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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陈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

杨 天 石

摘　要:孙中山早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方案,主张“和平解决”,“让农民可以得益,地主也不吃

亏”.国民党虽接受此方案,但长期空喊、议论.１９４９年,蒋介石下野反思,认为在大陆失败的主因是未能

按孙中山主张办事.他重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演讲,决心入台后首先实行土改,并将这一任务交给其亲

信陈诚.台湾的土改兼顾地主和农民的利益,既使大量农民上升为自耕农,又以土地债券和公营公司的股

票补偿地主.结果,台湾农业超越战前最高水平,土地资本向新兴工商业转化.台湾一度跻身亚洲“四小

龙”,土改是其起步阶段.陈诚自称,台湾土改是不流一滴血的革命,美国人视为典范,不少国家纷纷取经,

但是,这种土改,不能改变社会的两极悬殊,只改变了财富的占有形式和占有者的社会身份,不少地主摇身

变为资本家.近年来,台湾社会出现“外来者打压本地菁英,损害了‘我们’地主的利益”的看法,这就不仅

是在为台湾地主叫屈,而且是在为“台独”理论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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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为地主或庄园主占有,农民或农奴不得不向地主或庄园主承租土地,缴纳高额地租或劳役.
这是一种中世纪的落后制度,成为工业化的巨大障碍.综观世界史,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向现代化

的发展过程中,无不面临土地问题,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其中,苏俄经验对中国影响最大.
早在１９０２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与章太炎讨论土地问题,即主张“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① .

１９１２年８月,孙中山到北京,与袁世凯会晤,明确提出:“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

可.”②１９１７年,苏俄十月革命,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土地成为全民财产,同时按人口和劳动

力将土地转交给农民占有和使用.１９２４年８月,孙中山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话,主张参照苏联

经验,施行“耕者有其田”,但是,孙中山认为,将苏联办法“马上就拿来实行,一定要生出大反动力”,
因此主张联络农民,“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让农民可以得益,地主不受损失”③ .这种办法,孙
中山称之为“和平解决”.它对地主阶级的打击较小,社会震荡较小,阻力也较小,易于为各种社会力

量接受,因此,许多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等人在内都准备采纳,他们提出过建立“土地银行”等多种

设想和方案,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停留于空喊和议论阶段,不见实行.

１９２７年,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分裂,中共转入农村,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独立实行“土地革

命”.中共的这一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虽一度停止推行,但解放战争期间继续,进一步发展为清算、
斗争而后无偿没收地主多余土地,给予生活出路,加以政治管制的系统政策.这些政策,由于“打”字
当头,或必须以“斗争”为核心环节,因此可以名之为“斗争土改”.这种“斗争土改”,其优点是易于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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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组织阶级队伍,给予地主阶级以毁灭性的沉重打

击,并易于调动农民保卫土改成果的积极性.其缺点则是社会震荡激烈,易于出现“左”的过火性错

误.这种土改办法,少数国民党左派接受,大多数国民党人反对.因此,采取温和抑或采取激烈的不

同的土改方案成为国共两党的重大分歧之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国民党的“和平土改”始终只是空

谈,而中共的“斗争土改”则得到广大农民拥护,并在多种“合力”的影响下,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

一、下野之后反省,蒋介石重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演讲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９日,蒋介石约见李宗仁、孙科、吴忠信、张群等人,表示退职之意.２１日,发布引

退书告,提出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２２日,蒋介石回到奉化溪口.自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蒋介石在

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成为实际领导人,至此,蒋介石统治中国已近２２年.他的被迫下野标志着在与

中国共产党斗争中,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是个长期惯于反省的人,下野返乡不能不引起他的深

刻反思.

２月３日,蒋介石游览奉化城乡,发现当地面貌并无多大变化,非常感慨,在日记中反省道:“甚感

乡村一切与四十余年前毫无改革,甚感当政廿年党政守旧与腐化自私,对于社会与民众福利毫未着

手,此乃党政、军事、教育只重作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实行也.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主义

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也.”①这一段日记是蒋介石对自己二十多年从政生涯的总结,也是对国

民党多年政绩的总评定.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忘记了“社会与民众”,忘记了“民生主

义”,没有为“社会与民众”造福.３月底,他在«上月反省录»中写道:“社会经济政策与民生主义不能

实行,此乃唯一之致命伤也.”②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可以找出很多条,但是,最最重要的就是这

一条.蒋介石决定,改过赎愆,亡羊补牢,今后“应以民生主义为基础”.３月２９日,他在日记中继续

写下“土地政策实施之设计”等字样,表明他在具体思考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了.

５月７日,蒋介石乘轮自上海至舟山.在船上时,蒋介石面对汪洋大海,估计中共部队一时还难

以跨海东征,进攻台湾,产生“专心建设台湾”,使之成为“为三民主义实现之省区”的念头.第二天,
蒋介石进一步思考“三民主义的实施方案”.５月９日,蒋介石由定海启碇,巡视舟山各岛,企图以舟

山作为反共根据地.一直到１２日,才回到舟山.舟山系群岛,共有大小岛屿３４０余座,分布面积

５２０７２平方公里.此行,蒋介石周游七百里,看到各岛土地肥美,满山绿荫,认为可以作为“革命复兴

根据地”.１３日,浙江省主席周嵒与第八十七军军长段澐从宁波到舟山来探望蒋介石.这时,蒋介

石开始重读孙中山的１９２４年８月在广州的«民生主义»演讲,其日记记载:

５月１３日,读«民生主义»第一讲完.

５月１５日,阅«民生主义»第二讲未完.

５月１６日,读«民生主义»第二讲完.读«民生主义»第三讲.

５月２０日,读«民生主义»第四讲起.
周嵒与段澐到舟山会见蒋介石的时候,正是蒋重读«民生主义»演讲开始之际,因此他兴致勃勃

地向二人讲了一通将定海建设成为“民生主义实验区”的“要旨”.他在日记中所写“训练干部,编组

民众,计口授粮,积极开垦”以及“分配每人工作,不许有一无业游民.三五减租,保障佃户,施行利得

税、遗产税,推广合作事业,筹办社会保险,推进劳工福利,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为建

设之要务”等,应该就是蒋介石阅读孙中山演讲的收获,也是他向周、段二人指示的内容.孙中山在

广州的«民生主义»演讲共四讲,５月２０日在舟山的这些日子,蒋介石读«民生主义»比较认真,比较细

致,不仅记阅读进度,而且写心得和要求,例如,５月１４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云:“个人与士兵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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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制之实行”,“土地债券与限地制度及三五减租”.显然,这是蒋介石给自己规定的研究题目.
还在１９４７年８月,蒋介石在比较英美与苏俄两类国家时,曾经写过一段话:

　　英美与苏俄,思想虽异而其顽固与统制人类之帝国主义则一.我国为历史上最勇于吸收之

民族,具自新自强之美德.今日必须发扬此一美德,舍英美之保守与强权政治,而采取其民主,
矫正苏俄之专制而实现民生主义,以第三力量树立于远东,尽我对世界之使命.①

应该承认,蒋介石对英美和苏俄两类国家的分析不尽妥洽,但有一定道理,他要采取其他民族、国家

的“美德”,将中国建设为第三种新型国家的愿望也是美好的、值得嘉许的,只是,他当时并未着手实

行.经过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的打击,遭受前此未有的大惨败,蒋介石才认识到“民生主

义”的重要,虽然“往者不可谏”,但“来者犹可追”.蒋介石这一时期的反思对他入台以后的作为

有益.

二、退守台湾,蒋介石自责“误国害民”,决心从“新”开始

５月２５日,蒋介石到达台湾高雄.２７日,到达台南.当时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自台北来会,
蒋介石向阎锡山等人承认“自己领导无方”,二十年来“误国害民,以致国危身辱”,自称“诚无面目以

见世人,决定不再闻问政治”②.在这段谈话中,蒋介石承认“误国害民”,不乏诚意,但“不再闻问政

治”,则是虚情假意.事实上,他将退守台湾视为一个新的开端,正准备振作再起.其６月１６日日记

云:“要当以新的精神、新的制度、新的行动,以迎接新的历史、新的时代、新的生命、新的使命,奠定新

的基础.”短短一行,连用八个“新”字,表达的是告别旧我,从头做起的心情.６月１７日,蒋介石决定,
“以三事恢复人民的信心”.所谓“三事”,其一为编训一个有主义、有思想、有纪律、有精神的能战之

军队;其二为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其三为“有明确坚定社会性之理论(民生主义)领导军事与政

治”.农民是当时台湾人口的大多数,解决农民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蒋介石将提出土地方

案作为“恢复人民的信心”的“三事”之一,可称抓住了肯綮.６月３０日,他在写完«上月反省录»之后,
特别写了一条«补充意见»,提出“政治经济革新案”,要求自己“应注意如何确立以三民主义(尤其是

民生)为基础之政治体制与经济政策”.
蒋介石抵达台湾后,于７月１日在台北成立总裁办公室.当时,国民党还保有华南、西南、西北

的广大地区.蒋介石于８月２３日飞广州,２４日飞重庆,企图凭借上述地区抵御中共部队的进攻.９
月１３日,蒋介石在成都招待四川省绅耆及各界人士茶会上致词称:“我们今天真正要造福于农民,就
唯有彻底实现二五减租,这是我们实行民生主义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反共的有效武器.”③当时,中国

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蒋梦麟正和美国的几个土地专家聚集成都,计议以四川为样板,实行减租.
国民党川康渝特派员黄季陆也正在四川大学推行“农民之友”运动,目的都在安定农村,抵御“共
祸”④.不过,中共部队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向西南等地区进军,蒋介石的话和蒋梦麟等人的努力,对于

挽救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但却可以反映出他在台湾开创新局的设想.

１０月３日,蒋介石由广州飞回台北.为培训党、政、军干部,正筹办在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以
便“检讨过去的错误,反省过去的罪过,了解我们过去失败的原因,求得一个具体的结论”⑤.他在该

院«讲习要旨»中提出:“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特别注重民生主义之实施,以此中心理论,作为一

切言论与行动的纲领.”⑥１０月１６日,革命实践研究院第一期开学.蒋介石出席典礼,发表演讲,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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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讲习要旨»中提出的“特别注重民生主义之实施”等各条.他批评前此国民党长期“徒有宣传口号

而没有实际行动的耻辱”,要求受训人员“痛下决心”,“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

生”,“笃实践履”,“彻底作到”①.

１０月１９日,蒋介石准备到革命实践研究院讲演,题目是«军队战胜的基本条件».其第二部分

“政治目的”第四条云:“提高人民生活,实行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压迫专制,反对侵略,反对汉

奸,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②在历史上,有些政治家的宣言、许诺是要兑现的,
但是,有些却并不准备兑现,当不得真.蒋介石的这篇演讲的若干部分,例如“反对剥削,反对压迫专

制”,就国民党来说,属于不准备兑现的“宣传语言”,但是,若干部分,证以台湾后来的历史却是兑现,
或部分兑现了的.１０月２５日,光复台湾四周年纪念,蒋介石发表«告全省同胞书»:肯定台湾同胞“为
尽忠祖国而牺牲,为民族大义而奋斗,有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告中,蒋介石提出两点“与台湾同胞共

勉”.这两点中的第一点就是:“贯彻民生主义.”③

１２月２４日,蒋介石在«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提出,组织“民生主义实践研究会”.他在日记中

又写道:“如何实践”,在此句之下,蒋介石以括弧加了个说明:“实践即科学精神,自强不息与有恒笃

行.”看来,蒋介石反思有得,真正准备“实践”了.１９５０年１月,他在«本月预定大事表»中,将“民生主

义实践研究会”,改写为“民生主义实践研究院”.６月,蒋介石决定成立“革命实践运动促进会总

会”,聘请陈诚为第一期监察,可能即发端于此④.
进入１９５０年,蒋介石继续在台湾各个场合宣讲他在１９４９年的反思所得.３月２日,蒋介石召集

跟随来台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台湾省参议员集会,致辞称:“土地问题,当根据

国父平均地权之遗教,以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这实在是中正生平的最大志愿,今后当以全副精

神求其实践.”５月２２日,蒋介石对革命实践研究院军官训练团全体教员发表演讲,声称“三民主义为

最高指导原则”.
当时,蒋介石正准备改造国民党.７月２２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必须“彻底

改造本党,重整革命组织,恢复革命精神”.他在中常会临时会议上讲话时再一次明确指出:“今日我

要特别指出一点,就是我们同志人人都认定四年来反共战争的失败,是政府没有实行民生主义.”他
批评过去四年中,没有一个乡村党部做过土地调查,没有一个县市党部做过劳工统计,没有一个省市

党部向中央提出过有系统的社会调查和经济研究报告,认为“民生主义的实施,不是单凭学理作试

验,而要用事实做根据;不是发动阶级斗争而是采行合作的政策,平衡经济社会的利益,改造经济社

会的关系”.他说:“我们党的工作,要一改过去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风,要养成科学精神,采取

客观态度,实事求是,来解决实际的问题.唯有如此,才能担当民生主义社会改造的使命.”⑤

这一段讲话表明,蒋介石要在台湾进行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民生主义社会改造”,其方法,不是

他所一贯反对的中共的“阶级斗争”,而是他长期主张的“合作的政策”.１９５２年他在接受美国«纽约

时报»记者采访时重申此意:“国民党激烈反对采取共产党在大陆上毫无补偿,没收人民土地的办法,
而实行合理的土地改革计划.”⑥蒋介石这里指责中共没收“人民土地”的说法,不对,中共在土改中没

收的仅仅是地主的土地,并且按照人口平均份额,给了地主相应的一份.
孙中山在«民生主义»第一讲中指出:“民生问题才可以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要把历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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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①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
凡政权稳固的统治大都比较好地解决了民生问题,或民生问题不大,而倒塌、垮台的政权则一定是民

生问题解决得不好,造成民不聊生的恶果.蒋介石下野之后重读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演讲,找到了

自己被赶下台的原因,决心从解决台湾的民生问题起步,这是符合实际,有助于台湾社会进步和发展

的认识.
蒋介石将解决台湾的民生问题,在台湾进行土改的任务交给了亲信、心腹爱将陈诚.

三、陈诚雷厉风行地在台湾进行土改

陈诚,字辞修,号石叟,浙江青田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１９２５年随黄埔军校教导团参

加东征,屡立战功.１９２６年７月,随蒋介石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１９２８年二次北伐,陈
诚任第十一师师长.他将该师重要人员全部换为清一色的“黄埔生”,改造成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１９３２年,陈诚与宋美龄的干女儿谭祥结婚,与蒋介石的关系更为密切.南京国民政府第五次“围剿”
苏区期间,陈诚任北路军第三路军总指挥,迭获胜利,曾被周恩来称为“比较高明的战术家”和“最有

才干的指挥官之一”②.抗战期间,陈诚先后参与淞沪战役、武汉保卫战,历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

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等职.内战期间,蒋介石命陈诚以参谋总长身份兼任国

民政府东北行辕主任,指挥军队与中共军队作战,曾因失利被要求“杀陈诚以谢国人”.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陈诚割治胃肠溃疡,以需要进一步休养为理由,携同夫人于同月６日飞赴台湾.

１２月２９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代替魏道明,出任台湾省主席,并催促他迅速就任.１９４９年１月３日,
蒋介石致电陈诚,询问他“如何不速就职”,电称:“若再延滞,则夜长梦多,全盘计划,完全破败也.”③

这时候,蒋介石已经看出大陆不保,计划退守台湾,希望陈诚在台湾先行经营.１月８日,陈诚复电蒋

介石,表示自当“尽瘁图效,勉副厚望”,到台湾后的施政方针为“除力求安定外,并注意增加生产,以
裕民生,而收民心”④.

如何做到“裕民生”,“收民心”,陈诚认为必须实行土地改革.

１９４９年初,陈诚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提出“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作为台湾省施政的最高原则.
“不独要力求生产的增加,更要力求分配的合理”⑤.同年２月,陈诚在台北举行行政会议,其中心议

案之一即为推行土地改革政策.议案认为台湾公有土地占全省可耕地总面积７０％以上,具备土改的

良好基础,应即严密计划,努力进行,逐步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台湾的土地状况和当时中国大陆的省份一样,除公有土地外,地主占有大部分私有土地,大多数

农民无地或少地,不得不忍受高额的地租剥削.据统计,蒋介石败退台湾之际,台湾共有耕地８１．６３
万公顷,地主仅占农村人口的１１．６９％,占有土地却高达５６．０１％,农民虽占农村人口的８８．３１％,其
占有土地仅为２１．５７％.农民向地主的交租率一般都在５０％以上,有的则高达７０％.此外还有所谓

“顾租”(不管天灾),或“附产物租”等名目⑥.这种不合理的情况,自然必须改变.不过,陈诚所接受

的是孙中山的“和平解决”办法.他将在台湾进行土地改革分为三个步骤,首先“三七五减租”、公地

放领,最后才是实行“耕者有其田”.
所谓“三七五减租”,系从“二五减租”发展而来.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及各

省区联席会议.出席中央委员３４人,各省区代表５２人,国民党左派占四分之一强,兼有国共两党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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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跨党党员占四分之一,吴玉章、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均出席会议.另有一些半左派,中间派和右派

仅占少数.会议通过«最近政纲»,决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①.此后,“二五减租”曾经成为

国民政府的政策.其意为从正产物总收获量内,先提二成五归佃户,剩下的七成五由田主与佃户对

分.例如某佃户的正产物的总收获量为一百担稻谷,先提出二十五担归佃户,剩下的七十五担对分.
地主得三十七担五斗,佃户得六十二担五斗.因此“二五减租”也就是“三七五减租”.按照这一分配

比例,佃户得大头,地主得小头.陈诚认为实行这一政策,可以“避免共产主义的残酷斗争”,“调和地

主与农民的关系,逐渐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②.
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国民党“围剿”苏区之际,陈诚就了解到中共推行土地革命对于发动农民

的重要作用.第四次“围剿”前夕,陈诚曾建议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试行“限田制度”,逐步向地

主赎买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以便争取农民拥护,被熊式辉拒绝.１９４１年,陈诚担任第六战区司

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期间,曾经在日占区之外的１４个县的范围内实行“二五减租”.他之所以这样

做,源自他对中国历史上农民“揭竿而起”原因的考察,也源自他对地主阶级依靠剥削,营求自身安乐

的不满.在回忆录中,他表示:“‘耕者无其田’已然够‘不平’的了,若再横受地主的压榨,以至‘不能

自养’,天下痛心疾首的事,还有比这个更厉害的吗?”因此,他主张,“要拯救贫苦的农民大众,最简捷

的办法就是减租”,“越是在抗战紧要关头,需要解决土地问题越迫切”③.实行三年,农民生活有所改

善,社会治安状况良好.１９４３年２月,陈诚调往滇西战场,指挥远征军作战.人去政息.大陆的其他

地方,也有类似试验,国民党的相关会议,也有不少人呼吁,甚至作过决议,但是正如多年后陈诚回首

往事时所说:“所可痛心者,就是在‘做’字上太差劲.有的根本不做,有的做的太少,有的虽做而不彻

底,以致等于不做,于是大陆遂不复为我所有,可胜叹哉!”④

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后,决意搬用在湖北时的经验.１９４９年４月下旬至５月上旬,陈诚召集各

县市地政、民政等干部举办“三七五减租”工作人员讲习会,受训干部约４０００余人.５月初,组成有县

市长、地政、民政等部门主管、地主、佃农、自耕农等各方代表参加的推行“三七五减租”委员会.自５
月下旬至６月下旬,将原口头契约一律按照减租有关法令及省颁格式,换订书面契约,一式三份,加
盖乡镇公所印信.一个月期内,全省共完成换约农户２９９,０７０户,换订租约３６８,３２２件.６月底,将
台湾全省分为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台东五区,动员约５０００人进行检查.同时召开业佃大会或村

民大会,奖励人民检举、告发违法事项.据统计,各乡镇举行业佃大会７８６次,出席业佃１４７,２９２人,
村民大会１,５０４次,出席２８１,２４８人.此外,并有省级或县市人员到农家实地访问,计省级共访问

２５,８３３次,县市人员共访问２９８,１３３次.这样严格、细致的作风在此前国民党工作史上是从来不曾

有过的.
实行的结果,农业生产显著增加.水田每甲(约１４．５市亩)产稻谷３５２７台斤,旱田每甲产白薯

１５９３０斤,达到历史的最高额,家畜饲养量１９４９年较１９４８年增加２０．９％,家禽增加１４．１％.佃农因

租额降低,占台湾全省人口６０％以上的农民,收入增加３０％以上,一般地主也没有大损失⑤.佃农的

平均生活费１９４８年约为地主生活费的３７．７％,而１９４９年则跃升为６３．２％.由于佃农收入增加,购
地欲望增强.１９４９年,台湾全省购地佃农１７２２户,购买耕地７,７３４,５０８甲.许多原先因贫困而无法

结婚的农家娶妻立户.一时之间,台湾农村称刚过门的新娘为“三七五新娘”,寄信时则纷纷购买邮

局发行的“三七五”邮票.
在实行“三七五减租”之初,“从中阻梗及恶意破坏者,比比皆是”,但陈诚决心坚定,毫不动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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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政府会议中表示,坚持到底.曾有三十余位省议员到陈诚住所拜访,都是地主,拜访的目的自然

是阻止“三七五减租”的实施.陈诚以中共土改过程中部分地区出现的一些“左”倾做法,如“扫地出

门”“清算斗争”乃至“鞭打活埋”等为例,指责中共“务求将地主尽行消灭而后已”,同时则向这批地主

议员解释:台湾将要实行的“减租政策不是只顾农民片面的利益,而实是双方兼顾,以求互利的”.他

说:“地主为自保计并为自己将来着想,实应拥护政府决策,以与共产主义相对抗.”陈诚并告诉他们,
现代化国家莫不注意工业,将资金用之于土地投资,不如转用于工商业投资,并且表示:凡政府所有

公营事业均可听任选择,由人民投资改为民营①.据说,这批议员都对陈诚的谈话表示满意,欣然到

各地领导减租.
同年１２月５日,陈诚召开第二次全省行政会议,报告实行“三七五减租”政策的成绩,要求在

１９５０年年内确立“整个政策的基础”.１９５０年３月９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院长.３１日,陈
诚向“立法院”报告施政方针,提出在“民生第一”的原则下,政府“尤须贯彻减租政策,并逐步解决土

地问题,以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②.１１月１２日为孙中山诞辰,陈诚发表«告军民书»,声称正在

制定«三七五租佃法»,使佃农得到切实的保障.他表示,减租只是平均社会财富的一种初步办法,今
后还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③.１２月４日,陈诚向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５７次会议提出«三七

五减租条例».会议决定转知“立委”党部,要求“立法委员”在“立法院”第六次会议讨论时予以支

持④.１９５１年初,台湾省政府组织“三七五减租”考察团,以黄季陆、董文琪为正副团长,分赴近二十

个县市考察,确认减租有“显著成效”⑤.２月４日为农民节,台湾省政府举行庆祝大会,陈诚到会致

词,提出“吾人不能为少数人的利益,而忽视大多数人的利益,换言之,即吾人为人民服务,不能因小

失大”⑥.为了在台湾进行土改,陈诚征得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同意,邀请美国农业专家雷正琪到台湾,
担任农复会顾问.

陈诚在台湾进行土地改革的第二步是公地放领.据资料,台湾公有耕地为１８万余甲,约占全省

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二强.这些土地,原来为日本殖民者及其制糖株式会社等独占企业所有,台湾

光复后由国民党当局没收归公.但是,国民党当局并没有视之为“党产”,而是称之为“公地”,纳入土

改范围,允许农民用贷款方式折价买进.
开始此项工作之前,台湾省地政局与中美两国共同组成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合作,动员

２８００人,使用五十余万个工作日,耗费经费四百余万元,进行地籍总清查.自１９５１年１月开始,先在

高雄、屏东两县开办,于同年８月完成.９月起,台湾省各县市同时举办,至１９５２年４月完成.共制

作卡片六百余万张,统计表１６０余种,对全省土地种类、权力分配状况、耕地使用情形以及地主与耕

地的在乡与不在乡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调查与分析.

１９５１年６月４日,陈诚提出«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规定:

１．放领对象首先是原承租的佃农,其次是无土地的雇农和承耕土地不足的佃农.

２．耕地分上中下三等,农民按耕作能力大小承领.一般农民能领中等１甲,下等２甲;旱田上等

１甲,中等２甲,下等４甲.

３．地价为全年主要产物收获量的２．５倍,由承购农民分１０年,２０次,在收获季节以实物平均摊

还,不负担利息.
为了促使“行政院”通过关于放领公地的实施办法,陈诚事先发表谈话,强调“农民是需要土地

７蒋介石与陈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诚:«陈诚先生回忆录———建设台湾»(上),第６２页.
陈诚:«陈辞修先生言行纪要»,陈诚:«陈诚先生回忆录———建设台湾»(下),第５５５页.
陈诚:«陈辞修先生言行纪要»,陈诚:«陈诚先生回忆录———建设台湾»(下),第５９２页.
«本会历次决议尚未执行之重要案件检查表»,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６．４１/９６/２.
董文琪:«悼念黄季陆先生»,«黄季陆先生纪念集»,台北,１９８６年,第４４页.
«陈辞修先生言行纪要»,陈诚:«陈诚先生回忆录———建设台湾»(下),第６１３页.



的,农民的生命寄托在土地上,农民自己有了土地,生命才有寄托.我国农民占人口最大多数,他们

生命都有了寄托,然后天下才能真正太平”①.

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５０年期间,台湾当局共放领耕地６批,总面积７万多公顷,其中,水田３．３万公顷,
旱地３．６万公顷,其他用地０．４万公顷,承领农户１４万户,约占台湾农户总数的２０％.一直到１９７６
年,即蒋介石去世后一年,台湾当局才将公地全部放领完毕.二十多年内,台湾当局共放领耕地１３．９
万公顷,占全部“公地”的７６％,承领农户２８．６万户,平均每户０．４９公顷②.

陈诚在台湾实施土地改革的第三步是推行“耕者有其田”.
早在１９５１年６月间,陈诚即提出«台湾省私有耕地改革纲要»,供研究之用.１９５２年５月,陈诚

认为由于“三七五减租”及公地放领二事的顺利进行,已经具备进一步土地改革的条件,便向台湾地

政当局与专家会议提出几条原则性意见,其核心为:

１．业主与佃农利益并重,使佃农获益,地主亦不吃亏,并顾到农村社会的安定.

２．办法要合理完善,非但要使台湾推行尽利,并且将来要为亚洲土地改革作先导.

３．地主出租耕地的保留标准,平均以水田两甲(２９亩)至三甲(约４３．５亩)为原则,超出保留标准

的出租耕地,全部征收.

４．凡征收的出租土地,对地主给以地价补偿,其标准为土地主要作物正产品的全年收获量的二

倍半.可以给予土地债券,或给以公营事业股票,两者分别搭配.

５．土地债券以实物为本位,给予合理利息;应选择经营发达的公营事业发给股票,使地主乐于接

受,并辅助其发展,促进台湾的工业建设.

６．土改完成后,须增加农贷、肥料、水利及其他农业改良设施,以保护自耕农,提高生产力.
台湾省政府最初提出的是«台湾省扶植自耕农条例草案»,内政部部长黄季陆认为“扶植自耕农”

意义不够积极,经过内政部、司法行政部等部门讨论,修改为«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草案».１１月５
日,提交“行政院”第２２６次院会讨论,陈诚久病数月,亲自到会发表意见,强调“耕者有其田目的的实

现,是非常必要的”③.１１月７日,内政部再次邀集相关部会,根据陈诚裁定的原则,最后修订条文.

１１月１２日,经“行政院”第２６７次会议通过.这一天是孙中山诞辰,选择当日通过,具有纪念意义.
按照规定程序,«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草案»在“行政院”通过后,还须送请“立法院”审议.即在

此际,“行政院”对送审方案出现不同意见:地主保留耕地从三甲改为二甲;将实物债券比例提高到

６０％,股票定为４０％.１１月１６日,陈诚提出:“我们的政策是实施耕者有其田,不是打倒地主,故不

能不兼顾地主利益.”④经过讨论,维持原案不变.

１１月２８日,«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草案»送“立法院”审议.１２月２日,陈诚发表书面谈话,强调

既保护农民,也保护地主;佃农在不增加负担的条件下购买土地,地主保留合理的耕地面积,征收的

土地可以得到合理的地价补偿,并将土地资金投入工业.９日至１１日,陈诚率领相关各部会首长到

“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１２月中旬,“立法院”联席会议开始审议.审议中,部分委员以“农民负担

加重,影响农民心理”为理由反对.这些人力图回避“耕者有其田”几个字,将名称改回为台湾省政府

原来提出的«扶植自耕农条例».陈诚不赞成,于１９５３年１月２日拟就题为“耕者有其田案”的公函,
说明“如有更妥当名称,本院不坚持”,但公函主旨则在于说明,实行耕者有其田方案,农民“绝对不会

比原负担更重”,十年之后,农民缴完地价,所获将“非常之大”⑤.１月７日,陈诚在“行政院”第２７５
次院会上激愤地表示:“我可以不做这个院长,这件事要坚持.如果这个案子不能做,将来什么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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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不上.”又说:“什么事都可迁就、忍耐,对于国父遗教,不能迁就忍耐.”①经过(１７天)讨论,增加了

一条文字:“耕地经承领后,政府应奖助承领人,以合作方式为现代化之经营.”最后,文件定名为«实
施耕者有其田条例»(或称«实施耕者有其田法»),共５章３６条.１９５３年１月２０日经“立法院”通过,
呈报蒋介石,于１月２６日公布施行.同日公布的还有«公营事业移转民营条例»«实物土地债券条

例»等,用以配套.
同年３月２５日,台湾省政府公告,如有破坏或阻碍耕者有其田政策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４

月２３日,台湾省政府根据«耕者有其田法»,进一步颁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法条例»(或称«耕者有其田

条例台湾省施行细则»),规定补偿地主地价时,实物土地债券占７成,公营企业股票占３成.实物土

地债券由当局委托台湾土地银行发放,年利率为４％,农民在十年内分２０期偿清本息.
台湾土地改革在１９５３年年内基本完成.截至１９５４年春,台湾当局共征收地主私有耕地１４万３

千余甲,占出租耕地总面积的５６％,承领佃农１９万４千余户,占佃农总户数的８０％.自承领之季

起,农民分十年以实物或实物土地债券缴清地价②.
通过土地改革,台湾大量农民通过购买获得土地,上升为自耕农.土改前,自耕农只占农村农户

总数的２６．３％,１９５３年底,提高为５１．８％,１９６３年,再提高为６５．７％,成为台湾农户的主体.农民耕

作、改良土壤、推广农业技术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因而农业生产力也相应得到发展.自１９５２年至

１９５９年,农业平均生产率提高２４％.每公顷平均稻谷产量由４７９３公斤增加至７４８３公斤,增长率为

５６．１％.１９５２年,台湾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自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６８年,台湾农业产量增加１．
２倍,年均增长率达５．２％.农民收入增加,负担减轻,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社会购买力得以提

高,促进了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③.１９５３年,全岛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农村部分占６０％④.
由于台湾当局在土改中兼顾地主利益,地主不仅获得农民缴纳的地价,而且获得经营良好的公

营公司的股票,土地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不少地主转身变为工商业主,投资于新兴产业.辜振

甫、林伯寿、林犹龙、陈启清原来是台湾的四大地主,由于从水泥、造纸、农林、工矿等四大公司接受了

大量股票,迅速发展为台湾的大财团;林献堂,原来拥有良田千顷,年收稻谷万担,本人避居日本,其
子孙转向银行、保险、信托等业.

自然,对“耕者有其田”,台湾林献堂等部分地主抵制,省议会议员中也有不少反对者.陈诚都耐

心地进行工作.据在农业复兴联合委员会任秘书长的蒋彦士回忆,陈诚“晚上都与地主谈话,试图说

服他们”⑤.
陈诚对自己在台湾的土改很满意,自称是一次“不流一滴血的革命”,“在土地革命史上,我们实

已创立一个新纪元”,“此种成就,不仅给台湾带来了安定与进步,同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新的希望和

信心”⑥.
台湾的土地改革引起第三世界国家和美国人的注意.１９５０年代,伊朗国王与约旦国王先后到

台了解经验⑦.美国亚利桑那富豪殷克尔成立林肯基金会,专门帮助别的国家和地区实行土改.他

认为台湾土改最为成功,１９６８年１１月,林肯基金会与台湾“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签订合

约,共同出资,在桃园举办土地改革训练所,帮助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第三世界国家、地区培养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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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国来访、受训者约４０００余人,仅菲律宾一国,来受训者即达１４００余

人①.１９７７年,美国人甚至将台湾土改视为全球土改的典范②.不过,这种土改并不能改变社会财富

悬殊和与之相联系的种种不公不义现象,只不过社会财富的占有者和占有形式发生变化,部分原来

的大地主摇身一变,成了大资本家和大财团的主人.

四、蒋介石和陈诚的分歧及其对陈诚的支持和肯定

在考虑台湾土地改革方案的过程中,蒋介石一度对阎锡山的“兵农合一”制度感到兴趣.
１９５０年１月３日,蒋介石日记所记“社会经济运动”,其内容有三项:兵农合一、三七五减租、限期

耕者有其田.同月１０日,蒋介石到革命实践研究院听讲“兵农合一”,该讲话长达三小时,蒋介石居

然蛮有兴趣地听完,而且在日记中写下感想:

　　此乃社会土地与国防经济配合之制度,甚可采用,而对防共更为有益.惟其地主所有权未

规定年限是一缺点耳.③

１月１２日,蒋介石主持政工会议,提出“兵农合一”政策,叮嘱陈诚发言,陈诚直言不反对阎锡山其人,
但“根本不赞成此种落伍之思想”④.同年３月,蒋介石思考在台湾将要建立的“经济制度”.一是“金
融”,一是“土地政策”.关于后者,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兵民与土地合一为基本原则”.这就说明,
蒋介石对“兵农合一”仍恋恋不舍.

“兵农合一”是１９４３年阎锡山在山西推行过的制度.其内容为:寓兵于农,兵自农出,兵农互助.
其方案为:从１８至４７岁的役龄壮丁中,每三人编为一个“兵农互助组”,一人为常备兵,当时入伍服

役,二人为国民兵,在乡种地做工.国民兵每年交出麦子或小米５担、熟棉花１０斤,提供同组的常备

兵家属.常备兵的服役期为３年,期满后与同组的国民兵调换位置.同时,以年产量纯收益小麦或

小米为标准,将全村土地分为若干份,分配给国民兵领种.领到份地的国民兵作为主耕人,与村中有

劳力者一至三人组成耕作小组,称为助耕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不变,领有份地的国民兵须向地主

交租.以生产品的３０％作为田赋征购和村摊粮食,以１５％作为生产成本,以５％作为地租,其余

５０％由主耕人和助耕人依劳力大小协商分配.
这一方案于１９４３年秋在山西乡宁地区试行,次年春在山西西部各县普遍推广.一个春天,乡宁

等７县编成“兵农互助组”５万余个,抽选常备兵４．３万人.至抗战结束时,阎锡山共征集兵员约７
万名.

阎锡山的上述办法规定农民必须向地主交租,却没有规定地主占有土地的期限,这样,地主就可

以长年收租,不断收租,蒋介石觉得是缺点,但是,阎锡山的办法将土地与征兵两种制度强制性地绑

在一起,既解决农民的土地需要,又保证兵源无虞,蒋介石觉得“尤合乎当前的需要”.自退台后,蒋
介石一直梦想反攻大陆,所谓“当前的需要”,乃是他征集兵员,以便反共的需要.至于将农民束缚在

土地上所带来的种种危害和弊病,蒋介石连想也没想过.陈诚在抗战期间,曾在山西与阎锡山讨论

过“兵农合一”制度,长谈多次.陈诚认为,这一制度仅适合于古代农业社会,不合时代要求.因此,
当蒋介石要搬到台湾时,即向蒋介石说明:山西地广人稀,农业人口占９０％,兵农合一也许可行,而台

湾人多地少,工商各业发达,非农业人口占４０％之多.普遍实行兵农合一,土地将不敷分配.经过陈

诚几次三番,反复说明利弊.蒋介石终于采纳陈诚的主张,还是“实行国父遗教”,实行“耕者有其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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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①.
蒋介石的表现可以看作是一时、一度动摇,被陈诚说服后,即积极支持和肯定陈诚在台湾的各种

土改作为.

１９５０年是推行三七五减租的首年,成效初见.８月１４日,蒋介石在孙中山“纪念周”发表演讲,
提出国民党今后的努力方针.他说:“今日台湾实在是社会安定,金融巩固,尤其是最近各县地方自

治的实施,三七五减租工作的加强,更足为我们本党自慰.”他要求国民党人继续不懈地努力,“贯彻

总理平均地权的政策,达到耕者有其地的目的”,“要依据大多数民众的共同的利益,平衡各阶级、各
职业的个别利益,促进其互助合作,以增进其社会生产,发展国民经济”②.

同年９月１日,蒋介石发表«本党现阶段的政治主张»,在«实行民生主义的经济措施»部分,蒋介

石提出:“对城市用地,应抑制土地投机,取缔不劳而获,厉行照价征税与涨价归公的办法,以实现市

地的平均地权.对于农村耕地,应普遍实行减租及限田政策,并切实扶植自耕农,以达到耕者有其田

的目的.为求增加农地生产起见,应利用科学方法,改进农业,并鼓励自耕农从事合作经营.”③

同年１０月２４日,台湾省改造委员会全体委员宣誓就职,蒋介石发表讲话,再次肯定１９４９年推

行的三七五减租,“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勉励台湾省各位改造委员,“巩固这个基础,确保农

民收益,使得我们民生主义的社会政策能次第实行”④.
三七五减租只是反对地主的高额剥削,减轻农民的负担,属于改良性质,而限田则削减地主阶级

的土地占有数额和面积,改变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程度的革命意义.１９５２年７月２４日,国民党中央

改造委员会举行第７３１次会议,讨论扶植自耕农,贯彻耕者有其田的“限田”政策,蒋介石与会,明确

提出:

　　扶植自耕农,为实现总理遗教耕者有其田之必要步骤,亦为本党现阶段重要政策主张
应即于明年１月起,推行限田政策,要求国民党从政人员与民意代表全力配合推动,并希望临时

省议会在本次大会休会前,完成提意见的手续,不要拖延.⑤

当日,蒋介石日记云:“入中央党部,召开保障自耕农与限田会议,决议限于明年元旦实施限田开始,
并以此为明年施政之中心.”⑥为了动员国民党党员支持和拥护“限田”政策,７月３１日,蒋介石又指

示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限田政策之宣传不能松懈,每周应订有宣传计划,使每个党员了解此一

政策重要性.”⑦

“限田”是为土地改革作准备,台湾地主阶级及其代表者自然激烈反对.８月１５日,省议会研究

小组综合各县市议会意见,提出«建议案»,要求放宽“征收标准”,提高对征收土地的补偿水平及年息

利率,减轻对地主违法行为的惩罚,规定承领耕地的佃农逾期缴纳地价的罚则,甚至要求依人口数字

“限佃”.这实际上是一份反对改革的«建议案»⑧.１９５２年１１月,“立法院”审议陈诚送交的«实施耕

者有其田条例草案».在“立法院”院会上,陈诚作施政报告,要求明年１月１日实行.当时,社会上

有人认为,«条例草案»“劫富济贫”,“不公不义”,“立法院”内,有委员攻击称:“戴着的是总理遗教的

帽子,穿着的是朱毛匪帮的靴子.”陈紫枫则认为“于法无据,实在不妥”,“不管从哪方面说,从国父遗

教说,从宪法说,从反共抗俄的利弊得失说,都有考虑的必要”⑨.该人原是安徽寿县土豪,１９４８年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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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第一届立法委员时,即强烈反对土地改革法案,来台后自然继续反对陈诚提出的«条例草案».陈

紫枫之外,连陈诚之弟陈正修都站在反对者的行列之中.«条例草案»的起草者是台湾省地政局局长

沈时可,少数“立法委员”就大骂沈时可“慷他人之慨,毫无人心,只讨上峰的好”,说他起草的条例“死
卡地主,杂乱无章”,责问沈时可:“你对得起台湾地主么?”有人甚至指责沈时可“有三大死罪,实不可

赦”! 苗培时竟要求将沈时可送法院法办①.结果,«条例草案»在“立法院”讨论１７天,无法通过.

１月８日、１５日,蒋介石两次出席国民党中常会,对争议问题作出裁定.如:对共有出租耕地的

地主所保留的耕地应受严格之限制,１９５２年４月１日之后家庭间转移的耕地仍应征收,农民承领耕

地准予免交契税及监证税等.同时,他还以国民党总裁名义邀集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农
村复兴委员会主委蒋梦麟,以及有影响力的立法委员谈话,声称“土地改革是总理孙中山先生遗教”,
“对台湾建设之重要性,台湾实施三七五减租已收宏效是有目共睹,实行耕者有其田将有更进一步的

建设成就,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先完成法案”.会上,对于«条例»名称中是否采用“耕者有其田”几个

字争论激烈,蒋介石表示:“这问题还有什么可争论呢?”“你们何须争论得这样厉害?”②１９５３年１月

２０日,«条例草案»在“立法院”三读读过,完成立法手续,不可动摇了.

１月２４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说:

　　耕者有其田案立法院于月初照所指示之要旨顺利通过,完成法定手续,至于残废老幼以及

血系弟兄之公田,准予保留三甲之规定,实为最合情理之裁决.③

«条例»规定,对于“老弱、孤寡、残废”的共耕地主,依靠共有出租耕地维生者,可以比照个人有出租耕

地的地主的保留标准办理.对此,蒋介石表示满意.从这页日记可见,当«条例草案»遭到质疑和反

对的时候,蒋介石的介入所起的重要作用.
长期从事土改的萧铮回忆说:“今日台湾实施耕者有其田等政策之成功,在台同胞多以为是陈故

(副)总统所做的,其实陈辞公乃秉承蒋公的多方面的指示而予以推动者.”④应该承认,台湾后来经济

起飞,跃居亚洲四小龙之一,土地改革是其起步点.在这一点上,陈诚有功,蒋介石也有功.无疑,他
们推动台湾土地改革,反共,与大陆中共对抗是其目的之一,但是,其改善台湾农民生活,推动台湾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其合法性和正当性都是显然的,为举世公认.遗憾的是,近年来,由于政

局的动荡变化,台湾学界出现了否定性的翻案文章,认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台湾土改是“外来者打压

本地菁英,损害了‘我们’地主的利益”,这就不仅是在为“台独”理论张目,而且是在为台湾地主叫

屈了.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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