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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 課 大 綱 ● 

一、雲嘉地區是二二八事件中抵抗最激烈的地方。重要事件如下： 

 1. 嘉義市的「三二事變」 

 2. 包圍嘉義機場 

 3. 攻打虎尾機場 

 4. 斗六市街戰 

 5. 自衛隊崁腳遇伏 

 6. 樟湖的最後抵抗 

  「包圍嘉義機場」有來自雲嘉南各地的隊伍支援，是雲嘉地區二二八事件中最重要的一

個 

  環節。我們將以這個事件為核心，展開對整個事件的認識。 

二、雲嘉地區是二二八事件中犧牲者最多的地方： 

 1. 南靖糖廠員工的慘死 

 2. 嘉義市的劉厝庄遭劫掠屠殺 

 3. 嘉義市的「和平使」等遭槍殺示眾 

 4. 「清鄉」中的犧牲 

  此外，嘉義機場包圍戰最後究竟有多少人犧牲，至今仍是一個謎。 

三、雲嘉地區是最早展開「平反二二八」的地區 

 1. 1980 年代末的「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 

 2. 第一個二二八紀念碑 

 3. 受難家屬不再沉默 

 4. 二二八口述歷史 

四、當「二二八」不再是禁忌 

 1. 鳳凰花的精神傳承 

 2. 建立立體的歷史觀 

 3. 一個民族面對傷口的反省與成長 

● 參 考 書 目 ● 

一、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合著： 

        1.《 嘉義北回二二八》(自立，1994) 

        2. 《諸羅山城二二八》(吳三連台灣史料基金會，1995) 

        3. 《嘉義驛前二二八》(吳三連台灣史料基金會，1995) 

        4. 《嘉雲平野二二八》(吳三連台灣史料基金會，1995) 

二、行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時報，1994) 

三、口述歷史第三期─二二八事件專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四、口述歷史第四期─二二八事件專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五、二二八文獻資料集(1-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六、許雪姬：〈台灣光復初期的民變─以嘉義三二事件為例〉， 

收錄於《台灣光復初期歷史》 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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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義 市 二二八 事 件 大 事 記 
～王昭文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台北因公賣局人員取締私菸不當，擊傷販菸婦人，與抗議群眾發生衝突，造成 

 一名民眾死亡。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台北群眾集結請願，遭長官公署武力鎮壓，陳儀宣布戒嚴。 

三月一日 星期六 

＊台北市成立緝菸血案調查委員會，由台灣人參議員為主組成。 

＊台北事件消息傳至嘉義，有少數台灣人和外省人在街上衝突，適有武裝憲兵及

軍隊乘卡車巡邏市內，見雙方衝突乃毆打民眾，市民為之恐慌，並使青年及學

生感到憤慨。 

三月二日 星期日 

＊上午，嘉義市長孫志俊得知事件蔓延桃園及台中，但自認嘉義官民相處融洽， 

 相信嘉義不會有事。 

＊下午三點左右，數十名青年由台中、彰化南下嘉義，在市街上演講，呼籲青年 

 加入行列。 

＊下午，群眾集結嘉義市長孫志俊官邸外，動手搗毀門窗，市長跳牆而逃，經市 

 參議員林抱、林文樹保護到憲兵隊藏匿。 

＊民眾在中央噴水附近聚集，毆打過路之外省人。部分群眾包圍警察局，接收槍 

 械。又有群眾接著包圍並搗毀外省住宅，控制鐵路等交通及郵電設施，並占領 

 廣播電台。 

＊下午五時，孫市長由憲兵隊聯絡駐軍及參議會，要求參議會議長鍾家成出面維 

 持秩序，駐軍入城鎮壓。 

＊下午七時半，專賣局嘉義分局的員工宿舍被群眾包圍，外省職員遭搶，宿舍被 

 焚，有人被打傷。其餘外省職員逃到憲兵隊。 

＊同日虎尾、斗六方面也都有民眾起事。 

三月三日 星期一 

＊嘉義市召開市民大會，組織嘉義市三二事件處理委員會（後改稱嘉義市二二八 

 事件處理委員會，以下一律簡稱處委會）。 

＊處委會決定號召退伍之台籍日本兵、學徒兵及社會各階層人士共同應付變局。 

＊嘉中老師陳顯富召集該校師生準備應變，學生組隊甫出校門，即遭駐紮於附近

之陸軍二十一師第一營（營長羅迪光）士兵射擊，一名學生受傷。 

＊民眾占領市政府，將外省人集中於中山堂、國民黨市黨部及參議會內。 

＊民眾控制電台，向全台播音，募集志願軍。 

一九四七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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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參議員至憲兵隊與市長及憲兵隊長李士榮洽商，希望軍憲退出市內，和平解

決。但因雙方條件差距太大而未達成協議。 

＊民眾各隊圍攻憲兵隊，因對方死守而未能攻下。同時民眾也開始進攻紅毛埤空

軍第十九軍械庫及包圍水上機場。 

＊民眾攻擊駐紮於東門町之軍隊。 

＊晚上九時，市政府被民眾接收。 

＊嘉義的外省警察在警察局長林天綱率領下退到東門町軍營。 

三月四日 星期二 

＊市長及憲兵隊長將避難於憲兵隊之外省人送到水上飛機楊安置。 

＊嘉義拘留所人犯四十二人由群眾強行釋放。 

＊清晨，市長與憲兵轉移至山仔頂嘉義中學，和羅迪光營長會合。 

＊東門町及紅毛埤之戰事繼續。 

＊長官公署派陳漢平少將及嘉義士紳劉傳能銜命南下嘉義處理事變，並知會處委

會負表人陳復志。 

＊山仔頂之羅營炮擊市區，造成市民傷亡，學生陳顯能等三人死亡。處委會李曉

芳和王甘棠向羅營長廣播喊話，軍方同意停火交涉。 

＊孫市長及部分軍隊和外省人退往機場。 

＊羅迪光營長部隊退駐紅毛埤。 

三月五日 星期三 

＊警備總部派來之陳漢平及劉傳能等抵達嘉義，準備斡旋處委會和官方的談判。 

＊三民主義青年團書記盧炳欽，打電話請阿里山鄒族原住民下山幫忙維持市內治

安。但原住民下山兩日後，被其他人說服與其他隊伍同攻機場與紅毛埤。 

＊新營青年挺身隊抵達嘉義助攻紅毛埤。 

＊嘉義群眾與來援之台中隊、斗六隊、竹山隊、新營隊、鹽水隊等三千餘人，聯

合發動向紅毛埤軍械庫及飛機場的總攻擊，占領水源地和發電廠。中午他們和

機場守軍發激戰，傷亡三百多人。嘉義市男女學生也來參加戰鬥。 

＊紅毛埤下午二時已停止衝突。 

＊機場水電都被斷絕，市長電告長官請求接濟。 

＊柯達芬與空軍司令會商，送糧食到嘉義機場，空軍空運糧食送至機場後，原本

同意停戰之軍隊衝出機場，再度攻擊包圍機場之民眾。 

＊陳纂地斗六警備隊三百餘人夜攻虎尾機場，並將敗退之軍隊繳械後集中於林內

國校看管。 

＊民眾控制下之嘉義電台再度向外求救兵，陳纂地的斗六警備隊立刻派人支援嘉

義機場的群眾。 

＊市參議員許世賢及記者張岳楊陪同劉傳能至機場傳遞公文給市長，親見機場外

散落著許多青年的屍體。 

＊台南工學院學生隊伍二十多人至嘉義支援民軍。 

三月六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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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營長在陳漢平陪同下至處委會與劉傳來、陳復志等會商。 

＊市長答應出來與處委會談判，並要求恢復機場內之水電及通訊。 

三月七日 星期五 

＊阿里山鄒族原住民在湯守仁帶領下參加民軍的戰鬥行列。 

＊民軍猛烈攻擊紅毛埤軍械庫，駐軍乃先破壞焚毀倉庫，再退到機場。 

＊羅迪光營長與林天綱警察局長率軍警由紅毛埤退往水上機場。 

＊羅迪光營長部隊衝往機場途中，遇南靖糖廠職員護送崔姓外省警察及另一名外

省人前往嘉義。四名糖廠職員被慘殺於崎仔頭，另外兩名台灣人被帶至機場殺

害。崔姓警察被軍隊帶回機場，部隊沿途還俘擄十餘人。 

＊水上機場守軍派兵攻擊鄰近村莊。 

＊民方照約束恢復供應機場自來水，劉傳能也帶嘉義民眾提供之食米及蔬菜、豬

肉前去機場饋贈。 

＊台北方面第一次空運彈藥抵達水上機場。 

三月八日  星期六 

＊機場附近三和庄三間房子被機場內的士兵放火燒毀，且槍殺三人，其中一人為 

  羅樹根（劉厝庄邱得銘之姊夫）。 

＊市長前往市區和處委會談判，處委會提出軍警繳械為和談條件，市長拒絕，因  

  此談判破裂。 

＊台北近二次空運彈藥及補給到達嘉義機場。 

三月九日  星期日 

＊孫市長回機場，第三次彈藥空運及補給到達，糧荒問題解決。於是請機員攜帶  

 傳單散發，勸市民勿被野心人士煽動，並派嘉女校長杜宇飛榙機赴台北，向陳 

 儀報告嘉義之事件及處理經過。 

＊處委會派四名代表到機場嘗試和談。 

＊民軍繼續包圍機場，並以「加農炮」射擊機場，但因距離過遠而無效。 

＊機場附近的劉厝庄遭機場衝出之士兵劫掠屠殺，三名男子在庄內被殺，一名中

彈受傷，十名男子被帶往機場旁邊殺害，庄頭十幾人被拘禁於空屋中，因士兵

忘記而倖免於難。 

三月十日 星期一 

＊台南工學院學生隊伍凌晨撤離嘉義。 

＊民軍最後一次與機場雙方對峙，情勢並無進展。 

＊下午二時，處委會向軍隊提七條件，爭取時議和。 

＊後壁青年四十多人至嘉義支援民軍，但找不到負責人而於翌日撤回後壁。 

三月十一日 星期二 

＊原住民部隊知悉事情將和平解決，連夜（十日夜子時至十一日清晨）撤回山上。 

＊二十一師一個營空運嘉義，南部防衛司令派出的軍隊也抵達嘉義。 

＊處委會致力於和平解決，請參議員前往機場做和平談判。但談判代表陳復志、

盧炳欽、陳澄波、潘木枝、柯麟、林文樹等抵達機場後便遭扣押，僅邱鴛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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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傳來及擔任通譯的王鐘當天放回，林文樹經過十多天後也放回，據聞係家人

以重金贖回。 

三月十二日 星期三 

＊羅營攻入市區，宣布開始收繳武器，將在市府前歡迎軍隊的有關人員一一逮捕 

 ，並劫掠其身上的財物。 

＊得知和平談判代表被拘之後，部分青年試圖再度抗暴，遭到鎮壓。 

＊本日至十五日嘉義市戒嚴。 

三月十三日 星期四 

＊整編二十一師一四六旅四三六團副團長彭時雨率軍進入市區。 

＊孫志俊市長隨軍隊回市府，向市民廣播，要求區鄰里長檢舉涉及二二八事件的

人士，軍警憲兵加強搜捕。 

三月十四日 星期五 

＊在官方控制下，嘉義秩序己經恢復。 

＊陳纂地在斗六和官方的軍隊發生衝突，退入小梅。 

三月十六日 星期日 

＊政府軍與逃至小梅之民軍發生激戰。 

＊可能本日前後其他曾包圍水上機場之部隊亦逃至小梅及附近山區，李鹿與北港

隊、朴子隊在樟湖會合。 

三月十七日 星期一 

＊市政府下令所有外縣市來嘉義參加事變的人必須在今日放下武器離開嘉義。 

＊全台戒嚴。 

三月十八日 星期二 

＊陳復志被槍殺示眾。 

三月十九日 星期三 

＊嘉義市內國民學校恢復上課。 

＊政府軍於新港附近公墓槍殺五位年輕人。 

三月二十日 星期四 

＊政府軍再度於小梅附近和民軍發生激戰，民軍敗逃山中。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陳儀長官公署下令展開清鄉。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嘉義市民盧鎰（大目仔）、蘇憲章（新生報主任）、施珠文（警察局照相師）陳 

 容貌（警員）、陳陣（銀行外務員）、林登科、陳庚辛、吳溪水、黃水樹、蔡金 

 爝（阿虎）、薛皆得等十一人被槍殺示眾。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嘉義市參議員潘木枝、柯麟、盧炳欽、陳澄波被槍殺示眾。 

＊清鄉部隊乘消防車四處掃蕩，青年林青龍逃過一劫。 

四月一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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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中學恢復上課。 

四月二日 星期三 

＊政府成立綏靖單位，嘉義市被劃為搜查區（即必須全面清查，而非抽查而已）。 

四月十三日 星期四 

＊孫市長聯合黨政軍警單位成立嘉義綏靖聯合辦事處。 

四月十四日 星期一 

＊嘉義市開始全面搜查二二八份子。 

四月二十日 星期日 

＊嘉義市完成戶口清查。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阿里山鄒族四十餘人因參加包圍水上機場事件而集體自首。 

六月三十日 星期四 

＊政府結束辦理二二八分子自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