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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货币、
黄金与美援：
试论国民党退台初期的币制改革
汪小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６）

１９４５年台湾光复，国民政府发行台币取代日据时期的货币。台币（旧）发行主要以法币为储备金，明确为
摘 要：
过渡性货币。但由于发行体制的弊端，一开始就严重滥发。法币和金圆券失败后，国民党又无力保证台币发行的独立
性而导致崩溃。国民党决定退据台湾，秘密搬运原中央银行黄金作为储备金，推行币制改革。新台币以黄金为本位，
虽
短暂阻止了恶性通货膨胀，但导致储备黄金日渐消耗殆尽。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决定重启援助国民党，美援也最终
取代黄金，
支撑了新台币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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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退台初期，由陈诚推行的新台币币制改

初期选择黄金储备和以台币为中心的改革的机缘，
讨

革对稳定台湾经济起到重要作用。台湾前“监察院

论新台币改革推行后黄金消耗情况和台湾当局的因

长”王作荣回想：
“那时候，通货膨胀得非常厉害，物

应，探究美援最终挽救新台币的历史缘由和结果。

价天天涨。所以，稳定物价、
抑制通货膨胀，
是政府非

一、
台币（旧）崩溃的缘由与过程

常重要的任务；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发行新台币，
［１］４６
把旧台币废掉。”
关于台湾币制改革的成功，有几

台湾光复后，半独立于国民政府法币之外的台

点分析评论：一、新台币采最高限额发行，明文规定

币（旧）①长期陷入各种金融困境。其中原因，除了战

发行总额，以示政府无藉发行通货以为财政手段的

后台湾经济环境不佳以外，也与特有的发行体制有

意图；
二、
新台币以当时国际间最稳定的美元为计算

关。

标准，加深人民的信心；三、新台币可透过黄金储蓄

战后恢复营业后的台湾银行起到了类似于中央

存款与进出口贸易而分别兑换黄金与外汇，有兑现

银行的功能。根据台湾银行章程，在行政院随即核定

货币之性质；四、新台币采十足准备，可稳定币信基

发行台币应遵守之三点原则如下：１． 最高发行额须

础；五、新台币采用公开发行制度，又组织发行准备

报请中央政府核准；２．政府得酌情形停止台币发行，

监理委员会，可监督发行及检查发行准备，可使大众

并规定比价以法币收回台币，以统一发行；３．台币之

更有信心 。诚然，陈诚的决心、蒋介石的决策、国民

发行准备，应经政府核定遵照办理。随后，财政部对

党技术官僚的精心设计，是币制改革能够实现的人

台湾银行之发行准备规定如下：

［２］

为原因。但如果没有巨额的黄金和朝鲜战争爆发后
的美援，
新台币也会如金圆券一般，
势必无法维持。
本
文通过理清台币发行的来龙去脉，指出过渡性台币
（旧）的体制弊端和崩溃缘由，进而分析国民党退台

（一）法币不得少于发行总额百分之四
十。
（二）物栈单应保险足额，过入保管行
户名，依市价八折作价。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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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台币（旧）指的是台湾光复后由台湾银行发行的第一套货币，区别于１９４９年货币改革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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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业票据以合于“票据承兑贴现

存及保管已印未发之旧台币及印版戮记；

办法”规定之农业承兑汇票、エ商业承兑汇

四、检査旧台币之印制发行数额及准备金

票、
银行承兑汇票为限，不得以台湾银行之

之实况；五、
其他奉令饬办事项［５］１５４－１５６。

承兑汇票抵充。

虽然这样，也根本无法抑制行政长官公署滥发

（四）公债以中央核准发行之公债为限，
依票面七折作价。

货币的冲动。据统计，台湾各事业流动资金，均系由
各单位向台 湾银行贴借 ，１９４５ 年借 ２３．３ 亿 台 币 ，

（五）生产事业投资凭证以依照规定报
部核定之生产事业投资凭证为限。同时，
财

１９４６ 年借台币约 １２２．７ 亿［６］１０１。
第二，难以管控台币（旧）与法币的汇率。起初，

政部尚规定，台湾银行应将发行准备缴存

台币（旧）与法币的比例为 １ 比 ４０，这个比例是行政

中央银行保管

长官公署和当时中央银行共同规定的。这个比例高

［３］２３

。

可见新发行的台币（旧）是以法币和各种银行金

估不少，按照上海和重庆的黄金牌价，台币（旧）的合

融产品为储备金，缺少金银等硬通货，实际上是主要

理比例是 １ 比 ２１ 左右。当时台湾的货币黑市，台币

以法币为本位的货币。而且台币（旧）被明确为过渡货

和法币的汇兑是 １ 比 １７ 至 １ 比 ２０ 左右。按照黄金

币，
不得已为之。这种过渡性货币定位，
早在陈仪接收

牌价来看，黑市符合市场定价［３］２３－２４。行政长官公署争

台湾过程中就已经明确。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台湾金融委员

取到这样的有利于台湾的兑换比例，除了行政长官

会制定通过了《台湾金融接管计划草案》，
该《草案》规

公署的地位特殊以外，也和当时的具体经济环境有

定台湾光复后，
法币暂时不进入台湾，而由中央银行

关。由于台湾物资奇缺，台湾银行无法取得上海方面

发行一种过渡形式的货币。
《草案》还规定光复后台湾

的法币头寸，因此在台湾的内陆商人即无法将台币

金融事业的接收事宜由财政部指派由中央银行、中

（旧）按官价（１ 比 ４０）兑取法币，只好将台币（旧）贬

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共同组成的联合办

值来换取黄金、
美钞、
法币，于是台湾的黄金、美钞的

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以及上述四行和邮政储金

价格也常比上海市为高［７］３４３。台币（旧）被高估的结果

汇业局、中央信托局（简称四行二局）会同台湾省政

就是诱发走私和舞弊。战后的台湾迅速成为中国经

府，
具体负责共同组织接管台湾金融机构

济的一环，上海也迅速成为台湾对外经贸的主要城

［４］１２６－１２９

。

起初，
法币信用尚未完全恶化，按理台币（旧）也
应该有一定的保障。但是台湾光复后，
台币（旧）比法
币贬值更为迅速。原因有二：
第一，
在经济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法币之外的

市。台湾出口以米糖为中心的农产品到上海，
并从这
里进口日用的工商产品。
表 １：光复初期台湾进出口贸易值统计
旧台币百万元
单位：

金融产品可视为有效储蓄，
起到储备金的作用。但在
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这些金融产品就起不到储

贸易总值

进口值

出口值

对大陆 对外国 对大陆 对外国 对大陆 对外国

蓄的作用，难以充当储备金，无法抑制货币滥发。光
１９４６

３，５５５
２１１
１，
０４６
３８
２，
３０８
１７３
（９４％） （６％） （９６％） （４％） （９３％） （７％）

台币（旧）。陈仪治台时期，
采取统制经济，出于恢复

１９４７

５４，
１７９ ５，４６１ ２０，７３８ ２，７５８ ３３，４４１ ２，
７０２
（９３％） （７％） （８８％） （１２％） （９３％） （７％）

台湾公营企业的目的，大量发行台币（旧）作为借贷

３５７，
８８５ ５５，８９８ １７０，
７６１ １６，７５１ １８７，
１２０ ３９，
１４７
１９４８ （９６％） （４％） （９１％） （９％） （８３％） （１７％）

复后，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对日据时期发行的银行券
采取收兑的方式处理，此举就消耗了大量新发行的

资金。因此，
一开始就没有遵循百分之四十法币作为
准备金的规定，根本无法控制通货膨胀。鉴于此，

数据源：台湾省政府主计处编《台湾贸易五十三年报》。

１９４６ 年 ８ 月 １７ 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又公布《财政部

转引自潘志奇：
《光复初期台湾的通货膨胀》表 ３－１８，联经出

派员监理台湾银行发行新台币办法》，加强发行管

版事业公司，
１９８０，第 ７２ 页。

理，
派员驻在台湾银行执行以下之监理任务：

从表 １ 就可以看出台湾对两岸经贸关系的严重

一、监督新台币之印制及发行；二、检

依赖，一旦台币（旧）的法币储备不足，就会直接导致

査新台币发行准备金；三、审核关于新台币

日用品的暴涨。从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至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米价

收换旧台币（指旧台湾银行券）事项；三、封

就上涨了 ５ 倍多，鸡蛋涨了 ９ 倍，连盐也涨了 １８ 倍
· ４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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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大陆法币崩溃，蒋介石一筹莫展。从抗战胜

多［８］。
随着国民党的失败，
法币迅速贬值，台币（旧）又

利时的 ５５６９ 亿元发行额，迅速膨胀到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

被低估。传导过来的通货膨胀更为迅速刺激台币恶

底的 ４８３７８ 亿元，１９４８ 年 ８ 月 ２１ 日金圆券发行前

性通货膨胀。省政府发行货币量受制于行政院，与法

已达 ６６３６９４４ 亿元，又较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膨胀了 １１９０

币的兑换比例也受管控，
根本无法独善其身。魏道明

多倍［１３］８５－１６２。１９４８ 年 ６ 月，蒋介石就因严重的通货膨

上台后，台湾的金融困境并未有好转，而是渐趋恶

胀问题怪罪宋子文，宋在处理金融问题上已得不到

化。台币（旧）发行量 １９４６ 年底已达 ５３．３ 亿余元，相

蒋介石的信任。蒋介石 １９４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日记记载：

较前一年底增加 １．３１ 倍；
１９４７ 年底为 １７１ 亿余元，

白米每石已至七百万元，美钞闻已涨

又增加 ２．２１ 倍；１９４８ 年底高达 １４２０ 余亿元，增加

至一百五十万元。经济危险至此，比军事更

７．２９ 倍 。１９４８ 年初，由于法币快速贬值，财政厅长

足忧虑，此皆（宋）子文种其祸根与恶因，而

严家淦不得不升值台币对法币的汇兑。２ 月 ２１ 日，

余之疏忽过信、所用非人，实应负其重责

台币对法币的挂牌价格是 １ 比 １１２，一个星期后，台

也［１４］９６。

币挂牌价升到 １ 比 １３７［１０］１７２。１９４８ 年 ８ 月 １９ 日，国民

进入 ８ 月，蒋介石迫切谋求币制改革。新任财政

党中央实行金圆券改革，规定法币与金圆券的比例

部长王云五和行政院长翁文灏投蒋所好，开始实行

是 １ 比 １８３５。是日，台湾省政府设立经济警察总队，

法币金圆券改革。８ 月 １９ 日，蒋介石日记记载：

［９］

。方案规定台币最高发行限额为 ４３０

此为三年来一贯之政策与惟一之主

亿，但 ８ 月 ２０ 日就已经突破 ４２０ 亿，因为要收兑金

张，因（宋）子文、岳军（张群）、公权（张嘉

银外币，台湾银行紧急要求中央增发 ５６０ 亿元

墩）、
（俞）鸿钧等皆畏缩不决，未敢执行。而

打击投机

［１０］１７４

［１０］１７４

。

金圆券在 ８ 月 ２３ 日实施以固定比率，在 １１ 月 １ 日

今日虽以事急势迫，不得不有此ー举。然咏

改为机动调整，
但金圆券面值明显被高估，透过汇兑

霓（翁文灏）与（王）云五能毅然实施，亦可

关系使得大量金圆券流入台湾。１１ 月 １ 日的金圆券

谓奋勇难得矣［１４］１３３。

对台币 １∶１０００，到 １２ 月 ３０ 日 １∶２２２，但 １９４９ 年

翁文灏和王云五都非财经人物，金圆券改革其

，金圆券崩

实非常仓促和无准备，可谓病急乱投医。蒋介石也知

溃很快就以贸易形式传导到台湾，台湾物价一发不

道此举非常冒险，改革后几天内，蒋介石都十分不

可收拾。当时严家淦作为台湾财政的负责人，常年奔

安。财政上稍有所得，蒋介石就因此而洋洋自得，８

波在两地，
谋求兑换比例符合实际，但是根本无济于

月 ３１ 日日记载：

１ 月的 １∶８０，
５ 月却狂贬到 ２０００∶１

［１１］７７

事，
台币（旧）与金圆券一样也趋向崩溃。
二、新台币改革的推行与运台黄金
１９４９ 年，国民党兵败大陆。蒋介石企图以台湾

改革币制，凡自称财政与经济专家者
皆持反对，
不惟怀疑，
而且预料必立见失败。
但实施以后十日之间，
收兑现金有美钞２７００
万元之多，
此为任何人所想象不到者［１４］１４０。

为基地，
另起炉灶图谋再起。国民党币制改革是其退

蒋介石很快就因违反经济规律蛮干而自尝苦

台后的最重要财经举措。吴国桢曾评论蒋介石控制

果，金圆券大败，物价完全失控。金圆券改革失败，
迫

政府的手段时说：
“如果你要控制一个政府，至少控

使蒋介石加紧搜刮黄金美钞等硬通货。１９４８ 年 １１

制两件东西，即钱和剑。”

月 １０ 日，蒋介石手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说：
“中央

［１２］１３２

一方面，
蒋介石通过任

命军人陈诚稳定台湾局势，也就是握紧剑。对于钱，

银行总行准备迁驻广州，
其重要档案账册及金银现款

蒋介石败退台湾时最忧虑的是货币问题。迁台初期，

应即分运广东、
福建与台湾各省切实保存为要。”［１４］１８６

百万军民入台，
造成台湾严峻的经济压力。

据记载，１１ 月份，黄金二百多万两开始装箱，计 ７７４

蒋介石决心以台币为中心实行币制改革，过程

箱。１２ 月 １ 日，自上海起运，于基隆登陆后运往台

颇为曲折。虽然台币发行本来就被定义过渡性质，问

北。此后黄金陆续输运。１９４９ 年初，蒋介石下野，
谋

题很多，
理应改革。但金圆券失败后，国民党迫切需

另起炉灶。１ 月 １０ 日，
蒋介石派蒋经国赴上海慰勉俞

要搜刮硬通货顽抗全国解放。因此对如何进行货币

鸿钧，
并指示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２ 月 ８、
９两

改革，
实际上取决于蒋介石对台湾的战略思考。

日，周宏涛奉蒋介石命抵上海，与中央银行总裁刘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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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晤谈。１０ 日，周自上海携报告返奉化面见蒋介石，
告以黄金多已运抵台湾，现全国黄金台北存 ２６００ 万
两，
厦门 ９００ 万两，美国 ３８０ 万两，
共计 ３８８０ 万两 。
①

革币制基金［１５］４４。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解放军解放上海，这使台湾
贸易引以为命脉的沪台线中断。当时孙越崎领导的

随着大陆地区逐渐解放，蒋介石越来越把台湾

资源委员会资委会集体起义，严家淦与国民党中央

作为所谓的
“复兴”
基地。１９４９ 年初，
台湾财政厅长严

决定台湾省的经济金融必须建立独立于大陆的完

家淦建议陈诚去杭州面见蒋介石，提议币制改革，
要

整体系［１６］４５１。国民党桂系李宗仁系显然不满蒋介石把

求中央银行从上海带过来的黄金中，
拨付 ８０ 万两，
做

黄金运到台湾的作法。６ 月 １ 日，张道藩报告蒋介石

为发行新台币的准备金

说李宗仁、白崇禧在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指蒋介石藏

［１］４６

。不过当时蒋介石还没有

下定决心。付出真金白银是否能稳定台湾这个后方，

匿美金一亿之多。蒋介石日记记载：
“更觉李、
白之用

尚未可知。对蒋介石来说，
过去宋子文为稳定法币，

心害陷及其人格之卑劣，居（正）、于（右任）之投桂卖

曾经抛售黄金来稳定币值，
其大败而归的往事言犹在

党更为可耻。”
夜长梦多，蒋介石加快币制改革步伐。

耳。此时，
宋子文又反对台币独立发行，
据陈诚回忆：

６ 月 ３ 日，俞鸿钧与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台湾省财

故我们这项币制改革，其要点为（一）

政厅长严家淦见蒋介石，报告外汇头寸及厦门存金

用台湾银行钞票。
（ニ）以美金为计算单位。

之支配，并指拨台湾银行基金共计 ５ 千万美金，决定

（三）地区则以台湾一省为限。这三点与当

币制改革。当天，蒋介石日记记载，
“此乃最重要之政

时宋子文先生所提出的主张有异，宋先生

策，得以强勉实施为慰。”并记下当前要务：一、台湾

的主张为（一）用中国银行钞票。（ニ）以英

改革币制基金已经拨定，今后应以台湾防务为第一

镑为计算単位。（三）将闽粤台三省联在一

矣；二、立即召集台湾军事会议，解决兵额编组与部

起。宋氏因其主张未为我们采纳，
曾对严家

署巡防、通信、交通等问题；三、东南兵额总数之决

淦颇滋误会 。

定；四、水雷制造与敷设技术之研究与准备 ［１４］２９３。可

宋子文的主张显然有悖于形势的发展，闽粤无

见，蒋介石把币制改革当作隔绝大陆经济联系的最

险可守，
不可能抵挡住解放军的步伐，蒋介石也因此

重要举措。而且也很清楚，一旦实行币制改革，必须

愈发不信任宋的金融政策。为赢得蒋介石信任，宋子

对台湾实行严格往来大陆的管控。６ 月 ７ 日，蒋介石

文不得已转而支持新台币改革。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手谕陈诚关于台湾防务时指出：

［１５］

宋子文电报蒋介石台湾金融改革事项，说台湾金融

台湾缉私工作为今后军事经济与政治

改革方案拟竣，并已与俞鸿钧讨论接洽，所需新钞

最重要工作之一，如用非其人或不能得力，

券，
均已印就，
运台北交省主席陈诚妥为保管。他自

则整顿军政皆无从谈起，但台澎海上之巡

己因身体日益疲弱，拟赴欧疗养。５ 月 １ 日，蒋介石

查必须将闽厦沿海线亦包括在内，方能完

回复：
“贵体疲弱甚念，望往欧洲以前，
对于定购武器

备也。又，台湾由沪、青及其他各地所运来

事能决定方针，
克兰方面所进行之武器，除 １０５ 口径

各机关之物资整理与登记，亦为目前最重

以上重炮与战车不要外，
余可代购也。
台湾改革币制，

要之工作，应速派定最有能力人员负责主

［１４］２７２

应督催促速办。兄能在台湾币制定后再行为盼。”

持，
限期清查整顿完成为要，因其于以上各

宋子文是 ３０ 年代法币推手，但在新台币发行上，实

项工作之急不及待，不能再延，故特草函备

际上他已经边缘化，遂萌生去意。

考，并望提先急办为荷［１５］６１４－６１５。

５ 月，陈诚赴广州（时行政院驻地）参加粮政会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１５ 日，台湾省府大楼（现为“行政

议，再度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币制改革的建议并获得

院院址”
）灯火辉煌，省府主席陈诚，财政厅长兼台湾

解决。陈提出：
一、
关于军公费垫款，
中央允以存在台

银行董事长严家淦，坐镇省府大楼会议室，与省议会

湾的物资与黄金折算归垫；
二、中央允将在台生产事

议长黄朝琴等多人，开会决定宣布即日实施台币改

业完全交由我负责管理，
进出口贸易及外汇管理，亦

革，发行新台币，收回旧台币［１］８２５。根据财政厅长严家

由陈诚统筹调度；三、中央拨借黄金八十万两作为改

淦亲自拟定的《台湾省币制改革方案》、
《新台币发行

——
——
——
——
——
———
———

①《蒋中正日记》
（未刊本），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０日，
转引自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篇》第九册，第２４３－２４４页。又参见蒋经国：
《风雨中的宁静》，
黎明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７５，
第１２９页。运台黄金总数与过去一般研究所认为的２６０万两差距甚大，
此处存疑，暂且以《年谱长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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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及《新台币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组织章程》台

增加的 ３７ 万吨，均可输出，即可增加收入美金４０００

湾正式发行新台币。改革币制的重要规定，据《陈诚

万元，故出超是有希望的，贸易收支平衡是有把握

回忆录》整理大致如下：

的［１７］８２５－８２６。这篇文章主要目的在于稳定人心，增强公

由台湾银行发行新台币总额二亿元。

众对新台币信心。有些说法显然是粉饰有余，实际不

因国际上现以美金比较稳定，且本省

足，夸大了台湾对外贸易的作用。台湾贸易对象主要

对外贸易大部分亦系输往日本及其他美金

是大陆，随着大陆地区的逐步解放，贸易收支必定失

区域，为求新台币稳定起见，乃以美金为计

衡。在与其他国家贸易开展之前，当局并没有可靠外

算标准。

汇收入，势必只能以抛售黄金度日。

新台币对美金之汇率以新台币五元折
合美金一元，较战前之币值略低，足以刺激
生产增进出口。新台币发行总额折合美金
四千万元。

三、
新台币信用从黄金储备转向美援支撑
在新台币发行之同时，台湾省政府为确保币制
改革成功，先后采取了多项政策。如修正黄金储蓄办

新台币对旧台币之折合率，定为旧台

法，加强管理黄金储蓄，缩短兑取黄金期限，扩大办

币四万元，折合新台币一元。并限于一九四

理黄金储蓄地区；取缔地下钱庄，抑制游资活动，停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无限制兑换新台

止商业银行发行本票，防止银根泛滥。在币制改革之

币，在兑换期间，旧台币亦可照上列折合率

前，当时台湾省地下钱庄发展很快，以非法营利吸收

流通行使。

资金，作不正当营业，囤积居奇，刺激物价波动，扰乱

黄金、白银、外汇及可换外汇之物质作
为十足准备金。

市场金融。台湾省政府先后查知地下钱庄四百八十
余家，取缔未经核准设立的银楼四百三十余家，珠宝

新台币在省内得透过黄金储蓄办法兑

店二十余家，并禁止携带金银外币出境［１５］４５－４６。关于黄

换黄金，在省外得透过进出口贸易兑换进

金，开始时规定民众将新台币 ２８０ 元存入台湾银行，

ロ所需之外汇。故新台币之发行，
系以金银

经过 １０ 天后即可取得黄金 １ 市两。但由于这一黄金

外汇十足准备，以五元对一元美元之比率

价格随新台币贬值越来越低于市价，随后又规定搭

联系于美金，对外放弃与金圆券之联系，以

配节约储蓄券，再改配爱国公债，以变相提高黄金价

免受金圆券贬值之影响。……

格。然而最终还是因黄金储蓄有限，而新台币发行量

新台币发行办法，在严家淦的主导下，设计非常

增加不止，此政策难以为继，不得已于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缜密。虽然欠缺现代货币之灵活性，
不适应经济情况

份终止。但至此时，黄金政策已历时 １８ 个月，吸收新

变动，但是当时台湾省政府的目的在于恢复台币的

台币达 ４．４ 亿元［１１］１１０。１９４９ 年底，通货膨胀得到一定

信心，
牺牲灵活性在所难免。隔绝大陆经济联系和充

抑制。如以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份为基础，台湾的零售物价

足的准备金是新台币发行的先决条件，由于这两个

指数在该年下半年内上升了 ８０％［１８］３７。但是 １９５０ 年

条件准备充分，新台币得到及时发行。新台币发行后

吴国桢任省主席的时候，通货膨胀仍然高企，而黄金

成功压抑物价，
逐渐降低恶性通膨的预期。新台币发

日渐消耗，这方法后也被取消。为了控制通货膨胀，

行当日，严家淦发表了一篇名为《台湾省币制改革》

从 １９５０ 年初开始，台湾当局采取疯狂的高利率政策

的书面谈话指出：
“币制的改革，并不重在形式上的

以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预期，１９５０ 年 ３ 月推行“优

变更，而重在两个条件：第一，贸易收支的平衡；第

利储蓄存款”办法。存款利率最初规定：一个月定期

二，财政收支的平衡。”

存款为月息 ７％，如按复利计算折合年息为 １２５％。

［１５］４４－４５

［１７］８２５

其中有关贸易收支的平

衡方面，
在书面谈话中也引用数据，指出透过基隆和

两个月定期存款为月息 ８％，三个月定期存款为月息

高雄港务局的进口货价值统计数字，光复后台湾受

９％。同时规定，各银行在接受该项存款后，应立即转

战时破坏，生产减退，出口低落，故 １９４５、
１９４６ 两年

存台湾银行，由其专门经营放贷业务。优惠利率储蓄

贸易均为入超。但自 １９４７ 年起，即已好转变为平衡。

存款是很有成效的。１９５０ 年初，所有银行中的定期

１９４９ 年出口物资产量大增，以重要出口物品砂糖

存款总额仅为 ２００ 万元新台币。实行优利存款后仅

为例，１９４８ 年生产 ２６ 万吨，１９４９ 年生产 ６３ 万吨，

仅 ８ 个月内存款总额就增加到 ３５００ 万元新台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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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货币投放量的 ７％［１９］。如果经济形势得不到有效缓

石要求俞鸿钧和任显群详细研究黄金美汇价格如何

解，
高利率只能是一种“拖延政策”
。除了利用高利率

调整、
黄金储备储蓄办法如何改进、储户提取黄金应

拖延经济危机，黄金储备的急剧减少，也使得蒋介石

否加以管理、黄金如何收回、出口如何増加、外汇如

忧心忡忡。１９５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针对黄金储备减少，

何争取等具体问题，并要求于 １１ 日之前提出具体报

蒋介石日记记载：

告。此外，对于生产事业资金的筹措问题，要求俞鸿
钧、严家淦和任显群迅速研讨后，再行报告［２０］。８ 月 ４

新台币虽未澎涨（膨胀），但黄金售出
之数，三个月来已有六十余万两之多，现存

日，蒋介石再次召集财政会谈讨论黄金储备等问题。

黄金总数已不足壹百五十万两，而米价已

得知中央银行存金只有 ４０ 余万两，台湾省行亦只有

上涨至百元，殊为可虑，幸军费确定，今后

５０ 万两，惟美援经济款数略增，或可抵补不足 ［１４］５３３。

财政运用与收支已定有办法，当不致如过

可见，期盼已久的美援已经到达，情况暂时得到缓

去浸无管束与限制矣。议定每月黄金售出

解。到了 ８ 月底，蒋介石再次召开财经会谈，讨论 ９

总数，
不得超过七万两之数

月军费问题，决定中央黄金支付减为每月 ３ 万两，并

［１４］４７０

。

不过情况并没有实质好转，朝鲜战争爆发前夕，

指示今后经济与财政方针，规定每月报告办法，
８月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蒋介石召开财政座谈会，蒋介石

２４ 日日记记载：
“此实为最为重要之政务。”［１４］５３９ 军费

及“行政院长”陈诚、
“台湾省主席”吴国桢、
“财政部

开支一直是台湾财政不可承受之重，蒋介石此时敢

长”严家淦、
“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
“总统府秘书

于减低军费开支，可见军事援助当时已经得到了美

长”王世杰、
“行政院秘书长”
黄少谷、
“台湾省财政厅

援补助或者某种承诺。

长”
任显群等出席。俞鸿钧报告，黄金存量中央仅五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美军事援助到达，蒋介石 １２ 月 １

十四万余两，台省发行基金仅六十余万两。吴国桢向

日日记记载：
“弹药已到，其经援总署福克斯来台视

蒋介石报告，保证在 ７ 月 １５ 日以前，黄金储量无问

察后，对其经援数量可望增加，而其来货亦可提前较

题，
并说明强迫储蓄当可收回一部分黄金。严家淦当

速矣，因之经济危机亦可渐少矣。”［１４］５８８１９５１ 年 ２ 月，

时指出，
他过去主张增加发行台币，但是现不敢做此

美台签订联防互助协定，５ 月 １ 日在台成立“美国军

主张，
恐影响整个金融。蒋介石害怕黄金枯竭，但是

事援华顾问团”，以美军人蔡斯为首任团长。当天上

财政支出又不能少，可以说当时情况已经十分危急，

午，蒋介石接见蔡斯。蔡斯团长告知任务是帮助维护

因此已经做好财政破产、实行全面配给制的准备。在

及运用美援武器装备，决不包括干涉国民党军队的

座谈会上，蒋介石最后无奈指示：
“须做美国不会援

指挥系统［１４］６６３。至此，
美国军事援助全部恢复，
这直接

助，最后全岛被苏联潜艇封锁之准备。美国不能援

减轻了台湾当局的财政负担。朝鲜战争爆发前后，
台

助，如过去之苏联及土耳其，尚能抵抗侵略，争取最

湾财政危机的实际情况，美国情报部门了解得非常

后之胜利，并指出配发实物之重要性与可能性。”

清楚。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

［２０］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改变对台政
策，
转而积极援助蒋介石。这一改变最终挽救了新台
币，
阻止了一触即发的恶性通货膨胀。

于台湾国民党政权形势的评估指出：
似乎有证据表明税收已经接近了最大
值，因为税收可能快接近福摩萨国民收入

７ 月 ７ 日，蒋介石召开财经临时会谈，研讨黄金

的五分之一或者更高，在像“台湾”这种低

储备等问题。“台湾省财政厅长”任显群报告全省财

收入国家里面这是ー种最大比例。然而这

政金融情形，并说明至 ６ 月底台湾银行所存黄金外

些收入仅仅满足了预算支出的６０％，政府

汇约 ７４ 万两，其中黄金和外汇各值一半。“中央银

为了弥补赤字，有必要变卖黄金贮备和前

行”总裁俞鸿钧报告 ６ 月底中央银行所存的黄金为

日本殖民政府留下来的资产，实际上政府

４８ 万 ７ 千余两。
“财政部长”严家淦报告，
３ 月 １７ 日

更多地利用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对等基

至 ６ 月 ２６ 日，军政费审核小组通过的预算外支出约

金。按目前变卖黄金的速度来看，政府可能

合新台币 ９００２ 万元，其中军费占 ８８９０ 万元，另有约

在１９５１年就耗尽它的黄金储备。所以，除非

数千万元尚未通过。而国家行局现存外汇约值美金

行政当局能够尽量减少政府的支出，特别

１３００ 万元，
其中大部分一时不能动用。会议中，蒋介

是降低相应的军事开支，在持续和不断增
· ４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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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１年岛内的
加国外经济援助的支持下，
经济稳定才有可能实现

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上册）．
［５］刘宁彦总撰，袁颖生编撰．重修台湾省通志．卷４．经济志金

［２１］３１４

。

直到 １９６５ 年美援停止，除军事援助外，美国的
每年经济援助台湾差不多平均一亿美金，以当时台
湾的经济规模和购买力而言，美国经援的数额是一
笔巨大数目。美援在台湾财经方面所占比重：
（一）美

融篇［Ｍ］．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
１９９３．
［６］资源委员会复员以来工作述要［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５辑第３编．财政经济（五）．
［７］王晓波．陈仪与二二八事件［Ｍ］．福州：海峡学术出版社，
２００４．

援相当于台湾“国民所得”
８％；
（二）固定资本形成毛

［８］翁嘉禧．战后初期台湾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与对策［Ｃ］／／张

额中，美援占 ２６．７％；
（三）经济建设固定投资中，美

海鹏，李细珠主编．台湾历史研究（第２辑）．北京：社会科学

援占 ３２．９％；
（四）台湾国际收支经常帐差额中，美援
弥补 ８６％；
（五）进口总额中，美援占 ３８．８％；
（六）进
口农产品中美援占 ６９．９％；
（七）进口非农产品中，美
援占 ２８％；
（八）出售美援物资收回台币 １８２ 亿［２２］。可
见，新台币最终获得支撑与美援密不可分。
结语

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９］袁璧文．台湾之货币银行［Ｊ］．台湾银行季刊，
１９６１年３月第
２０卷第１期．
［１０］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省通志大事记（下）［Ｍ］．众文图
书公司印行，
１９６８．
［１１］潘志奇．光复初期台湾的通货膨胀［Ｍ］．联经出版事业公
司，１９８０．

由国民党技术官僚设计和推行的币制改革方案
不能说不周到全面，币制改革也一直被看作是陈诚
的治台良政。陈诚本人不懂财政金融，
多负军事政治
责任［１］４６；但是陈诚善于与国民党技术官僚合作，支持
严家淦等财经官员推行改革，这是币制改革能够实
现的重要历史机缘。从大陆搜刮来的黄金支撑了新
台币最初信用不足的困境，短暂阻止了恶性通货膨
胀，
为国民党政权赢得了喘息的时间。但是从历史发
展轨迹来看，
最终支撑新台币信用的是美援。由于朝
鲜战争的爆发和冷战的全面展开，美国出于围堵新
中国的目的，积极援助国民党政权，挽救了濒临破产
的台湾经济，这是国民党币制改革避免再次失败的
最重要原因。

［１２］吴国桢口述，裴斐、韦慕庭整理．从上海到“台湾‘省主
席’”
（１９４６－１９５３）—吴国桢口述回忆［Ｍ］．吴修垣译．上
——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１３］吴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８．
［１４］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篇（第九册）［Ｍ］．台北“国
史馆”
、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印行，
２０１５．
［１５］陈诚．陈诚回忆录——
—建设台湾［Ｍ］．上海：东方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１６］陈思宇，陈慈玉．台湾区生产管理事业委员会对公营事业
的整顿（１９４９－１９５３）［Ｃ］／／一九四九：中国关键年代学术
讨论会论文集．
“国史馆”印行，
２０００．
［１７］严前“总统”家淦先生哀思录［Ｍ］．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印
行，１９９４．
［１８］于宗先．台湾货币与金融文集［Ｍ］．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责任编辑 李卫民］
——
——
——
——
——
———
———

１９７５．
［１９］方晓珍，方晓宏，孙晓峰．战后初期台湾反通货膨胀三大
政策评析［Ｊ］．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
１９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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