Ã出擊阿以“囤積居奇哀操縱黑市g易哀擾亂金融秩序”等爲由阿先後下

令拘捕申怨紡織集團�責人榮鴻元哀鴻興證��責人杜維屛 (上海聞人杜
笙二兒子)哀紙

業公會理事長詹沛霖哀中國水泥公司常務董事胡國梁哀美豐證�公司總經理韋伯祥等阿同

時對油業公會理事長張超哀米業公會理事長萬墨林 (杜
笙總管)哀永安紡織集團�責人郭

棣活等予以警吿愛其後阿杜維屛和榮鴻元均被¸𠛬 6 個
 (在處以高額美元罰款後阿准許g

保釋放)愛蔣經國�先後¼S上海9本家頭面人物阿如李銘哀劉鴻生 (大中華企業集團董事

長)哀周作民 (金城銀行董事長) 等談話阿þF他們g出金銀外匯並覓保具結阿未經允許不得

離開上海愛在公開塲合阿蔣經國對Ò些比自己年長若干歲長輩口稱“老伯”之類Ê辭阿

但在個別¼見時則不假詞色阿頤指氣使阿以至使李銘“面紅耳赤阿神色頹Ì”愛周作民“垂

頭喪氣阿B緖緊張萬分”愛Ò些人均非等閒之輩阿他們都曾是當政者座上賓阿杜
笙^是

在 1927 年爲蔣介石“四一二”淸黨立下過汗馬功勞阿如今卻落得如此下塲阿在上海9本

家群體中引起震動可想而知愛

蔣經國在上海C取嚴厲經濟管制措施阿得到了蔣介石荏持愛 9
 1 日晚阿蔣經國

接到南京電話阿“	從2處理i犯經濟法令各種案件阿並/張嚴辦大投機商人愛”�

日阿蔣經國卽“召開檢查委員會阿會後卽向市政府提出大戶奸商等各種i法行爲證據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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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蔣經國：《滬濱日記》阿 1948 年 9
 2 日哀 8 日哀 9 日阿《蔣經國自述》阿第 172哀 174 頁愛



並円議立刻Ð捕愛”51) 對於蔣經國下令Ð捕榮鴻元與杜維屛阿蔣介石贊其“可謂雷厲風

行阿竭其K力以赴之阿惟忌者亦必益甚愛此爲國爲民之事阿只�犧牲我父子阿不能再�&

¤忌愛”在得知�人爲上海法院在經管�閒死𠛬¸決說B時阿蔣介石特"指示“應照原

¸處死阿不得變^愛否則上海經濟管制將H功盡棄矣愛”52) 蔣介石特別不滿於上海9本家

對�改和經管種種軟Á硬抗舉動阿尤其是對他們不將金銀外匯¿令移存央行嚴加指責愛

當蔣介石聽聞李銘/持上海銀行公會�"集合下屬留存外匯向政府g出 1000萬美元了

事阿G爲之勃然大怒阿D爲李銘至少隱藏了 3千萬美元外匯留存未報阿是對政府命令陽

奉陰i愛 9
 5 日阿蔣介石召見俞鴻鈞阿“指示其對商業銀行外匯強制其移存之方針”阿	

求對“奸商李銘等阿非嚴厲處置阿決不能�其自動報國也”53)愛 6 日阿蔣介石親自出馬阿在

中央黨部演�中阿指責上海9本家“對國家對政府和人民之禍福利¥阿乃如過去二三十

年H阿只愛金錢不愛國家阿只知自私不知民生腦筋阿毫沒改變愛……Ò種行爲阿固然是

直接破壞政府戡亂円國國策阿而其閒接實無衣助長共匪內亂阿彼等旣不愛國家阿而國

家對彼等自亦無&姑息阿故政府已責成上海�責當局阿限其以本星�三以內阿令各大商業

銀行將&�外匯阿自動向中央銀行登記存放阿屆時如其再虛與委蛇阿觀��宕阿或捏�假

帳阿不據實陳報存放阿ã政府只�依法處理阿不得不采行 一步措置阿予以嚴厲制

裁愛”54) 其後阿蔣介石爲“李馥生 (李銘) 等之奸詐阿余欲嚴�阿而俞鴻鈞則畏縮因循不敢

任怨阿故延怒頻作”阿指示p�灝“決以其Ô報不實哀數字太少者阿繼續查究”55)愛

面對蔣氏父子勒þ阿李銘十分無奈愛雖然他確�部分外匯9產留存未報阿但無論如

何也沒� 3千萬Ò樣龐大數字愛除了g出部分外匯9產之外阿他只能�過俞鴻鈞和吳國

楨等人向蔣介石說項求B阿以求無事愛據吳國楨回憶阿他在見蔣介石時對蔣說：“李銀行

9本只�¼ 500萬美元阿卽使李將他每一分錢阿加上存款都變成美元阿總數也絕d不到 3

千萬阿蔣感到吃驚愛於是李銘未被Ð捕只是r到了警吿愛”作爲上海金融界頭面人物阿

李銘長�荏持國民黨阿正如吳國楨&言：“蔣介石在 1927 年眞正掌權並成功地完成北伐阿

是靠上海Ò些銀行家們荏持阿李銘就是其中之一阿而現在卻使他們如此Ö罪愛”56) 李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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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蔣經國：《滬濱日記》阿 1948 年 9
 2 日阿《蔣經國自述》阿第 172 頁愛

52)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9
 4 日哀 6 日愛

53)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9
 5 日愛

54) 《中華民國%事紀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七至十二
份)》阿 1948 年 9
 6 日阿

第 341-342 頁愛

55)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9
 9 日哀 10 日愛蔣介石對李銘態度在國民黨內實�共鳴阿卽!

是反對�改雷震也D爲阿李銘“此人毫無國家觀念阿完K一自私自利之商人愛”(《雷震K

集/雷震日記》(1)阿 1948 年 8
 21 日阿第 45 頁)

↗

56) 《從上海市長到“臺灣省/席”――吳國楨口述回憶》阿第 65-66 頁愛蔣經國在其日記中阿未

點名地諷刺吳國楨說：“今天早晨×見 XXX阿他在過去是唱革命高{阿但是現在他軟下來



在此��改中擔任金圓�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任委員阿�算是�改/持者之一阿但

卻Ö到蔣氏父子粗暴對待阿不能不使他對蔣氏父子如此不留B面哀c�於公開羞辱做

法深感失�愛他在 9
 15 日致俞鴻鈞函中說：“H因公會籌議同行外匯申報事阿-敝行申

報外匯9產數字一�阿傳聞&-阿不幸引起關於敝行-弟之Y會愛賴吾兄知人燭事之Q阿

垂愛之切阿並承攻芸兄 (劉攻芸阿央行副總裁) 暨孟工兄Q察事實阿關切同深愛經吾兄晉京力

爲剖陳後阿幸蒙諒介阿感激欽佩阿非可言宣愛弟´務銀行業四十年阿其閒歷任同業公會職

務阿自國民革命成功後二十餘年中阿凡×政府金融上商業上興革之事阿弟無一不竭�擁

護阿努力奉行愛愛國向不後人阿×事無不躬行力踐愛此�引起Y會阿實出"外阿撫躬自

省阿殆弟�信尙�未孚阿是故�此阿Á勵切磋阿端9師友也愛”57) 稍後阿李銘辭去金圓�

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任委員職務阿準備另謀出路愛一葉知秋阿李銘動向預示著上海9

本家對國民黨態度重	變3愛

F於當局高壓阿上海各金融機y不能不將外匯9產向中央銀行登記移存愛到 10
底

止阿共計移存現款 609萬美元阿證�折合 3110萬美元58)愛上海市工業會也在理事長杜
笙

/持下阿�知各會員工廠將&持�金銀外匯移存中央銀行愛

9
 30 日爲原定金銀外�兌奄截止日阿此時共回收黃金 160萬兩阿白銀 801萬兩阿

銀元 1683萬元阿美元 4468萬元阿Ú� 7960萬元59)阿其中上海回收黃金和美元數量將�

總數 70%愛應該說阿在當時經濟狀況嚴重惡3哀百姓對政府信用度X持懷疑狀況下阿

Ò份成績單�算說得過去愛如果以蔣介石自稱“"料之外”說事阿倒也並非K爲自誇與

溢美愛因爲在戰後歷�經濟風潮中阿金銀外匯基本都是�出無 阿�去無回阿從抗戰5利

時 85805萬美元阿一路下影到�改H 8680萬美元阿國庫金銀外匯O備c乎吿竭60)愛

如今卻止影爲升阿且H景似乎看好阿怎不令蔣介石對此�&自得愛

四哀“打虎”失敗――金圓��制改革頹勢

撇開其他因素不論阿蔣經國在上海實施嚴格經濟管制阿確�以此A抑物價阿穩定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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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阿並且/張不宜多捕奸商阿否則怕工廠	關門了阿由此可知官商勾結力量之大矣愛”其

後印在日記裏恨恨地說：“見了c個大奸商和大銀行家阿如 XXX之類阿Ò批人確實可以拿來

一個一個嚴�愛”(蔣經國：《滬濱日記》阿 1948 年 9
 8 日哀 17 日阿《蔣經國自述》阿第

174哀 177 頁)

↘

57) 洪葭管/V：《中央銀行%料》下卷阿北京：中國金融出版社阿 2005 年阿第 1351 頁愛

58) 《中央銀行%料》下卷阿第 1351 頁愛

59) 《中華民國%檔案9料彙V》第 5輯第 3V財政經濟卷 (2)阿第 363-367 頁愛

60) Strictly Confidential, Chang Kia-ngau papers, Box. 25.



濟"圖阿並在�改之初取得了一定成效愛問題在於阿強令限價i背了經濟規律阿限價

後工廠因原料來源缺乏而減產停工；61) 商店 貨困難阿只能以銷售存貨維持；外地物9和

原料因限價而不願� 上海阿攸關民生大米入滬數量從每日數千石劇影爲數十石；Ò些

B況必然=致市塲和民心恐慌阿發生搶>阿動搖限價愛 9
 9 日阿行政院公佈《實施取閲

日用重	物品囤積居奇辦法補閏	點》阿規定個人和商家>買物品均不得超過三個
用量阿

i者卽以囤積論；工廠商號存O之成品貨品阿如不儘量供應市銷或抬價出售者以居奇論阿

物品沒收並科 1000元以下罰款62)愛此舉旨在以行政手段壓抑民閒>買行爲阿維持物價A

穩阿但卻使工商業界叫苦連天阿因爲他們存貨被	求以限價出售阿以維持市面供應阿賣

一件!賠一件阿但印不能大量C>或C>不到限價原料阿生產因此而無法繼續愛因爲

限價因素阿物品價格被�制在�低水準阿印因爲對紙�不信任阿人們都希�將手中

紙�奄成實物阿加以大量89麇集於滬阿因此市塲銷售空H活«阿各種物品均被大量搶

>愛據估計阿上海限價�閒因出售限價貨品而�成損失阿棉紡業爲 5000萬元阿毛紡業爲

2000萬元阿百貨業存貨基本賣光阿K市工商業總計損失¼金圓� 2億元阿折合 100萬兩黃

金63)愛卽!如此阿�限貨品仍無法抵擋閏斥於市貨�阿Ò樣阿一方面是商家惜售或售

空阿另一方面是買貨存物哀投9投機活«阿買與賣脫�阿價格攀升!不可�免阿從而不斷

衝擊著限價規定64)愛

雖然�改初�管制物價-回收金銀外�B況尙稱良好阿但實際已�徵兆預示�改H

景不容樂觀愛 10
 1 日阿財政部�令將金銀外�兌奄�限�長 2個
阿說Q兌奄B況

仍不如當局之預�阿而且使當局再�失去了信用愛此舉被徐永昌0論爲：“如此無信阿<切

攫取人民現金之心B畢露阿敗壞國事至此阿無賴可笑尙屬餘事愛”65) 此令公佈後阿各地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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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蔣經國自記：“發現一種嚴重問題阿就是許多工廠阿因爲限價而缺原料阿因缺原料而減工愛

此種現象阿實�<需糾正之必	愛”(蔣經國：《滬濱日記》阿 1948 年 9
 4 日阿《蔣經國自

述》阿第 180 頁)

62) 《總瓜府公報》第 98號阿 1948 年 9
 9 日愛

63) 《上海解放H後物價9料彙V》第 41-42 頁愛

64) 各地B況大同小衣阿據四川報吿：“在商塲方面阿悦�不少¤/將限價物品儘量搶>阿得手

沿街叫賣阿加價轉售與未>得者愛在過路方面阿悦�假借政府機關公務員名義阿將外縣或鄉

村�來糧食哀肉類攔é阻扣阿照限價估買阿或得手後阿印加價轉售漁利愛如在商塲方面搶>

未G阿在u路方面估買未G阿卽捏詞jS政府機關傳訊處辦愛假借政府機關之威權阿ê!利

私圖之慣技愛”“在商塲方面阿各公司哀行號由國內哀國外各地>�之物9阿一時不能到d愛

而在當地各業市塲印以同感缺乏之故阿無貨可 愛每日¿令開門阿櫃架空空阿窮于應付愛在

u路方面阿因各販�者Ör估買漁利-飛災橫禍之痛苦阿無人敢作正當營�愛�成糧荒肉

荒阿百物皆荒愛眞正需	者阿雖出高價亦不易>得愛此卽社會人心恐慌�甚之現象也愛”(《四

川省商會聯合會理事長王秉鈞Ô財政部長王雲五電》阿 1948 年 9
 2 日阿中國人民銀行總行

參事室V：《中華民國貨�%9料》第 2輯阿上海：上海人民出版社阿 1991 年阿第 581-582 頁)

65) 《徐永昌日記》阿 1948 年 10
 1 日阿第 9册第 128 頁愛



出現搶>潮愛據時人記載：上海“人心惶惶阿拼命搶>物9愛各商店人潮洶湧阿軋得水泄

不�愛一切物品都被搶>阿商店均�遲開門 (�至上午十二時開門者)阿提早打烊 (�在下午一

時卽停止者)阿�	拉緊鐵門阿ì個 出和限制數量阿商店大量í�物9阿不甘賣出愛B形之

嚴重阿H&未�愛”“南京路衣乎î常熱鬧起來阿人頭攢動阿好比螞蟻搬家阿馬路上只見

一群群挾著一ï一ï貨物人愛四大公司阿百貨商店阿綢緞店以-棉布店阿莫不擠滿了

人阿Ò些人可以說�算是�剩餘>買力愛一般小戶人家阿則競向糧食哀醬園哀柴店哀南

貨店>買米哀油哀醬哀糖哀肥皂等日用物品愛一連十天光景阿店家櫥窗K都搶空了愛走

 大小商店�如 了冷�阿雖�觀光香客阿但沒�菩¢阿Ò種局面苦壞了家無宿糧人

家愛他們滿街奔跑阿到處排¯阿�是¤到了頭阿¤不了腳阿不是愁米阿就是愁ñ哀愁柴愛

號稱國際商埠上海阿悦生了癱瘓病愛”北A“搶>之風彌漫K市愛米麥糧食店早已十室

九空阿香ó黑市漫天叫價阿一日數變愛……鬧市百貨店¤客激增阿排成一字長蛇陣阿爭先

搶>愛……熱鬧市中心王府井大街阿六時許卽一片黑ô阿家家鐵門緊閉愛”南京“在一

陣搶>風潮過後阿南京市面上阿什麽都空了愛……/?們早上已經不能再從小ñ塲上買

到她們&需	任何東西愛豬肉早已絕了跡阿魚蝦雞鴨也都跟著豬肉�隱了起來阿南京

ñ市阿是標準蔬食市塲阿除了豪門以高價求諸黑市外阿市民們都只能天然奉行著蔬食

/義愛”66) 就連A素溫和哀不與世事哀埋頭書齋知識份子也是X怨連天愛北大學生羅榮

渠“÷訪潘家洵先生阿同他吹一�易卜生戲劇愛他一開口就談到生活B形阿物價天天

漲阿眞不得了愛……到處商店食鋪都關門閉戶阿打開鞋店只擺了c雙�蹩腳下等貨給

人看愛香ó哀麵ï哀罐頭哀肉類都差不多絕跡了阿�話阿再貴也�人搶著買愛……社會

秩序	混亂了阿爲時想不ø了吧？”67)

面對如此嚴峻局面阿蔣經國也"識到問題嚴重性：“糧食已經發生問題了阿Ò是一

件一個
來&始�不能放心事愛煤恐怕亦會發生問題愛Ò許多都是<需	解決大

事愛”“市塲已起波動阿搶>之風益盛愛一方面因爲ó哀酒漲價阿同時亦因�貨數量之增

多阿&以�成了今日之現象愛目H搶>之對象阿爲紗布呢絨等物阿恐怕將來	以米爲物件

了愛Ò是非常嚴重現象阿&以一夜未安睡阿且內心非常不安”愛Ò種B況也影�到蔣經國

領=經管團¯士氣阿在他/持檢查委員會例會中阿“討論實施總檢查辦法阿大家

氣已不如以÷之旺盛阿Ò是和今天困難³境互相發生關係現象愛”“�若干幹部阿心

理已開始動搖”愛&以阿蔣經國承D：“上海整個空氣是在惡轉中愛處此境地阿一不小

心阿就會慘敗而不可收拾愛”68) 但是阿蔣經國自D沒��路阿他�在堅持阿吿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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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中央銀行%料》下卷阿第 1287-1289 頁愛

67) 1948年10
6日日記阿羅榮渠：《北大歲
》阿北京：商務印書館阿 2006年阿第371哀381頁愛

↗68) 蔣經國：《滬濱日記》阿 1948 年 10 
 1 日哀 3 日哀 4 日哀 14 日阿《蔣經國自述》阿第 184-



	緊是	沉得著氣”阿D爲不能輕易變^政策阿影�政府信用阿仍然堅持以行政手段和高

壓措施嚴格管制經濟阿維持限價阿“取U市塲阿U滅投機”；“	南北米市塲�責人具結阿每


由外埠供應上海食米二十萬石愛”69) 他�決定將物9檢查擴大到滬甯滬杭沿線各城市阿

以免物9外í阿並使用軍警力量撲滅黑市愛不過阿對於A民百姓阿高壓手段或可�效阿但

對於�權�勢豪門9本如何管理處罰阿卻成了令蔣經國不得不處理卻印難以處理且頭疼

不已之事阿而Ò印直接影�著經管效û與權威愛

A心而論阿蔣經國在上海以“打虎”自詡阿雖不無以此立威哀獲取政治9本考慮阿

但其表現“親民”阿從宣傳到行動阿起初確令見慣了過÷高高在上國民黨官僚做}上海

市民頗�好感70)愛蔣經國承D管制物價“相當困難”阿但是“X了一種決心阿就是無論如何

困難總應當做下去”阿而且口稱“只	和人民站在一起阿什麽事都不會失敗”愛但是阿隨著

時閒推移阿蔣經國在推行經管政策時×到了越來越大困難愛起初阿經管打擊對象多

爲倒買倒賣哀賺點小錢市井8民阿過後打擊到部分官員和9本大戶阿但Ò些人或爲中下

ü官員或爲企業界人士阿並無眞正依靠上層權力荏撐官僚9本阿&以社會上對蔣經國也

�不打“老虎”專打“老牛”之譏阿不足以眞正威懾豪門巨富愛蔣經國自恃其來頭硬阿在

推行經管政策時撇開原�行政官僚體系阿自行其是阿在國民黨錯綜複雜}系政治生態中

引起許多矛盾阿上海市長吳國楨對蔣經國動輒捕人強硬做法卽頗不以爲然阿一再以辭職

表示不滿愛��一些國民黨高官阿冷眼旁觀者�之阿甚而盼著蔣經國失敗者也不乏其人愛

�制著上海市議會 CC系阿D爲蔣經國在上海舉動觸犯了他們利益阿頗爲不滿阿他們

聯合上海警備司令宣鐵吾阿�過傳媒輿論攻擊蔣經國愛�改剛剛開始阿蔣經國就感覺“�

許多人已在起來反對我了愛Ò是早在"想中事阿目H不過是c個人阿將來不曉得�多少

人將起來打擊我”愛隨著�改 行阿蔣經國印感覺阿“今天&做工作是孤獨愛沒�一

個高ü官±想幫我忙阿思之痛心愛”“上海報紙阿大多數都是興風作浪阿C取U極不合

作態度愛”“如此政治阿如何不亂!……商人可惡阿政客^可惡阿兩種力量阿已經聯合在

一起了愛今天是處在 �兩難之閒愛”71)

面對經管頓挫困境阿蔣經國確實是“ �兩難”愛他基本上依靠行政和高壓手段實

施經管阿對各種複雜關係考慮不夠阿行事�操切魯厭之處阿不p得罪了大9本家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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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哀190 頁愛

↘

69) 蔣經國：《滬濱日記》阿 1948 年 10
 2 日哀 6 日阿《蔣經國自述》阿第 185哀 187 頁愛

70) 蔣經國曾自記：“在þ視布市塲時候阿被群眾ï圍歡呼阿內心一方面r到感動阿而同時徒增

憂愧之"愛”(蔣經國：《滬濱日記》阿 1948 年 9
 27 日阿《蔣經國自述》阿第 182 頁) 此言或

非K爲虛�阿蔣經國在上海實行經管之初不少做法阿確曾得到民眾D同愛

71) 蔣經國：《滬濱日記》阿 1948 年 8
 31 日阿 9
 4 日阿 10
 13 日哀 26 日阿《蔣經國自述》阿

第 171哀 173哀 190哀 195 頁愛



且其手下任"查抄物9舉動阿也使不少小商人�自危感；-至限價難以爲繼阿百物短

缺阿市面蕭條阿��市民原先對他好感也在ì漸U失愛種種矛盾g織演變阿�以揚

子公司舞·案發而使蔣經國“打虎”Ö×重挫阿�制改革與經濟管制頹勢G不可�

轉愛

揚子公司爲孔祥熙公子孔令侃&辦阿一向以其特權套>外匯哀買空賣空哀牟取暴利而

爲世人&側目愛此�蔣經國到上海實施經管阿其手下多�檢查揚子公司倉庫阿發現存貨

甚多阿如何處理阿頗費蔣經國思量愛在眾目睽睽之下放過揚子公司阿對外界無法g代阿也

影�其公眾“形象”阿難以推動經管執行；而	查處他表兄弟孔公子阿其難度亦可想而

知愛實際上阿蔣經國對此早�D知愛�在�改醞釀�閒阿蔣經國就曾對蔣介石談-阿“甚以

上海金融投機機關無不與黨政軍	人�密切關係阿且作後盾阿故將來阻力必大阿非�破除

B面阿快刀斬亂�之精神貫園到底不可也愛”72) �改開始後阿他手下發現揚子公司“倉

庫裏面&囤貨物阿都非日用品阿而外面則擴大其事阿使得此事不易處理阿眞是頭痛愛”73)

不過阿�不等蔣經國克´“頭痛”阿對孔令侃拿出“快刀斬亂�”強硬手腕阿孔令侃

已�風聞阿他果然神�廣大阿趕緊找到其小姨媽宋美齡向蔣經國說項阿未能說�後阿他印

說動宋美齡搬出蔣介石親自干預愛一般而言阿蔣介石對蔣經國在上海推行經管政策嚴厲

做法是D可阿因爲Ò可以體現蔣經國爲政能力阿爲其立威阿�利於他今後在政治上

發展愛&以當蔣經國向蔣介石“報吿經濟管制B形愛÷日&�黑市與囤積等·多�我黨政

當局爲首阿言之痛心愛但由此澈查阿&�上海黑幕皆得發見阿實堪欣幸愛”蔣介石D爲阿

“上海物價A穩阿黑市c乎U滅愛此一滔天大禍尙能爲經兒克´阿則剿滅奸匪似^容易愛此

經濟實爲戡亂之基業也愛”“此一政策果能成功阿其執行之功不得不推經兒爲首也愛”74) 但

當蔣經國查處積·動作指向孔令侃阿而孔印搬出宋美齡說B阿蔣介石實不能不考慮各種

複雜政治哀經濟和親緣關係阿對孔家手下留B愛此時正值國共東北會戰緊	關頭阿蔣

介石於軍務倥傯之中仍不忘徇私B阿於 10
 8 日自北A直飛上海阿訓示蔣經國放過孔令

侃愛9 日阿孔令侃由宋美齡陪同面見蔣介石阿在外界對孔家揚子公司案議論紛紛哀眾聲喧嘩

之際阿蔣介石接見孔令侃"味再Q白不過了愛在當天日記中阿蔣介石將揚子公司舞·

案歸爲“反動}^借題發揮阿強令爲難阿必欲陷其於罪阿否則卽謂經之ï�阿尤以宣鐵吾

機關報攻訐爲甚愛餘嚴斥其妄阿令其自動停刊愛”75) 18 日阿蔣介石印就監察委員{查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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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7
 2 日愛

73) 蔣經國：《滬濱日記》阿 1948 年 10
 2 日阿《蔣經國自述》阿第 185 頁愛蔣經國在其日記中未

提揚子公司之名阿而以“XX公司“代之阿但究其H後�邏輯¸斷阿“XX公司“當指揚子公

司愛

74)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9
 7 日哀 11 日哀 15 日愛

75)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10
 9 日愛



公司不法舉動事致電上海市長吳國楨謂：“關於揚子公司事阿聞監察委員	將其開辦以來業

務K部檢查阿中以爲依法而論阿殊不合理阿以該公司爲商業而非政府機關阿該院不應對商

業事業無理取鬧愛如果屬實阿則可屬令�聘S律師阿 行法律解決阿先詳討監察委員此舉

是否合法阿是否�權愛一面由律師正式宣吿其不法行動阿拒絕其檢查阿並以此"¼經國切

商阿勿使任何商民無事r屈也愛”76) 蔣經國在日記中諱言蔣介石干預揚子公司舞·案阿而

只含混其詞地記載說：“淸晨拜見父親阿報吿上海B況愛目H�許多問題尙未解決阿但亦不

忍報吿阿蓋不願煩父之心也愛”對於揚子公司舞·案阿他一反其公開查處表白阿在日記

中說：“XX公司案子阿弄得滿城風雨愛在法律上�阿 XX公司是站得�愛倘使此案發

現在宣佈物9總登記以H阿ã我一定	將其移j特種𠛬庭愛總之阿我必秉公處理阿問心無

愧愛但是阿四處&�成空氣阿確實可怕愛凡是不沉著人阿是擋不�愛”77) 此時他附

和蔣介石"見阿D爲揚子公司在法律上是“站得�”阿他自己是“秉公處理阿問心無

愧”阿只是外界“滿城風雨”&�成空氣“確實可怕”愛不過阿“可怕”究悦是外界

空氣阿�是國民黨作爲阿大槪蔣氏父子也是心知肚Q吧愛

揚子公司舞·案實質阿非爲私人公司舞·之個案阿而關係到國民黨是否能以此爲開

端阿D眞查處權勢集團長袖善舞哀營私舞·之勾當阿確立國民黨自身公正公A形象阿不

p爲社會各界阿也爲國民黨內&關4愛徐永昌“聞蔣先生日H亟亟到滬阿十之八九因孔大

少不法囤集等問題阿蔣夫人2其訪滬解圍云云愛”78) 蔣介石機	秘書周宏濤回憶說：“我

風聞Ò天蔣公爲了揚子公司囤積居奇案阿在夫人	求下召見經國先生阿垂詢上海金融管

制執行B形阿經國先生原本	法辦經營揚子公司�責人孔令侃阿因而擱置阿p將貨品閏

公愛”79) 如雷震&言：“不A則鳴阿今日社會不公A之現象阿如不能糾正阿則國民黨之政權

不易維持愛卽以改革�制而論阿一般人鹹雲阿政府決心收集私人外匯哀黃金哀白銀阿但必

須先收集孔宋之此類9產阿不然則不足以昭信於人”80)愛揚子公司舞·案因蔣介石干預而

óU雲散愛蔣介石格於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之家族親緣關係阿對孔氏家族曲以維護阿在國事

和家事天A上阿他�擇了L向家事阿令不少人爲之極度失�阿&謂“黨國”Hé不問可

知愛查辦揚子公司未果阿儘管蔣經國沒�對外公開表示阿但其實際上在內心裏亦感無以

面對公眾阿“打虎”“美名”不破而滅愛他承D：此案“未能園底處理阿因爲限於法令不能

嚴辦阿引起外界Y會愛同時自從此事發生之後阿&�工作都不能如"推動了阿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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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蔣中正總瓜檔案/籌筆/戡亂時�》阿第 16280號阿藏臺北“國%館”愛

77) 蔣經國：《滬濱日記》阿 1948 年 10
 9 日阿《蔣經國自述》阿第 188 頁愛

78) 《徐永昌日記》阿 1948 年 9
 13 日阿第 9册第 139 頁愛

79) 周宏濤口述哀汪士淳%寫：《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阿臺北：天下ø見出版股份

�限公司阿 2003 年阿第 54 頁愛

80) 《雷震K集/雷震日記》(1)阿 1948 年 8
 27 日阿第 50 頁愛



力量亦甚大”81)愛

五哀倉皇落幕――金圓��制改革失敗

經歷了 10
搶>風潮阿限價實際已難以爲繼；再經歷了查處揚子公司舞·案頓

挫阿蔣經國旣無力也無顏再推動&謂“打虎”愛他不能不承D：“經濟管制工作阿發

展到今天阿確實已到了相當嚴重關頭愛一般中產階ü阿因爲買不到東西而怨恨愛工人

因爲小ñ漲價阿而表示不滿愛現在到了四面楚歌時候阿倘使不能堅定阿卽很快就會�

潰愛”82)

“�潰”日子確實不ø了愛自 10
中旬起阿市塲限價雖�在維持阿但可售貨品寥寥

無c阿商店貨架空空落落阿限價已失去其"義阿�制改革也已成強弩之末愛雷震“出街>

零星物件阿見街上�許多店鋪關門阿�一部分雖未關門阿而窗櫥則空空如也阿市民搶>

之風仍不稍戢愛凡�貨物之店阿市民排¯搶>阿金圓�液�市面太多阿實爲一重大之原

因愛”83) 已經推遲 2 個
結束金銀外匯收兌B況^是慘澹阿 10
份收兌黃金 5萬兩阿白

銀 103 萬兩阿銀元 672 萬元阿美元 329 萬元阿Ú� 187 萬元84)阿尙不-此H兌奄數零

頭阿排¯兌奄金銀塲景早已被排¯搶>物9塲景&替奄阿兩種塲景轉奄之2阿正說Q

社會人心之變愛

在�改實施一
之際阿財政部長王雲五赴美國阿參加國際貨�基金組織會議阿並借此

爲�改�勢阿��獲取美國^多經濟荏持85)愛但是阿國內實際B況與王雲五�勢完

K相反阿他在美國�閒卽不斷接到�改面臨危機報吿阿 10
 10 日他回國時阿形勢與他

20 天H出國時已今非昔比愛王雲五承D阿“經濟政策之推行阿固不能不`用政治力量阿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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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蔣經國：《滬濱日記》阿 1948 年 10
 16 日阿《蔣經國自述》阿第 191 頁愛

82) 蔣經國：《滬濱日記》阿 1948 年 10
 16 日阿《蔣經國自述》阿第 191 頁愛

83) 傅正/V：《雷震K集/雷震日記》(1)阿 1948 年 10
 16 日阿第 79 頁愛

84) 中國第二歷%檔案館V：《中華民國%檔案9料彙V》第 5輯第 3V財政經濟卷 (2)阿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社阿 1999 年阿第 363-367 頁愛

85) 國民黨政權/	荏持者美國阿對此��改H景實際並不樂觀阿美國大使館報吿D爲：

“怨貨�準備金並沒�比舊貨�多阿並且今天政府預算�是和上星�一樣沒�A衡希

�愛我們不願表現過分悲觀阿但我們猜測是：在c個禮拜以內物價可以�相對穩定阿以

後阿怨發行金圓�與美元比值!	開始下影阿回復到已經作廢哀無人哀悼法�&�

留下地位愛”(《南京美國大使館致美國國務院報吿》阿 1948 年 8
 24 日阿《中華民國貨

�%9料》第 2輯阿第 590 頁) 不p如此阿據p�灝吿蔣介石阿“美國#華幹事司徒立人對其

閒接表示阿經國在滬作風K爲俄共共產之思想阿而其行動眞是打倒大小9本家之力行者愛中

國人對之無可如何阿不敢與之校量阿但其美國人必強力反對阿並將正式警吿雲愛”(《蔣介石

日記》阿 1948 年 10
 31 日)



治壓力如過分行使阿或行使過久阿勢必引起反抗愛……此種反抗阿在政府強�力之時阿�

不致過分強烈或逾越範圍阿但政府威信如�喪失阿則政治力量式阿在式政治力量

下阿而影�強施重大壓力阿則人民之反抗力勢必超越範圍阿一發而不可收拾愛”他提議

{整物價與工9阿預結部分外匯以維持金圓�信用阿但未得同"；而“國防費之不斷�

加阿均以軍事重	爲詞阿<於星火阿拒之不可阿許之則�擔並重”阿“實爲致命之傷”86)愛 15

日阿上海經管檢查委員會會議阿在蔣經國堅持下阿決定各種物價絕對維持限價阿使用&

�軍警力量阿撲滅各種黑市87)愛在 20 日行政院院會上阿農林部長左舜生哀糧食部長關吉

玉哀g�部長俞大維哀政務委員雷震等阿均/張放棄限價阿左舜生“對於蔣經國之管制物

價之硬性作法阿批0甚嚴”愛雷震則D爲阿“A心而論阿金圓�之發行阿如無蔣經國之嚴厲

手段阿其本身則不能站穩阿故事後批0阿實	設身處地想一想阿不然太不恕u也愛但�一

事可慮者阿卽{整後能否凍結阿毫無把握阿不	如水衝開而無法止停也愛”“此�金圓�發

行時阿人民雖�懷疑阿但仍是擁護阿觀其以&藏金銀兌奄金圓�可知阿奈發行太多阿而戰

事印不利阿^失去{整物價之機會阿致�成今日之惡果也愛”88)

儘管蔣經國堅持繼續執行限價政策阿但政治高壓�無法抵擋經濟規律阿限價政策已難

以爲繼愛 10 
 18 日阿蔣經國¼上海市長吳國楨哀警備司令宣鐵吾哀參議會議長潘公展

等“談目H經濟問題阿可以說沒�一個是荏持政府政策愛今日在精神上r到極重壓

F愛”20 日阿“召集產米縣各縣長商討以米供滬問題阿亦無具體結果愛”22 日阿“爲糧食

問題阿商談很久阿�許多人慌了<了愛^ 一步感覺到自己在上海確很孤獨愛”89) 24 日阿

蔣介石在北A召見p�灝阿“談經濟問題甚久阿B形日非阿商鋪空室藏貨阿人民排¯擠>阿

尤以糧食缺乏爲�可慮耳愛”90) 蔣對是否堅持限價政策似已�動搖愛 28 日阿行政院舉行經

管會議阿據蔣經國記載：“大家都/張讓步阿決定糧食可自由買賣阿工9可{整阿百物都可

合本定價愛奄句話說阿一切都照舊放任了愛會議完後阿內心惶恐萬分愛下午繼續參加會

議阿除了心中感r到難過之外阿未說話愛”91) 同日阿蔣介石在南京¼學M界領袖胡_晚

餐阿胡_表示阿“經濟財政改革案實�大錯Y阿不可不早早救正愛”92) 立法院和監察院也先

後在 26 日和 29 日質詢行政院阿提出“行政當局執行財經改革方案阿方法錯Y阿步伐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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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王雲五：《岫廬八十自述》阿第 540-541 頁愛

87) 《中華民國%事紀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七至十二
份)》阿 1948 年 10 
 15

日阿第 652 頁愛

88) 《雷震K集/雷震日記》(1)阿 1948 年 10
 20 日哀 28 日阿第 80哀 85-86 頁愛

89) 蔣經國：《滬濱日記》阿 1948 年 10
 18 日哀 20 日哀 22 日阿《蔣經國自述》阿第 192-193 頁愛

90)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10
 30 日愛

91) 蔣經國：《滬濱日記》阿 1948 年 10
 28 日阿《蔣經國自述》阿第 196 頁愛

92) 曹伯言整理：《胡_日記KV》第 7册阿合肥：安徽敎育出版社阿 2006 年阿第 720哀 723 頁愛



亂阿�成今日生產減縮阿貨物í�阿銀根松濫阿無市與黑市之嚴重現象阿應予糾正愛”93)

在各方壓力之下阿蔣經國孤掌難鳴阿無力亦無法再堅持自己/張愛

10
 29 日阿p�灝攜補閏經濟改革方案見蔣介石阿蔣D爲“經濟改革計畫與金圓政策

似已完K失敗阿以限價已爲不可能之事阿則物價飛漲比H^甚阿尤其糧食斷絕難>阿�爲

制命傷也愛”G於當晚“召黨政高ü幹部商討經濟問題阿市況與社會阿c無物9阿印絕糧

食阿若不放棄限價阿恐生民變阿故決定改變政策也愛”94) 31 日阿行政院�過《改善經濟管

制補閏辦法》阿決定糧食依照市價g易阿紗哀布哀糖哀煤哀鹽由/管機關核本定價阿其他物

品�權地方政府管理阿實際放棄了限價政策愛此後阿被壓抑多日市塲價格立卽強力反

彈阿A均上漲 20 多倍阿米價一度暴漲�百倍阿從 1 石 20元直漲至 2000元愛

限價政策被放棄後阿蔣經國在日記中寫u：“我內心阿是十分憂苦與煩悶也愛政府

自今日起阿已宣佈取U限價阿兩個
工作阿一筆勾銷愛回想起來阿眞是心�愛”95) 他公

開發表《吿上海市民書》阿承D“在七十天工作中阿我深深感覺沒�盡到自己應盡責

任阿不但沒�完成計畫和任務阿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海市民在工作過.中&感r

痛苦阿……除了向政府自S處分阿以Q責任外阿並向上海市民表示�大歉"愛”96) 11


5 日蔣經國辭去上海經管督=員職阿至此阿蔣經國在上海執行經濟管制工作尤其是其“打

虎”行動阿以轟轟烈烈開塲阿以偃旗息鼓收塲阿他在無可奈何中黯然離開了上海愛

金圓��制改革兩大荏�是限價和發行限額阿限價旣已放棄阿發行限額事實上也無

法維持愛 10
底阿金圓�已發行 18億元阿接� 20億元限額愛限價被取U後阿金圓�發

行數額^是無法�制愛 11
 10 日阿央行總裁俞鴻鈞致電蔣介石阿吿以“現在軍政需	增

加極巨阿<如星火阿稍一脫�阿深慮貽Y；而金融市面阿以物價高漲阿需	亦多阿長此以

÷阿超出限額F在眉睫”；	求“必須立予解決”愛 11 日阿蔣介石公佈《修正金圓�發行辦

法》阿規定金圓�發行數額另以命令定之阿卽承D原定發行限額無法維持阿從而爲�貨膨

脹^趨惡性3打開了閘門愛該項“辦法”將金圓� 1元含金量改爲 0.044434公分阿卽

一舉貶值 80%阿與此相呼應阿金圓�與各種硬�貨官價兌奄比例均��大幅度之下影愛

張嘉璈D爲阿“物價管制與金圓�限額阿乃�制改革成敗之兩大關鍵愛茲旣未能園底實行阿

則金圓�之�潰阿已成定局矣愛”97)

金圓��制改革失敗阿�改/	設計者王雲五也成眾矢之阿“以責難紛至阿經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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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中華民國貨�%9料》第 2輯阿第 612 頁愛

94)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10
 30 日愛

95) 蔣經國：《滬濱日記》阿 1948 年 11
 1 日阿《蔣經國自述》阿第 198 頁愛

96) 《大公報》(上海) 1948 年 11
 1 日哀 2 日報=愛

97) 《張公權先生年初稿》下册阿第 1018 頁愛



敗阿手足無措阿故重	業務停頓阿王且不到部辦公阿可憐之至愛”98) 王雲五隨卽提出辭

職阿可是誰都不願再接Ò個爛攤子愛 11
 7 日阿蔣介石只好致電央行總裁俞鴻鈞稱：“王

財長堅辭阿以B勢論阿實無法再留愛此時只��兄`任財長阿�度難關愛……此時�<者

爲先任命財長阿使財政經濟<務可以如常 行阿不致以無人而中斷也愛”99) 但俞鴻鈞不願

再爲馮? (1944 年 11
至 1948 年 5
俞曾任財長)阿蔣介石只能轉而說動政務委員`/計長徐

堪阿於 11 日接王雲五職阿總算使財長職位不至空缺愛行政院長p�灝亦因�改失敗而提出

辭職阿 11
 26 日阿孫科接p�灝出任行政院長愛至於金圓��制改革眞正決策者阿蔣

介石在公開塲合從未承擔過任何責任阿他是Ò樣0價�改失敗：“自金圓�發行以來阿中

下ü人民皆以其&藏金銀外鈔依法兌�阿表示其愛國與擁護政府之眞�阿不料軍事著著失

敗阿經濟每況�下阿物9枯竭阿物價高漲阿金圓貶值阿於是人民怨聲載u阿對政府之信用

K失阿對共匪各種宣傳與惡謠^r刺激愛尤其一般智識階ü與立法哀監察-公敎人員等一

面爲生活壓F阿一面被共匪眩惑阿失敗/義者彌漫阿實爲從來&未�也愛只�持志養氣阿

堅定信心阿仰賴上�之護佑阿民族/義之必5而已愛”100) Ò是“欺人”阿�是“自欺”阿恐

怕只�蔣本人才能解讀了愛

11
 20 日是法�收兌�後�限阿因爲收兌點和兌奄時閒�限以-g�不!等因素阿

“液�在外數量尙多阿良以Lø縣鄉雖已委託代兌機y阿但以時閒-g�等種種困難阿一

時不克完成愛”法�收兌數量未�確切瓜計阿後人估計共收回法� 235萬億元阿占發行總

數 35%阿東北液�� 1.3萬億元阿占發行總數 41%阿共兌出金圓� 8287萬元；估計�

� 180萬億元法�未-收回 (折合金圓� 6000萬元或黃金 30萬兩)101)愛至 10
底阿K國共

收兌黃金 165萬兩阿白銀 904萬兩阿銀元 2355萬元阿銀角 3905萬枚阿美元 4797萬元阿Ú

� 8747萬元阿折合美金共 14214萬元102)愛

�制改革失敗後阿金圓�發行數量!如脫韁之馬阿貶值2度�如自由落體ã般垂直

向下阿創下世界貨�%奇觀愛�改後不過 9 個
時閒阿至 1949 年 5 
 24 日阿金圓

�發行數已d 679459億元阿再加本票 145706億元阿共 825165億元阿爲其�初發行限額

4萬多倍愛與此相對應是物價狂漲阿當
上海物價指數爲�改之初 500 多萬倍阿 9

個
上漲幅度接�於H 12 年總和愛當
米價�高爲 1 石 3 億元阿黃金 1 兩兌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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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11
 3 日愛

99) 《蔣中正總瓜檔案/籌筆/戡亂時�》阿第 16298號愛

100)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11
 3 日愛

101) 《金圓��%》阿第 65哀 73 頁愛

102) 《中央銀行%料》下卷阿第 1333哀 1337 頁愛收兌金銀外�數量各說不一阿另一說法爲收

兌總數折合美金¼ 19000萬美元阿¼占國內K部保�量五分之一愛(《上海解放H後物價9

料彙V》阿第 40 頁)



�50億元阿美金 1 元兌價超過 8000 萬元愛金圓�“信用日益低落阿各地紛紛自動以

銀元哀外�哀黃金乃至實物等計值g奄或液�阿若干地區已視金圓�爲廢紙”103)愛甚而

在1949年 2
 25 日行政院頒佈《財政金融改革案》中阿已Q�規定軍事費用以銀元爲

標準計算阿軍糧和軍´以實物計算阿 口稅以關元計算阿貨物稅/體改征實物阿"味著

就連國民黨政府也不再承D金圓�價值阿�不等其被正式廢止阿金圓�就已經成了廢

紙104)愛

六哀餘論――金圓�改革與國民黨-蔣氏父子

由其結果觀之阿金圓��制改革在經濟學"義上失敗自無可諱言阿攸關�改成敗

限價和發行兩大關鍵指標阿都只不過勉強維持了七八十天穩定卽吿�結阿從此之後阿金

圓��值!再無哪怕是垂死之際迴光�照式�反彈愛不過阿國民黨推行金圓��制

改革本"阿政治實多於經濟愛法�信用K失阿不改無以爲繼；財政一籌莫展阿不改無法

維持；經濟瀕臨�潰阿不改難以�轉；如此發展阿其必然後果只能是國民黨喪失其執政地

位阿故�改不能不行之愛蔣介石曾經解釋其決策�改緣由是：“再三思維阿如能先挽救軍

事阿則其他黨務哀經政皆不難ì漸補救愛否則阿軍事不能<求成效阿則不如先在後方著

手阿如能穩定經濟阿則後方人心乃可安定阿H方士氣亦可振作愛然後再謀軍事之發展愛只

	軍事能轉敗爲5阿則黨中�徒與政治反動者皆必俯首就範阿不成問題矣愛故對黨務決暫

維現狀阿:圖改革阿一俟經濟改革�效阿立卽K力從事於軍事阿以��濟于黨國也愛”105)

正因爲如此阿卽!是多數經濟界人士ï括政府內不少專業出身官員反對�改阿如蔣&

言阿“凡自稱財政與經濟專家者皆持反對阿不惟懷疑阿而且預料必立見失敗愛”106) 國民黨

仍然硬性強行推出金圓��制改革阿政治考量占了頭等地位愛&以阿蔣介石曾表示阿“此�

措施從H專家&不敢辦阿p能毅然行之勇氣可嘉愛”107)

然以政治手段解決經濟問題阿��仍然無法�免經濟規律報復阿因爲“以非經濟

辦法阿應付病危經濟阿K系旣無把握印無準備賭�性質之決策阿只能短��醉阿但

成 敗 之 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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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上海解放H後物價9料彙V》阿第 43-44 頁；《中華民國%檔案9料彙V》第 5輯第 3V財

政經濟卷 (3) 第 920-921 頁；中國銀行總管理處V：《外匯瓜計彙V》初集阿北京：1950

年阿第 264 頁愛

104) 潘振球/V：《中華民國%事紀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 (一九四九) 一至六
份)》阿 1949 年

2
 25 日阿臺北：“國%館”阿 1996 年阿第 311-313 頁愛

105)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9
 3 日愛

106)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8
 31 日愛

107)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9料委員會哀中國銀行股份�限公司天津市分行

V：《卞白眉日記》阿 1948 年 8
 21 日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社阿 2008 年阿第 3卷第 131 頁愛



求僥倖成功愛卒致失人心阿傷元氣阿衛國信”108)愛然面對如此困境國民黨和蔣介石阿

當時可行抉擇印能如何？對國民黨和蔣介石而言阿�制改革或爲Q知不可爲而爲之阿死

馬當活馬醫阿&謂不改革是拖死阿而改革不過是2死而已愛

問題在於阿國民黨推出�制改革阿畢悦不是爲了孤獨求敗阿而是企�死中求活阿因

此阿�改能否在給定條件下做得^好阿對於討論國民黨在當時B況下能否維持其執政地位

^�"義愛金圓��制改革失敗阿除卻ã些無法�免客觀因素之外阿國民黨決策層尤

其是蔣介石/觀失Y也不在少愛

首先是改革未經閏分醞釀阿準備不足愛如此牽涉廣泛�制改革阿事先p由少數人秘

密策劃阿未經立法.式討論�過109)阿而以總瓜令行政方式付諸實施愛考慮到�改敏感

度阿爲�免不必	困擾和�煩阿不走立法.式尙可理解阿然國民黨高層事先也未�深入

討論阿而是事到臨頭改革方案才被提g國民黨中央會議阿在蔣介石個人威權力挺之下得以

�過愛國民黨內上下左右對此改革缺乏共識阿&以實際執行經管蔣經國“�可憂慮者阿

卽高ü官員對此政策多XÀ觀�ʼ哀ʻ懷疑«以-À反對«之態度阿反不如一般人民之切�

生活之安定阿而擁護政策成功之�也愛”110) 在政策操作層面阿甚而連�“金圓”字樣

鈔票在�改H都未-印出阿而是臨時用 1945 年央行向美國鈔票公司訂印法�特種�代

之111)阿並曾引起民眾疑慮阿亦可見決策層推出�改之倉促愛

其�是爲了回收金銀外匯阿貿然發出多量金圓�阿致使發行數額無法�制愛自抗戰中

後�起阿財政當局金銀外匯政策向以放出金銀外匯哀回收貨�爲中心阿此�則一反常

態阿放出大量貨�阿回收金銀外匯愛金圓�改革H 40 天阿共發行 95675萬元阿其中用於

收兌金銀外�者¼ 6億元阿超過發行總數 60%112)愛如此�勢操作阿放出過量紙�阿回收

眞金白銀阿也就難免時人與後人常責其爲刻"“搜刮”百姓財產阿以供內戰經費-撤�臺

灣之用愛惟就事論事阿此等做法起初倒未必是刻"“搜刮”阿而^在於以回收硬�貨閏實

金圓�發行準備113)愛但在貨�信用已然不足哀�貨膨脹預�非常強烈B形下阿放出大

量貨�阿事實上等於膨脹�貨阿使金圓�難í法�過量發行而�潰宿命愛

再�是宣傳與實際脫�阿尤其表現於限價和“打虎”失敗阿使民眾失去對�改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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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中央銀行%料》下卷阿第 1297 頁愛

109) 據稱阿財政部�長徐柏園曾到立法院貨�小組	求�權改革貨�阿但被召集人劉健群和黃元

彬拒絕愛(黃元彬：《金圓�發行和它�潰》阿《法�哀金圓�與黃金風潮》阿第 53 頁)

110) 蔣經國：《滬濱日記》阿 1948 年 9
 4 日阿 10
 26 日阿《蔣經國自述》阿第 173 頁愛

111) 李立俠：《金圓�發行H一段舊事》阿《法�哀金圓�與黃金風潮》阿第 114 頁愛

112) 《中華民國%檔案9料彙V》第 5輯第 3V財政經濟卷 (2)阿第 363-367 頁愛

113) 金圓�發行準備名爲金銀外匯 2億美元阿國�9產 3億美元阿但其中水分甚大阿國�9產

部分^是名不副實阿財政當局希��^閏分發行準備似亦可理解愛



持愛限價是�改能否成功重	關�阿國民黨在�改之初高{宣傳阿大力推動阿蔣介石信

誓旦旦地保證：“人民&�金銀外�-存放國外外匯9產之處理阿系使人民凍結無用之9

金阿=入工商事業正當之用é阿並閏分¤K人民固�之利益阿絕無絲毫之損失愛”114) 也不

能說國民黨完K無&作爲阿爲此甚而�不惜動用特𠛬庭高壓阿再以“打虎”之殺雞儆

猴阿確也使民眾在�改之初或多或少�X�不小�待阿以至出現了排¯爭兌金銀外匯

塲景愛然限價結果是貨架空空阿如此限價自然亦失其"義阿尤其是蔣經國爲了推動經

管阿聲稱不拍“蒼蠅”阿專打“老虎”阿結果他打“老虎”�是些無權無勢商人小官

“假老虎”或“小老虎”阿與民眾�待中	打官僚豪門“眞老虎”或“大老虎”相去甚

ø阿而在孔令侃舞·案上H倨後恭阿^反映出蔣經國“打虎”局限性愛其實阿不只是

蔣經國阿就是蔣介石印何嘗不知“貪腐”兩字對國民黨執政�面影�和殺傷力愛私下

裏阿蔣介石也承D“孔令侃囤積居奇阿見其貨單痛延之至阿故今日B緖^覺悒鬱矣愛”“爲

孔家事阿K體黨員皆起疑阿實牽纍不少愛此�內外挾擊腹背r敵之時阿其嚴重性實爲從來

&未�也愛”但就在“社會對宋孔豪門9本之攻訐c乎成爲K國一致之目標”時阿蔣介石

格於一損俱損哀一榮俱榮親B關係阿不能痛下狠手阿反固執于國共爭鬥定型3思維方

式阿責其爲“共匪宣傳之陰詠與深入如此阿以此爲倒蔣手段也愛”“對孔宋攻訐牽涉內人阿

凡卑鄙齷齪足以衛滅餘K家之信用與人格之誹謗阿皆已竭盡其手段矣愛是非不Q阿人心惡

詠至此愛”115) 由蔣此言亦可知阿至少在對官僚豪門問題處理方面阿他並不以百姓之“是

非”爲“是非”阿旣然如此阿他印如何	求百姓以他“是非”爲“是非”呢？

當金圓��制改革失敗時阿素�民閒輿論風向標之稱《大公報》發表0論說：“因爲

改革�制阿因爲限價政策阿因爲物價強抑而複漲阿K國人民UZ元氣是太大了阿上海工

商業&r損失阿不過是其中�爲顯著一例而已愛”《大公報》0論質問：“但是從其

中獲到利益究悦是誰呢？”答案自然對國民黨不利阿因爲在《大公報》論者心目中阿

獲利者只能是官僚豪門阿他們“不是逍遙海外阿卽是倚勢豪強如故”阿�可借此發一筆“國

難財”116)愛國民黨-蔣介石旣不能嚴密準備哀愼決策於H阿印不能體察民"哀善始善�

於後阿先天不足哀後天失{短命金圓��制改革阿自然也就成爲國民黨執政時�失去

社會人心標誌性事件之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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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蔣介石致各省政府/席各市市長電》阿 1948 年 8
 21 日阿《民國檔案》2004 年第 1�阿第

104 頁愛

115)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11
 4 日哀 10 日哀 11 日哀 12 日愛�"思是阿就連被外界大加

攻擊孔祥熙也D爲阿�改“旣無閏分準備阿印未增加生產阿且強征民閒黃金外匯阿不¤商

B成本阿限價勒售阿強F執行愛凡此種種阿均大失人心愛”(《孔祥熙致蔣介石函》阿 1949 年

3 
阿 Kung Hsianghsi Collection, Reel 3, Rare Books and Manusc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116) 《大公報》(上海) 1948 年 11
 7 日愛



金圓�改革之初阿蔣介石尙自信于“^可知民心�在阿無論共匪如何狡詐阿不能動搖

其對餘之信心阿因之自信益堅阿但不知對我國民如何圖報耳愛”117) 蔣經國也感歎：“中國

百姓阿眞是善良”118)愛惟Ò份“善良”給民眾留下卻是無比慘痛記憶阿不過是短短

七八十天阿升鬥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積攢金銀外匯 (或許�是他們K部家當) !3爲c

張轉瞬卽成廢紙金圓�而成烏�阿甚而不少9本家大戶也r了相當損失愛此時此刻阿

如果�	他們“體諒”執政者而不發出應�怨言和延怒阿實在是難乎其難矣愛浙江大學

校長竺可楨在�改之初將其個人存� 800美元兌奄爲金圓�阿在�改失敗後他說：“無人

敢信任政府矣愛目H政府之&以不能取人民之信用阿由於每�立法結果使奉公守法之人處

處吃虧阿而橫行無忌人逍遙法外阿如揚子公司孔令侃卽其例愛^�何人願守法？從此G

使奉公守法之人亦	偷盜犯法阿此&謂û天下之人而盡歸於偷盜也愛如此政府安得不失敗

哉!”119) 著名自由}知識份子O安A對當政者炮轟可謂時論之代表：“多少老百姓血

汗積蓄阿就滾 了政府腰ï裏去愛政府拿Ò些民閒血汗積蓄阿去荏持他戡亂阿使&

�國家一點元氣阿都j到炮口裏轟了出去!”“一個只	稍爲�點良心政治家阿對此能

熟視無睹阿無疚於中嗎？”他直截了當地批0國民黨瓜治：“七十天是一塲小爛汙阿二十

年是一塲大爛汙!爛汙爛汙阿二十年來拆足了爛汙!”120)

面對民眾怨言和延怒阿無論是荏持�是反對金圓��制改革國民黨高官其實都是

心知肚Q愛反對�改吳國楨過後回憶說：“關於金圓�阿&�問題歸結起來只�一點阿

就是它激怒了中國民眾各個方面哀各個階層阿以致他們群起而攻擊國民黨政府愛毫無疑

問阿知識份子知u金圓�起不了什麽作用阿他們D爲Ò純粹是愚蠢無知愛而像李銘Ò樣

銀行家和商人也對政府懷著怨恨和仇視愛中產階üc乎完K破產阿因爲他們被Fg出唯一

一點O蓄愛店鋪老闆以金圓�A價出售了他們貨物阿結果弄得傾家蕩產阿至於窮人就

^不必提了阿你知u中國窮人總�些裝�品阿諸如金戒指之類阿但他們也不得不g出Ò

些東西阿�後得到卻是一錢不值紙�愛由此阿你可以看到金圓�致命一擊了愛”121)

推動�改蔣經國則說：“想起八九
閒阿人人拿美鈔哀黃金來兌奄金圓�時候B況阿以

-今天金圓�貶值阿實在太使自己難過了愛每�想起人家將金鈔兌了之後阿今天是如何

在怨恨我阿眞是慚愧萬分!”122) 卽!是蔣介石阿也不能不在公開演�中阿對於民眾“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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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8
 31 日愛

118) 蔣經國：《滬濱日記》阿 1948 年 9
 10 日阿《蔣經國自述》阿第 175 頁愛

119) 1948 年 11
 2 日日記阿《竺可楨K集》第 11卷阿上海：上海科技敎育出版社阿 2006 年阿

第 246 頁愛

120) O安A：《一塲爛汙》阿《觀察》第 5卷第 11�愛

121) 《從上海市長到“臺灣省/席”――吳國楨口述回憶》阿第 67 頁愛

122) 蔣經國：《滬濱日記》阿 1948 年 10
 31 日阿《蔣經國自述》阿第 198 頁愛



他們血汗奄來金銀和外�阿繳兌金圓�阿現在因爲物價波動阿因而Ör財產損失……

特別表示�憾”；同時�表示“政府一定	本著取之於民阿用之於民原則阿C取�效措

置阿給予他們以安慰愛”123) 不過阿一個已經多�失信政府阿說再多“安慰”話印于事

何補124)愛金圓��制改革不p完K沒�d到其推出時�初預想阿而其�大政治"義阿

就是使國民黨在其瓜治重心&在城市園底失去了信用和人心阿在上自9本家下至A民百

姓眼中阿無論誰當政也�國民黨爲好似乎成了定論阿Ò對企圖�過�改而挽救病入膏肓

財政經濟 而繼續維持其執政地位國民黨而言阿實爲莫大之失敗愛

然而阿歷%吊詭在於阿國民黨雖然在�改中失敗了阿然其�過�改獲取之金銀外

匯阿卻印在其撤守大陸哀�÷臺灣之後阿起到了救<之用愛就在�改 行過.中阿國共兩

軍開始了大規模軍事會戰阿國民黨軍��失利阿 9
 24 日山東省會濟南失守阿接著國民

黨軍在東北K線撤守阿限價失敗之 11
 1 日東北“剿總”&在地瀋陽失守阿給國瓜區帶來

強烈社會震撼愛K盤軍事形勢<轉直下阿使蔣介石不能不作撤離大陸哀�守臺灣之準

備阿�改中獲取之金銀外匯阿於不�然閒已成�守臺灣不可或缺之物質條件阿而非爲毫無

Hé金圓�閏作發行準備愛 11
底阿蔣介石考慮“中央存款之處理”125)阿下令將上海庫

存金銀外匯轉�臺灣愛 12
閒阿第一批 200萬兩黃金和 1千萬銀元分別自上海和廣州啟

�到臺126)愛如蔣經國&言：“政府在播*來臺初�阿如果沒�Ò批黃金來彌補阿財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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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大公報》(上海) 1948 年 11
 9 日報=愛蔣介石&稱之“安慰”阿就是在 11
 11 日公佈

《修正人民&�金銀外�處理辦法》阿重怨准許民眾持�金銀外�愛 19 日阿財政部發佈公吿阿

規定凡定�存款滿一年以上者阿可在到�時兌取金銀阿但限三個
存兌一�阿每�存兌金額

限黃金 1兩愛因爲辦理單位少而兌取者眾多阿兌取塲面十分混亂c至失�愛 12
 23 日阿上

海發生擠死 7 人之慘劇愛至 1949 年 1
 16 日阿共兌出黃金 48.6萬兩阿銀元 644萬元愛(《中

華民國貨�%9料》第 2輯阿第 771 頁) 此後阿金銀存兌印改爲發行 200萬兩黃金短�公債阿

直至 5
 20 日�後停發愛A民百姓在�改中&r之損失並不因此“安慰”而彌補阿此等出爾反

爾之規定阿^凸顯國民黨之�令夕改哀不守信用阿^增加民眾對國民黨強烈不信任感愛

124) 在一年[以H召開國民黨六屆三中K會上阿國民黨中執委王正廷在發言中就曾Q言：“政

府�	緊是信用阿可是我們政府信用沒�了愛”(《國民黨六屆三中K會第八�會議2記

錄》阿1947 年 3
 22 日阿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館阿 6.2/41-1)

125)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11
 30 日愛

126) 《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密Ô總瓜蔣中正�》阿 1948 年 12
 31 日阿《中華民國貨�%9料》第

2輯阿第 631 頁愛由大陸�臺灣金銀外匯總數一向眾說紛紜阿�怨硏究顯示阿從 1948 年 12


至 1949 年 5
阿p從上海就向臺灣�j了 4批共計 335萬兩黃金阿再加上從其他地方轉�

臺灣黃金阿總數可能d到 487萬兩之多愛當然阿Ò些黃金不K是金圓��制改革中&得阿

但�改中獲取黃金亦占其相當份額愛在國民黨�÷臺灣後阿Ò些黃金中� 120萬兩用於怨

臺�發行準備阿 110萬兩用於臺灣軍費阿 90萬兩用於臺灣政費阿顯見對荏撐國民黨�臺初�

困窘局面哀穩定臺灣經濟社會狀況�相當助益愛除此之外阿��多少白銀哀銀元和美元現

鈔�臺阿目H仍缺確切瓜計阿�待今後硏究愛(吳興鏞：《黃金秘檔―― 1949 年大陸黃金�

臺始末》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社阿 2009 年阿第 6哀 304 頁)



經濟B形早已不堪設想了”127)愛

歷%吊詭�在於阿作爲金圓��制改革決策者蔣介石阿�改失敗本應爲對其政治

生涯沉重一擊阿然他卻似乎並不以爲然愛�改失敗後阿蔣介石在他日記中對此並無^

多記載阿一方面當然是日益嚴峻軍事危局佔據了蔣思考中心位置阿另一方面阿蔣對

“老舊”之國民黨似已失�阿而�"另起爐灶阿改�國民黨使其“怨生”愛故此阿�改失

敗阿在蔣心目中阿也不過是當時國民黨在其他方面種種失敗之一阿對他在心理上衝擊

似乎�限阿反而^證實了他¸斷：“以政府哀軍¯與黨員之散漫淩亂哀墮惰自私阿以-社

會人心之敗壞阿若不放棄現�基業阿重起爐灶阿則難��成也愛”他對蔣經國在�改中高

{表現而不盡其�待結局阿似也沒�過多指責阿而仍委之以閏分信任愛在�改失敗

後阿蔣介石與蔣經國談論時局阿“甚歎黨政軍幹部之自私無能哀散漫腐敗阿不可救藥愛若欲

復興民族阿重振革命旗鼓阿非 棄現�基業阿另�單純³境阿縮小範圍阿根本改�阿另起

爐灶不爲功愛故現局之成敗不以爲"矣愛”作爲多年在“黨國體制”中說一不二威權領

袖人物阿蔣介石`�自信哀自戀哀堅定哀固執等心理阿他在�改失敗哀國民黨執政地位岌

岌可危時仍自D爲：“念-革命責任與國家人民之Hé阿對萬惡共匪若非由我領=奮鬥阿再

無復興之u阿且深信�我在世阿必能使我國家民族轉危爲安愛”128) &以阿他似乎也確實對

�改失敗“不以爲"”阿而^在"於�守時�先手準備阿著手安排撤�臺灣種種措置阿

除了搶�金銀外匯-重	物9之外阿 12
 29 日阿陳�出任臺灣省政府/席阿蔣經國出任

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委阿完成了國民黨�守臺灣關鍵人事佈局愛由此觀之阿金圓��制

改革失敗阿對於國民黨執政地位自然是沉重打擊阿而對於蔣介石阿或許卻卸下了他原

本可能�存�一些牽掛和��阿堅定了他�守臺灣哀改�國民黨哀準備重起信念和行

動阿並且也確實爲他以後保�臺灣哀L安一隅準備了一定物質條件愛當金圓��制改革

之初阿Ò未必是蔣介石完K了然於心�計劃之舉阿而當�改失敗阿其對國民黨不利之後

果阿或許卻�利於蔣介石個人�續其政治領袖生涯阿故歷%之“成”“敗”實非黑白分Qã

般斷然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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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蔣經國：《風雨中寧靜》阿臺北：“國防部實踐�"班”阿 1967 年阿第 52 頁愛

128) 《蔣介石日記》阿 1948 年 11
 23 日哀 24 日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