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國書小傳（1905.07.08-1987.12.08）
黃國書原名葉焱生，是台灣新竹縣北埔鎮客家人，生於民國前 7 年（1905
年）7 月 8 日，先後就讀於臺北師範及淡水中學。15 歲時，因其具有強烈民族主
義，不滿日本人以高壓手段對付臺胞，而和日警衝突，遭受侮辱，乃痛下決心，
翌年（民國 9 年，1920 年）潛赴中國大陸，以僑生資格進入上海暨南大學攻讀
政治經濟，並加入中國國民黨。

(一) 返回祖國、投筆從戎、屢建戰功

葉焱生目睹當時大陸情勢，深感革命所需，擬投筆從戎，報考日本士官學校。
但當時投考資格限於法定中華民國公民，決定改頭換面，以黃帝子孫之「黃」為
姓，並更名國書，歷經波折，始由黨國先進保薦，考入日本士官學校，學費由當
時北伐軍司令蔣中正資助，也開啟其與蔣中正先生之關係。進入士官學校後，用
功苦讀，以第一名畢業，並獲得日本武士道軍刀獎，這在當時留學生中相當罕見，
後又至日本砲兵專科學校深造。
返回大陸後，黃國書先執教於中央軍官學校、軍官團及砲兵學校，後調軍職，
由教導師之連長、營長，升任砲兵學校戰術主任及研究委員。又於民國 23 年（1934
年）奉派到德國砲兵專校及法國戰術學校學習，從事機械化和砲兵的高階研究。
黃國書精通日、英、德、法多種語言，為國軍砲兵專家，和鄒作華、彭孟緝並稱
國內炮兵三傑之一。
抗戰初期，擔任獨立炮兵團（砲兵第九團）團長，奉命駐守黃河，以一團之
眾，與日軍原田師團隔河對峙達一年之久，使敵人不能越雷池一步，後積功升任
參謀長、旅長、副師長、師長、副軍長，在中原戰場上，大小戰役 30 餘次，無
一不身先士卒，尤其是在著名的豫西會戰，他奉命防守武關、前門、西挾口一帶，
歷經十晝夜浴血奮戰，終於使當時的戰局轉危為安，是其在戰場上最卓越的功績
之一。其亦由少校升至中將，是臺籍軍人在國軍中官階最高者之一。
民國 34 年（1945 年）台灣光復，黃國書長官湯恩伯將軍知其為台灣人，為
從事建設新台灣，回饋桑梓，因此讓其以九十軍副軍長身分返回闊別 26 年的故
鄉，黃國書相當高興，在戶籍姓名欄註明：
「黃國書即葉焱生」
。返台後先任台灣
警備總司令部中將參議兼高參室主任，以及鐵道管理委員會委員，肩負中央與地
方橋樑責任。
(二) 戰後衣錦返台、出席制憲國大

黃國書返台後，因其臺籍身份及大陸經驗，備受政府重視，也在戰後一連串
中央級選舉中大展身手。戰後國民政府首要工作為制定憲法，因此需召開制憲國
民大會。民國 35 年（1946 年）10 月 31 日，黃國書當選新竹縣區的制憲國大代
表，與其他 16 位台灣代表，一起參加民國 35 年 11 月 15 日起，在南京國民大會
堂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經過 20 次的大會，最後於民國 35 年 12 月 25 日完成制
憲工作，並決議於民國 36 年（1947 年）12 月 25 日開始實施中華民國憲法。黃
國書在此次制憲國民大會扮演重要角色，擔任主席團成員之一，為唯一之台籍主
席團成員，且與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同組。
黃國書返台後，也積極呼籲臺灣民眾準備促進行憲，不僅至全臺舉辦演講，
並撰寫專文〈出席國大參加制憲之觀感〉向臺灣民眾說明此部憲法的重要性。
民國 36 年 2 月 27 日爆發二二八事件，由於黃國書為臺籍客家人士，於是在
事件發生後負起溝通之任務，黃國書僅帶一名副官及丘念台的秘書林憲搭乘火車
前往台中，車行至豐原時，遇到配帶日本武士刀的青年上車盤問，黃國書以流利
之日語應對，乃得化險為夷，黃國書一行人抵達台中後，知道政府機構悉數被接
管，乃於次日折回臺北。後來黃國書先生又向當局力保，讓台省聞人許丙及辜、
林、劉大戶十餘人開釋。這些溝通政府和地方的橋樑工作，使得黃國書獲得地方
民間的信賴。
中華民國立法院於民國 17 年成立於南京，首屆委員共 49 席，由國民政府任
命，共有四屆，第四屆增為一九四席。黃國書於民國 36 年（1947 年）3 月由政
府指派為台灣唯一之立法委員，可見其與立法院之淵源甚早。

(三) 當選第一屆立法委員、積極參與憲政和選務

中華民國憲法於民國 36 年元月一日公布後，依法進行各級中央代表之選舉，
立法委員選舉於於民國 37 年 1 月 21 日至 23 日舉行，臺灣共選出 8 名立法委員，
黃國書以第三高票當選，成為中華民國第一屆立法委員。
中華民國立法院成立後，民國 37 年 5 月 8 日自行集會於南京國民大會堂，
共舉行六次預備會議，選出孫科、陳立夫為第一屆第一任正、副院長，至 5 月
18 日第一屆立法院第一會期第一次會議正式開議。
民國 37 年 11 月，孫科院長獲總統提名出任行政院長，遂改選童冠賢、劉健
群為第一屆第二任立法院正、副議長。此時因國共內戰，中央政府動盪不安，民
國 38 年（1949 年）1 月，總統蔣中正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繼任，孫科將行政

院遷往廣州辦公，立法院也隨之遷移，後亦隨政府輾轉來台。
來台之立法院，選定台北市中山堂為復會地點，並經由副院長劉健群聯繫，
於民國 39 年（1950 年）2 月 24 日在台北市中山堂舉行第一屆第五會期第一次會
議，與會委員共有 383 人，開啟了立法院在台灣發展的歷史。
立院遷台後，第一屆第二任院長童冠賢並未隨之來台，並已在廣州辭職，但
立院未曾通過，故院長一職均由副院長劉健群暫代。民國 39 年 12 月 5 日進行立
法院第一屆第三任正副院長選舉，此為立法院遷臺後首次選舉院長及副院長，意
義格外重要，由劉健群當選院長、黃國書當選副院長，也是首位臺籍副院長。
第一屆立法院第三任院長劉建群於民國 40 年（1951 年）10 月 19 日向立法
院全體委員提出辭職，立院大會接受，並決議在改選之前，由副院長黃國書暫代
院長職務，直到民國 41 年（1952 年）3 月 11 日進行改選為止，表現穩健稱職。
改選後由張道藩當選第一屆立法院第四任院長。
張道藩院長於民國 50 年（1961 年）2 月 21 日向立法院全體委員提出辭職，
黃國書也同時辭卸副院長一職。黃國書辭職書如下：「全體委員先生公鑒：國書
荷承篤愛推選為本院副院長，時光荏苒，忽逾十年，諸蒙雅教，得免隕越，衷心
銘感，莫可言宣。玆以任職太久，擬即退避賢路，懇請辭去副院長職務，敬祈惠
允為禱。專此順頌時綏。黃國書拜啟五十年二月二十日。」
黃國書擔任立法院副院長達十年之久，期間輔助院長、主持院會，通過許多
重要法案，穩定甫從大陸撤退來臺之政府。除此之外，黃國書更協助政府推動地
方自治、開展國會及反共外交。
中華民國之民主政治，除了行憲後各級中央代表之選舉，各地方之選舉同樣
重要。政府播遷來臺後，即極力推動各地方之「地方自治」
，並於民國 39 年開始
實施。39 年 7 月至民國 40 年 7 月，進行臺灣省第一屆縣市長及縣市議員之選舉，
民國 40 年 11 月 18 日，則是第一屆臨時省議員之選舉，由各縣市議員選出臨時
省議員。政府對此特別重視，不僅由內政部及省府遴派選舉督察委員分駐指定縣
會同督察選舉之進行，行政院亦聘請立法院代院長黃國書（其時黃國書代理立法
院院長），委員張道藩，政務委員蔡培火，總統府資政丘念台，政務委員黃季陸
等五人代表中央分赴各縣市巡視，其中黃國書代院長負責台北縣、基隆市、宜蘭
縣，並於選前巡視各地，與當地縣市議員座談，也順利完成此次選舉。
黃國書對於民國 43 年（1954 年），第二屆縣市長、縣市議員及臨時省議員
選舉完畢後，曾撰文〈三民主義模範省的楷模〉指出，臺灣的地方自治，業已漸
具規模而趨向日益完善，而第二屆臨時省議員及縣市長選舉的成功，更使得地方
自治在實質上又向前躍進了一大步。戰後中華民國民主的推動，從制憲國大選舉、

制憲國民大會、立法委員選舉、立院遷台、地方自治，黃國書均參與其中，可說
是中華民國民主茁壯的最佳見證。

(四) 精通多國語文、推展國會外交

黃國書因精通多國語文，並為立法院副院長，成為中華民國推動外交工作的
主要成員。二次大戰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勢力迅速壯大，與以美國為首的民主
陣營分庭抗禮，全世界進入此兩大陣營對峙的「冷戰時期」
。民國 38 年中共佔有
中國大陸、民國 39 年的韓戰，使得美國重新思考在亞洲的佈局，如何阻止共產
主義在亞洲進一步擴張，也結合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大韓民國、日本、南越等盟
邦，形成反共陣營，這也成為此時期政府最重要的外交政策之一，以外交見長的
黃國書先生在此「反共外交」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最具代表有一二三自由日及亞
盟的誕生。
民國 39 年爆發的韓戰，在民國 42 年（1953 年）7 月 27 日雙方簽署停戰協
議後結束。戰爭期間遭到俘虜的 21,400 名中國人民志願軍可依照其意願返回中
國大陸或改至臺灣，後共有 14,235 名選擇前往臺灣，這批「反共義士」在民國
43 年 1 月 23 日清晨獲得釋放。
為了迎接這批反共義士返回臺灣，政府特別組成中華民國各界歡迎反共義士
歸國代表團，由時任立法院副院長的黃國書先生領軍，以及國立臺灣大學校長錢
思亮、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秘書長方治三人組成，並於民國 43 年 1 月 17 日搭機前
往韓國，
該代表團赴韓後於 1 月 22 日由黃國書率隊，在駐韓大使王東原陪同下，拜
訪韓國總統李承晚，以及第八軍團司令泰勒將軍。黃國書代表中華民國各界對韓
總統和第八軍團司令於一萬四千反共義士經由韓國赴自由中國時所供之種種照
應便利，表示感謝。1 月 23 日，一萬四千多名反共義士獲釋後，代表團也代表
政府歡迎他們，後搭船赴臺，代表團則於 1 月 26 日上午搭機經由東京返回臺北，
並於 1 月 27 日前往基隆港與民眾一同歡迎義士抵達臺灣，黃國書副院長並主持
歡迎大會，在大會後，一萬四千多名義士分別被安置於大湖、下湖、楊梅 3 地居
住。
韓戰結束後，亞洲各國積極籌組反共聯盟，民國 42 年 11 月 27 日，韓國總
統李承晚訪問臺灣，次日李承晚與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發表一項聯合聲明，籲請
亞洲所有自由國家的政府與人民，組織反共聯合戰線。
李承晚返國後，正式開始籌備並廣邀各國參加，倡導以民間團體籌組亞洲人

民反共聯盟。最後有中、韓、越、菲、泰五國及香港、澳門、琉球三地區出席民
國 43 年 6 月 15 日在韓國鎮海舉行的第一屆亞洲人民反共聯盟會議
（簡稱亞盟）。
我國受邀後決定由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理事長谷正綱擔任團長，黃國書先
生則為團員之一，其餘團員有杭立武、立法委員胡健中、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魏
景蒙、立法委員陶希聖。黃國書除本次外，尚擔任第三屆團員。第二屆原預定於
民國 44 年（1955 年）5 月 23 日在臺北舉行，後因韓國有不同意見而流會，但許
多參加國均已到達臺北，黃國書身為地主，也善盡接待責任。亞盟創辦初期，黃
國書貢獻許多心力，方能使亞盟順利成立，也成為中華民國戰後初期重要之外交
組織。除亞盟外，黃國書為立法院副院長，經常陪同院長招待來臺訪問之友邦政
要及國會議員，推動國會外交，對於鞏固邦誼，拓展外交空間，有極大助益。

(五) 關懷地方、造福桑梓、興建水利

在立法及外交外，黃國書對於家鄉桃竹地區的發展也相當關切，不僅是中央
政府與當地溝通的橋樑，也為當地民眾爭取許多重大建設，深獲當地民眾信賴，
具有一言九鼎的力量。在擔任副院長時期，最重要是極力爭取石門水庫興建，解
決當地農業及民生缺水問題。在石門水庫興建以前，當地常遭逢旱災，如民國
43 年夏季，桃竹苗地區就遭逢旱災，光是桃園縣就有 3935 公頃農地無法耕作，
農作物損失估計約億元之巨，對此災害，黃國書也率領立法院同仁親赴災區視察
並慰問農民。行政院於民國 44 年 6 月 9 日第 405 次會議中通過設置「石門水庫
建設籌備委員會」組織規程，規定設置主任委員 1 人，委員 16 至 20 人，常務委
員 2 至 4 人。主任委員由當時副總統陳誠出任，常務委員則由陳誠指定黃國書、
蔣夢麟、尹仲容、嚴家淦 4 位擔任。另外三位因業務相關而擔任，黃國書則因
出身當地，且極力爭取，故代表當地民眾之心聲。
石門水庫工程於民國 44 年 7 月 7 日開工，主要工程於民國 48 年（1959 年）
秋天開始興建，全部工程於民國 53 年（1964 年）6 月 14 日建設完成，竣工典禮
儀式簡單而隆重，由副總統陳誠說明政府興建石門水庫的建設經過情形，繼由立
法院院長黃國書，美國駐華大使賴特分別發表演講，可見黃國書對此工程之重要
性，也是黃國書對於當地最大之貢獻。

(六) 首位臺籍立法院長、積累民主議事經驗

第一屆立法院第五任院長選舉投票於民國 50 年（1961 年）2 月 28 日舉行，
共有 462 位委員投票，其中有效票 386 張、白票 66 張、廢票 10 張，黃國書以
330 票當選院長，成為首位臺籍立法院院長。
黃國書當選後，發表書面談話，表達感謝之意：「這次國書荷蒙本黨總裁提
名，本院委員同仁厚愛獲選本院院長，不但國書個人衷心感激，本省父老同胞，
亦同深感奮，祇以自覺才輇識淺，對此艱鉅任務，深恐力有未逮，所幸和本院同
仁有十餘年同舟之誼，今後當更荷多予協助與諒宥，際玆國際局勢劍找弩張大陸
同胞水深火熱之時，早日光復大陸和加速建設台灣乃為本院同仁共同之責任，國
書自信愛國之心不敢後人，惟有抒其忠誠，盡心竭力以期達成憲法及本院組織法
所賦予之職責，尚望全國父老同胞惠予指教，以匡不逮，無任感幸。」
黃國書先生擔任立法院院長長達十一年，在這十一年當中，台灣正面臨經濟
轉型及外交挑戰。在經濟上，民國 54 年（1965 年）7 月，美援正式結束，台灣
經濟由以高關稅、複式匯率等保護國內產業的「進口替代」政策轉為減輕關稅、
單一稅率的「出口導向」，其中各種相關條文的修正，需要立法院的同意。如何
溝通反對之立法委員意見，行政院希望立法部門能加速通過條文之壓力，都需要
黃國書院長承擔、協調。期間曾發生反對之委員，出言指責黃國書院長的場面，
也創下首位被移送紀律委員會之紀錄
而在立法、行政多方面努力下，成績也逐漸浮現，在獎勵投資方面，民國
55 年（1966 年）的加工出口區開啟了一種全新的園區模式，吸引了大批華僑、
美國及日本的資金進駐，也帶來了電子加工產業，再配合一只皮箱走天下的台商，
讓台灣產業雖然仍不脫勞力密集的產業或代工模式，但已成為全球分工的一環，
台灣的鄉村開始成立一個又一個的工廠及工業園區，台灣的工業產值也在此階段
超過農業產值，台灣的經濟徹底蛻變成以工業為主，並且出口也成為最重要的貿
易方式。此時期之成就通常被稱為「臺灣奇蹟」，黃國書院長亦可算是幕後推手
之一。
黃國書院長任內，立法院更開始注入新血。當時立院播遷來台已超過十年，
許多年紀較長的立委陸續過世，加上中央民意代表長期未改選，但地方縣市長卻
定期改選，有許多批評聲浪而起，如何能夠兼顧法統及民意，成為執政當局最迫
切解決的問題。

(七) 中央民代增補選、充實立法新血輪

民國 55 年 2 月，國民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增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其
中第五項規定：「總統為適應動員戡亂需要，對於依選舉產生之中央公職人員，
因人口增加或因故出缺而能增選或補選地區及光復地區，均得訂定辦法實行之。」
依此，民國 57 年（1968 年）12 月，中國國民黨中常會第四二七次會議通過中
央公職人員增補選立法委員原則，訂定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中央公職人員增補
選辦法草案。該草案經國家安全會議第一八次特別會議修正通過，蔣中正總統於
民國 58 年（1969 年）3 月 27 日公布。同年 7 月 1 日，行政院公布動員戡亂
時期自由地區中央公職人員增選補選辦法施行細則。同月，總統令特派周至柔等
八人為「自由地區中央公職人員增選補選選舉事務委員會」委員，周至柔為主任
委員。
因立法委員之任期已於民國 40 年屆滿，故不辦理補選，而以人口自然增加
之結果辦理增選。依增補選第十條規定：「按現制之行政區域，依憲法第六十四
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立法院立法委員選舉辦法第四條第一款之規定計算，減除原選
出之立法委員名額後，為增選名額。計算減除名額時，對於調整行政區域前原已
選出之立法委員，以其當選時之本籍所在地為準。」又依施行細則第十二、十三
條規定，前項計算以「立法委員之名額，為每省市人口在三百萬以下者五人，人
口超過三百萬，每增加一百萬人增加一名」為標準，減除原已選出之代表名額後，
為增選名額。但原選出之立委，如其當選時之本籍所在地，現為新設之直轄市者，
依前述標準增選之，減除本辦法第十條第二款之規定名額，為增選名額。
根據台灣省政府民國 58 年 6 月底人口統計，台灣省人口總數為 1,231 萬
人，依相關法令可選出十四位立法委員，減去已選出之八名，應增選六名。但其
中原本在台灣省選出之立委謝娥，其本籍為新設之直轄市－台北市，依法應為台
北市之立委，不應計入減除名額，故台灣省應增選七名立法委員。台北市為新增
設之直轄市，民國 58 年 6 月底人口總數為 164 萬，應增選五名立委，扣除謝
娥，應增選四名。
此次選舉於民國 58 年 12 月 20 日舉行，第一選區（基隆市、宜蘭縣、台

北縣、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台中縣、台中市、南投縣）共選出三名，當選
者為劉闊才、李儒聰、劉金約。第二選區（花蓮縣、台東縣、屏東縣、高雄縣、
高雄市、台南縣、台南市、嘉義縣、澎湖縣、彰化縣、雲林縣）共選出四名，當
選者為吳基福、黃宗焜、梁許春菊。台北市選出四名，當選者為謝國城、洪炎秋、
張燦堂、黃信介。
這十一位立院新血，在民國 59 年 1 月 15 日前往立法院辦理報到手續。新
科委員報到後，在立法院議場中興廳接受立院院長黃國書茶點招待。黃國書院長
並則在民國 59 年 1 月 16 日，第一屆立法院第四十四會期第三十次院會中，將
此次十一位增選之立法委員報到情形，向院會提出報告，並由院會決議交立法委
員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而在這一批新科委員中，同樣出身客籍的劉闊才，不僅
當初在黃國書出任立法院院長時，接下合會理事長之職務，也隨著黃國書的腳步，
進入立法殿堂，後來在黃國書辭去立法院院長時，接下立法院副院長一職，後在
倪文亞院長去職後，當選立法院院長，成為第二位台籍立法院院長。

(八) 主持中樞慶典、堅守反共立場

黃國書擔任立法院長後，地位相當重要，不僅是五院院長之一，國內許多重
大慶典也由其擔任籌備委員會負責人及主持人，尤其是有中華民國國慶（10 月
10 日）
、台灣光復節（10 月 25 日）
、總統蔣中正誕辰（10 月 31 日）的「光輝十
月」
，是當時國家慶典之重心，黃國書在院長任內，對於十月慶典扮演重要角色，
由此也可看出黃國書當時在政府的重要性。
除了十月慶典外，因黃國書出身軍旅，每年的九三軍人節慶祝大會，亦由其
擔任主持人，可看出其台風、儀表均出眾，而其也時常發表節日的感言。國父百
年誕辰，其不僅參與籌備工作，更發表專文〈國父與台灣〉，對國父孫中山先生
與台灣之連結，做了精彩的論述。由這些慶典的表現看來，黃國書院長是當時極
為重要的政治人物。

黃國書擔任副院長時，就已經在外交工作上頗有成效，就任院長後，更能以
「國會外交」的方式發揮所長，成為外交部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外交據點。而在
黃國書擔任院長的期間，外交困境是面對國際越來越多國家及單位承認中華人民

共和國，要如何維繫中華民國原有的外交版圖，因此反共外交也是當時外交的主
軸，如何透過立法院的力量聲援此外交工作，是黃國書院長在外交上的努力方
向。
在國會外交上，黃國書院長在其任內，接待許多外賓，尤其是以各國國會議
員為主，成績斐然。並於民國 55 年 7 月 3 日，接受韓國國會議長李孝祥的邀請，
前往韓國訪問，回程並轉往日本停留。黃國書在韓國訪問期間，拜會了朴正熙總
統及丁一權總理，在拜訪韓國總統朴正熙時，獲頒頒一等修交勳章。並於韓國國
會發表演說。黃國書在返國後，也邀請了韓國國會議長李孝祥訪問台灣，李孝祥
也於民國 56 年 2 月 22 日來台，與其同行的尚有韓國國會議員玄梧鳳、閔炳權、
金三，李孝祥也於 2 月 24 日在立法院發表演說。
透過國會外交，黃國書增進了中韓兩國邦誼。除了韓國之外，黃國書在對日
外交上也有一定貢獻，長年擔任中日合作策進會的委員或顧問，該會為每年一次，
中日兩國針對各項議題交換心得的會議，是當時中日兩國間最重要的會議。而日
本新任駐華大使到任時，也都會拜訪黃國書，可見其在兩國外交的重要性。然而
黃國書的整體外交工作，依舊循著當時的外交主軸－反共外交為主，黃國書也在
國會中，努力此一目標。
立法院不僅對於當時國際瀰漫著「兩個中國」或是對中共友好言論，均由黃
國書領銜發表聲明，嚴正駁斥。民國 55 年，法國計畫在南太平洋試爆核子武器，
引起太平洋東岸的拉丁美洲秘魯、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四國抗議，秘魯眾
議院議長則將秘魯眾議院所通過反對法國政府在南太平洋試爆核子武器之議案
送抵立法院，請立法院查照並予以響應，外國國會致函立院者不乏其例，但要求
立院也要有所作為者則屬首例，故立院慎重應對，最後立院做成兩點決議函覆秘
魯眾議院：一、本院反對法國在南太平洋舉行核子試爆。二、匪幫不顧大陸上人
民死活而舉行之同類試爆。不僅開創先例，也對中共的核子試爆，提出抗議之聲。
除了院會的聲明及呼籲，黃國書對於反共義士的推崇，更是不遺餘力，不僅
許多反共大會，可見到黃國書的身影，更常透過廣播及報紙，發表對反共義士的
歡迎及肯定。民國 51 年 3 月 2 日，反共義士劉承司駕機起義，黃國書對此發表
談話，於 4 月 2 日晚間 8 時 10 分，在全國各電台聯播節目中播出。民國 55 年
1 月 9 日，一艘中共海軍登陸艇，由吳文獻、吳珍加、吳春富三人駕駛，至馬祖
投誠，國軍當日派遣 H.U.16 水陸兩用運輸機前往馬祖來台，但該機起飛後十五
分鐘，即遭共軍米格機擊沈，三位反共義士均當場死亡，消息傳來，全台震驚，

黃國書也於 1 月 11 日在報上發表專文
〈吳文獻等起義來歸

證明共匪覆亡在即〉
，

表達其看法。

(九) 功成身退、投注公義、社會救助

黃國書擔任立法院長達十一年，其於民國 61 年（1972 年）2 月 22 日向立法
院提出辭呈，辭呈如下：「敬啟者：國書負責本院院務迄今十有一年，荷承全體
同仁愛護，幸無隕越。現因健康關係，不勝繁劇，懇請同意辭去院長職務，俾便
休養，無任感禱。」立院予以同意，後選出倪文亞繼任院長，結束黃國書先生二
十一年的正副立法院長職務。
黃國書辭立法院院長後，仍以立法委員身分出席院會，暇時以繪畫與書法自
娛，身體素健，生活規律，極少疾病。民國 76 年（1987 年）12 月 8 日，以心臟
病突發逝世，享年八十有三。
黃國書妻子為龍鳳鳴女士，育有兩子。長子葉克倭，美國新墨西哥大學教育
碩士。次子葉照明，三軍指參大學畢業，歷任部隊長、駐日副武官、駐新加坡商
務代表秘書、國防部少將處長。長孫葉美生、次孫葉斯福、葉冠泰、孫女葉蘭棻。
黃國書先生居住的官邸相當有名，為今日臺北美術館旁的「臺北故事館」。
這棟英國都鐸式風格的洋樓，座落於臺北圓山，是日治時期的大稻埕茶商陳朝駿
興建，於民國 3 年（1914 年）完工，做為他招待台灣士紳、政要以及各國茶商
的聚會及家庭成員休憩、度假及聚會所在地。陳朝駿曾任同業組合台北茶商公會
會長，為當時正蓬勃的台灣茶產業重要人物之一。
陳朝駿在民國 12 年（1923 年）過世後，房子幾經易手，經歷過多次轉變。
戰後，曾經成為黃國書的住宅，民國 68 年（1979 年）由台北市政府進行徵購，
並將此地暫時做為公園路燈管理處北區分隊駐在所，供辦公及置放器具。該地區
後來於民國 71 年（1982 年）興建台北市立美術館，因該古宅整體觀瞻具有特殊
風味，遂有人建議交由美術館比當作辦公室更適合，遂於民國 76 年（1987 年）
年 12 月正式交由台北市立美術館管理，於民國 78 年（1990 年）成立「美術家
聯誼中心」。後在民國 87 年（1998 年）被指定為古蹟，調查與修復的工作先後
展開，在古蹟再利用的理念下，民國 92 年（2003 年）成立「台北故事館」，以
介紹台灣生活文化和推廣古蹟再利用為目的。
黃國書先生除了在立法院的職務外，尚有其他參與事業，包括臺灣省合會、

救濟事業協會、臺灣橄欖球協會理事長。合會是一個從日本人接過的民間融資組
織，最初十分簡陋，經過黃國書先生的大力整頓，才發揮了民間資金互惠橋樑的
功能。幾年後蓬勃發展，終成為民間融通資金的主流，為中小收入者解決不少問
題。之後全省的區合會有六七個之多，勢力驚人，政府終於核准他們成為省與地
方中小企業銀行。對當時求告無門的中低收入戶，是重要的一大貢獻。
黃國書先生另一個擔任之職務為台灣省救濟事業協會理事長，這個協會從民
國 37 年（1948 年）開始，黃國書先生一直當選該會理事長一直到逝世為止。這
個民間團體一開始其實是台灣省社會處發起的，甚至辦公人員也從該處調用。黃
國書先生進入之後，從一無所有開始，先從菲律賓華僑勸募資金購置台北市懷寧
街五十四號會所，在先後從國外募集衣物，分裝倉庫，展開救濟工作。
四十年來接辦的急難救助，包括貧困、病厄、傷殘、孤苦、失業、災變以及
未受輔導榮民和乞食者。當時該協會還有發行一種政府通行的半價車票，至各縣
市政府供所有急難者申請使用。協會原本財力就有限，政府社會處還在十多年前
取消了僅數萬元的補助，黃國書面對無窮的申請，認為一切求其在我，因此改變
策略，轉向各地募集衣物，轉發各地，一年發出的全新衣服少則二、三萬件，多
則四五萬件；該協會也幫失業者介紹工作，病厄者介紹免費醫療，每年年節、中
秋、冬令舉辦臨時救濟，救濟事業協會的善行美德，擴及全島。

(十) 倡導體育運動、見證民主憲政

黃國書院長允文允武，除了擔任公職外，更熱心於體育發展，尤其是橄欖球
運動，其長期擔任臺灣橄欖球協會理事長，對於臺灣橄欖球運動之推動，貢獻良
多。戰後台灣最早的橄欖球活動於民國 35 年 3 月 29 日，第一屆新竹市運動
會舉行；同年 10 月 25 日於台大運動場舉行的第一屆台灣省運動會，橄欖球也
榮列比賽項目，同年 11 月 1 日，民報社主辦台灣省第一屆橄欖球錦標賽，即
今日全國橄欖球錦標賽，至今已邁向 63 屆，從未間斷；並在賽後成立台灣省橄
欖球協會，即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前身，成為我國第一個單項運動協會，由黃國
書先生擔任第一屆理事長，對於臺灣橄欖球發展有重大貢獻。
綜觀黃國書院長一生(1905-1987)，從少年時期即具濃厚民族意識，堅守中華
民族立場，不論從抗日、反共均可看出。尤以他對於中華民國民主發展更有重大

貢獻，從戰後制定憲法開始，其為制憲國民大會臺灣代表，且為主席團成員。憲
法制定後，奔走於臺灣各地，宣傳民主憲政，也親自投身參與民主選舉，獲選第
一屆立法委員，參與立法工作。政府播遷來臺後，其積極參與立院在臺復會，並
於民國 39 年 12 月 5 日當選第一屆立法院第三任副院長、民國 50 年 2 月 28 日當
選第一屆立法院第五任院長，直到民國 61 年 2 月 22 日辭卸院長重擔，共擔任立
法院正副院長職務長達二十一年(1950-1972)。於此期間，不僅於主持相關會議時，
開創許多立法先例，更透過法律條文的通過，建立議政制度，讓中華民國遷臺後
度過多重危難，並一步步開創民主及經濟的「臺灣奇蹟」
、型塑「臺灣憲政經驗」，
黃國書先生實為此一時期之重要推手及見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