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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定節日政策的歷史變遷 

我國現行國定節日相關事項的規定尚未法制化，條例草案仍在審議階 

段，目前原則上是根據行政院內政部於 2007 年 10 月 3 日修正公布的「紀念

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此一行政命令來施行。這個節日政策是自中華民國在中

國大陸時期的國民政府創始、延續而來，在戰後臺灣歷史的脈絡下歷經時代

變遷，慶祝及紀念形式與內涵都有所改變。  

本文雖以二次戰後臺灣為主要時空範圍，但由於掌握臺灣政權近五十五

年的國民黨是由中國大陸移入，在中國國家體制下作為一個省份的臺灣，於

這五十五年間大致繼受了國民黨在中國大陸時期包括國定節日政策在內的

制度，所以，對於其形成仍有追溯之必要。要言之，若忽視這個節日政策在

中國大陸時期的本來面貌，就無法充分掌握戰後臺灣國定節日變貌。有鑑於

此，本章將爬梳中華民國成立以來的主要官方節日法規，輔以時代脈絡和其

他政策等相關背景，期盼勾勒出國定節日政策的歷史演變概況。 

在進入本文討論之前必須說明的是，「國定節日政策」一詞是本文為行

文方便而使用的概稱，在這裡指涉官方以一個整合性的法規一體規定各項紀

念節日。按民國以後，執政者在各時期都頒布、施行了相關政策，但當時這

些政策都有專有的名稱，本文為行文方便在論述時主要使用「國定節日政策」

一詞，但實際指稱各時期政府的紀念節日相關政策時，則使用各該政策的專

有名稱。相對而言，北洋政府時期並沒有一個整合性法規統一規定國定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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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項，僅分別以命令宣布國節、國假，在機關、學校行事曆規定紀念節

日的休假、紀念或慶祝方式。國民政府在北伐統一後開始推行「革命紀念日

政策」，相關政策是當時最具整合性的節日法規，是故該時期的國定節日政

策即以「革命紀念日政策」為主。「革命紀念日政策」日後又在法規內分化

出「國定紀念日」和「本黨紀念日」等項目，最終「國定紀念日」獨立訂定

相關「國定紀念日政策」即主要的「國定節日政策」，「本黨紀念日」則改名

為「革命紀念日」演變成以黨內紀念為主的紀念日。國民黨統治中國大陸時

期，國定節日政策以「革命紀念日政策」、「國定紀念日政策」為中心，其餘

與官方相關者如：民族掃墓節、青年節等節日在這個階段都未被整合進相關

法規中。國民黨政權遷臺以後才逐漸發展出一個統括紀念日、民俗節日和一

般節日在內的「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進一步充實了國定節日政策。 

一、 創始與建構：中國大陸時期的國定節日政策 

(一) 民國初年國定節日概述 

1912 年 1 月 1 日中華民國成立，臨時大總統孫中山於 1 月 2 日發布：「中

華民國改用新曆，以黃帝紀元 4609 年 11 月 13 日為中華民國元年元旦」通

電，宣示同時採用中華民國紀年和新式曆法。1這不僅標示近代中國共和新政

體的成立，同時孫中山亦在當日宣布新中國採用新式曆法，象徵與世界時序

接軌，邁入新時代。而近代中國史上新式國定節日的建立是始於民初南北和

談後成立的北洋政府時期，這些依新式曆法而定的節日一方面是官方導入世

界通行的曆法制度以求鼎故革新，期與國際社會接軌的表徵；2另一方面又反

 
1 孫中山，〈臨時大總統改曆改元通電〉，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2冊（臺

北市：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78年11月24日），頁25-26。 
2
左玉河，〈从“改正朔＂到“废旧历＂──阳历及其节日在民国时期的演变〉，收入中国民俗学 
会、北京民俗博物馆（編），《节日文化论文集》（北京市：学苑出版社，2006年1月第1版），頁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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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出國家權力強化、形塑某些歷史記憶，以圖達到國民統合、鞏固政治認同

的目的。這些節日的制定思維可以說是受到法國、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影響，

在相關討論中皆可見到行政官員或民意代表援引各該國的經驗，作為新中國

設立新式節日的借鏡。31912 年 9 月 29 日袁世凱以臨時大總統令頒布中華民

國最初的國定節日，訂武昌起義日（10 月 10 日）為國慶日，南京臨時政府

成立日（1 月 1 日）、北京宣布共和日（2 月 12 日）為紀念日，均放假一日。

4此為中華民國成立後北洋政府最早制定的國定節日。 

另據 1912 年 9 月 3 日教育部頒布的「學校學年學期及休業日期規程」

和「學校儀式規程」，前者有：民國紀念日、孔子誕日、地方紀念日和本校

紀念日均休假一日之規定，所載四種紀念日除孔子誕日為延續舊章的特定節

日且是限於學校休假的節日外，5其他都未指涉特定的節日。後者則有：元旦

及民國紀念日行祝賀式、各種紀念日（如：孔子誕日、本校成立日）等行紀

念會式的規定。6 

北洋政府時期「陰、陽曆」7並存，官方以陽曆為準，但並不禁止民間使

用陰曆。1914 年 1 月袁世凱批准了內務總長「乘時布令當循世界之大同，而

通俗宜民應從社會之習慣，請規定陰曆元旦為春節、端午為夏節、中秋為秋

節、冬至為冬節，凡我國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員亦准給假一日。」之呈文，

 
3 參考：小野寺史郎，〈民国初年の革命記念日──国慶日の成立をめぐつて──〉，《中国─

─社会と文化》第20号（東京都：中国社会文化学会，2005年6月30日），頁208-224。 
4 〈九月二十九日臨時大總統命令〉，《申報》民國元年9月30日，版2。臨時大總統令，〈參議

院議決國慶日紀念日案茲公布之此令〉，《政府公報》第152號，民國元年9月29日，頁793、
頁805。關於制定過程的討論，另參考本書第四章第一節、第二節。 

5
公電，〈教育部致各省都督民政長等電〉，《政府公報》第499號，民國2年9月24日，頁493。 

6
 教育部部令，〈茲訂定學校學年學期及休業日期規程五條特公布之此令〉、〈茲訂定學校儀式 
規程八條特公布之此令〉，《政府公報》第128號，民國元年9月5日，頁65-67。 

7 北洋政府時期慣稱新、舊曆為陽曆、陰曆，一方面推行陽曆，一方面也未禁止陰曆等舊式曆法 
 的使用。本文在行文上原則按照該時期的稱法，使用「陽、陰曆」等詞。另外，民國時期中國 
 大陸的文獻中時而以「歷」的寫法來指涉「曆」的意涵，本文除引文和註解外，在行文中一律 
 統一使用「曆」此一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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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陰曆為準的節日。8另據小野寺史郎截至 1919 年的文獻整理，北洋政府

時期還曾經陸續設立包括：國會開幕日（4 月 8 日）、馬廠首義再造共和日（7

月 3 日）、雲南倡義擁護共和日（12 月 25 日）等等節日。9其實際情況容或

因時序的嬗變或掌權者的更迭而有所變動，需要再進行更細緻的爬梳，但經

由以上整理當可一覽北洋政府國定節日的概觀。 

北洋政府時期大體而言是採用陽曆但不廢陰曆，但在它的推行過程中，

陰曆在社會上的普及程度仍然很高，除民國紀年外，民眾對陽曆並未完全接

受。以新年為例，當時民間就存在著陽曆新年是「民國之新年」、「官家之年」，

而陰曆新年是「國民之新年」、「百姓之年」的說法。10另一方面當時的中華

民國充其量只是一個名義上的國家而非內部均質的共同體，尤其孫中山勢力

在南方廣州另立政權，乃至於 1925 年國民政府成立後，一套有別於北洋政

府的節日政策就逐漸形成、穩固。 

孫中山等國民黨人自命為共和革命之正統領導及繼承者，在國民革命史

觀下認定北洋政府統治是一背離民國正軌的亂象而非主流，是以除了在國慶

日等與中華民國成立相關的紀念上相同之外，與國民革命光榮歷史攸關的黃

花岡之役、孫中山個人事蹟等方面紀念則是當時國府節日政策有別於北方的

特色。11見國府於 1925 年 12 月頒布的「各機關及學校放假日期表」，其中規

定為各機關及學校假日的節日有南京政府成立紀念日及新年假期、植樹節、

大元帥逝世紀念日、祭黃花崗各志士殉國紀念日、世界勞動節、國慶紀念、

孫總理生辰紀念日、陰曆歲首假期及陰曆四時令節和清明重陽日等。12可見

 
8 公文，〈內務總長呈 大總統擬請在公人員准給四季節假各一日乞鑒核施行文並 批〉，《政

府公報》第618號，民國3年1月26日，頁567。 
9
小野寺史郎，〈南京國民政府的革命紀念日政策與國族主義〉，收入彭明輝、唐啟華（編），《東

亞視角下的近代中國》（臺北市：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系，民國95年9月初版），頁88-89。 
10
左玉河，〈从“改正朔＂到“废旧历＂──阳历及其节日在民国时期的演变〉，頁284-289。 

11 小野寺史郎，〈南京國民政府的革命紀念日政策與國族主義〉，頁85-90。 
12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令，〈茲制定各機關及學校放假日期表公布之此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公報》第19號，民國14年12月，頁5-6。另參考：表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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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北洋政府差異之一斑。 

 

表 2-001  1925 年 12 月 18 日國民政府公布「各機關及學校放假日期表」 

 
放假日期 放假事由及天數 

  1月1日 為南京政府成立紀念日放假一天 

  1月2-3日 為新年放假二天 

  3月5日 為植樹節放假一天 
  3月12日 為大元帥逝世紀念日放假一天 

  3月29日 為祭黃花崗各志士殉國紀念日放假一天 

  5月1日 為世界勞動節各公私工廠放假一天 

  10月10日 為國慶日紀念放假一天 

  11月12日 為孫總理生辰紀念日放假一天 
  星期日 放假一天 
  陰曆歲首 放假三天 
陰曆四時令節

及清明重陽日

放假一天 

     右表所列為在職人員普通假期至學校之暑假寒假另由主管機關核定公布 

 
資料出處：中華民國國民政府令，〈茲制定各機關及學校放假日期表公布之此令〉，《中華

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 19 號，民國 14 年 12 月，頁 5-6。 

(二) 國民政府時期的「革命紀念日政策」 

國民政府在北伐成功前已在勢力範圍內制定、執行有別於北方的節日政

策，1928 年年末完成中國形式上統一後，成為新中央的國府開始將其政策進

一步制度化。在這個政策推行的背後又存在著國府以陽曆為國曆、以陰曆為

廢曆，禁止民間繼續使用陰曆的政策革新。131927 年 10 月 22 日國府令：「民

                                                      
13 國民政府時期的文獻中，多稱陽曆為「國曆」、稱陰曆為「舊曆」、「廢曆」。本文在相關討

論的行文中原則上按照當時官方的使用方式。唯仍必須指出的是，夏曆、農曆、舊曆、陰曆、

廢曆等詞所指涉的意義在這裡皆是相同的；另外陽曆、國曆、新曆等詞所指涉者也是相同的。

本章在論述時為切合各時代的脈絡或有混用情況，在其他章節的行文中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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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肇興，改用陽曆，凡我國人自應實行遵守，乃民間沿用陰曆習慣未捐，新

舊參差動多扞隔」等由，令「嗣後無論公私事項一律遵用陽曆以協時宜，而

昭劃一。」141930 年 4 月 1 日國府訓令：為嚴厲執行廢止舊曆，為因應舊曆

節日因之連帶銷滅，擬定相當替代節日以資民間休息及娛樂，如：端陽改名

重五、重陽改名重九、上巳改名褉辰、元宵改名上元，皆改以國曆日期為準。

151930 年 12 月 20 日國府又頒訓令：「為提倡國曆，擴大慶祝範圍，轉移人

民習尚起見，國曆新年休假日期應改定為五天，舊曆新年各界一律不得休

業。」16上述命令公布皆是相關的政策調整，而革命紀念日政策的制訂則存

在著以新節日取代舊節日的政策目的。 

1929 年 5 月 29 日修正通過公布的「修正各機關及學校放假日期表」，將

過去規定的世界勞動節及陰曆節日放假規定全數取消，增加國民革命軍誓師

紀念日及僅限學校休假的孔子誕生紀念等。17前者是為紀念北伐成功統一中

國的勳業，後者則是折衷尊孔政策的反映。18 

 

表 2-002 1929 年 5 月 29 日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各機關及學校放假日期表」 

 
 放假日期            放假事由及天數 

1月1日  中華民國開國紀念放假一天 
1月2、3日  新年放假一天 
3月12日  總理逝世紀念放假一天 
3月29日  黃花崗七十二烈士殉國紀念放假一天 
7月9日  國民革命軍誓師紀念日放假一天 

                                                      
14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令，〈「公私事項一律遵用陽歷以協時宜而昭劃一此令」〉，《國民政府公

報》第3期，民國16年10月，頁21-22。 
15 國民政府訓令第195號，〈「當此除舊布新之際．謹擬定相當代替節日．以資民間休息及娛樂．」〉，

《國民政府公報》第433期，民國19年4月2日，頁6。 
16 國民政府訓令第714號，〈「國歷新年休假日期．應改定為五天．至舊歷新年．各界一律不得休

業．」〉，《國民政府公報》第655號，民國19年12月23日，頁4。 
17
國民政府令，〈茲修正各機關及學校放假日期表公布之此令〉、國民政府訓令第404號，〈「茲

將各機關及學校放假日期表修正」〉、〈「抄發學校學年學期及休假日期規程」」〉，《國民

政府公報》第178號，民國18年5月30日，頁2-5。另參考：表2-002。 
18 參考：第三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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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  孔子誕生紀念放假一天（限於學校） 
10月10日  國慶紀念放假一天 
11月12日  總理誕生紀念放假一天 
星期日  放假一天 

 
資料出處：國民政府令，〈茲修正各機關及學校放假日期表公布之此令〉、國民政府訓令第

404 號，〈「茲將各機關及學校放假日期表修正」〉、〈「抄發學校學年學期及休假日期規

程」」〉，《國民政府公報》第 178 號，民國 18 年 5 月 30 日，頁 2-5。 

 

1929 年 7 月，國民黨中央執行委員會第二十次常務會議通過並頒布「革

命紀念日紀念式」及「革命紀念日簡明表」規定二十八項革命紀念日，經國

府公布。這些節日依序排列如下：中華民國成立紀念日（1 月 1 日）、國際婦

女節（3 月 8 日）、總理逝世紀念日（3 月 12 日）、北平民眾革命紀念日（3

月 18 日）、七十二烈士殉國紀念日（3 月 29 日）、清黨紀念日（4 月 12 日）、

國民政府建都南京紀念日（4 月 18 日）、國際勞動節（5 月 1 日）、濟南慘案

國恥紀念日（5 月 3 日）、學生運動紀念日（5 月 4 日）、總理就非常總統紀

念日（5 月 5 日）、二十一條國恥紀念日（5 月 9 日）、陳英士先生殉國紀念

日（5 月 18 日）、上海慘案國恥紀念日（5 月 30 日）、總理廣州蒙難紀念日

（6 月 16 日）、沙基慘案國恥紀念日（6 月 23 日）、國民政府成立紀念日（7

月 1 日）、國民革命軍誓師紀念日（7 月 9 日）、廖仲愷先生殉國紀念日（8

月 20 日）南京和約國恥紀念日（8 月 29 日）、辛丑條約國恥紀念日（9 月 7

日）、總理第一次起義紀念日（9 月 9 日）、朱執信先生殉難紀念日（9 月 21

日）、國慶紀念日（10 月 10 日）、總理倫敦蒙難紀念日（10 月 11 日）、總理

誕辰紀念日（11 月 12 日）、肇和兵艦舉義紀念日（12 月 5 日）、雲南起義紀

念日（12 月 25 日）等，其中依重要性可概分為休假紀念和只紀念不休假兩

種，休假節日計有：中華民國成立紀念日、國慶紀念日、總理誕辰紀念日、

總理逝世紀念日、國民革命軍誓師紀念日、七十二烈士殉國紀念日等。191929

                                                      
19 〈中國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行委員會第二十次常務會議紀錄〉，中國第二歷史檔案館（編），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行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錄》第8冊（桂林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年重刊），頁418；〈革命紀念日紀念式〉，《中央日報》民國18年7月5日，張1版4；民國18
年7月6日，張1版4；民國18年7月7日，張1版4；〈革命紀念日簡明表〉，《中央日報》民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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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8 月訓令各教育單位：「嗣後各級學校凡遇革命紀念日簡明表所載之革命

紀念日，無論是否放假，除遵照該表所定辦法辦理外，應一律召集全體學生

舉行紀念式及演講，唯不放假之革命紀念日得停課一小時。」20同年國民政

府並飭各書坊印行曆書時須一律將革命紀念式和革命紀念日簡明表排印入

內。21這些節日整體而言明顯都與國民黨革命歷史有關，當國民政府北伐成

功進入訓政時期後，可以見到在展開以黨治國統治方針之下，於各級教育中

也開始計畫灌輸民眾黨國意識。 

1930 年 5 月中央第三屆九十三次常會以：○1 減少紀念日數；○2 合併性質

相似之紀念日，增入革命殉難烈士總紀念日；○3 刪除影響最小之紀念日，以

集中宣傳力量增進紀念意義等目標，決議重新檢討現有革命紀念日政策。

同年 7 月 10 日中央第三屆第一百次常會上決議修正通過「革命紀念日簡明

表」和「革命紀念日史略及宣傳要點」， 國民政府 7 月 31 日訓令修正公布

改革命紀念日為十八天，並將之歸納為以下兩個項目類別：

22

23

○1 「國定紀念

日」：中華民國成立紀念日、國慶紀念日、革命政府紀念日、國民革命誓師

紀念日、總理誕辰紀念日、總理逝世紀念日、革命先烈紀念日、國恥紀念日

等八天。休假七天，國恥紀念日不休假，以集會紀念或慶祝為主；○2 「本黨

紀念日」：北平民眾紀念日、清黨紀念日、先烈陳英士紀念日、總理廣州蒙

 
年7月5日，張1版3；國民政府訓令第592號，〈「附革命紀念日紀念式及革命紀念日簡明表各

一件．奉此．自應遵辦．」〉，《國民政府公報》第217號，民國18年7月16日，頁2-18。 
20 教育部訓令第1123號，〈為令知凡遇革命紀念日無論放假與否各學校應一律舉行紀念式及講演

由〉，《教育部公報》第1卷第9期，民國18年9月，頁41-42。 
21 〈曆書須加印革命紀念日〉，《中央日報》民國18年8月31日，張2版3；國民政府訓令第786號，

〈「令飭全國書坊印行歷書日歷日記．應將革命紀念式及紀念日簡明表印入內．以廣宣傳一

案．」〉，《國民政府公報》第256號，民國18年8月30日，頁2；教育部訓令第1188號，〈為

令飭全國書坊印行曆書日曆日記應將革命紀念式及紀念日簡明表印入由〉，《教育部公報》第

1卷第10期，民國18年10月，頁49-51。 
22 〈中國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行委員會第九十三次常務會議紀錄〉，中國第二歷史檔案館（編），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行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錄》第11冊，頁486-487。 
23 〈中國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行委員會第一○○次常務會議紀錄〉，中國第二歷史檔案館（編），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行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錄》第12冊，頁201、頁20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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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紀念日、先烈廖仲愷先生紀念日、總理第一次起義紀念日、先烈朱執信先

生蒙難紀念日、總理倫敦蒙難紀念日、肇和兵艦舉義紀念日、雲南起義紀念

日等十天，均不休假，僅由各地高級黨部召集黨員開紀念會，各機關團體學

校可派代表參加。 就內容和數量而言較之前頒有所增減，就分類標準而言

已可見在「革命紀念日」政策法規中出現所謂「國定紀念日」項目，區別出

相對於本黨紀念日的重要性。而新頒的「革命紀念日史略及宣傳要點」亦可

明確看出國民政府對各節日來由及意義之詮釋的進一步「標準化」，期望從

中達到穩定的政治教化、宣傳效果，以圖建立民眾對該政權的認同。  

24

自 1930 年公布「革命紀念日簡明表」及「革命紀念日史略及宣傳要點」

後，往後的修正除新增以個別人士之名制定的先烈紀念日外，僅再有如 1935

年增訂懸旗及下半旗之規定等局部修改而已。25可以說 1929 年下半年至 1930

年上半年這段時期內，國民政府的革命紀念日政策基本上已經完成了。26這

套屬原則性規定的政策也執行到其他相關政策上，例如在同時期適用的「修

正學校學年學期及休假日期規程」中，就規定了學校的紀念假依序分別為： 

○1 孔子誕生紀念日、○2 國慶紀念日、○3 總理誕辰紀念日、○4 中華民國成立紀

念日、○5 總理逝世紀念日、○6 革命先烈紀念日、○7 革命政府紀念日、○8 國民

革命誓師紀念日等。 其中除孔子誕生紀念日在 1934 年以前是限於學校休假

的節日外，其餘皆以這段時期「革命紀念日政策」規定的休假日為準。 

27

 

 

 

 

 
24 國民政府訓令第435號，〈「附革命紀念日簡明表革命紀念日史略及宣傳要點各一份．奉此．」〉，

《國民政府公報》第535號，民國19年8月1日，頁2-10。另參考表2-003。 
25
〈修正革命紀念日簡明表 國府令發各機關知照〉，《中央日報》民國24年4月17日，張2版3。 

26
小野寺史郎，〈南京國民政府的革命紀念日政策與國族主義〉，頁113。 

27 參考：「修正學校學年學期及休假日期規程」，收入國立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編），《中

華民國二十二年國民曆》（南京：國民政府行政院內政／教育部頒布，民國22年），頁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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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03 1930 年 7 月 31 日國民政府訓令修正公布「革命紀念日簡明表」和「革命紀念日史

略及宣傳要點」一覽 

 
第一類 國定紀念日 

日期 紀念日名稱 舉行方式     史略 宣傳要點 
 
 
 
 
 
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成

立紀念日 
 
 
 
 

 
民國紀元前一年（即公歷一九一一

年）十月十日武昌首義清室敗亡各

省代表先集會於武昌議決臨時政府

組織大綱二十一條於當年十二月一

日公布之旋復決定設臨時政府於南

京於十二月二十九日齊集南京開臨

時大總統正式選舉會到會代表凡十

七省選舉本黨 總理為臨時大總統

於公歷一九一二年元旦就職頒定國

號為中華民國改元為中華民國元

年。 

 
一、辛亥革命及辛亥

前後各地革命運動之

經過及其因果。 
二、總理就臨時大總

統宣言中重要意義。 
三、中華民族復興之

意義。 
四、封建專制與民主

政治之比較。 

 
 
 
十月十日 

 
 
 
國慶日紀念

日 

 
以上兩紀

念日各休

假一天全

國一律懸

旗紮綵提

燈誌慶各

級黨政軍

警各機關

各團體學

校均分別

集會慶祝

幷由各該

地高級黨

部召開各

界慶祝大

會。 

 
民國紀元前一年（公歷一九一一年）

十月十日吾黨同志熊秉坤蔡濟民等

奉 總理命在武漢首義討伐滿清各

省同志紛起嚮應不兩月即光復十餘

省推翻滿清專制創立中華民國。 
 

 
一、國慶日之意義。 
二、講解 總理遺著

中之雙十節紀念。 
三、講述民元前一年

武昌首義之情形與今

後應有之努力。 

  
 
 
 
五月五日 

 
 
 
 
革命政府 
紀念日 

 
民國十年（公歷一九二一年）直系

軍閥勾結帝國主義及南方反動份子

欲撲滅本黨 總理所領導之革命勢

力同時國際共管中國的聲浪甚高民

國基礎動搖於是國會非常會議選舉

總理為大總統於五月五日就職與一

切反革命勢力奮鬥創立國民政府之

丕基以至於今日。 

 
一、講述民十時代軍

閥與帝國主義之暴亂

情形。 
二、說明 總理就職

總統之原因及其護法

之精神。 
三、說明 總理為國

民之大無畏精神與吾

人應有之勢力。 
 

 
 
十 一 月 十

二日 

 
 
總理誕辰 
紀念日 

 
 
以上三紀

念日各休

假一天全

國一律懸

旗慶祝各

級黨政軍

警各機關

各團體學

校均分別

集會紀念

幷由各該

地高級黨

部召開各

界紀念大

會。 
 
 

 
民國紀元前四十六年（即清同治五

年公歷一八六六年）十一月十二日

本黨 總理誕生於廣東香山縣翠亨

鄉父諱道川母楊氏其時正值鴉片戰

後之二十六年去太平天國之亡幾三

年。 

 
一、講述 總理生平

革命之重要事略。 
二、演講 總理學

說。 
三、演講三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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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九日 

 
 
國民革命軍

誓師紀念日 

  
民國十五年（即公歷一九二六年）

七月九日本黨國民革命軍在粵誓師

出師北伐先入湖南十月克武漢底定

長江上游十六年春克復長江下游等

省旋即致力於剷除共黨鞏固黨基十

七年春又繼續大舉北進於六月間克

復北平統一全國。 

 
一、講述國民革命軍

成立之歷史及其使

命。 
二、講述本黨此次北

伐經過及其重要意

義。 
三、說明本黨歷次出

師北伐宣言重要意

義。 

 
 
三 月 十 二

日 
 
 
 
 
 
 
 
  
 
 
 
 
 

 
 
總理逝世 
紀念日 

 
 
 
 
 
 
 

 
 
 
 
 
 

 
 
是日休假

一天全國

一律舉行

追悼紀念

停止娛樂

宴會各地

黨政軍警

各機關各

團體學校

均分別集

會紀念幷

由各該地

高級黨部

召開各界

紀念大

會。 

 
 
民國十三年冬奉直構釁 總理由粵

移師北伐未幾曹吳倒北方同志請 

總理北上解決國是 總理即於十一

月十日發表對時局宣言十三日由粵

北上與北方將領商國是肝疾發仍扶

病入北平為國民利益而奮鬥致一病

不起遂於十四年即（公歷一九二五

年）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逝

世享年六十。 
 
 
 
 
 
 
 
 

 
 
一、講解 總理遺矚

及自傳。 
二、講述中央執行委

員會接受總理遺矚經

過事實及第一屆中央

執行委員會第三次全

體會議發出之宣言訓

令。 
三、講述 總理逝世

後本黨工作之概要與

今後應有之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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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月 二 十

九日 
 
 
 
 
 
 
 
 
 
 
 
 

 
 
 
 
 
 
 
 
革命先烈 
紀念日 

 
是日休假

一天由各

地高級黨

部召集當

地各機關

團體學校

分別祭奠

所有為革

命而死之

烈士幷舉

行紀念大

會。 

 
總理領導革命凡數十年革命先烈之

聞風興起以身殉難者踵相接如民元

前十七年（公歷一八九五年）第一

次廣州起義失敗殉難之陸皓東等民

元前十二年（公歷一九○○年）第

二次起義失敗殉難之史學如等 總

理謂其死節之烈浩氣英風足為後死

者之模範同盟會成立革命思潮更瀰

漫全國慕義之士殺身成仁不一而足

如吳樾之刺五大臣而殉難於北平車

站徐錫麟之死難於安慶秋瑾之死義

於浙江等是民國紀元前二年本黨第

九次在廣州失敗後黃興趙聲等又集

合各省革命黨之精英於廣州於民元

前一年三月二十九日重行舉事焚攻

督署事敗戰死被害叢瘗於黃花崗者

七十二人稱黃花崗七十二烈士此乃

略舉其有紀載可考之先烈至因無確

實紀載而軼其姓名之先烈更不知凡

幾。 

 
一、講述各革命先烈

為國犧牲之事略。 
二、講述各革命先烈

生平之言行。 
三、闡揚各革命先烈

之特殊精神。 
 
 
 
 
 
 
 
 
 

 
 
 
 
 
 
 
 
 
五月九日 

 
 
 
 
 
 
 
 
 
 
 
 
 
 

 
 
 
 
 
 
 
 
 
國恥紀念日 

 
全國黨政

軍警各機

關各團體

學校一律

分別集會

紀念停止

娛樂宴會

幷由當地

高級黨部

召開民眾

大會兼作

廢除不平

等條約運

動 不 放

假。 

 
民國三年冬當袁賊醞釀帝制之時日

本派兵佔我青島進迫濟南幷於翌年

（民國四年公歷一九一五）一月十八

日向北京政府要求二十一條其中侵

略南滿東蒙山東福建權力甚巨同年

五月七日提出最後通諜以威脅賣國

殘民之北京政府時袁賊帝制薰心為

其屈服卒於九日簽字但我全國民眾

永誓否認自此以後日本及各帝國主

義侵略我國尤急民國十四年五月卅

之上海慘案同年六二三之沙基慘案

及民國十七年五月三日之濟南慘案

皆我全國同胞之奇恥深仇凡此皆不

平等條約為厲之階民元前六十五年

（公歷一八四二年）八月二十九日因

鴉片戰爭失敗而訂立之南京和約割

香港開廣州等五口通商賠款二千一

百萬兩實為帝國主義者迫我中華民

族訂立不平等條約之第一次民元前

十一年（公歷一九○一年）九月七

日訂立之辛丑條約賠款五百四十兆

兩以北平東交民巷為使館區域禁大

沽一帶築砲臺幷強行駐兵平津此為

 
一、講述「五九「八

二九」「九七」國恥

及「五三」「五卅」

「六二三」慘案之始

末。 
二、講述訂立各種不

平等條約之經過及廢

除不平等條約之意

義。 
三、講述帝國主義者

對華之野心。 
四、解釋本黨對外政

綱幷闡明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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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平等條約之最厲害者是皆為我全

民族臥薪嘗胆永誓不忘之國恥。 
 

             第二類 本黨紀念日 
日期 紀念日名稱 舉行方式     史略  宣傳要點 

 
 
 
三 月 十 八

日 

 
 
 
北平民眾 
革命紀念日 

 
民國十五年（即公歷一九二六年）

三月十二日本兵艦用砲轟大沽口十

六日英美法日意荷西比八國公使又

藉口辛丑條約提出哀的美敦書以脅

迫我國北京羣眾異常概憤深慮軍閥

政府喪權辱國故羣起謀應付於十八

日在天安門開國民大會幷赴執政府

請願竟被槍擊當場殉難五十餘人重

傷不治者七八十人輕傷者無數。 

 
一、日本帝國主義勾

結軍閥摧殘中國之情

形與辛丑條約所與吾

人之恥辱。 
二、三一八慘案之經

過詳情。 
三、民元以後軍閥賣

國殘民之罪惡。 
 
 

 
 
 
 
四 月 十 二

日 

 
 
 
 
清黨紀念日 

 
民國十二年中國共產黨自請以個人

資格加入本黨願遵本黨主義政綱共

同致力國民革命不意其竟以寄生政

策陰謀反動誘惑社會屠殺民眾危害

本黨破壞三民主義本黨乃於十六年

（即公歷一九二七年）四月十二日在

各地同時將其清除不數月共禍即

熄。 
 

 
一、本黨十三年改組

後容共之意義。 
二、共產黨之罪惡。 
三、本黨剷共清黨之

經過情形。 
四、闡明以三民主義

打倒共產主義之意

義。 

  
 
 
五 月 十 八

日 

 
 
 
先烈陳英士

先生殉國紀

念日 

 
英士先生名其美浙江吳興人生於民

元前三十六年（即清光緒二年公歷

一八七六年）遊學日本時加入同盟

會隨 總理革命辛亥起義先生光復

上海其後翼贊 總理組織中華革命

黨袁氏稱帝先生在上海運動獨立故

袁氏恨之甚乃買兇刺殺之民國五年

（即公歷一九一四年）五月十八日遂

被害於上海年四十。 
 

 
一、英士先生之革命

歷史。 
二、英士先生在上海

殉國之原因及其情

形。 
三、闡揚英士先生之

革命精神。 
 
 

 
 
  
 
六 月 十 六

日 
 
 
 

 

 
 
 
 
總理廣州蒙

難紀念日 

 

 

 

 

 

 

 

 

 

 

 

 

 

 

 

 

 

 

 

 

 

 

 

 

 
民國十一年（即公歷一九二二年）

總理由廣西移師北伐因陳炯明與吳

佩孚等勾結阻擾後方故於四月親返

廣州陳逃往惠州嗾其部屬於六月十

六日舉兵圍攻總統府 總理遂登永

豐艦率海軍勘亂與陳逆相持於廣州

河面約月餘幷電入贛之師回粵平亂

不利乃於八月九日離粵赴滬。 

 
一、講述關於陳逆炯

明謀反一切經過情

形。 
二、講述 總理蒙難

時一切情況。 
三、說明 總理大無

畏之革命精神為吾人

所宜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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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月 二 十

日 

 
 
 
 
 
先烈廖仲愷

先生殉國紀

念日 

 
廖仲愷先生廣東惠陽人生於美洲年

十七歸國後游學日本入同盟會謀革

命民元司粵財政民二渡日助 總理

組織中華革命黨民七在滬著書宣傳

民十重回粵民十二復贊助 總理改

組本黨民十四計劃討伐陳楊劉等逆

國民政府成立後復長財政幷努力黨

務竟遭反革命者之忌於民國十四年

（即公歷一九二五年）八月二十日在

粵中央黨部門前被刺殉國時年四十

九。  
 

 
一、仲愷先生之革命

事略。 
二、仲愷先生殉國之

前因後果及其精神。 
三、說明仲愷先生之

人格及其為黨為國之

革命精神。 
 
 

 
 
 
 
九月九日 

 
 
 
 

 
 
 
 
總理第一次

起義紀念日 
 
 
 

 
總理於民國紀元前（清光緒二十一

年公歷一八九五年）秋舉義於廣州

不克陸皓東與丘四朱貴全死之 總

理偕鄭士良走日本此為 總理第一

次起義。 
 
 

 
一、講述本黨革命之

起源。 
二、說明 總理初次

失敗後中國之政治環

境及當時革命勢力。 
三、講述陸皓東烈士

事略。 
 

 
 
 
 
 
九 月 二 十

一日 

 
 
 
 
 
朱執信先生

殉國紀念日 

 
執信先生番禺人好學能文弱冠遊學

日本加入同盟會辛亥三月二十九日

廣州舉義先生親與其役力戰受傷廣

州光復先生之功最多民二以後翼贊

總理組織中華革命黨討袁護法尤盡

勞瘁民國九年（公歷一九二○年）

奉 總理命入粵聯絡粵軍將領會討

莫榮新於佔領虎門砲臺後為桂逆所

害時九月二十一日也年三十六歲生

平所為主義宣傳之文字足為後進之

楷模。 

 
 

一、執信先生革命事

略。 
二、執信先生殉國情

形。 
三、執信先生之人格

及其革命精神。 
 
 

 
 
 
 
十 月 十 一

日 

 
 
 
 
總理倫敦蒙

難紀念日 

 

 
 
 
 
 
 
 
 
以上各紀

念日由各

地高級黨

部召集黨

員開會紀

念各機關

團體學校

可派代表

參加不放

假。 
 
 
 
 
 
 
 
 
 
 
 
 
 
 
 
 
 
 
 
 
 

 
民國紀元前十七年（清光緒二十一

年公歷一八九五年） 總理在廣州

舉義失敗後赴日本翌年（民元前十

六年清光緒二十二年公歷一八九六

年）周遊歐美於十月一日抵倫敦十

一日被清駐英公使龔照璵等誘禁使

館幷擬密送歸國事洩英人大譁其師

康德黎亦竭力營救始於二十三日脫

險計蒙難凡十有二日。 
 

 
一、說明 總理初次

失敗後中國的環境及

當時革命的勢力。 
二、講述 總理在倫

敦蒙難之經過。 
三、講述 總理倫敦

蒙難記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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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月 五

日 

 
 
 
 
 
肇和兵艦舉

義紀念日 

 
民國四年冬袁世凱積極籌備帝制

總理乃派陳英士先生在滬進行討袁

十一月間王曉峯王明山同志殺袁逆

爪牙鄭汝成于滬袁逆問訊怖甚大行

增兵英士先生遂乘袁軍佈置未定之

際突于十二月五日派楊虎率同志三

十餘人襲佔肇和軍艦發難討袁岸上

同志亦分頭佔領電報電話巡警工程

等重要機關不料袁軍擁來眾寡不敵

而肇和艦又遭逆艦應瑞通濟轟擊同

志死傷極多遂致失敗。 
 

 
一、述肇和戰役之意

義與經過。 
二、闡揚肇和戰役之

擁護民國慷慨踔厲的

精神。 
三、說明滇黔起義袁

逆滅亡實受肇和戰役

之影響。 

 
 
 
 
十 二 月 二

十五日 

 
 
 
 
雲南起義紀

念日 

 
民國四年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凱下令

稱帝雲南同志督促唐繼堯表示反對

乃于二十三日致電袁氏限時答復袁

氏不答雲南即于二十五日宣佈獨立

幷組織護國軍向川湘黔桂等省出發

未幾各省同志相繼嚮應袁氏知帝制

難成遂于五年三月二十二日下令取

消。 
 

 
一、述雲南起義情

形。 
二、述封建專制與民

主政治之比較。 

 
資料出處：國民政府訓令第 435 號，〈「附革命紀念日簡明表革命紀念日史略及宣傳要點各

一份．奉此．」〉，《國民政府公報》第 535 號，民國 19 年 8 月 1 日，頁 2-10。 

 

我們比較北洋政府和國民政府在節日乃至於曆法政策的差異，可以歸納

出時間制度、意識型態兩個不同面向來觀察。首先，北洋政府時期大體而言

是採用陽曆但不廢陰曆，而國府在北伐統一初期，曾有一段時間積極地將原

來的陰陽曆並行改為專用陽曆，將陽曆定為國曆而將陰曆視為廢曆，以新的

革命政府姿態改變北洋政府的「正朔」。28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革命紀念日

的制定背後就存在著上述的政策思維，圖以新節日澈底取代舊節令。29其次，

若與北洋政府時期相較，國府以後的革命紀念日政策中將一黨意識型態貫徹

                                                      
28
左玉河，〈从“改正朔＂到“废旧历＂──阳历及其节日在民国时期的演变〉，頁289-291。 

29
小野寺史郎，〈南京國民政府的革命紀念日政策與國族主義〉，頁101-106；左玉河，〈从“改

正朔＂到“废旧历＂──阳历及其节日在民国时期的演变〉，頁29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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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國家機器中，可稱之為國家節日的黨國化。在北伐完成後進入「以黨領政」

訓政時期的國府開始將節日政策制度化，在該政策中也呈現出向全國人民貫

徹該黨意識型態或歷史事蹟，促進對該政權認同的意向。雖然革命紀念日還

是有國定紀念日／本黨紀念日、休假與不休假等等重要性與否的差異，然而

從紀念辦法的儀式規定和指導綱要中來看，仍可見此一明顯心態。另一方

面，可以發現其節日的數量甚為繁雜，大至黨國大事，小至一位烈士殉國事

蹟皆可訂為紀念日。 

然而，即使國府處心積慮地建構國曆制度和革命紀念日政策希冀達成上

述兩種目的，但傳承數千年的常民風俗文化當然不會受到政治權力一時的壓

制而根除，更何況陰曆等傳統曆法在農事、海事或婚喪喜慶等民眾日常生

活、謀生方面的關係非常密切，受到深深依賴。陰曆既有其合理性，是以官

方和民間也使用各種方式去調適兩者，例如：上述提及的 1930 年國府將部

份舊曆節日改以國曆日期規定替代節日而准許民間娛樂的政策調整即是。在

內政部及教育部合擬的方案中即指出：這樣的調整並不違反黨義並可使民眾

注意力轉移而不再依戀舊曆，還舉日本推行新式曆法的成功經驗作為借鏡。

30另如：由中央研究院編製，內政、教育兩部頒布的《國民曆》中，也排印

了〈國曆二十四節歌〉，分數種版本教育中國南北民眾如何適應以國曆重新

制定的二十四節氣。31但是陰曆在農事等週期的計算方式上本與陽曆不同，

官方積極推動國曆的政策在地廣民眾、農民又居多數的中國大陸上最終無法

得到普遍認同，日後則逐漸形成官方以國曆為主，而民間一方面適應國曆一

方面仍以變通方式繼續適用舊曆的局面。32唯官方的法定假日仍以「革命紀

念日」相關法規所定為準。33官方政治性節日作為一個嚴肅的國家制度，得

 
30
附錄，〈舊曆節日替代辦法〉（內教兩部擬定之方案），《國聞週報》第7卷第21期，民國19年6
月2日，頁4-6。 

31 例如：〈國曆二十四節歌〉，收入國立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編），《中華民國二十二年國

民曆》，頁67。 
32
左玉河，〈从“改正朔＂到“废旧历＂──阳历及其节日在民国时期的演变〉，頁301。 

33
附錄，〈舊曆節日替代辦法〉，頁5。 



第二章 國定節日政策的歷史變遷 ．61． 

                                                     

不到民眾普遍的關心、支持和參與；全民性的重大節慶活動，卻得不到官方

在制度上的承認。中國自古以來官民一體的節日政策在國民黨黨治時期被明

確分化，34直到遷臺以後才慢慢在國定節日政策中的政治性節日和民俗性節

日進行調整。 

除此之外，革命紀念日政策成立後，官方雖要求機關、學校等配合節日

舉行集會宣講意義，將黨國意識型態灌輸在人民日常生活中，但根據從某些

官方文獻就可看出各機關學校有疏於配合之情事，實際參與程度有限。例

如：1934 年 11 月 7 日教育部曾致函南京市社會局表示： 

 

查本京私立學校每有於國慶日及其他革命紀念日休假日率領學生作

郊外遠足不念參加紀念典禮情事殊欠鄭重之意夫紀念典禮用意宏深

誠宜率導學生敬謹參加以期養成國家意識若藉故規避亟應予以糾

正。35   

 

以上所談的是國府革命紀念日政策成立的背景、內容和執行情況等問

題，這個政策在三○年代末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也配合戰爭時期的節約原

則而進一步簡化。這個時期諸多合併紀念措置之來由，除卻過去就存在的「紀

念日過於繁多」之意見外，基於抗戰非常事態進行調整的面向也很強。361938

年 3 月 7 日國民政府頒布訓令稱：「查革命紀念日簡明表規定每年應舉行之

紀念日為數頗多，現值國難期間，各項紀念日宜暫行歸併舉行，茲特酌定各

 
34
高丙中，〈文化自觉与民族国家的时间管理――中国节假日制度的现代问题及其解决之道〉，收

入中国民俗学会、北京民俗博物馆（編），《节日文化论文集》（北京市：学苑出版社，2006
年1月第1版），頁7。 

35
教育部高等司牋函第1349號，〈為國慶日及其他革命先烈紀念休假日應給予學生參加市內慶祝機

會由〉，《教育部公報》第6卷第45、46期，民國23年11月18日，頁15-16。 
36 小野寺史郎，〈抗戦期‧内戦期における国民党政権の国民統合政策－政治シンボルと政治儀

式の再編をめぐって－〉（臺北市：2005年度財団法人交流協会日臺交流センター日臺研究支

援事業報告書，2005年9月），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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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革命紀念日暫行歸併舉行日期表。」該「各項革命紀念日暫行歸併舉行日

期表」中條列了各先烈殉國、逝世紀念暫時合併於革命先烈紀念日舉行，以

及總理廣州及倫敦蒙難紀念合併於總理第一次起義紀念日舉行等規定。37即

使 1938 年 7 月 4 日又有「抗戰建國紀念日」之制定，38但日後亦於 1940 年

5 月 7 日中決議將國恥紀念併入抗戰建國紀念日合而為一，39進行了簡化調

整。 

(三) 國民政府時期至行憲後的「國定紀念日政策」 

關於國民政府國定紀念日政策的重編、再確立，是自 1939 年左右黨方

面對於「總理逝世紀念及先烈紀念是否應該繼續以升半旗、停止娛樂及奏哀

樂等方式舉行？」之議開始的。1939 年 12 月 14 日國民黨中央第五屆第一三

六次常會討論「總理逝世紀念儀式應否變更案」，認為「依吾國舊禮，父母

之喪三年而終」，提請中央討論總理逝世紀念儀式應否變更，及如何變更？

另外亦合併討論革命先烈紀念儀式亦有下半旗誌哀之規定，應否變更？等問

題，會中決議：「各種紀念辦法中皆有必須檢討改訂之點，決議由秘書長與

各部會檢討後再提會核議。」40黨方面將各常務委員的意見整理出「改訂各

項紀念日期一覽及辦法」草案，於 1940 年 10 月 28 日中央第五屆第一六一

次常會中提出，41相關議案經 1942 年 1 月 5 日中央第一九二次常會決定國定

紀念日為五天，同年 3 月 16 日第一九七次常會決議酌情歸併其他紀念日為

 
37 國民政府訓令渝字第77號，〈「茲特酌定各項革命紀念日暫行歸併舉行日期表」〉《國民政府

公報》渝字第30號，民國27年3月12日，頁3-4。 
38 國民政府令，〈茲定每年七月七日為抗戰建國紀念日。此令。〉《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63號，

民國27年7月6日，頁1。 
39
國民政府訓令渝文字第418號，〈「五月九日國恥紀念日應併入七月七日抗戰建國紀念舉行」〉

《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256號，民國29年5月11日，頁7。 
40 〈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行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一三六次會議紀錄〉，中國第二歷史檔案館

（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行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錄》第27冊，頁453-454。 
41
〈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行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一六一次會議議事日程〉，中國第二歷史檔案

館（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行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錄》第31冊，頁241-242，頁25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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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紀念日，其名稱沿用「革命紀念日」以別於國定紀念日。42重慶國府正式

於同年 3 月 5 日公布「國定紀念日日期表」，列中華民國開國紀念、革命先

烈紀念、孔子誕辰、國慶、國父誕辰為國定紀念日。43其中除列入 1934 年制

定為國定紀念日，但未被編入革命紀念日政策的孔子誕辰外，先前列為國定

紀念日的國父逝世紀念、國民革命軍誓師紀念、國恥紀念和雲南起義紀念被

刪除或併入由本黨紀念日改訂的革命紀念日中。 

在本黨紀念日改訂為革命紀念日方面，同樣經過數度討論，最終於 1942

年 6 月 22 日中央第二○四次常會報告，以總理第一次起義紀念、肇和兵艦

舉義紀念、清黨紀念、國民革命軍誓師紀念、革命政府紀念、總理廣州蒙難

紀念等六項為革命紀念日，通過「革命紀念日日期表（附紀念辦法）」，革命

紀念日全非休假日，成為以國民黨黨員參加紀念大會為主的節日。同會通過

「國定紀念日日期表（附紀念辦法）」，在先前所公布之國定紀念日日期表中

附加紀念辦法。伴隨這項新的決議，「革命紀念日簡明表」、「革命紀念日史

略及宣傳要點」及「各項紀念日暫行歸併舉行日期表」則全數廢止。44而「九

一八」、「七七」等與抗戰相關的紀念日在兩項日期表中皆未明列，1942 年

10 月 31 日國府訓令表示：這些節日雖未列入國定紀念日之內，「惟在此抗戰

期間，為激勵國民抗敵精神以符明恥教戰之義」，經黨中央決議仍由各地機

關團體集會紀念，慰問陣亡及出征將士家屬與榮譽軍人，懸旗而不休假。45 

 

 
42
〈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行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一九七次會議紀錄〉，中國第二歷史檔案館

（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行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錄》第34冊，頁287-289。 
43
國民政府令，〈茲將國定紀念日日期表，公布之。此令。〉，《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446號，

民國31年3月7日，頁2；〈國定紀念日日期表〉，《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446號，頁1。另參

考：表2-004。 
44 國民政府訓令渝文字第711號，〈「抄發革命紀念日日期表（附紀念辦法）一份」〉、國民政府

訓令渝文字第712號，〈「抄發國定紀念日日期表（附紀念辦法）一份」〉，《國民政府公報》

渝字第481號，民國31年7月8日，頁21-24。 
45
國民政府訓令渝文字第985號，〈「關於九一八及七七兩紀念日」〉，《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

515號，民國31年11月4日，頁10-11。 



．64． 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歷史考察 

表 2-004 1942 年重慶國民政府公布國定紀念日日期表及紀念辦法 

 
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開國紀念

十月十日 國慶日 

以上兩紀念日各休假一天全國一律懸旗紮綵誌慶各

機關各學校團體分別集會慶祝並由各該地高級黨部

召開各界慶祝大會。 

十一月十二日 國父誕辰 是日休假一天全國一律懸旗慶祝各級機關各學校團

體分別集會紀念並由各該地高級黨部召開各界紀念

大會在首都各機關長官及高級職員恭謁 總理陵墓

致敬。 
八月二十七日 孔子誕辰 是日休假一天全國一律懸旗慶祝中央派員赴曲阜孔

廟致祭各學校師生分別集會紀念並由各該地高級黨

部召開各界紀念大會。 

三月二十九日 革命先烈紀念 是日休假一天全國一律懸旗紀念各級機關各學校團

體分別集會紀念並由各該地高級黨部召開各界紀念

大會並致祭革命先烈。 

 
資料來源：國民政府令，〈茲將國定紀念日日期表，公布之。此令。〉，《國民政府公報》

渝字第446號，民國31年3月7日，頁2；〈國定紀念日日期表〉，《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446

號，頁1；國民政府訓令渝文字第712號，〈「抄發國定紀念日日期表（附紀念辦法）一份」〉，

《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481號，民國31年7月8日，頁23-24。 

 

 

透過本次大幅修正，不僅國府治下的紀念日日數有相當程度的減省，而

且也可以說使得過去因為抗戰期間需減省紀念程序的「暫行措置」更加確

定，從中我們也可見國民政府從第一階段的「革命紀念日」，到第二階段「革

命紀念日」下包含「國定紀念日」和「本黨紀念日」兩個項目，到最終「國

定紀念日」和「革命紀念日」（原「本黨紀念日」）分立的政策建構過程。這

套政策頒行後也影響其他相關政策，如同時期適用的「戰時各級學校學年學

期假期及利用假期服務進修暫行辦法」中就規定：各級學校關於國定紀念日

之放假及舉行紀念辦法依中央之規定辦理。46 

                                                      
46 教育部第13619號令公布（31.4.12），「戰時各級學校學年學期假期及利用假期服務進修暫行辦

法」，收入國立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編），《中華民國三十二年國民曆》（南京：國民政

府行政院內政／教育部頒布，民國32年），頁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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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帶一提，1940 年 4 月在日本扶植下於南京另立國民政府47的汪精衛政

權也展開了有別於重慶國府的國定紀念日政策。同年 10 月 9 日南京國府訓

令公布「國定紀念日日期及紀念辦法案」，48觀察該辦法可知其大體沿用了過

去國府一脈相承的紀念日政策，正如汪精衛宣示正統一般，表現出之於原有

國府的延續性。比較特別的則是在國府還都紀念與和平反共建國運動諸先烈

士殉國紀念上表現出與日本合作的立場。事實上，1930 年成立的滿洲國、國

共合作下於陝甘寧邊區維持勢力的共產政權都有合於其所宣示之立國理念

或意識型態的紀念日、節日政策，49這也是反映出當時中國大陸時局四分五

裂的一面鏡子。 

 

表 2-005  1940 年 10 月 9 日南京國民政府訓令公布「國定紀念日日期及紀念辦法案」 

 
日期 紀念日名稱 紀念儀式 宣傳要點 

  
 
 
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成

立紀念 

 
 
是日休假一天全國一律懸旗

紮綵提燈誌慶並由各當地政

府召開各界慶祝大會。  

 
一、辛亥革命及辛亥前後各地

革命運動之經過及其因果。 
二、總理就任臨時大總統宣言

中重要意義。 
三、中華民族復興之意義。 
四、封建專制與民主政治之比

較。 

                                                      
47
〈國民政府還都宣言〉，《（汪偽）國民政府公報》第1號，民國29年4月1日，頁1-2。該宣言稱

國民政府已還都南京，為實現東亞和平與日本共同努力，並指重慶方面發佈法令或締造條約皆

為無效，要求現於重慶及各地服役中之公務人員及一般將士，務必於最近期間回京報到。 
48 國民政府訓令府文一訓字第163號，〈「請核定國定紀念日日期及紀念辦法案」〉，《（汪偽）

國民政府公報》第86號，民國29年10月16日，頁3-5。另參考：表2-005。  
49
參考：國務院總務廳情報處（編），《滿洲國假節日》（出版地不詳：編者，康德2年6月）；丸

田孝志，〈陜甘寧辺区の記念日活動と新暦．農暦の時間〉，《史学研究》第221号（広島県：

広島史学研究会，1998年7月31日），頁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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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二日 

 
 
 
總理逝世紀

念 

 
 
是日休假一天全國一律下半

旗停止娛樂宴會誌哀並由各

當地政府召開各界紀念大會。

 
一、講解 總理遺囑及自傳。 
二、講述國民黨接受 總理遺

囑經過事實及第一屆中央執行

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發出之

宣言訓令。 
三、講述總理逝世後國民黨工

作之概要與今後應有之努力。 

 
 
 
三月二十九日

 
 
 
革命先烈紀

念 

 
 
是日休假一天由各當地政府

召開紀念大會祭奠所有為革

命而死之烈士。 

 
一、講述各革命先烈為國犧牲

之事略。 
二、講述各革命先烈生平之言

行。 
三、闡揚各革命先烈之特別精

神。 
 
 
 
三月三十日 

 
 
 
國府還都紀

念 

 
 
是日全國一律懸旗各機關各

團體各學校均分別集會紀念

不放假。 

 
一、講述中日事變之事略。 
二、說明中日共同擔負建設東

亞新秩序與國府還都之意義。 
三、闡述和平反共建國之使

命。 

 
 
 
五月五日 

 
 
 
革命政府紀

念 

 
 
是日全國一律懸旗誌慶各機

關各團體各學校均分別集會

紀念不放假 

 
一、講述民十時代軍閥與帝國

主義之暴亂情形。 
二、說明 總理就職總統之原

因及其護法之精神。 
三、說明 總理為國為民之大

無畏精神與吾人應有之努力。 
 
 
 
七月九日 

 
 
 
國民革命軍

誓師紀念 

 
 
是日全國一律懸旗誌慶各機

關各團體各學校均分別集會

紀念不放假。 

 
一、講述國民革命軍成立之歷

史及其使命。 
二、講述國民革命軍北伐經過

及其重要意義。 
三、說明國民黨歷次出師北伐

宣言重要意義。 
 
 
八月二十七日

 
 

 
 
先師孔子誕

辰紀念 
 

 

 
是日休假一天全國各界一律

懸旗誌慶並由各當地政府召

開各界紀念大會。 

 
一、講述孔子生平事略。 
二、講述孔子學說。 
三、講述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

思想與孔子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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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一日 

 

 
 
 
和平反共建

國運動諸先

烈士殉國紀

念 

 
 
是日休假一天由各當地政府

召開紀念大會祭奠所有為和

運而死之烈士。 
 

  
一、講述各和運先烈為和平反

共建國犧牲之事略。 
二、講述各和運先烈生平之言

行。 
三、闡揚各和運先烈之特殊精

神。 
 
 
 
十月十日 

 
 
 
國慶紀念 
 

 
 
是日休假一天全國一律懸旗

紮綵提燈誌慶並由各當地政

府召開各界慶祝大會。 

 
一、國慶日之意義。 
二、講解 總理遺著中之雙十

節紀念。 
三、講述民元前一年武昌首義

之情形與今後應有之努力。 
 
 
十一月十二日

 
 
總理誕辰紀

念 

 
 
是日休假一天全國一律懸旗

誌慶並由各當地政府召開各

界紀念大會。 

 
一、講述 總理生平革命之重

要事略。 
二、演講 總理學說。 
三、演講三民主義。 

 
十二月二十五

日 

 
雲南起義紀

念 

 
是日全國一律懸旗紀念並由

各機關各團體各學校分別集

會紀念不放假。 

 
一、述雲南起義情形。  
二、述封建專制與民主政治之

比較。 

 
資料出處：國民政府訓令府文一訓字第 163 號，〈「請核定國定紀念日日期及紀念辦法案」〉，

《（汪偽）國民政府公報》第 86 號，民國 29 年 10 月 16 日，頁 3-5。 

 

將焦點拉回重慶國府的節日政策上，前述修正公布後一直延續至二次大

戰結束後才再行增加紀念日的局部更動，並且由於臺灣於 1945 年 10 月 25

日以後併入國府統治體系下，這套政策也開始在臺灣執行至五○年代。我們

從一些資料上可以看出在黨國統治的視角之下，性質偏向一黨的革命紀念日

與性質偏向一國的國定紀念日，在執行方式上更清楚劃分其差異。就以 1947

年改組成立的臺灣省政府為例，該年 8 月省政府為齊一步驟、避免重複紛歧，

以節省人力及時間配合總動員令實施起見，曾統一發布各種紀念日大會的召

集辦法。該辦法即按既有分類，將紀念日分為國定紀念日和革命紀念日，規

定前者大會由當地行政主管機關，後者由黨務機關召集，至於政府規定的臨

時紀念日則原則上依規定之主持者召集，非政府規定者由發起機關團體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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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50該辦法一直適用到 1981 年 3 月方才由省主席林洋港宣布廢止。51 

重慶國府抗戰勝利後至中央政府撤退來臺之間，又有兩個國定紀念日在

行憲後由總統明令公布：其一為 1948 年 9 月 8 日總統令修正「國定紀念日

日期表」，增加抗戰勝利紀念（9 月 3 日）為國定紀念日，新頒紀念日日期表

中除抗戰勝利紀念未休假外，其餘均休假一天。52雖然遲至 1948 年才由總統

明令公布，但事實上抗戰勝利紀念在戰後初期就為官方舉辦，這也同時意味

著抗戰時期「九一八」、「七七」等紀念日已失去時代性，1946 年 4 月國民黨

中央第六屆第二十七次常會就決議指示：「抗戰期間例由各地高級黨部舉行

的『九一八』、『七七』等紀念日紀念大會，因抗戰已獲勝利，自無須再舉行

該項紀念儀式。又 9 月 3 日為敵人簽定降書之日（按：實為 9 月 2 日），應

定為國定紀念，同時致祭忠烈。」53唯 7 月 7 日在 1947 年對共產黨實施「建

軍戡亂」之際，又被國府定為陸軍節。54 

其二是1948年10月1日總統明令聯合國日（10月24日）為國定紀念日。

該節日源起於抗戰期間同盟國所發起的同名節日，而1948年明定為國定紀念

日之舉是響應聯合國正式成立後，依聯合國秘書長來文：「應於該日致力宣

揚聯合國宗旨及成就，俾全世界民眾得以明瞭，並爭取其對於聯合國工作之

支持，此外並請各會員國與聯合國合作，於是日舉行紀念。」之要求而照辦，

 
50 臺灣省政府頒發，〈臺灣省縣市各種紀念日大會召集辦法〉，《臺灣省政府公報》秋字第44期，頁691。 
51 臺灣省政府令70府社二字第104909號，〈廢止「臺灣省縣市各種紀念日大會召集辦法」。〉，

《臺灣省政府公報》70年春字第54期，頁6。 
52 總統令，〈茲修正國定紀念日日期表，公布之。此令。〉，《總統府公報》第95號，民國37年9

月8日，版1；臺灣省政府代電37酉支府績甲字第67029號，〈電為抄發國定紀念日日期表希轉

飭知照。〉，《臺灣省政府公報》冬字第5期，頁78-79。 
53
〈中國國民黨第六屆中央執行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七次會議紀錄〉，收入中國第二歷史檔案館

（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行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錄》第38冊，頁258；臺灣省行政長官公

署訓令致巳巧署秘（一）字第231號，〈准函為「九三」定為國定紀念日等希查照辦理〉，《臺

灣省行政長官公署公報》夏字第43期，頁85。 
54 國民政府訓令處字第1035號，〈「我國現正積極建軍戡亂之際，為策勉全軍將士，強化民族精 

神起見，似有從早規定陸軍節日之必要。」〉，《國民政府公報》第2939號，民國36年9月26日，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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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行政院呈由總統明令實施，55是中華民國當時所有國定紀念日中除開國紀

念日／元旦外，唯一與國際接軌、同步慶祝的節日。 

表2-006為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前的國定紀念日相關規定，該表概要地規

範了官方部門從中央到地方每逢國定紀念日的紀念或慶祝事項。在地方則有

相應於地方的舉行規定，以臺灣為例，根據目前所得臺灣省政府所頒「臺灣

省縣市各項紀念日大會召集辦法」，見表2-007可知國定紀念日大體配合中央

實施，此外又因應臺灣在1945年10月25日為國府接收而有「本省光復紀念」

放假一天的特別規定。56  

儘管國民黨黨國體制下的官方節日既多且雜，我們仍然必須留意到它們

既然是政治權力施作下的產物，那麼其施行必然與政權的統治狀況密切相

關。近代中國在 1911 年滿清覆亡後一直到 1949 年中國共產黨建立一統政權

之前，由於各方勢力的割據，即使是在一般人認知的中國大陸境內，國定節

日的施行基本上是處在一個變動不穩定的狀態。雖然民國成立以來，獲得國

際承認的北洋政府透過國家名義制定了一些國定節日，但孫中山勢力在南方

重起革命後，就依一黨意識型態另定節日。日後即使國民政府在 1928 年左

右完成中國形式上的統一，然而緊接而來共產政權存在之內憂，加以日本軍

閥加速侵略之外患，可以說整個節日政策的施行都並非穩定的。 

1947 年 1 月由國民黨政權主導公布「中華民國憲法」於同年 12 月 25 日

起實施。隨後在國民黨為求使憲法施行和針對共產黨的戡亂能兼顧並行的考

量下，於 1948 年 5 月又公布施行「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並使之優先於

 
55 總統訓令統（一）字第99號，〈「聯合國祕書長來文請我國明令公佈『聯合國日』」〉，《總統

府公報》第116號，民國37年10月2日，版1；臺灣省政府代電37酉巧府組丙字第71713號，〈奉令

明定每年十月廿四日聯合國日為國定紀念日屆時各地懸掛聯合國旗及國旗以示紀念希遵照並轉

飭遵照〉，《臺灣省政府公報》冬字第16期，頁228；〈聯合國日 總統命令規定為國定紀念日〉，

《中央日報》民國37年10月2日，版2。  
56 臺灣省政府訓令37子迴府新字第15892號，〈令知本年度起各項紀念日集會召集辦法〉，《臺灣

省政府公報》春字第20期，頁333-334。該辦法中將「憲法日」列為國定紀念日，參照同時期

報紙，「中華民國憲法」公布之初，臺灣也確有為此慶祝休假的盛況，但正如下文所示，該節

日正式為官方明令訂為國定紀念日，應該是中央政府遷臺後的六○年代的事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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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而適用，創造了統治者或黨意志得不經修憲就直接凌駕於憲法之上的可

能。57雖然國民黨政權治下的中華民國在邁入憲政階段的過渡期間確實在形

式上針對過去黨國一體的政策進行過某種程度之調整，但很快地就因「動員

戡亂」之形勢影響及官方考量，使得許多變革形同具文。而在國定節日政策

上，我們同樣沒有太多時間去觀察這套過去由國民黨所建構且幾乎與之密不

可分的體系，於行憲後如何在中國大陸上發生照理應有的「黨國分離」變向，

因為國民黨政權很快地就在共產黨迅速勢起之下全面敗退，撤遷至臺灣。考

察遷臺後的變貌，在統治者標舉的「反共復國」（實則為「國共鬥爭」）大義

之下，這個國定節日政策在實質上不僅沒有「黨國分離」，甚至可以說在中

國大陸上無法全盤貫徹的「黨國一體」意識型態，在臺灣更形強化穩固了。 

 

 

表 2-006 1949 年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前國定紀念日一覽 

 
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開國紀念

十月十日 國慶日 

以上兩紀念日各休假一天，全國一律懸旗紮綵誌慶，各級

機關學校團體分別集會慶祝，並由各該地地方政府召開各

界慶祝大會。 
三月二十九日 革命先烈紀念 是日休假一天，全國一律懸旗慶祝，各級機關學校團體分

別集會紀念，並由各該地地方政府召開各界紀念大會，並

致祭革命先烈。 
八月二十七日 孔子誕辰 是日休假一天，全國一律懸旗慶祝，中央派員赴曲阜孔廟

致祭，各學校師生分別集會紀念，並由各該地地方政府召

開各界紀念大會。 
九月三日 抗戰勝利紀念 是日全國一律懸旗慶祝，各級機關學校團體分別集會慶

祝，並由各該地地方政府召開各界紀念大會，同時致祭典

忠烈，撫慰遺族。 
十月二十四日 聯合國日 懸掛聯合國旗及國旗慶祝，中央首要行政機關及主要城市

舉行紀念儀式。 
十一月十二日 國父誕辰 是日休假一天，全國一律懸旗慶祝，各級機關學校團體分

別集會紀念，並由各該地地方政府召開各界紀念大會，在

首都各機關長官及高級職員恭謁 國父陵墓致敬。 
 
 

                                                      
57
財團法人群策會（策劃），《臺灣國家定位的歷史與理論》（臺北市：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2004年3月1版），頁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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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出處：總統令，〈茲修正國定紀念日日期表，公布之。此令。〉，《總統府公報》第 95

號，民國 37 年 9 月 8 日，版 1；總統訓令統（一）字第 99 號，〈「聯合國祕書長來文請我

國明令公佈『聯合國日』」〉，《總統府公報》第 116 號，民國 37 年 10 月 2 日，版 1；總

統訓令統（一）字第 107 號，〈「聯合國日為期已近，似應擴大慶祝，以資紀念」〉，《總

統府公報》第 126 號，民國 37 年 10 月 14 日，版 2。 

 
 

表 2-007 1948 年 1 月 24 日臺灣省政府訓令公布「臺灣省縣市各項紀念日大會召集辦法」 

 
                              國定紀念日一覽表 
  日  期      名  稱            紀  念  辦  法 
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開國紀念日 召開慶祝大會懸旗結綵燃燈放假。 
三月廿九日  革命先烈紀念日 舉行革命先烈及抗戰死難軍民春祭典下半旗放假一天。 
八月廿七日  孔子誕辰 致祭孔廟舉行尊師運動懸旗放假一天。 
九月三日  勝利日 召開慶祝大會懸旗舉行革命先烈及抗戰死難軍民秋祭

典禮。 
十月十日  國慶日 召開慶祝大會懸旗結綵燃燈放假一天。 
十一月十二日  國父誕辰 召開紀念大會懸旗放假一天。 
十二月廿五日  憲法日 召開慶祝大會懸旗結綵放假一天。 
附註：十月廿五日為本省光復紀念，依照往例應盛大慶祝，懸旗結綵燃燈並放假一天。 
 
 

資料出處：臺灣省政府訓令 37 子迴府新字第 15892 號，〈令知本年度起各項紀念日集會召集

辦法〉，《臺灣省政府公報》春字第 20 期，頁 333-334。 

 

二、 移植與鞏固：戰後臺灣解嚴以前的國定節日政策 

(一) 中華民國國定節日政策的導入與深化 

臺灣在日治時期殖民統治者帶來的「殖民現代化」影響下，較中國大陸 

更早地體驗到現代新式曆法和節日的全面施行。經過「尊重舊慣」的日治初

期後，1909 年 11 月臺灣慣用的「以舊曆併記」之型態遭廢止，1910 年起臺

灣開始適用和日本同樣的曆法後，自清國進口曆簿也遭到禁止。就以新年元

旦而言，儘管臺灣社會有發起以新曆過「新」新年的聲音，但「舊」新年的

盛況依舊。即便 1916 年「改曆會」的成立進一步提倡本島人與內地人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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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曆迎接新年，而大大提升過「新」新年的風氣，但是「舊」新年也未因

此消退。簡言之，進入三○年代戰爭期以前，這個由上而下帶有西方現代化

意義的官方政策，與作為臺灣族群主體的漢民族社會中既存的故有風俗習慣

構成了日治時期臺灣作為殖民地特有的重層性風景。 58在進入本節談論以

前，我們必須注意到戰後初期臺灣在接受自中國大陸而來的新國定節日政策

時，和這個政策在中國大陸剛施行時的折衝過程不同地，臺灣社會基本上已

經具備新舊曆並用，以及對政治性節日的認識和體驗，相異者大抵就是節日

內容中包含的歷史意義和意識型態而已。 

  舉學校行事為例，1945 年 12 月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制訂「臺灣

省各級學校學年學期假期歸一辦法」，除年假、暑假、寒假及春假等規定外，

和節日相關的放假規定有：○1 第四條「各級學校關於國定紀念日之放假及舉

行紀念辦法，另依中央規定辦理」；○2 第五條「各校原有本校紀念日，一律

廢除，另以十月二十五日本省光復日為各校共同紀念日，放假一天。」 這

些規定規範了學校行事中國定紀念日的休假和舉行方式，納入和中國大陸一

樣的體系中；此外，廢除日治時期各校原本的紀念日改以國府接收臺灣日為

紀念日，這是黨國官方清除日治時期「遺毒」政策的一環。該辦法適用至 1948

年再由臺灣省政府明令廢止，改以遵照教育部 1945 年 10 月 8 日訓令所頒「各

級學校學年學期假期辦法」為是。但省府方面仍另外聲明：「本省各校原有

的本校紀念日一律廢除，另以十月二十五日本省光復日為各校共同紀念日，

放假一天。」 使之成為臺灣省學校單行的規定。 

59

60

 
58
顏杏如，〈二つの正月──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時間の重層と交錯（1895年－1930年）──〉，《日

本台湾学会報》第9号（大阪府：日本台湾学会《日本台湾学会報》編集委員会，2007年5月31日），

頁10-13、頁18。 
59 臺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教育廳訂，〈臺灣省各級學校學年學期假期劃一辦法〉，《臺灣省行政長

官公署公報》第2卷第3期，民國35年1月25日，頁1-2。 
60 臺灣省政府教育廳代電37午江教秘字第14524號，〈電為本省各級學校學年學期假期劃一辦法著

即廢止仍遵照部頒各級學校學年學期假期辦法實施〉，《臺灣省政府公報》秋字第6期，頁80；
教育部頒發，〈各級學校學年學期假期辦法〉，《臺灣省政府公報》秋字第18期，頁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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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概述的是中華民國國定節日政策的導入，下文將會提到這個政策在 

解嚴以前唯有的兩次大更動。在進入法規的爬梳之前，在此僅就這個時期官

方在國定節日政策的推行深化進行一些敘述。正如前述，過去國民黨政權所

制定的節日既多且雜又充斥黨國官定意識型態，在其動員範圍內的國民都成

為相關政治集會理所當然的義務成員。從戰後初期國府接收到1949年中央政

府遷臺後，隨著臺灣在反共國策下被加以「復興基地」的定位，學校中的節

日行事也成為統治階層激發愛國精神、反共情緒的一個記憶場域。 

從一些官方文獻中可知，政府遷臺初期官方是有意識地藉由教育體制的

既有管道深化民眾對國定節日的認識。中央政府遷臺初期的1951年11月5

日，官方曾由臺灣省政府教育廳代電，文中以某家出版社所刊行的《紀念節

日史略》內容尚稱詳盡，可作為各級學校教學參考之用，希望各校酌予採購。

611952年11月臺灣省政府教育廳曾行文地方政府及各級學校，以有助於「激

發學生愛國情緒，培養學生民族精神」為由，奉教育部該年10月29日臺普（四

一）字第九三二六號令，要求各校不限於統一紀念日，凡遇革命紀念日時亦

應利用升降旗或其他課餘時間，詳細講解紀念史事： 

 

   查中等以上學校每遇革命紀念日，均參加當地主辦之聯合紀念會，其   

   無聯合主辦者，亦多平淡渡過，鮮有集會演講，宣揚主義，激發民族 

   精神之舉措，請通令各校凡遇革命紀念日（不限於統一紀念日），均 

   利用升降旗或其他課餘時間，詳細講解紀念史事。62 

 

如前所述，國府時期雖早已使屬於國家性質的國定紀念日和一黨性質的革命

紀念日分立，但在一黨專政和反共國策的結構中，不僅一般紀念日，甚至連

 
61 臺灣省政府教育廳代電40戌微教一字第30861號，〈「為紀念節日史略一書內容尚稱詳盡希各校

酌予採購。」〉，《臺灣省政府公報》40年冬字第32期，頁355。 
62 臺灣省政府教育廳令／函（41）教三字第52833號，〈奉教育部令發建議案一件，仰遵照辦理一

案，仰遵照／希查照飭遵。〉，《臺灣省政府公報》41年冬字第44期，頁497。 



．74． 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歷史考察 

                                                     

國民黨的革命紀念日都須進行政治宣傳，顯見對執政者而言，單單只有愛國

情緒是不夠的，非要激發出忠黨情緒不可。1957年臺灣省政府教育廳又令：

「查各項紀念節日沿革及紀念意義，各級學生尚有未盡明瞭，屆期各校應集

會報告。」63 

國定節日的認識深化豈止於集會或是課外閱讀的範疇，黨國威權體制下

的教育內容著重黨化面向，除卻孫中山、蔣中正等偉人事蹟和國民黨領導救

國救民的事蹟，國定節日的史略或意義也作為教材內容被編入。單看五○年

代由教育部公佈的《國民學校課程標準》的〈高年級社會課程標準〉中，就

明訂紀念節日的資料雖不列入課本中，但可另編補充教材、隨時教學；64在

〈低中年級常識課程標準〉中也規定了宣講紀念節日史略及意義的教學時

數。65在以語文教學為主要目的國語文教學中，在以黨國偉人事蹟、著作為

教材帶入意識型態的架構中，紀念節日也是可被運用的教材之一。看六○年

代初期的《初中國文》選錄的課文：第一冊第八課〈雙十節的一個小故事〉、

第一冊第九課〈辛亥革命的逸聞〉、第二冊第四課〈「三‧二九」的二三事〉、

第二冊第五課〈在黃花崗烈士紀念會演說詞〉、第二冊第六課〈青年節對青

年講話〉、第二冊第二十一課〈怎樣維護世界和平〉、第六冊第一課〈民國四

十一年元旦告全國軍民書〉等等。66在此僅以〈雙十節的一個小故事〉呈現

教育體制中如何藉紀念節日激發學子的愛國、認同情緒。該課文描寫作者在

雙十節當天經過人潮擁擠的總統府前，忽見一位小學生手舉小國旗跑向路當

中，攔住一輛滿載大會工友的大卡車。在周圍的人都表驚訝時，只見他非常

恭敬地屈下身，爬進卡車下面，撿出一面國旗。作者解釋原來是小學生不想

 
63 臺灣省政府教育廳令／函（46）教五字第01369號，〈各項紀念節日各校應集會報告。〉，《臺

灣省政府公報》46年夏字第13期，頁149。 
64 〈高年級社會課程標準〉，教育部（公佈），《國民學校課程標準》（臺北市：臺灣商務印書

館發行，民國42年6月初版），頁133。 
65 〈低中年級常識課程標準〉，教育部（公佈）《國民學校課程標準》，頁150-151。 
66 參考：中學標準教科書國文科編輯委員會（編），《初中國文》（南投縣：臺灣省政府教育廳

發行，民國50年8月-12月修訂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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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卡車的車輪玷汙神聖的國旗，才奮不顧身地冒險攔阻。而課文題解也明白

表示：一個小學生能在雙十節這一天表現出這樣的愛國行動，真是中華民國

的光榮，應以他當做模範！67上述這個場景如果發生於當代，恐怕會以公共

安全的考量遭到社會輿論批評，無論真假與否，它都是藉節慶場合貫輸愛國

教育的一個「範例」，是統治者為塑造神話而製作的一個文本。68 

上面討論的是該時期由黨官方主導的，環繞著教育體制內的國定節日歷 

史記憶深化，同時期關於這個政策的另一個深化面向，就是節日中充斥著的

大小政治性集會，這些定期、短暫舉行的集會在客觀上具有強化歷史記憶、

維持戰爭意識等等功能。據政治學者吳乃德統計，五○至六○年代國民黨政

權推動了 1953 年克難運動、1954 年建艦復仇運動、1956 年支援武漢學生反

共運動、1958 年保衛金馬運動、1959 年支援西藏同胞反共運動、1962 年青

年自強運動、1963 年青年自覺運動、1964 年毋忘在莒運動，這些運動在黨

國體制結構中，都具有「脫動員化」的色彩。69上述由統治者主導的動員將

群眾的民氣導引至官定意識型態上，延續這個觀點來看，節日中的集會、遊

行等種種動員似乎也具有相同功能。兩者相異的地方是，前者是即時、時間

相對較長；而後者是定期、時間相對較短的。這些官方動員中，表面上看去

皆有戰時情境下維持士氣的成份，但也由於國民黨政權遷臺以後，臺灣社會

 
67
陳定山，〈八 雙十節的一個小故事〉，中學標準教科書國文科編輯委員會（編），《初中國文》 

 第1冊，頁64-65。 
68
利用小學生的純真心性作為題材來書寫、突顯愛國精神的重要，歷史學者周婉窈針對日治時期初

等教科書《初等科國語》課文〈君が代少年〉的研究對此課題已有觸及。參考：周婉窈，〈日

治末期「國歌少年」的統治神話及其時代背景〉，收入氏著，《海行兮的年代──日本殖民統

治末期臺灣史論集》（臺北市：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92年2月10日初版），頁1-12。 
69
日本學者若林正丈整理學者意見，指出威權主義體制的國民黨政權，不具有以全體主義體制為其

中心的特質，也沒有動員大眾能力之洗鍊的體系性意識型態，其所能做的，是脫動員化地把青

年、學生、農工等社會集團拉到國家統合主義的結構中，使其不能成為競爭者或敵對者的動員

泉源。例如：中國青年反共救國團就擔負了這方面的功能。參考：若林正丈（著），洪金珠等

（譯），《臺灣──分裂國家與民主化》（臺北市：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2004年3月2版），

頁11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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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籠罩在「（準）戰時體制」70之下，這種情緒在久無兌現機會的戰事許諾

中無限反覆。 

黨國官方動員透過節日集會、教育體制、報章雜誌等平面媒體來加強這

個共同體群眾的國定節日印象外，我們也不能忽略廣電媒體在擴張渲染力上

扮演的角色。歷史學者林果顯曾指出：戰後臺灣黨政動員宣傳體系中，廣播

是不可或缺的一環，相對於報紙、雜誌與海報，廣播能將訊息迅速、無形而

正確地傳達到各地。國民黨政權在戰後臺灣即利用日治時期遺留下來已具有

相當普及程度的廣播體系，使之發揮對匪宣傳、心理作戰、對內宣導政令、

提供教育娛樂等功能。由於廣播的收聽對象不需識字且更易融入民眾生活，

因此相較於報章等平面媒體具有更高的包容性。在輕鬆愉快、無形無味的空

氣中，其實瀰漫著官方嚴格篩選的訊息與沉重的使命。民眾也在此影響下，

有意無意地建立起符合官方意識型態的「知識倉庫」。71從廣播規範及收音機

數量在五○年代到六○年代的建立與普及，亦反映出國民黨政權在渡過四○

年代末的動盪、五○年代初的摸索，到了六○年代新的統治手法獲得確立，

有能力以更細膩的手法，吸引人民接受宣傳和統治。72六○年代後電視的開

播及日後普及，民眾日常生活中的休閒娛樂增加了聲光刺激，黨國體制下宣

傳、傳播機制的控制又更進一步了。總之，廣電媒體由於其本身相對於平面

 
70   這個體制名稱的使用，是援引林果顯質疑「威權體制」此一理論架構是否適用於形容一九五

○年代至一九八○年代末期的臺灣社會時所提出的見解。此一理論架構的要旨為：「戰後臺灣

沿用戰時制度統治國家，整個體制是為了準備戰爭而設計。然而兩岸之間不僅未發生大規模的

戰爭，中華民國政府亦在臺灣舉辦如土地改革和地方自治等非一般戰爭時期的政經措施，因此

以（準）來加以區別。」本文無意對「（準）戰時體制」之於「威權體制」的可替代性加以探

討，關於後者是否適用臺灣社會，另有討論空間。然而就戰後臺灣社會處於「動員勘亂臨時條

款」和「戒嚴法」等戰時憲政體制或軍事管制之下而論，臺灣確實可以被稱作「（準）戰時體

制」。參考：林果顯，〈戰後臺灣統治體制的再思考－威權體制的理論與適用〉，收入現代學

術專刊編輯委員會（編），《現代學術研究專刊X III，戰後臺灣歷史省思》（臺北市：現代學

術基金會，2004年），頁76-82。  
71 林果顯，〈戰後日常生活中的反共知識建構──以《廣播雜誌》為中心（1952-1956）〉，《國

史館學術集刊》第14期（臺北縣：國史館，2007年12月），頁184-185。 
72
林果顯，〈戰後日常生活中的反共知識建構──以《廣播雜誌》為中心（1952-1956）〉，頁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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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更具柔軟性、多樣性及滲透性，有助於其聽、觀眾建立共時性與一體感，

增進我群同為一個共同體的想像能力。對長期掌握這些機器的黨國威權而

言，也得以使用更細膩、無形的宣傳手法，更有效地控制群眾的政治認同。 

八○年代《廣播月刊》曾經刊出〈關於慶典節目〉一文談廣播節目中慶

典節目的設計與製作。表示慶典節目必須力求精粹，必須有其特色。慶典節

目中不可有冗長的旁白，說教的插播，單調的音響，呆板的儀式。慶典節目

應以行雲流水的方式進行，使聽眾聽來，有如置身其間，為之悠然神往；如

果有冷場、鬆懈、無法啣接之處，就不易使聽眾產生真實感，當然更無法激

動聽眾情緒。73即便在後世眼光看來，這些透過廣電媒體製作的國定節日特

別節目不一定能完全脫開呆板、說教的時代限制，但從這一篇文章來看，至

少顯示相關從業人員「意識到」這個差異性。的確，相對於平面媒體密密麻

麻的說教、報導文字或平板的圖畫，配合節日製作的廣播劇、電視劇、紀錄

片或聯播國慶大會、總統節日談話等在節日上的呈現是有顯著不同的。 

  我們當然不能給予這個時期的黨官方力量過高的評價，在導入政策的初

期當然會有所謂的適應期，但就算所有公器皆為統治權力所掌握，這只是代

表他們塑造了掌控歷史記憶、反共意識、群眾動員、集體心態可能性的環境，

並不意味同時期的發展就完全符合黨官方所預期。僅以黨官方檢討資料數例

羅列如下：國民黨政府有關單位在1954年曾批評幾年以來臺灣發行的日、月

曆，內容蕪雜，未能予人以正確觀念，甚至有連本國年號不印，而印若干有

違國策的宣傳語句。便曾印製注意事項，內容包括：○1 日月曆應一律印製中

華民國紀元年號；○2 應加印中華民國國定紀念日及其他重要紀念日、○3 國定

紀念日及臺灣光復節當日應加印國旗，及「今天應懸掛國旗」字樣，版面配

置均應按照規定；○4 日月曆紙版圖案應以「克難」、「節約」、「反攻大陸」、「民

族英雄」、「名勝古蹟」等及商業廣告為題材；○5 日曆紙頁上應加印統一標語

兩條，配置樣式應按照規定；○6 日月曆應加印農曆及節令日等。若有違反上

 
73 應未遲，〈關於慶典節目〉，《廣播月刊》第7期10月號，民國71年10月10日，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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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規定者，則由警察局予以取締，外地輸入之日月曆，由各港口機場聯檢單

位，先送主管機關審核。 同年國民黨刊《宣傳週報》指出某些節日壁報上

繪製的國父、蔣總統肖像被指為繪畫技術惡劣、粗俗，是對領袖大不敬的行

為。要求各宣傳單位若無繪畫人才，千萬不能任意隨便繪製元首肖像。 民

間商家化裝車混雜在地方上紀念節日慶祝大會或遊行車隊中，作推銷生意廣

播，國民黨中央通令各級黨部應加以糾正。 同年《宣傳週報》指出參加節

日集會遊行的民眾手上所持的小國旗或標語，遊行未久即遭撕毀沿路拋棄，

任人踐踏，黨批評這是有損對國旗敬重，缺乏國家觀念表現之行為，通令各

級黨部對此類情事應加以糾正。 又稱國旗代表國家獨立與尊嚴，國民應表

示尊敬與愛護，但我同胞此種認識並不普遍，屢見國旗破碎飄落各地，易招

國際輕視，應發動媒體宣導，必要時由警察規勸。 1955年臺灣省政府教育

廳令曰在財政艱困，勵行戰時節約之際，各機關仍在紀念節日時於報章雜誌

上刊登慶祝廣告，實屬浪費行為，應嚴予以禁止。 1962年國民黨政權在一

次有黨官方同時參與的省級宣傳會報中曾經討論到：過去經常未注意到國定

節日的宣傳效果，然而中央最近曾以全省高中二年級學生為對象舉辦測驗，

在一千多個在學學生中，發現高中學生對五個國家紀念日之日期及意義常不

完全明瞭。會議中並推知社會一般民眾的情況應該較學生更差，指出今後在

各機關學校對各紀念日之宣傳活動還需深入普遍。 1968年黨國媒體呼籲在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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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宣傳業務，〈四十四年度日月曆 規定印製注意事項〉，《宣傳週報》第4卷第5期，民國43年7月30

日，頁15。 
75 〈宣傳通訊〉，《宣傳週報》第3卷第15期，民國43年4月9日，頁14。 
76 宣傳業務，〈化裝遊行車 禁招攬生意〉，《宣傳週報》第4卷第1期，民國43年7月2日，頁10。 
77
宣傳業務，〈國旗不許撕破踐踏 本組通知各級黨部糾正〉，《宣傳週報》第4卷第5期，民國43
年7月30日，頁16。 

78
宣傳業務，〈國旗代表國家獨立及其尊嚴 不容飄落地上任人踐踏〉，《宣傳週報》第4卷第15
期，民國43年10月8日，頁11。 

79 臺灣省政府教育廳令函（44）教五字第38414號，〈為紀念節日各機關仍有在報紙雜誌刊登慶祝

廣告，再令禁止。〉，《臺灣省政府公報》44年秋字第52期，頁543。 
80 業務報告，〈臺省宣傳會報第六次會議 決定九、十月份宣傳重點 加強機關學校國定紀念日宣

傳活動〉，《時事週報》第4卷第25期，民國51年9月21日，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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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團體遊行時應行動一致，隊伍整齊，表現激越而壯觀，過去常有少數人

半途離隊，小則破壞所屬團體榮譽，大則影響整體遊行觀瞻，這種行為不可

原諒。 1974年12月30日臺灣省教育廳曾轉頒有關單位來函，為倡導與國同

慶，要求各國民中小學須於國家重要紀念日前夕囑咐學生在自宅門首懸國

旗，以加強愛國情操。 1982年省政府曾函各縣市政府表示：據反應近年來

於國定紀念日懸掛國旗情形不如以往熱烈，請求政府單位利用適當機會加強

宣導。 上述等等，顯示統治階層在推行相關政策時仍有一定的能力限制。 

81

82

83

(二) 1954年公布「紀念日（或節日）紀念辦法」 

在相關法規層面，統治階層在遷臺以後亦再度認識到現行節日過多的問

題而擬再度調整。據1952年《宣傳週報》所載，黨中央第四組曾表示由於各

界對各節日無不舉行慶祝儀式，方式往往一成不變，徒費人力財力，已在該

年4月由內政部邀集相關部門擬訂慶祝方案。84相關政策經黨政部門研議後，

在節省人力物力原則下，將原有近八十四種紀念日併為三類，合計五十六

種。此三類為：（甲）國定紀念日七種；（乙）各業分別舉行紀念節日者三十

二種；（丙）無庸集會紀念者十七種。該結果經提報行政院院會後，院會方

面再予指示：「就現有各種節日詳加審核，分別歸列，其已失去時代意義或

無成立節日必要者，應儘量予以刪除。」內政部遵此指示，再會同行政院秘

書處將之分為：（甲）國定紀念日五種（併入舉行者二種）；（乙）其他紀念

日或節日分：（一）屬於全國性或國際性者九種，（二）屬於某一業或某一部

 
81 短評，〈團體活動〉，《中央日報》民國57年10月9日，版3。 
82 臺灣省政府教育廳函（63）1230教四字第06977號，〈據有關單位來函：「為倡導於國家重要紀

念節日慶典在住宅懸掛國旗以示同慶，希國民中小學教師每逢節日前夕囑咐學生注意在自宅門

首懸國旗，以加強愛國情操」請轉知貴屬各國民中小學辦理。〉，《臺灣省政府公報》64年春

字第7期，頁18。 
83 臺灣省政府函71府民五字第32580號，〈重申加強宣導民眾於國定紀念日普遍懸掛國旗，請查照

並轉知所屬查照。〉，《臺灣省政府公報》71年夏字第21期，頁2。 
84 〈宣傳業務通訊〉，《宣傳週報》第3期，民國41年8月13日，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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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者十六種，合計二十五種（併入舉行者二種）。此外不再列為紀念日或節

日停止紀念者，共二十三種，有中醫師節、醫師節、防空節、憲兵節、母親

節、郵政節、主計節、電信節、兵役節、裝甲兵節、司法節、人權節、平等

新約紀念、淞滬抗戰紀念、國民精神總動員紀念、國民政府奠都南京紀念、

還都紀念、直接稅節、抗戰建國紀念、父親節、全面抗戰紀念、瀋陽事變紀

念、商人節等等。 

上述更動後經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於第四九次會議中審議通過，並對

之另作三點決定：（一）甲類國定紀念日五種如內政部所擬訂；（二）乙類紀

念日（或節日）中之民族掃墓節、勞動節、抗戰勝利紀念日、聯合國日等四

節日，由政府明令規定紀念；（三）其他紀念日由各業人民自行紀念，政府

不予規定。本辦法再經中常會第五十八次會議決定，函行政院院長陳誠依中

央修正案予以修正，呈奉總統批准，於1954年4月院令飭內政部公布施行。85 

這項由內政部公布的「紀念日（或節日）紀念辦法」最終將節日分為甲

類的國定紀念日五種和乙類的紀念日（或節日）四種。甲類規定由各地地方

政府召開各界紀念大會，各機關團體並得分別集會，全國一律懸掛國旗，所

有機關學校團體廠鑛均休假一日；乙類由有關機關團體主持集會，除法令別

有規定外，均不休假。86必須說明的是，日後成為國定節日中唯一與臺灣直

接相關的臺灣光復節在此時尚未明確被列入中央法規中。唯黨方面刊物《宣

傳週報》在法令正式公布前曾說明：臺灣光復節為地方性節日，可基於紀念

重回祖國懷抱、人民復獲自由之意義自行集會紀念，全省懸掛國旗。87  

 
85 宣傳業務，〈紀念節日辦法訂定 中常會審議通過 政府即公佈施行〉，《宣傳週報》第2卷第

15期，民國42年10月9日，頁16；臺灣社訊，〈各項紀念日節日 內部頒紀念辦法〉，《中央

日報》民國43年4月21日，版3。 
86 宣傳業務，〈紀念節日辦法 內政部即公佈施行〉，《宣傳週報》第3卷第11期，民國43年3月

12日，頁7。另參考：表2-008。 
87 〈宣傳業務〉，《宣傳週報》第48期，民國42年6月26日，頁11-12；宣傳業務，〈紀念節日辦

法訂定 中常會審議通過 政府即公佈施行〉，《宣傳週報》第2卷第15期，民國42年10月9
日，頁16。 



第二章 國定節日政策的歷史變遷 ．81． 

                                                     

中國大陸時期與節日法規合併條列、公布的「史略及宣傳綱要」，在這

次辦法制定中沒有延續過去作法一起整合進來。不過，統治階層仍然透過

黨、政部門在每年重要節日前發布相關指導綱要，88這些綱要當然大同小異，

但其中會配合時局變化作機動性質的因應，顯得比過去和節日法規制定在一

起要來得靈活。另外，只要針對兩個時期的宣傳綱要稍加比較就能明白，中

國大陸時期黨國節日宣傳的兩個明顯傾向是尊崇孫中山的個人地位，和強調

國民黨群體在國民革命史上的貢獻；遷臺以後蔣中正在國民革命中的影響被

突出了，成為繼承孫中山革命正統，並帶領黨及國人東征、北伐、抗日、反

共等重要戰役的救世主。 

表 2-008  1954 年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頒發「紀念日（或節日）紀念辦法」 

 
（一） 為節省時間，減少浪費，簡化紀念日節日，特制定本辦法。 
 
（二） 紀念日（或節日）分為左列二類： 

一、 甲類國定紀念日五種：○1 開國紀念（一月一日），○2 革命先烈紀念（三月二十九

日），○3 孔子誕辰紀念（八月二十七日），○4 國慶紀念（十月十日），○5 國父誕

辰紀念（十一月十二日）。  
二、乙類紀念日（或節日）四種：○1 民族掃墓節（四月間農曆清明），○2 勞動節（五月

一日），○3 勝利紀念（九月三日），○4 聯合國日紀念日（十月二十四日）。  
 
（三） 甲類國定紀念日，由各地政府機關召開各界紀念大會，各機關團體學校並得分別集

會，全國一律懸掛國旗，所有機關團體學校廠礦均休假一日。 
 
（四） 乙類紀念日（或節日）由有關機關團體主持集會，除法令別有規定外，均不休假。 
 
（五） 本辦法未規定之各種紀念日（或節日），其有紀念之必要者，得由有關機關團體自

行紀念，其由機關主持紀念者，應事先報請上級機關核准，其由團體主持紀念者，應

先報請主管官署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紀念方式並應力求簡單節約。 
 
資料來源：臺灣社訊，〈各項紀念日節日 內部頒紀念辦法〉，《中央日報》民國43年4月21

日，版3；宣傳業務，〈紀念節日辦法 內政部即公佈施行〉，《宣傳週報》第3卷

第11期，民國43年3月12日，頁7。 
 
 

該辦法整理擬定之後，也成為官方統一各機關休假規定的依據。如1954

 
88 這些宣傳綱要散見於各期的《宣傳週報》、《時事週報》及《臺灣省政府公報》等黨官方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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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臺灣省政府曾令：「查國定紀念日以外之休假，本府因無法令依據，未便

明令放假，除已轉報行政院核示外，至於國定紀念日之休假，各機關學校可

依照內政部訂頒紀念日（或節日）紀念辦法第三條之規定，自行休假一天，

屆時本府不再令知，以省手續。」89由此可知當時固定的休假節日即為甲類

國定紀念日，而其他臨時性休假則包括：農曆春節、總統就職日及婦女節等

等。這些休假因法無明文規定，往往是由中央臨時通知，或應各界所請令特

定對象休假，以示優待。臺灣省政府便曾在一項行政命令中表示：如婦女節

籌備會等組織未提出休假請求，自未便放假。90然而早期仍有各機關於各節

日前函電交詢的情況，1957年5月2日省府於是重申前令，甲類國定紀念日及

本省光復節可由各機關學校依辦法自行休假一天，不再另行令知。91 

當然，黨國體制減省節日的數目並不代表政治操作的空間就有所限制，

除卻上文所提在學校集會中應講述革命紀念日意義之例以外，只要權力者心

神所至，眼目所及都可以被創造成為一個新節日。就舉「總統復行視事紀念」

這個曾經短暫存在的節日為例，該節日曾於蔣中正「復行視事」後被國民黨

以「蔣中正應全國軍民要求復行總統職務，為國家民族轉捩點」之理由，定

每年3月1日舉行紀念。在同時期《宣傳週報》刊載的國定節日懸旗規定中，

雖然「總統復行視事紀念」並非國定節日，但黨方面仍以「民眾基於愛戴 領

袖熱忱」等由，和臺灣光復節同列「應懸旗誌慶」的一般節日。921954年蔣

中正以本年國民大會開會改選總統，手諭行政院指示勿集會慶祝，93就在蔣

 
89 臺灣省政府令（43）府人秘字第58205號，〈為各種國定紀念日各機關學校可依照紀念日（或節

日）紀念辦法之規定，自行休假一天，屆時本府不再令知，以省手續，仰知照。〉，《臺灣省

政府公報》43年秋字第7期，頁110。 
90
臺灣省政府令（43）府人秘字第58205號，〈據請對國定紀念日以外之放假先期令知一案，復仰

知照。〉，《臺灣省政府公報》43年秋字第7期，頁110。 
91
臺灣省政府令（46）府人乙字第11636號，〈為抄發甲類國定紀念日（或節日）時間表，各機關

可依照紀念日（或節日）紀念之規定，自行休假，不再令知，仰遵照。〉，《臺灣省政府公報》

46年夏字第31期，頁375。 
92 〈宣傳業務〉，《宣傳週報》第48期，民國42年6月26日，頁11-12。 
93 宣傳業務，〈總統復行視事紀念 奉 諭勿集會慶祝〉，《宣傳週報》第3卷第9期，民國43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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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連任第二任總統職務後，黨內有一股聲音雖認為此臨時紀念節日自當停

止舉行，但為激勵後世，永誌此一關係國家存亡絕續之節日，原擬向行政部

門建議定每年3月1日為「中華民國中興紀念日」，通令全國遵行。但後來經

中委會工作會議第九○次會議討論後，考量到前不久才通過「紀念日（或節

日）紀念辦法」，施行未久未便經易變更。加上蔣中正曾親自指示3月1日可

停止慶祝，最終決議不必有此規定，唯仍將此案報中央常會備查。94縱觀黨

國體制下國定節日政策向來的發展，大抵不脫化簡入繁又由繁化簡的反覆過

程，未久之前才刪除大量節日，轉眼之間又擬制定新的，其保守僵化的統治

心態在此展露無疑。 

(三) 1982年公布「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 

1981年7月內政部邀集總統府第三局、行政院秘書處及人事行政局及教育 

部等單位會商修正制訂「紀念日、節日實施辦法」草案，關於該修正草案總

說明主旨簡要整理分列如下： 

  其一，現行「紀念日（或節日）紀念辦法」自1954年1月27日經行政院

核定實施以來，1964年5月15日蔣中正總統又明令公布每年12月25日為「行

憲紀念日」，1975年7月2日嚴家淦總統明令公布民族掃墓節為「總統 蔣公

逝世紀念日」、10月31日為「總統 蔣公誕辰紀念日」，使國定紀念日已增至

八種，與原表甲類國定紀念日為五種不符。 

  其二，現行乙類節日四種，其中9月3日「勝利紀念日」已改為「軍人節」，

「聯合國日紀念」因我國退出聯合國95而廢止。另如婦女節、植樹節、青年

 
月26日，頁3。 

94 宣傳業務，〈總裁連任二任總統 復行視事停止慶祝〉，《宣傳週報》第4卷第9期，民國43年8月
27日，頁15。 

95 「退出聯合國」是該件檔案的敘述方式，本文從之。但實際上代表國民黨政權與會的中華民國

代表團並非主動宣佈退出聯合國，而是獲悉大會表決結果將對自身不利後才發表聲明退出。聯

合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文內容為：「大會，覆按聯合國憲章之各項原則，認為恢復中華人民共

和國之合法權利對維護聯合國憲章及聯合國依憲章所需致力達到之目標，均屬必要，確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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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兒童節、教師節、臺灣光復節等節日亦早經核准或行之已久，似均宜列

入，以符實際情況。 

  其三，現行辦法將國定紀念日與民俗節日或部份人紀念之節日，以

「甲」、「乙」二類區分，唯查稱紀念日者多係國定紀念日，稱節日者均係民

俗節日或部份人紀念之節日，茲擬將名稱「紀念日（或節日）紀念辦法」修

正為「紀念日、節日實施辦法」。 

  其四，紀念日節日實施辦法修正條文中「國父逝世紀念」與「植樹節」

係同一史實，似不能同時併存，按國父逝世紀念於1929年國府行政院農礦部

呈請行政院核定為植樹節以紀念國父造林之遺訓而實施迄今，唯各方反應認

國父逝世紀念應定為國定紀念。茲分別列入，請核其一。 

  其五，1975年7月2日總統明令公布民族掃墓節為總統 蔣公逝世紀念

日，唯民族掃墓節以清明節為準，日期不固定，每與逝世史實日期不一致。

故紀念時日表兩種並列，請核示。96 

  在該次會議中針對草案所提作出以下各項主要修正決議：○1 國定紀念日

增為八種，唯「總統 蔣公誕辰／逝世紀念日」改稱「先總統 蔣公誕辰／

逝世紀念日」；○2 抗戰勝利紀念日及聯合國日紀念日各依所擬他併或刪除，

而原乙類紀念日中各節日依性質再分為民俗節日及其他節日，在民俗節日項

目之內除原有民族掃墓節外，又列入事實上均休假的春節、端午節、中秋節

等。除春節放假日數由行政院命令規定外，其餘均休假一天；○3 修正「紀念

日（或節日）紀念辦法」為「紀念日、節日實施辦法」，各節日之日期直接

列入條文之內，不另附列表；○4 核示國定紀念日增加國父逝世紀念；○5 先總

統 蔣公逝世紀念日係訂在民族掃墓節，而民族掃墓節又以農曆清明為準，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出席聯合國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並為安全理事會

五常任理事國之一。決議：恢復『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所有權利，並承認其政府代表為中國出

席聯合國組織之唯一合法代表，並立即驅逐在聯合國及一切與有聯繫組織內非法佔據席位之蔣

介石代表。」引自：財團法人群策會（策劃），《臺灣國家定位的歷史與理論》，頁30-31。 
96
內政部開會通知單70臺內民字第33335號， 〈會商修正紀念日、節日實施辦法。〉，《修正紀念

節日實施辦法案》，檔號0071/B11802/19/0001/001，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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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算為國曆則每年日期不定，故先總統 蔣公逝世紀念日項下不列明日期，

而另條列規定「先總統 蔣公逝世紀念日在民族掃墓節舉行。」使外界易於

瞭解。該項修正草案於同年8月18日檢陳、謹請行政院核定實施。97 

  其後，政府部門又對此進行數度會商修正。如：行政院秘書處於 1981

年 9 月召集內政部和國防部等單位再次針對草案進行審查會商進行局部的修

正：○1 將「紀念日、節日實施辦法」名稱改為「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2

其他節日項目中增列「中華文化復興節」等。 1982 年 4 月 3 日行政院秘書

處又邀集總統府第一局及內政部等單位續商，修正大要如下：

98

○1 原紀念日項

目中所增列的國父逝世紀念日，比照先總統 蔣公逝世紀念日的附加說明方

式，增加「國父逝世紀念日在植樹節舉行。」說明文字；○2 針對各國定紀念

日之紀念方式進行文字及順序上的調整。 而後該案又經總統府、行政院教

育部、國防部、經濟部、人事行政局、內政部、省及北高市民政局，和國民

黨中央文化工作會等單位就休假規定及辦法文字上磋商，最終內政部將會商

修正後的「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呈送行政院核示，行政院於同年 10 月

13 日函請內政部發布施行。   

99

100

1982 年 10 月 29 日內政部令修正「紀念日（或節日）紀念辦法」，並將

名稱改為「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規定國定節日為三類：○1 「紀念日」：

中華民國開國紀念日、革命先烈紀念日、孔子誕辰紀念日、國慶日、先總統 

蔣公誕辰紀念日、國父誕辰紀念日、行憲紀念日等，另規定國父逝世紀念日

 
97 內政部函70臺內民字第34539號，〈檢陳「紀念日、節日實施辦法」修正草案暨總說明各三十份，

敬請 鑒核。〉，《修正紀念節日實施辦法案》，檔號0071/B11802/19/0001/002，中華民國行

政院內政部藏。 
98 行政院秘書處開會通知單臺70規第12579號，〈審查「紀念日（或節日）紀念辦法」修正草案。〉，

《修正紀念節日實施辦法案》，檔號0071/B11802/19/0001/008，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99 行政院秘書處開會通知單臺71規字第4864號，〈續商「紀念日（或節日）紀念辦法」修正草案。〉，

《修正紀念節日實施辦法案》，檔號0071/B11802/19/0001/009，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100 內政部令71臺內民字第117911號，〈修正「紀念日（或節日）紀念辦法」，並將名稱修正為「紀

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修正紀念節日實施辦法案》，檔號0071/B11802/19/0001/010，
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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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植樹節舉行、先總統蔣公逝世紀念日在民族掃墓節舉行，合計上述共九

項。除開國紀念日休假二日、先總統蔣公紀念日因於民族掃墓節舉行得休假

一日、國父逝世紀念日於植樹節植樹紀念且不休假外，其餘均休假一日；○2

「民俗節日」：春節、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農曆除夕等五種，春

節休假二日，其餘均休假一日；○3 「節日」：婦女節、青年節、兒童節、勞

動節、軍人節、教師節、臺灣光復節、中華文化復興節等八種。其中，青年

節、教師節、中華文化復興節依同日期紀念日之規定休假，其餘節日依特定

職業、族群休假，如：婦女節為婦女休假、臺灣光復節為臺灣地區休假。101 
 

表 2-009    1982 年 10 月 29 日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令 71 臺內民字第 117911 號修正公布 

      「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  

 
第一條 紀念日及節日之實施依本辦法之規定。 
 
第二條  紀念日如左：  
一、一月一日：中華民國開國紀念日。 
二、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先烈紀念日。 
三、九月二十八日：孔子誕辰紀念日。 
四、十月十日：國慶日。 
五、十月三十一日：先總統 蔣公誕辰紀念日。 
六、十一月十二日：國父誕辰紀念日。 
七、十二月二十五日：行憲紀念日。 
國父逝世紀念日在三月十二日植樹節舉行；先總統蔣公逝世紀念日在民族掃墓節舉行。 
 
第三條  前條各紀念日，全國懸掛國旗，其紀念方式如左： 
一、中華民國開國紀念日：中央暨地方政府分別舉行紀念會，各機關、團體、學校並得分別

集會紀念，放假二日。 
二、 國父逝世紀念日：在植樹節植樹紀念。 
三、革命先烈紀念日：中央暨地方政府分別春祭國殤，放假一日。 
四、先總統 蔣公逝世紀念日：在民族掃墓節舉行，中央暨地方政府分別舉行紀念會，各機

關、團體、學校並得分別集會紀念。 
五、左列各紀念日，中央暨地方政府分別舉行紀念會，各機關、團體、學校並得分別集會紀

念，均放假一日。 
（一）孔子誕辰紀念日。 
（二）國慶日。 
（三）先總統 蔣公誕辰紀念日。 

 
101 內政部令71臺內民字第117911號，〈修正「紀念日（或節日）紀念辦法」，並將名稱修正為「紀

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總統府公報》第4057號，民國71年11月8日，頁5-6。另參考表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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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父誕辰紀念日。 
（五）行憲紀念日。 
 
第四條 左列民俗節日，除春節放假二日以外，其餘均放假一日。 
一、春節。 
二、民族掃墓節。 
三、端午節。 
四、中秋節。 
五、農曆除夕。 
 
第五條 左列節日，由有關機關團體或地區集會慶祝。 
一、三月八日：婦女節。 
二、三月二十九日：青年節。 
三、四月四日：兒童節。 
四、五月一日：勞動節。 
五、九月三日：軍人節。 
六、九月二十八日：教師節。 
七、十月二十五日：臺灣光復節。 
八、十一月十二日：中華文化復興節。 
前項節日，除青年節、教師節、中華文化復興節依第三條第三款及第五款之規定放假外，其

餘按左列規定放假。 
一、婦女節：婦女放假。 
二、兒童節：兒童放假。 
三、勞動節：勞工放假。 
四、軍人節：依國防部規定放假。 
五、臺灣光復節：臺灣地區各機關學校放假。 
 
第六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資料來源：內政部令71臺內民字第117911號，〈修正「紀念日（或節日）紀念辦法」，並將

名稱修正為「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總統府公報》第4057號，民國71年11月8日，頁

5-6。 
 

  這次修正最重要的就是增列了已長期為民眾慶祝或紀念的民俗和一般

節日，其中當然也刪除部份已不實行的節日。首先在民俗節日的增列部份，

除民族掃墓節（即農曆清明）外，過去舊法中皆未將春節、端午、中秋等民

俗節日納入，事實上早期這些民俗節日包括民族掃墓節在內皆非法定休假

日。我們從一份省政府於1968年所發布的命令來看，該令主旨為轉奉行政院

命令，指人事行政局訂定的「加強公務人員考核要點」施行後，上下班及辦

公情形有顯著改善，「唯查春節、端午、中秋與除夕，均為我國民間傳統之

重要節日，情形特殊。茲為崇法務實，並兼顧民俗起見，今後每逢春節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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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年成例，放假兩天（即舊曆初一、二兩天），端午、中秋、除夕下午一律

放假半天。」1021972年行政院宣布訂民族掃墓節為國定假日，1031975年又令

「為適應民情習俗與事實需要」，將舊曆端午、中秋、除夕三節一律改為放

假一天。104參照上述改訂過程，本次修正增列「民俗節日」可說是一大改變，

亦可與過去國民政府在中國大陸想全面推行國曆及政治性節日，壓抑、禁絕

使用舊曆的作法作一比較。另一方面，也不能忽視這些過程之後存在著官方

推動中華文化復興運動，與中國文化大革命較勁的歷史背景。   

其次，在紀念日和一般節日的增列方面，除依蔣中正逝世後所訂紀念    

辦法列入蔣公誕辰及逝世紀念日外，亦納入行憲紀念日。本次修正將行憲紀

念日的紀念方式制度化，但早在 1947 年 12 月 25 日「中華民國憲法」開始

施行時，該日就曾經官方公告休假誌慶，105而且該日期又早經國民黨定為雲

南起義紀念日及民族復興節，106戰後初期臺灣行政長官公署尚且曾公告為假

日。107但由於早期三個節日同日舉行，行憲本身的紀念意義在宣傳中並未被

特別突顯，頂多是與其他兩紀念日合併紀念、宣傳，而民族復興節的重要性

甚至更被強調，108曾和相關史事即西安事變被編入早期的國民教育教材中。

 
102 臺灣省政府令（57）127府人乙字第8684號，〈為春節及端午、中秋、除夕下午放假暨國定紀念日

每逢星期日例假准予補假一天，令希知照轉知。〉，《臺灣省政府公報》57年春字第23期，頁4。 
103 本報電，〈民族掃墓節 將放假一天〉，《中央日報》民國61年3月5日，版3。 
104 臺灣省政府函（64）917府人丙字第95172號，〈自本（六十四）年農曆中秋節開始，以後每逢

端午、中秋、除夕三節均各改為放假一天，請查照並轉行照辦。〉，《臺灣省政府公報》64
年秋字第69期，頁16。 

105
臺灣省政府訓令37子廻府新字第15892號，〈令知本年度起各項紀念日集會召集辦法〉，《臺灣

省政府公報》春字第20期，頁333-334；本報訊，〈省會各界明晨集會 慶祝第一屆憲法日 放

假一天懸掛國旗誌慶〉，《臺灣新生報》民國36年12月24日，版4。  
106 中央社電，〈十二月廿五日 規定為民族復興節〉，《中央日報》民國25年12月29日，版4。

按：民族復興節是為紀念蔣中正自西安事變中脫因，而被發起與雲南起義紀念日合併的節日。 
107

本報訊，〈明日為民族復興節 蔣主席銅像舉行隆重揭幕典禮 各機關循例放假一天〉，《臺

灣新生報》民國35年12月24日，版4。 
108 本報電，〈紀念民族復興節 各地軍民昨歡慶 雲南起義紀念會暨憲法日均合併舉行〉，《中

央日報》民國40年12月26日，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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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963 年 5 月由於總統公布 12 月 25 日行憲紀念日為國定紀念日，1101982

年又納入「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中，往後行憲紀念日重要性較受官方突

顯，早期受到重視的民族復興節則逐漸為人淡忘。另如：婦女節、青年節、

兒童節、勞工節、臺灣光復節和中華文化復興節等一般節日，各界行之已久，

部分節日與紀念日合併休假，部份節日依屬性休假，在這次修正中分別作了

規定。其中與臺灣歷史較相關的臺灣光復節，從過去未列入相關辦法中的地

方節日列為新行辦法中的國定節日，是一指標。唯官方在條文上仍規定該節

日僅限臺灣地區休假，並非全國性的節日。 

  此外，在節日的刪除方面，過去每年皆配合聯合國舉行的聯合國日紀念

日，在國民黨政權失去聯合國會員國資格後，不再舉行慶祝。見官方公報如：

1974年省政府教育廳函：「各級學校學校曆內如列有十月二十四日聯合國日

紀念日懸旗紀念一項，應予刪除，請查照並轉行照辦。」111而抗戰勝利紀念

日早期的紀念情況似乎較不穩定。1953年總責黨務宣傳的國民黨中央第四組

曾接獲臺南市黨部來函，該函指9月3日抗戰勝利紀念日雖為政府國定紀念

日，不過紀念方式、名稱、時間，甚至國旗的懸掛情況皆相當不一致，希望

黨中央給予明確指示。而第四組的回覆如下： 

 

   查九月三日，中央前曾明令規定為抗戰勝利紀念日，同日，又舉行祭

祀革命先烈暨陣亡將士，但自去年我與日締結和約後，因配合國際形

勢關係，致各地對此日紀念形式，未趨一致，中央已注意及此。112  

 
109 〈二一 偉大的蔣總統〉，國立編譯館（編），《國民學校國語課本初級》第7冊（臺北市：

臺灣省政府教育廳，民國50年8月修訂暫用本），頁65。 
110 總統令，〈「將十二月二十五日行憲紀念日為國定紀念日」〉，《總統府公報》第1436號，民

國52年5月17日，頁1。 
111 臺灣省政府教育廳函（63）1024教軍字第77787號，〈各級學校學校曆內如列有十月二十四日

聯合國日紀念日懸旗紀念一項，應予刪除，請查照並轉行照辦。〉，《臺灣省政府公報》63
年冬字第24期，頁3。 

112 〈宣傳通訊〉，《宣傳週報》第2卷第13期，民國42年9月25日，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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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回覆是否傳達出對日方感受的顧忌心理？對照官方仍於每年光復節向

臺灣民眾大肆重溫、日本殖民統治的醜陋，抗戰勝利紀念日改定軍人節的過

程實在值得進一步探討。總而言之，1955 年中央就通令鑒於現行各軍種慶祝

節日「七七陸軍節」、「八一四空軍節」、「四一聯勤紀念日」、「雙十二憲兵節」、

「三三裝甲兵節」等節日因名稱繁多，有無不一，應整合為一共同節日，中

央常會將九三抗戰勝利紀念日訂為軍人節，原有各軍種節日則一律廢除。113

過去國民黨政權在抗戰勝利紀念日中強調國軍在抗日戰爭中的絕對地位，這

種宣示在國共對立互爭正統中國地位的年代特別有意義，而 1952 年對日「臺

北和約」簽訂後，某種程度解決了「舊金山和約」遺留下來的中國代表權問

題，在同一時期的檢討聲中，抗戰勝利紀念日也轉為軍人節，結束其階段性

意涵。 

本次修正發布是繼 1954 年「紀念日（或節日）紀念辦法」發布實施後，

直到九○年代前的唯一一次修正，1988 年 7 月內政部雖在臺灣省政府函轉省

議會議員提案建請中央訂定 7 月 7 日為對日抗戰紀念日，且立法委員亦有類

似建議請求政府明定同日期為抗敵建國紀念日等建議下，以「七七抗戰對我

國民族有深遠影響，為激起國人愛國情操與民族意識。」等由擬定草案，建

請政府訂定 7 月 7 日為只紀念不休假的「抗戰紀念日」。114結果並未付諸實

行。1982 年該次修正確定了現行國定節日相關法規的整體架構，解嚴以後雖

然修正次數繁多，但基本上皆未脫出此一架構。115  

 
113 〈中央決定軍人節日 其他各軍種節日一律廢除〉，《宣傳週報》第5卷第19期，民國44年5

月6日，頁10。 
114 內政部函臺（77）內民字第615780號，〈檢陳「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暨總說明各三十份，謹請 鑒核。〉，《修正紀念節日實施辦法案》，檔號

0077/B11802/19/0003/011，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115 此外，同時期國內每年實質的休假、補假規定，是配合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紀念日及節日假期

處理原則」的相關規定按年度頒發「紀念日及節日之假期處理一覽表」作動態調整。本文僅作

國定節日主要法規的原則性探討，不擬細述實質的休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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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突破與變革：戰後臺灣解嚴以來國定節日政策  

(一) 解嚴以來的政治、社會與國定節日 

1979 年美麗島事件的發生，是國民黨政權高壓統治一個急轉直下的轉捩 

點，其後 1981 年陳文成事件、1984 年江南案、1986 年民進黨成立，在八○

年代國際輿論愈加關心臺灣民主人權狀況，國內反動勢力高漲等國內外政治

環境急速變遷的情勢下，蔣經國總統不得不思考臺灣政治民主化問題。1987

年 7 月 14 日蔣經國宣布臺灣地區自 7 月 15 日零時解嚴，跨出臺灣走出白色

恐怖陰影的第一步。116蔣經國去世後接任為總統的李登輝，在九○年代陸續

推動廢除「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憲政改革等政治工程。就戰後臺灣史

意義而言，解嚴作為一個政治體制層面的禁忌解除，可說是開啟九○年代後

一連串政治改革的序幕，對臺灣政治和社會環境的解放有深遠意義。 

1987年12月25日，官方依例舉行行憲紀念日大會，按照往例，每年紀念

大會都在北市中山堂舉行，然該次集會在考量到民進黨甫成立及剛解嚴不久

等社會情緒旺盛、山雨欲來的形勢下，國家安全局建議將會議移往陽明山中

山樓舉行，但在蔣經國否決後仍按慣例在中山堂舉行。面對民進黨醞釀已久

的抗爭行動，深為糖尿病所苦、不良於行的蔣仍坐輪椅出席大會。開會當天，

民進黨發動群眾包圍中山堂，會場內民進黨籍國大代表則在蔣經國現身致詞

時突然起立高呼「國會全面改選！」，蔣當下未做任何反應，爾後國民黨籍

國代亦高呼「中華民國萬歲！」，兩黨口號呼聲交雜成一片。由於蔣經國在

隔年年初逝世，因此該次行憲紀念日集會，是蔣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與民

進黨正面相逢，時任國民黨秘書長並與蔣親近的李煥在回憶這段解嚴初期極

具象徵意義的一幕時，表示蔣曾對他感歎：「四十年來，我真心為臺灣同胞

 
116 薛化元等，《戰後臺灣人權史》（臺北市：國家人權紀念館籌備處，民國92年12月），頁32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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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也做了這麼多事情，為什麼他們還不諒解我呢？」117不過，根據蔣經

國隨從人員翁元的記述，當時蔣的身體狀況已十分惡化，翁元和其他隨從都

認為蔣經國當時並未察覺到臺下異樣。118 

黨國威權體制下的最後一位領導人和當時時常被黨國媒體指控是「暴民

黨」、「民╳黨」，在日後卻與國民黨成為臺灣政治版圖上各佔光譜兩端的民

進黨第一次正面對峙就是在上述國定節日的集會場合。日後如：於1988年3

月29日青年節為突顯不具民意基礎萬年國會荒謬性而發起的「請益國是」運

動，119同年4月5日清明節，發起北上包圍臺視抗議該臺對三二九事件報導不

公等等節日事件，120都顯示了在解嚴以前的國定節日中，我們僅能看到由官

方所發動的各種動員。解嚴之後，由於集會、結社、言論等人民基本自由受

到解放，我們有愈來愈多機會看到反對黨或民間團體利用國定節日爭取較多

曝光機會，籌畫政治運動，衝撞現有體制。從官方的政治動員到民間的政治

運動，從一元的教條宣傳到多元的歷史詮釋，我們可以從中觀得國定節日中

的集體參與經驗，在解嚴及九○年代後一連串民主化風潮中，急速變遷。 

  黨國威權體制時期兼具政治教化功能，廣電媒體各種披著娛樂外衣的戲

劇、綜藝節目中，每逢重大國定節日皆有配合播映的慣例，這其中都明顯含

有官定意識型態灌輸的意圖。九○年代以來雖然廣電媒體仍有一段時期維持

在節日中製作特別節目的慣例，但這些特別節目雖名為「特別」，但檢視其

內容則多半與節日無關，只是播出MTV式的節目而淪為外製外包單位用來包

裝歌星的打歌專輯。121時至今日，我們大概很難再常態性地於特定的國定節

 
117 林蔭庭，《追隨半世紀──李煥與經國先生》（臺北市：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年1月10

日第1版），頁254-257。 
118

翁元（口述），王丰（記錄），《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臺北市：圓神出版社有限公

司，2001年11月新版初版），頁342-343。 
119 參考：焦點分析，〈老法統，羞！羞！羞！──民進黨發動329大遊行〉等，《民進報周刊（革

新版）》第4號，1988年4月2日，頁10-21。 
120

胡阿男，〈惡法非法──人民沒有遵守惡法的義務 四月五日群眾再度上街示威抗議〉，《民

進報周刊（革新版）》第5號，1988年4月9日，頁6-9。 
121 賴國洲（編），《「國定假日特別節目與觀眾權益」案例分析》（臺北市：中華文化復興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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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看到特別節目的大舉播出了。 

在這個時代變遷的風口，將解嚴視作民主化的開端，以之為界觀察國定

節日相關法規的修訂多寡，我們可以得知解嚴後法規的修訂次數遠超過解嚴

之前，關於解嚴前的修訂，若略去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陸時期的創始與數次

修正，僅計算其遷臺後在戒嚴時期重新訂定發布「紀念日（或節日）紀念辦

法」及其後「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的話，合計只有兩次紀錄。然而在解

嚴乃至於2000年民進黨執政後，至2008年政權再次輪替為止已有近十三次修

訂。122這不僅反映出在解嚴之前，國定節日的紀念、慶祝是缺乏變動的，此

外似乎也可解釋為官方長期而穩定地控制著節日及其中的歷史記憶詮釋

權。自解嚴始，九○年代臺灣歷經一連串的民主化政治改革，社會風氣也漸

漸呈現出蓬勃多元的面貌。 

在此時空背景之下，這段時間國定節日相關辦法的修訂應包含兩股動

力：○1 社會經濟面的動力，這是因應政府衝量總體工商競爭力和民眾休閒權

益等等國家體制改造，在工時、休假日數等社會性時間上的變革而做出的逐

步調整；○2 政治權力面的動力，這是解嚴以來集體記憶的重整。觀察節日修

訂的內容即可發現，有一些歷史記憶獲得官方認可，保存於可藉週期性社會

時間加以不斷凝聚、確認的節日中，隨之有一些歷史記憶則遭到冷落。在另

一方面，對節日有詮釋權的，也不僅是中央官方，社會上有力團體，如：宗

教團體的爭取也對中央形成壓力。  

曾經在臺北市長任內數度引領顛覆國定節日之風潮的陳水扁，2000年於 

激烈的三強競爭中勝出獲選為中華民國總統，也是戰後臺灣第一位非國民黨

籍的總統，許多在政權輪替前已見端緒但未大舉改易的節日政策，在2000年

後都漸次具體化。2001年起我國全面實施週休二日制之後，123社會性時間產

 
總會電視文化研究委員會，民國85年），頁10-12。 

122 參考表2-012。 
123 行政院令臺89人政考字第200810號，〈訂定「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行政院公報》

第6卷第42期，民國89年10月3日，頁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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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大幅變革。相應於此，為了總量管制全年休假日數，許多過去休假的國定

節日改為只紀念／慶祝而不休假。124這樣的政策在出於重視國人休閒生活品

質考量的同時，另一方面在自故有國定節日中進行休假與否的抉擇中，也就

等於是在判斷何種國定節日對於國家權力是重要的？雖然名義上仍然保

留，在國家的行事曆中依舊留下標識，但取消了休假，亦即意味著集會不易、

無法吸引民眾等等注意力遭到削弱的可能性。這使得國定節日向來因「例行

性斷裂」特質而具有的影響力，相當程度受到減低。125此外，如同在下面章

節中將陸續談到的，官方本身不再就節日場合進行高度社會動員，節日的紀

念或慶祝萎縮成為簡單的官辦儀式而造成形式化，這也影響社會群眾對節日

的感受逐漸消弭。曾有一篇報導就談到未實施週休二日前，遇有國定節日大

多放假，節日融入生活中，民眾對節日能夠琅琅上口，而現在學校裡的學生

還要去背特殊節日的日期。而官方慶典儀式的停辦或簡化，無形中也造成了

淡化。126過去藉由休假中的特別活動來增強集體記憶的國定節日，在新社會

中漸成一種非全面性的記憶載體。由於政治型態由威權走向民主，即使新的

官方掌握了這個社會框架，並且逐步進行改造，但在允許公開異論的社會

中，這並不意味著人民對於官方集體記憶的全盤接受。   

(二) 中國國民黨執政期間「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歷次修訂 

1. 農曆新年增假與婦女節、兒童節合併休假 

1990 年 2 月立法委員朱鳳芝、蕭金蘭、王素筠等五十五人獲悉行政院所 

 
124

內政部臺（89）內民字第8962562號令，〈修正「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3條、第5條條文〉，

《行政院公報》第7卷第2期，民國90年1月10日，頁76-77。 
125 薛佩玉，《臺灣1950－2004國定假日的社會學分析》（高雄市：國立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

碩士論文，民國93年12月），頁3。 
126

李俊平等，〈節慶來由教材已淡化 歷史背景學生語焉不詳精神教育式微〉，《中國時報》，民

國91年10月11日，竹苗新聞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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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紀念日及節日實施條例草案」時，針對婦女節和兒童節地位連署提案，

要求將兩項節日訂為全國性假日以示重視，而非限於婦女或兒童。該提案經

立法院決議通過後檢送行政院，內政部邀請相關部會、省市政府及工、商總

會、總工會等機關研商並參酌日本、韓國等國家皆有兒童節放假之成例，而

婦女節在外國雖有其名，卻無放假之規定。因此原有將兒童節改為全國休

假，而婦女節仍維持原規定之議。127而後考量到婦女節唯婦女放假，影響公

私機關及工商企業正常作業；而過去兒童節僅兒童放假，年幼子女安全堪慮

等爭議，最終將婦女節與兒童節合併於民族掃墓節前一日全國放假一天，以

解決現行放假方式的爭議，並使之與民族掃墓節成為連續假日。 

另外，配合此次休假日期的調整，官方又決定增加農曆新年即春節的休

假日數。根據過去辦法，春節假期為農曆除夕、正月初一、初二等共計三日，

經修正後為農曆除夕、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共四日。依官方解釋，這是因

應民間於農曆正月初二「回娘家」習俗，公教機關於正月初三上班，往往造

成民眾不便和交通堵塞，增加初三休假有利於民眾行程安排，保持良好傳統

習俗。且民間工商企業單位的春節休假係自農曆除夕至正月初四，對於工商

活動亦不影響。128 

1991 年 2 月 1 日，行政院內政部修正發布第四、五條條文，調整春節、 

婦女節及兒童節休假規定，春節增假一日，婦女節及兒童節合併休假。 129

上述修正公布後，曾數度引來外界「婦女節及兒童節合併為婦幼節」之誤解

及婦女團體抗議。例如：婦女新知基金會曾去函內政部質疑將婦女節、兒童

 
127 內政部函臺（79）內民字第775577號，〈鈞院函轉立法院決議通過該院委員朱鳳芝等五十五人

臨時提案：「請儘速宣布每年三月八日及四月四日兒童節為國定假日，全國各公私機構放假一

天」一案，謹請 鑒核。〉，《紀念日及節日條例草案案》，檔號079/B11802/23/0001/013，
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128
內政部函臺（80）內民字第898211號，〈檢送修正「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五條

總說明暨條文對照表各乙份，敬請 查照。〉，《修正紀念節日實施辦法案》，檔號

0076/B11802/19/0003/017，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129 內政部令臺（80）內民字第895069號，〈修正「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五條條文。〉，

《總統府公報》第5365號，民國80年2月6日，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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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合併為婦幼節，是不尊重婦女及兒童族群的作法。1992 年 3 月內政部函覆

婦女新知基金會，再次說明前述修正要旨以絕誤會。130 

2. 修訂臺灣光復節為全國性節日 

  過去臺灣光復節在法規上一直不是一個全國休假的節日，雖然金馬地區

實際的休假情形在九○年代以前的戰地政務時期仍有所變通，皆由戰地司令

官宣布比照放假來處理相關法規上休假範圍不涵蓋的問題，131但1992年戰地

政務隨動員戡亂時期終止而解除之際，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曾與內政部檢討金

馬地區10月25日「臺灣光復節」是否應比照「臺灣地區」放假一天，從1991

年間內政部對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的致函中可知，針對金門縣政府所詢：「『臺

灣地區』是否包括金馬地區」之疑義，公文明確指出：臺灣光復節係屬以特

定對象或地區放假的節日，同勞動節、軍人節等節日。且按其由來乃因臺、

澎兩地因馬關條約割讓日本，而抗戰勝利後為慶祝臺、澎重回祖國懷抱而

有，故以10月25日臺灣受降之日為臺灣光復節。是故該節日涵蓋範圍，係指

臺、澎地區而不包括金、馬。132不過，往後兩年金門縣仍然「援例」放假，

並表示10月25日是「金門古寧頭大捷紀念日」，也應慶祝放假一天。1995年

面對人事行政局再次致函要求金馬應照常上班，當時的金門縣長陳水在仍表

示臺澎金馬是一體的，當日縣府將舉辦自強活動，不辦公。在馬祖的連江縣

政府亦表示將比照辦理。133 

 
130

內政部函臺（81）內民字第8174981號，〈貴會八十一年三月三日婦知字第九二○○七號函誦

悉。〉，《紀念節日建議事項案》，檔號081/B11802/7/0018/001，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另在同案中亦收錄多件內政部與社會民眾或組織針對「婦幼節」一辭的釋疑書函往復，可見兩

節日合併休假的權宜作法仍易引起一般民眾誤解。 
131 本報訊，〈政院核定金馬光復節放假〉，《聯合報》民國84年10月21日，版5。 
132 內政部函臺（80）內民字第8079492號，〈關於「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四

款規定：「臺灣光復節：臺灣地區各機關學校放假」，所稱「臺灣地區」是否包括金馬地區疑

義乙案，復請 查照。〉，《修正紀念日實施辦法案》，檔號080/B11802/19/0004/005，中華

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133 李木隆，〈臺灣光復節 金門要「自強」 依規定不放假 縣府決辦自強活動〉，《聯合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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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當時的內政部部長黃昆輝對金馬地區比照臺灣放假持支持態度，

於是在該部與人事行政局協調後，於1995年10月21日內政部臺（八四）內民

字第八四八六○六○號令修正發布第五條條文，修訂臺灣光復節休假規定，

改為全國休假，而非臺灣地區休假。134官方所稱理由為：金門、馬祖雖未如

臺灣、澎湖般有割讓事實，且臺灣光復節亦為地方節日，但今日臺澎金馬皆

是政府目前管轄所及之自由地區，實為一緊密結合之生命共同體，臺灣光復

節是全國軍民同胞用鮮血寫成的節日，為向所有抗日作戰陣亡將士與死難同

胞表達最高敬意與無盡追思，因此將臺灣光復節修正為全國性節日，修正第

五條第一項為「由有關機關團體學校集會慶祝」；另修正第五條第二項第四

款為「臺灣光復節：各機關團體學校放假一日」。135 

在這個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五十週年，全世界皆有相關紀念活動舉

行的時間點上，有意思的是臺灣社會中對於相關活動的詮釋卻有兩股力量正

在拉扯。就在官方訂臺灣光復節為全國性節日，提升其歷史意義的同時；政

治立場偏向臺灣獨立的政治人士和學者們也丟出以「終戰」取代「光復」作

為1945年臺灣主權地位改變詮釋之議題，引發正反雙方論戰。136 

臺灣光復節在國定節日中還有一個特殊之處即在於，它雖列於相關法規

的「節日」項目中，但卻是一個自始即具有特定紀念對象的節日，與其他節

日如：青年節、勞動節等「附會」某紀念日意義或選定某一日期作為節日的

情況不同。從這個層面來看，臺灣光復節的性質似乎較近於有特定紀念對象

的「紀念日」。事實上，臺灣光復節在早期作為一省級節日時，官方民間就

多有「臺灣光復節」或「臺灣光復紀念日」等未經統一的稱呼。1982年它以

 
國84年10月17日，版6。 

134
內政部令臺（84）內民字第8486060號，〈修正「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五條。〉，《內政

部公報》第1卷第5期，民國84年11月16日，頁19-20。 
135 內政部函臺（84）內民字第8486030號，〈檢陳「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

案總說明及條文對照表各六十份，請 鑒核。〉，《修正紀念日實施辦法案》，檔號

084/B11802/19/0005/010，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136 參考本書第四章第三節。 



．98． 塑造黨國之民──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歷史考察 

                                                     

「臺灣光復節」為名列為國定節日後，這個名稱就形成一個既定印象。日後

在節日相關法規法制化的討論過程中，針對倡議取消光復節的反紀念派之訴

求，支持「光復」的紀念派又有將光復節改訂為「紀念日」，提升其歷史意

義之議。137 

3. 制訂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為國定紀念日 

九○年代政治風氣的變異反映在國定節日的活動與論述中，不只在於反 

對勢力對既有節日中官定意識型態的衝撞，他們也試圖爭取創造國定節日場

域，以便喚醒、強化過去長期因受官方壓抑的歷史記憶。與部分國民黨政權

故有國定節日盛況大不如前同時發生的，並且是九○年代最值得關注的國定

節日課題，是一個在實質上有礙於國民黨過去歷史論述的嶄新政治節日，─

─二二八事件紀念──，從禁忌到正視、平反、顯立的過程。對於二二八事

件歷史的重新認識，這是「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的過程中，對於

高壓統治的過往進行歷史清算、發掘真相，藉以凝聚社會集體記憶，重建政

治認同的「歷史正義」層面。在轉型正義的各種層面中，關係到真相與是非，

是其他各類正義得以進行的根本依據，可以說是最基礎的一環。138 

 
137

內政部民政司簽，〈為擬召開「紀念日及節日實施條例」草案聯席審查會乙案，簽請 鑒核。〉，

《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案》，檔號089/B11802/19/0009 010，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138 「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是指如何在由非民主政權到民主政權的轉型時期實踐正義，

因此轉型正義可以說是一種機制、手段，或是過程。狹義來看，轉型正義可以看作在民主轉型

的過程中，如何面對過去威權統治，以達到民主鞏固的目的。廣義而言，轉型正義可以視為在

經歷重大政治變動之後，如何著手政治正常化，因此並不只是民主化的課題，還包括國家在發

生革命、戰爭／內戰、或是屠殺之後，整個社會如何進行重建的挑戰。據施正鋒的整理，關於

轉型正義的功能，有：○1 確認個別責任；○2 掙脫舊體制的束縛；○3 正確記載歷史；○4 洗滌受害

者；○5 嚇阻再犯。而反對觀點則有：○1 沒有必要；○2 不可行；○3 划不來；○4 社會分裂；○5 舊勢

力反撲等各種理由與考量。人權法律學者Ruti G. Teitel在其著Transitional Justice中討論第三波

民主化國家處理舊政權不義罪愆的各種方式，她指出各國以此作為民主轉型的儀式，並探討這

些「轉型正義」與轉型後民主體制鞏固與否的密切關係。該書所稱的轉型正義包括以下層面：

○1 刑事正義；○2 歷史正義；○3 補償正義；○4 行政正義；○5 憲法正義等。參考：施正鋒，〈轉型

正義的探討──由分配到認同〉，《臺灣史學雜誌》第3期（臺北市：臺灣歷史學會，2007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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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以來的政治改革，終使臺灣告別白色恐怖，促成九○年代以來一連

串的政治平反，其中涉及層面最廣、影響最深的，無疑就是1947年的二二八

事件。二二八事件過去長期為政府官方定位為少數共黨份子及野心家等煽惑

人民的叛亂事件，在教育體制中缺乏對該事件的基礎認識，在公開討論場合

中更是無法聽到相關受難人士及其親屬、研究者等等有別於政府官定詮釋的

異聲，可以說是呈現一種表面「集體失憶」的狀態。解嚴前二二八在島內是

禁忌，在國外則向來為臺灣獨立運動團體定期紀念，在相關論述和行動中每

每被提起。139解嚴後歷經九○年代的發展，由於整個集體記憶之社會框架的

持續改變，它的歷史意義也受到重新檢視，補償／賠償、立碑、教科書改寫

等再詮釋行動從未間斷。 

  美麗島事件爆發後，1982年立法委員洪昭男首次在立法院公開質詢表

示：如果還有二二八事件受刑人，應該予以假釋。1985年立委江鵬堅要求將

二二八訂為和平日，但未獲通過。當時立法院中的質詢與提議多由黨外人士

提出，這些提議在國民黨籍立委佔絕對多數的情況下雖未獲多數支持，但卻

是平反二二八的前奏。解嚴前夕，醫界人士陳永興及黨外運動人士鄭南榕就

推動成立「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在鎮暴警察戒備下進行許多活動。日後

如民進黨、基督教長老教會、臺灣人權促進會及其他宗教團體也紛紛投入要

求平反，訂二二八為和平日。在來自民間力量的要求下，官方在初期尚持敷

衍態度，九○年代初態度轉變，在李登輝總統和行政院方面示意下組成「行

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李總統並與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在總統府談

話，聽取及回應家屬意見和要求，並邀請家屬推派代表參與二二八事件專案

小組的工作。1992年公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1995年2月28日二二八紀

 
12月），頁4、頁10-16；陳翠蓮，〈歷史正義的困境──族群議題與二二八論述〉，《國史館

學術集刊》第16期（臺北縣：國史館，2008年6月），頁181-182。二二八和平紀念日在九○年

代的制定可說是國定節日政策中「轉型正義」的先聲，不過當時這種說法並未如2007年執政黨

主導「去蔣化」時來得普遍，而且執行得亦不完全。 
139

陳翠蓮，〈歷史正義的困境──族群議題與二二八論述〉，《國史館學術集刊》第16期，頁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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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碑在臺北市新公園內落成，李登輝雖以國家元首身分公開向受難者及其家

屬道歉，但紀念碑文的定稿卻充滿爭議，造成紀念碑剛落成時「有碑無文」

的情況。同年3月23日立法院通過「二二八事件處理及補償條例」，10月7日

正式實施。雖然官方在民間要求下展開平反，但這個時期二二八受難者家屬

及民間各界仍有不滿聲音，例如：對《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未能釐清受害

原因、指明責任歸屬等；「二二八事件處理及補償條例」未能採用「賠償」

字眼等等。認為這是國民黨不負責沒誠意的表現。140 

  關於二二八制訂為和平紀念日的落實，1995年4月總統公布「二二八事

件處理及補償條例」，條文中載明：「政府應於紀念碑建成屆紀念日時，舉行

落成儀式，敦請總統或請相關首長發表重要談話。定每年二月二十八日為『和

平紀念日』，為國定紀念日，不放假。本事件之紀念活動，由紀念基金會籌

辦之。」1411995年10月5日內政部修正發布第二、三條條文，規定「紀念日」

項目增訂和平紀念日（2月28日），只紀念不休假。142該次修正是依照1995年

4月7日制定公布的「二二八事件處理及補償條例」中的第四條第二項：「定

每年二月二十八日為『和平紀念日』，為國定紀念日，不放假。」及第三項：

「本事件之紀念活動，由紀念基金會籌辦之。」等規定而進行修正。修正內

容為：○1 增列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為「和平紀念日：二月二十八日」；○2 增

列第三條第二款為「和平紀念日：由有關機關、團體集會紀念」。 彼項條

文修正公布後，旋因內政部發現該辦法中原有款項未配合作次序上的調整，

143

 
140 參考：張炎憲，〈二二八平反運動與其歷史意義〉，收入楊振隆（編），《二二八事件60週年

國際學術研討會－人權與轉型正義學術論文集－》（臺北市：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念基金

會，2007年12月），頁454-470。 
141 總統令華總（1）義字第1986號，〈茲制定二二八事件處理及補償條例，公布之。〉，《總統

府公報》第6004號，民國84年4月7日，頁1-2。 
142 內政部令臺（84）內民字第8985872號，〈修正「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三條。〉，

《內政部公報》第1卷第4期，民國84年10月16日，頁5-7。 
143 內政部函臺（84）內民字第8479928號，〈檢陳「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三條條

文修正草案總說明及條文對照表各六十份，請 鑒核。〉，《修正紀念日實施辦法案》，檔號

084/B11802/19/0005/001，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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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又於同年以臺（八四）內民字第八四八六○六○號令發布一次修正。145 

  1997 年 2 月 25 日立法院施明德等五十名委員提案修正「二二八事件處

理及補償條例」第四條第二項條文中「不放假」的規定為「放假」，理由為：

「二二八事件是臺灣歷史上不幸事件，造成臺灣族群對立、民主遲滯，菁英

份子幾無倖存。解嚴後歷經朝野人民之反省，凝聚出對此事件做出恢復正義

處置之共識。李登輝總統於 1992 年出席『二二八紀念音樂會』，表達國家元

首對此事件之反省；1995 年立院亦通過相關條例，以實際立法行動促使政府

負起賠償責任。然該條例公佈實行至今雖有年餘，然為符合最初立法精神，

正視政府所犯歷史錯誤，在族群和解前提下，應將『二二八和平紀念日』改

為國定假日，用以省思、緬懷並為國家和平努力。」該修正草案同日在立法

院三讀通過，並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八六○○○五二○八○號令公布。

146內政部即配合「二二八事件處理及補償條例」第四條第二項條文：「定每

年二月二十八日為『和平紀念日』，為國定紀念日，應予放假。」之修正，147

迅速回應於 2 月 27 日修正發布「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三條第二款為

「和平紀念日：由有關機關、團體集會紀念，放假一日。」 148使二二八和平

紀念日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國定假日。 

 
144 內政部函臺（85）內民字第8575705號，〈檢陳「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

案總說明及條文對照表各六十份，請 鑒核。〉，《修正紀念日實施辦法案》，檔號

084/B11802/19/0005/014，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145 內政部令臺（84）內民字第8486060號，〈修正「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5條〉，《內政部

公報》第1卷第5期，民國84年11月16日，頁19-20。 
146

院會紀錄，〈[ 本院委員施明德等五十人，擬具『二二八事件處理及補償條例第四條條文修正

草案』案〉，《立法院公報》第86卷第4期，民國86年3月1日，頁165-166；總統令華總（1）
義字第8600052080號，〈茲修正二二八事件處理及補償條例第四條條文，公布之。〉，《總統

府公報》第6139號，民國86年2月25日，頁1。 
147 內政部函臺（86）內民字第8674249號，〈檢陳「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

案總說明及條文對照表各六十份，請 鑒核。〉，《修正紀念日實施辦法案》，檔號

0085/B11802/19/0006/005，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148 內政部令臺（86）內民字第8676875號，〈修正「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三條。〉，《內

政部公報》第2卷第9期，民國86年3月16日，頁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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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制訂二二八和平紀念日為起點，二二八事件紀念從過去的禁忌發展成

為日後政治人物必定要慎重發表談話的國定節日場合。將這段時期幾件注目

的節日事件合而觀之，意味的即是臺灣社會中本土意識的抬頭，容許從一個

比較偏向以臺灣為主體的觀點，重新拼湊、建構塵封已久的歷史記憶。也因

此，二二八事件被制定成為一個國定節日，絕對不只是二二八單一事件的平

反，也代表著臺灣公共社會的空氣已更進一步容許過去黨國威權體制下不容

許出現的異議，或是被奉為牢不可破的真理得以重新被審視。2000 年政權輪

替後，過去在臺北市市長任內曾將新公園改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成立臺北

市二二八紀念館、在二二八正式訂為國定假日前就率先宣佈臺北市於二二八

當天放假的陳水扁，在就任總統後繼續推動相關史料的公開出版、釐清責任

及設立國家級二二八紀念館等工作。149在民進黨執政期間，立法院通過了將

「二二八事件處理及補償條例」修改為「二二八事件處理及賠償條例」，由總

統於 2007 年 3 月 21 日明令公布，條文中繼續維持了「二二八和平紀念日為

國定紀念日，應予放假。」的規定。150 

  然而，制定一個二二八和平紀念日決不等於一個歷史問題真正得到平反

解決或社會共識，如下文所述，主事者曾以週休二日、工時考量等因，數度

討論取消二二八和平紀念日休假規定，在民進黨執政後的保留下才繼續維

持。而二二八事件的歷史詮釋仍是未解的課題，國民黨方面並不願意將事件

責任徹底地追究到黨本身或蔣中正個人，民進黨對此議題的操作則每每被質

疑是政治利益考量，其中存在著的「外省人原罪論」等族群議題，更使得族

群和諧大義下的歷史正義追求顯得困難重重。151 

 
149

張炎憲，〈二二八平反運動與其歷史意義〉，頁470-471。 
150 總統令華總一義字第09600035261號，〈將「二二八事件處理及補償條例」名稱修正為「二二

八事件處理及賠償條例」，並修正全文。〉，《總統府公報》第6736號，民國96年3月21日，

頁86-89。 
151

陳翠蓮，〈歷史正義的困境──族群議題與二二八論述〉，《國史館學術集刊》第16期，頁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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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合「每月二次週休二日制」的法源調整 

我國國定節日太多，尤其是政治性國定節日又比其他國家更多，這些國 

定節日許多是威權時代所訂定的，隨著時代的變遷，相關活動已越來越流於

儀式性和程序性，一般民眾或許只關心是否有假可放，而未必瞭解放假的意

義。在社會要求週休二日的聲音越來越高的情況下，輿論亦有企盼官方減少

國定節日休假，使假日正常化之建議。152 

早在 1990 年 4 月立法院方面就有王天競等十二名委員連署提案表示：目 

前國定假日不集中於週末，且國定假日雖然放假，但仍有多數公務人員及學

生需參加集會或慶祝等活動，無法享受放假之意義。故為使大多數民眾能有

連續假日著想，及為將來實施一週上班五天制舖路，所以建議行政院規定國

定假日繼續上班，將放假時間延至連續二個週末。153 

而這項改革的付諸實行，是緣自 1997 年每月二次週休二日制度的試行。

1997 年 10 月 18 日行政院及考試院發布的「公務人員每月二次週休二日實施

計畫」中要求：○1 內政部「調移開國紀念日次日、和平紀念日、革命先烈紀

念日、婦女節及兒童節合併假期、孔子誕辰紀念日、臺灣光復節、先總統蔣

公誕辰紀念日、行憲紀念日等放假日至週末，採每月二次週休二日」配合修

正相關法源依據；○2 法務部提案修正「二二八事件處理及補償條例」中和平

紀念日放假規定為得調移放假，並建請立法院優先完成修法，以便自 1998

年 1 月 1 日起實施。 同年內政部配合進行修正，其修正草案總說明如下：154

 
152 董孟郎，〈假日正常化 正本清源〉，《中國時報》民國86年2月26日，版2。 
153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函79局參字第19529號，〈立法院第一屆第八十五會期第廿四次會議臨時提案

有關事宜，經簽奉批示：「請內政部、人事局留用參考」，茲檢附原簽（含附件）影本一份，

請 查照卓參。〉，《紀念日及節日條例草案案》，檔號079/B11802/23/0001/030，中華民國

行政院內政部藏。 
154 行政院／考試院函臺86人政考字第054492號／86考臺組貳一字第06728號，〈函送「公務人員

每月二次週休二日實施計畫」一份，請查照並轉行知照。〉，《行政院公報》第3卷第44期，

民國86年10月29日，頁15-18；臺灣省政府函86府人三字第103133號，〈轉發「行政院／考試

院會同發布「公務人員每月二次週休二日實施計畫」（附後），請查照轉知。〉，《臺灣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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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政府服務效能及適應週休二日制要求，配合「公務人員每月二次週休

二日實施計畫，並參酌實際作業，為使相關主管機關調移放假有法源依據，

增訂「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五條之一為「紀念日及節日之放假日，得

由行政院所屬中央各業務主管機關調移並公告之。」 同年 12 月 30 日正式

發布增訂第五條之一條文，規定：「紀念日及節日之休假日，得由行政院所

屬中央各業務主管機關調移並公告之。」   

155

156

值得注意的是，原定在調移之列的行憲紀念日和二二八紀念日都在行政

院以「為資適法及彰顯我國制度開放及民主憲政之成果，並回應民眾需求」

由調移放假改為當日放假。157二二八紀念日是因相關法律規定而必須休假，

而行憲紀念日實際上是安撫民間社會因失去耶誕節狂歡機會而抗議的舉

措，這也影響到後來佛誕日和道教節的發起、制定。 

5. 集會紀念慶祝規定的取消 

1997 年 4 月中樞紀念蔣公逝世儀式中，蔣家家屬只有第三代媳婦蔣徐乃 

錦到場，官員出席率也不佳。前者反映出蔣家目前在臺灣男丁凋零且第四代 

多旅居海外的狀況；後者則主因碰上連續假期和清明節，許多官員及民意代 

表都請假返鄉掃墓或拜訪基層，以致於出席零落。有媒體評論此次冷清場面 

雖令人不禁喟歎，但隨著社會民主開放，過去威權時代所遺留下來的「儀式 

文化」也勢必調整，這無關是非對錯的問題，只是一種在時代文化下的選 

 
府公報》86年冬字第36期，民國86年11月19日，頁44-47。 

155 內政部令臺（86）內民字第8606827號，〈增訂「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五條之一。〉，

《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案》，檔號0087/B11802/19/0007/001，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156 內政部令臺（86）內民字第8606827號，〈增訂「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五條之一。〉，

《行政院公報》第4卷第1期，民國87年1月7日，頁17。 
157 臺灣省政府函臺87府人三字第89857號，〈和平紀念日（二月二十八日）及行憲紀念日（十二

月二十五日）均改為當日放假，請查照轉知。〉，《臺灣省政府公報》87年冬字第20期，民國

87年10月28日，頁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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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158而官方日後的政策調整，也呼應了社會輿論的期待。 

1997 年 11 月總統府去函行政院，旨為：過去每逢清明總統府皆依據「紀 

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辦理紀念先總統 蔣公逝世集會，會後並赴慈湖謁

陵。日前內政部已研議減少國定假日集會次數，而先總統 蔣公逝世紀念日

訂於民族掃墓節舉行，對人員參與紀念會出席率及返鄉祭祖皆有影響，似可

研究將紀念會和謁陵合併辦理，予以簡化。且國父逝世後亦僅舉行十六年次

紀念會，後據國民政府在民國 31 年 3 月 5 日渝文字第二九七號訓令停止舉

行。建議行政院研商決定。此案由行政院內政部與人事行政局研商後，認為

紀念集會和謁陵目的一致，如能兼顧紀念意義並提高參與度且達簡約效果，

則兩項活動的合併應屬可行。 159 應說明的是，內政部在此階段僅就先總統 

蔣公逝世紀念日紀念方式合併一事作出見解，但相關辦法尚未進行修正。 

上述意見由行政院函轉府方後，1998 年 3 月總統府秘書長黃昆輝再函行

政院，再度重申前述要旨表示：紀念蔣公逝世的集會與謁陵兩項活動至 1997

年為止已舉行第二十二年次，依行政院方面意見似宜簡約辦理，而當日紀念

活動究應合併？或以其他方式紀念？請主管單位研修「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

法」後再予實施。160同年內政部和人事行政局再行研議之結果，以「現今紀

念日、節日紀念、慶祝方式，係以集會紀念、慶祝為主，唯因目前社會環境

變遷，日趨多元化，紀念及慶祝活動似不復侷限於集會方式，宜採多樣化方

式紀念，為因應社會潮流和事實需要。」等由修正：○1 第三條第一、二、五、

六款「紀念會」、「集會紀念」修正為「紀念活動」；○2 第五條第一項中「集

 
158

張慧英，〈儀式文化 可以休矣〉，《中國時報》民國86年4月6日，版2。 
159

內政部函臺（86）內民字第8606543號，〈奉 行政院交下有關 總統府秘書長函為「中華民國

各界紀念先總統 蔣公逝世紀念」擬與恭謁光總統 蔣公陵寢合併舉行，由本部會商 貴局研

處一案，請 貴局惠示卓見，請 查照。〉，《總統 蔣公逝世紀念日案》，檔號

0065/B11802/12/0001/008，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160 內政部函臺（87）內民字第8703443號，〈關於總統府秘書長函請研修「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

法」第三條第五款：先總統 蔣公逝世紀念日紀念方式一案，奉行政院函示會同相關機關研處

具復，謹請惠示卓見，俾憑研復，請 查照。〉，《總統 蔣公逝世紀念日案》，檔號

0065/B11802/12/0001/012，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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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慶祝」修正為「舉行慶祝活動」。 同年 10 月正式發布。161 162 

  此次修正等於是在行政命令上宣告過去慣以集會方式紀念或慶祝節日

的時代結束，蓋過去中樞每於重要國定紀念日舉行紀念，而社會民眾更是在

「中華民國各界」的種種形式名義之下，被所屬單位動員參與紀念節日大會，

從某種角度而言，過去國定節日的休假除卻突顯重要性外，也可說休假是為

政治集會而存在，而非為了休閒娛樂。1997 年報載公務人員於蔣公逝世紀念

時出席率差，反映政治、社會風氣與國家、民俗關係的改變，此次修正就相

關法規層面而言也象徵著官方在社會控制下的一種解放。 

6. 制訂宗教節日為國定節日 

  除了政治性節日中的爭議與平反，九○年代另有一個值得討論的國定節

日變貌，那就是宗教性節日增列為國定節日。過去，由於中華民國的行憲紀

念日與西方的耶誕節同為 12 月 25 日，受到西方節慶及商業文化影響，臺灣

大眾多有在行憲紀念休假日進行耶誕慶祝活動的習慣，1999 年年初佛教界為

爭取佛陀誕辰休假，組成「佛誕慈悲日放假促進會籌備會」，喊出「佛誕耶

誕，統統放假；行憲紀念，不必放假！」口號。知名佛教團體佛光山也表示：

三十餘年前佛教曾向政府提出佛誕放假之議，但一直被擱置，而耶誕節卻得

以藉行憲紀念日名義休假，1998 年試行每月二次週休二日制之後，12 月 25

日原本取消放假，人事行政局卻以「順應國際潮流」為由臨時增訂為假日。

對此，人事行政局則回覆以修訂國定假日權責在內政部，表示該部門只有將

節日是否配合週休二日而調移放假的權限，去年 12 月 25 日之所以放假，是

因為行憲紀念日且我國實施民主憲政成果傲人，再加上民意調查有 70 至 80%

 
161 內政部函臺（87）內民字第8793090號，〈檢陳「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三條及第五條修

正條文總說明及條文對照表各乙份，敬請 鑒核。〉，《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案》，檔號

087/B11802/19/0007/002，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162

內政部令臺（87）內民字第8706459號，〈修正「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3條、第5條。〉，

《內政部公報》第4卷第5期，民國87年11月16日，頁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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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眾希望調移放假，才放假一天。並聲明我國是宗教自由的國家，沒有宗

教性節日。163 

儘管如此，佛教團體的訴求最終卻獲得國民黨支持，在立法院和內政

部、人事行政局協商後確定了將佛誕日定為國定節日的方向。1641999 年 8 月，

李登輝前往高雄佛光山向星雲法師祝壽時，宣布將訂佛誕日為國定節日。165

緊接著在 10 月 27 日，內政部正式修訂相關辦法增訂佛陀誕辰紀念日（農曆

4 月 8 日）為國定紀念日，但休假則併至 5 月第二個星期日。166官方所持理

由是：佛誕日日期農曆 4 月 8 日經換算係為國曆 5 月，鑒於佛教發揚佛陀慈

悲精神與母親節表彰母親的慈愛光輝，意義內涵一致，故將佛誕日之放假日

期調移至五月第二個星期日（即母親節）。 167形式如此，但實際上則等同不

為該節日另外休假，而是有關團體得舉行紀念活動的國定節日。 

  無獨有偶，同樣具有影響力的道教團體也開始爭取在國定節日增列道教

節。168中華民國道教會幹部們曾拜會即將參選總統的副總統連戰，除了表達

支持，也希望連戰支持「道教節」的設立，得到連戰口頭允諾。169道教團體

於 2000 年農曆正月初一聯合舉辦活動，擴大慶祝道教節，並呼籲行政院儘

速將道教節訂為國定假日。他們表示，該天原本就是道教的「天臘日」，具

有重要意義。在不影響工商界生產力的前提下，道教團體建議將道教節定於

農曆春節正月初一。170同樣在立委等政治人物的運作下，內政部亦予以肯定

 
163

梁玉芳、王雪美，〈佛教界連署 爭取佛誕日放假〉，《聯合報》，民國88年2月23日，版6。 
164 陳素玲，〈佛誕節將訂為國定紀念日 併同母親節放假 最快明年開始實施〉，《聯合報》，民

國88年6月2日，版1。 
165

王紀青、邱英明，〈合併母親節放假 佛誕日訂為國定假日〉，《聯合報》，民國88年9月1日，版6。 
166 內政部令臺（88）內民字第8897074號，〈修正「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2條、第3條〉，

《行政院公報》第5卷第43期，民國88年10月27日，頁24-25。 
167 內政部函臺（88）內民字第8885332號，〈檢陳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三條修正草

案總說明及條文對照表各六十份，請 鑒核。〉，《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案》，檔號

0088/B11802/19/0008/003，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168

林松青，〈道教也爭取訂道教節〉，《聯合報》，民國88年9月1日，版6。 
169 劉英純，〈信徒拜會連戰催生道教節〉，《中國時報》民國88年11月23日，北部地方版18。 
170 梁欣怡，〈初一 將鳴鐘擂鼓迎千禧金龍 道教團體爭取以天臘日為道教節〉，《民生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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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依佛誕日調移休假的模式於 2000 年 2 月 3 日宣布將道教節列為國定

一般節日，休假日併入農曆春節正月初一。171官方所持理由為：基於道教係

本土性之宗教，與佛教同為臺灣地區信徒最多的宗教之一，故有訂定道教節

之必要。鑑於農曆 1 月 1 日為道教五腊之首，即天腊日，為道教祭神之日，

且為元始天尊之誕辰，當日逢春節假期，民眾於是日禮神祭祖，拜廟互祝，

以農曆 1 月 1 日訂為道教節，即符合道教之儀節，亦適逢春節假期，不但方

便道教界慶祝、祭祀，同時不影響民間生產力，堪稱允當。172 

佛誕日與道教節列入國定節日中，反應出解嚴以來臺灣在政治及社會各

方面的開放之下，使得政治勢力以外的社會團體也可以彼此串連，爭取發言

空間。九○年代以降，政權的正當性基礎逐漸解放到人民手中，政權無法再

如同過去般設計高壓封閉的參與規則來限制人民權力，為了爭取人民的選票

支持，「討好群眾」成為政治人物和一般民眾互動的一種模式。佛道兩教在

臺灣擁有廣大信眾，執政官方將宗教性節日納入國定節日中，正如當時已有

許多宗教學者指出的，這種舉措不無出自選舉考量的可能。173 

就執政官方而言，將宗教節日納入國定節日中，形式上照顧到了宗教團

體們的要求，有助於提升他們自我的凝聚力及對政權的認同感；另外在實質

上又以調移放假的設計，考慮到國家經濟競爭力的維持與工商界對工時錙銖

計較的態度；至於一般無宗教信仰的大眾則一如往常渡過自己的週末。民主

化時代，政治、宗教、工商、民眾各取所需，互不相犯，國定節日不再是過

去由政治權力強力控制、運作的工具，而是呈現形式化的趨勢。另外，從官

方對兩個節日日期及休假調整的說明來看，可知在官方詮釋節日意義的背

 
國89年2月3日，版3。 

171  內政部令臺(89)內民字第8972185號，〈修正「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 5條條文。〉，《行

政院公報》第6卷第7期，民國89年2月16日，頁28。 
172 內政部函臺（89）內民字第8976176號，〈檢陳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五條修正草案總說明

及 條 文 對 照 表 各 六 十 份 ， 請 鑒 核 。 〉 ， 《 紀 念 日 及 節 日 實 施 辦 法 案 》 ， 檔 號

0088/B11802/19/0008/007，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173 梁玉芳，〈宗教學者：選舉當前無奇不有〉，《聯合報》，民國88年9月1日，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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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時常有一個現實考量在彼此協調。他們在考量休假與否、日期真確等問

題時，不單只是對於歷史真實和意義的執著，也要顧慮到實際需要與限制，

其後再依這個需要或限制來調整節日的官方詮釋。 

另外一點較有意思的差別是，同為國定節日，但佛教節日被歸於「紀念

日」而道教節日則是「節日」。這種差異應是兩派團體自始設定目標不同所

致，蓋佛教團體的訴求是設立佛陀誕辰為紀念日，有明確的紀念對象；而道

教團體則未以特定教主或神祇誕辰為念，只選擇農曆正月初一的天腊日這個

道教節日之一作為道教節「附會」的對象。和現行其他國定節日分類方式比

較的話，「紀念日」皆有歷史人物或事件等特定紀念對象，而「節日」除臺

灣光復節外則多無此一特質。 

(三) 民主進步黨執政期間「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歷次修訂  

1. 配合週休二日制實施的調整 

  2000 年 7 月 19 日陳水扁總統以華總一字第八九○○一七七七二○號令

修正公布之「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一條明定自 2001 年 1 月 1 日起公務員週

休二日，174同年 10 月 3 日行政院及考試院令訂定「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

辦法」自 2001 年 1 月 1 日起實施，原「公務人員每月二次週休二日實施計

畫」自前者實施日起停止適用。175且立法院於 2000 年 6 月 30 日三讀修正通

過前開修正案時，並通過加速研擬「紀念日及節日實施條例」將國定節日相

 
174 總統令華總1義字第8900177720號，〈修正「公務員服務法」第11條條文〉，《總統府公報》

第6349號，民國89年07月19日，頁11。 
175 行政院／考試院令臺89人政考字第200810號／89考臺組貳一字第09025號，〈訂定「公務人員

週休二日實施辦法」。〉，《行政院公報》第6卷第42期，民國89年10月18日，頁23-24；行政

院／考試院令臺90人政考字第200185號／考臺組貳一字第0900002920號，〈「『公務人員每月

二次週休二日實施計畫』停止適用。」〉，《行政院公報》第7卷第20期，民國90年5月23日，

頁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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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辦法提升至法律位階，配合週休二日制全面實施調整現行國定節日，保留

現有之民俗節日，部分紀念日改為只紀念不放假，以為配套措施之附帶決

議。176 

但內政部方面辦理研訂之「紀念日及節日實施條例」作業已簽報暫予擱

置而未能即時配合，因此以修正「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作為因應。該次

修正除民俗節日外，大幅刪除了紀念日及節日原有的休假規定。在「紀念日」

方面：除開國紀念日由休假兩天改為一天，和平紀念日及國慶日休假一天

外，177其餘均明令只紀念不休假。在節日方面除勞動節及軍人節各依規定休

假外，其餘均不休假。178該案於呈報行政院核定後，內政部於同年 12 月 30

日以臺（八九）內民字第八九六二五六二號令發布修正條文，如上所述修改

了部份紀念日及節日紀念及慶祝方式。「紀念日」除中華民國開國紀念日、

國慶日、和平紀念日外，均不休假；「節日」除勞動節和軍人節依特別規定

休假外，其餘均不休假。179 

開國紀念日、國慶日及二二八紀念日在這項改革後成為唯一休假的政治

性節日。節日中民俗與官方的相對位置明顯在法令上產生轉換，許多政治性

節日從過去威權時代的絕對高度，退化到目前僅具形式意義的紀念功能，除

了開國紀念與國慶兩項具有最高紀念意義的官方節日外，其餘政治性節日都

因休假權益的取消而徹底形式化了。休假的社會功能從過去的政治灌輸，回

 
176

內政部函臺（89）內民字第8962494號，〈檢陳「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三條、第五條修正

草案總說明及條文對照表各六十份，請 鑒核。〉，《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案》，檔號

089/B11802/19/0010/002，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177 但該項草案總說明中仍保留和平紀念日未來廢除休假規定的空間。蓋當時官方對於國定節日規

定的法制化中，有刪除「二二八事件處理及補償條例」中「和平紀念日休假一日」規定之議，

因此內政部在該草案總說明中擬具甲、乙案，保留在立法院修法作業完成後，刪除和平紀念日

休假規定的空間。 
178 內政部函臺（89）內民字第8962494號，〈檢陳「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三條、第五條修

正草案總說明及條文對照表各六十份，請 鑒核。〉，《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案》，檔號

089/B11802/19/0010/002，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179

內政部令臺（89）內民字第8962562號，〈修正「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3條、第5條條文〉，

《行政院公報》第7卷第2期，民國90年1月10日，頁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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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到常民休息的純樸面貌。當然，統治階層的影響力還是在的，以法令權力

提升民俗、壓抑政治這個行為本身就證明了這點。我們只能說這個控制在新

時代中較為鬆弛，當然不能說它完全消失。 

此外，應該注意的是二二八和平紀念日之所以能維持休假是緣於「二二

八事件處理及補償條例」的明文規定，在 2000 年政權輪替前後的修訂及法

制化討論過程中，官方曾有為推行週休二日制將二二八紀念日取消休假、或

當日休假於週六補行上班之議，180但由於該事事涉相關條文的修正，在民進

黨執政期間朝野雙方缺乏共識的情況下，二二八紀念日還是在由民進黨政權

主導的行政命令層級實施辦法中維持休假。181二二八這個符號從過去的政治

禁忌，經過九○年代平反及民進黨政權的絕對重視，成為當今少數仍為鎂光

燈焦點的政治性節日之一。 

2. 以臺灣主體意識訂立新國定紀念日 

在國家認同等政治理念本質上與國民黨相異的民進黨，在國民黨所主導 

建構的政治體制下獲得執政權力，上臺以後他們對於過去充滿黨國意識的國

定節日之態度，在執政初期偏向節事活動的顛覆，在 2004 年政權連任後便

開始推動國定節日的廢立。在新增方面，民進黨政權至 2008 年結束執政為

止一共訂立反侵略日、解嚴紀念日和臺灣聯合國日等三個國定紀念日。 

2006 年 3 月 9 日內政部修正發布第二、三條條文，「紀念日」增訂反侵

略日（3 月 14 日），只紀念不休假。182關於此一節日的緣起，是因 2005 年 3

 
180

行政院／考試院令臺90人政考字第200747號／考臺組貳一字第0900007543號，〈修正「公務人

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第三條、第十一條條文。〉，《行政院公報》第7卷第43期，民國90年
10月31日，頁6-7。 

181
行政院／考試院令院授人考字第0910200140號／考臺組貳一字第0910001577號，〈修正「公務

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第三條條文。〉，《行政院公報》第8卷第9期，民國91年3月6日，頁

6-7；林淑玲，〈急轉彎 228放假不補班〉，《中國時報》民國91年2月22日；林淑玲，〈放

假獨鍾二二八 政院自打嘴巴〉，《中國時報》民國91年3月1日。 
182 內政部令臺內民字第0950045320號，〈修正「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三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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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4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對臺灣通過「反分裂國家

法」，意在藉法理恫嚇臺灣內部的臺灣主體意識。同年 3 月 26 日，由民進黨、

臺灣團結聯盟及其他民間社團聯合發起「三二六護臺灣大遊行」，展現對於

「反分裂法」的反對立場，陳水扁總統並親臨現場發表談話。同年，民進黨

及臺聯等獨派政黨發起將 3 月 14 日定為「反侵略日」183，隔年內政部正式

增訂此一紀念日，亦是民進黨政府上臺後制定的第一個國定紀念日。 

  2007 年為紀念解嚴二十週年，同年 7 月 11 日內政部修正發布第二、三

條條文，「紀念日」增訂解嚴紀念日（7 月 15 日），只紀念不休假，184是民進

黨政權制定的第二個國定紀念日。主事官員針對「解嚴紀念日」與「反侵略

日」這兩個由該政權制定的新國定紀念日指出：這兩個紀念日一是凸顯中國

對臺政治軍事威脅打壓，一是象徵臺灣從威權走向民主自由，足以形成強烈

的對比。185在首次紀念的系列活動中，陳水扁表示：臺灣人在戒嚴時失去集

會、言論、新聞甚至返鄉的自由，解除戒嚴是改正過去三十八年的歷史錯誤，

是人民的基本要求和權利，絕對不是任何人的「德政」和「恩賜」。過去二

十年的民主成就，沒有一項是偶然的，都是偉大的臺灣人民和民主前輩犧牲

奉獻的成果。186民進黨政權在新創的國定節日中，重溫了符合自我正面價值

的集體記憶，在野的國民黨面對解嚴紀念則依然爭取詮釋權，將蔣經國宣布

解嚴視作「德政」，試圖在這段歷史記憶中尋求自我定位。 187無論兩黨的節

日論述是出於一種歷史反省抑或是現實政治考量，在民主化年代裡，想鞏固

在臺灣社會立足的正當性基礎，其歷史詮釋似乎都不能再將臺灣排除在外或

 
《行政院公報》第12卷第47期，民國95年3月14日，頁8623-8624。 

183 蔡惠萍、何明國，〈泛綠提議：314訂反侵略日〉，《聯合報》民國94年3月16日，版A3；黃維

助、李欣芳，〈上街 民進黨下最高動員令〉，《自由時報》2005年3月16日。 
184 內政部令臺內民字第0960110433號，〈修正「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三條條文。〉，

《行政院公報》第13卷第132期，民國96年7月13日，頁21543-21544。 
185 羅添斌，〈政院訂7．15為解嚴紀念日〉，《自由時報》2007年6月20日，。 
186 彭顯鈞、王貝林，〈扁：有人妄想奪政權重回戒嚴〉，《自由時報》2007年7月15日。 
187

社論，〈國民黨到底是紀念解嚴抑或懷念戒嚴？〉，《自由時報》2007年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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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角落。 

2007年由民進黨政權主導推動「以臺灣名義加入聯合國」公投連署運

動，「臺灣加入聯合國大聯盟」向內政部建請政府將每年10月24日（聯合國

憲章生效日）訂為「臺灣聯合國日」，以喚起國人共同投入臺灣加入聯合國

運動，也提醒聯合國正視尚未接納臺灣為會員國，已嚴重違反成立宗旨和會

員普遍化原則。 188內政部接納其案，同年10月3日以「喚醒臺灣民眾重視、

關注聯合國，共同投入臺灣加入聯合國運動，並提醒聯合國正視尚未接納臺

灣為會員國問題。」等由，再令訂立「臺灣聯合國日」為民進黨上臺後所定

第三個「只紀念不休假」的國定紀念日。189陳總統和呂秀蓮副總統於10月25

日參觀相關活動時指出，中華民國的聯合國席位已被中國取代，又批評蔣經

國主政期間政府沒採取返聯行動，而臺灣退出聯合國等國際組織，對臺灣不

只有政治上影響，還有經濟民生上的，而這都是蔣家父子造成的。呂秀蓮則

於公開談話中指10月25日是「中華民國失聯合國日」。 190兩人在10月25日當

天仍然關注聯合國話題，對於臺灣光復節的歷史意義則無所著墨。 

  民進黨政權所制定的三個國定紀念日，意在突顯臺灣主體性。然而時代

已和過去不同，雖然這些紀念日以名義留存在法令中，相關團體也舉辦紀念

活動，但是作為不休假又不動員、不強迫集會的國定紀念日，所能發揮的政

治宣傳效果相對過去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則較為有限。 

3. 以「轉型正義」為名廢除先總統 蔣公誕辰／逝世紀念日 

  過去國民黨政權對蔣中正極盡神化之能事，解嚴以後過去白色恐怖時代

 
188 范正祥，〈10.24訂聯合國日 內政部允納提案〉，《自由時報》2007年9月16日。 
189 〈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三條修正總說明〉（民國96年10月3日），參考：內政部

民政司網站http://www.moi.gov.tw/dca/law.asp?cls_id=13（資料取得時間：2007年10月16日）； 
內政部令臺內民字第0960155673號，〈修正「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2條、第3條條文。〉，

《行政院公報》第13卷第191期，民國96年10月8日，頁30733-30734。 
190 邱燕玲、黃其豪，〈入聯 扁：爭新的臺灣位子〉，《自由時報》2007年10月26日。 

http://www.moi.gov.tw/dca/law.asp?cls_i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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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其政權迫害之受難者的聲音一一被聽見，蔣中正在當時對政治異議份子

的打壓甚至透過行政干預司法的手段以遂其目的，這些「偉大領袖的另一面」

也透過各種錄有受害者控拆、記述的口述歷史、私人日記等問世而曝光。 

  民進黨政權執政後期，「轉型正義」成為該政權時常宣稱的目標之一。

2004年民進黨執政連任後，在執政後期大舉推動中正紀念堂改名和關閉慈湖

蔣公陵寢、各地蔣中正銅像等等「去蔣化」運動，對昔日舊政權的政治認同

象徵展開批判、檢討，廢止、改訂國定節日之動向也在其中。政治節日是由

執政者所創造的，在時代需要發生轉變，或是政治權力更替的情況之下，政

治節日一旦失去了它的運作目的，其存在基礎就會面臨種種質疑，以致於發

生鬆動。2007年先總統蔣公逝世紀念期間，民進黨黨主席游錫堃拋出同時廢

除先總統蔣公「誕辰」和「逝世」兩紀念日的議題，認為節日的官方規定目

前只要透過行政命令來制定即可，這是推動「轉型正義」最立即可行的作法。

191相對於此，在野的國民黨則發起一系列「護蔣」運動來反制。紀念與政治

之間解不開的關係，在總統選戰日益逼近的氣氛中再次被突顯。 

同年8月29日內政部正式廢除先總統蔣公誕辰及逝世紀念日。 192行政院

發言人謝志偉表示：所謂「救世主」、「救星」神話，只有在獨裁者統治的戒

嚴時代，才有可能出現。臺灣從戒嚴走向解嚴，是「除魅」193的工作，廢除

蔣公紀念日等轉型正義是臺灣版除魅之一。內政部長李逸洋則表示：世界各

民主國家，除非是開國元勳，或對國家有重大貢獻，沒有一個卸任總統的誕

辰及逝世都設紀念日，如果訂為紀念日強迫全民尊崇，才是威權意識型態。

他並聲明內政部沒有廢除國父誕辰之意。此舉引發國民黨反彈。國民黨籍立

 
191

黃雅詩等，〈游卯勁去蔣 要取消兩紀念日〉，《聯合報》，民國96年4月1日，版A10。 
192 內政部令臺內民字第0960131407號，〈修正「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三條條文〉，

《行政院公報》第13卷第168期，民國96年9月3日，頁27485-27486。 
193 「除魅」原為德國社會學者Max Weber提出的概念，其主要意涵為：人們以科學解釋事件發生

之原因，不再訴諸神靈啟示等神秘力量的世界圖像轉換，以理性啟蒙去除蒙味，宗教去神聖化、

世俗化等等。參考：邱凱莉，《除魅與復魅的歷史探討與宗教學考察》（臺北市：臺灣神學院

道學碩士論文，2007年6月），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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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郭素春批評民進黨只會搞意識型態，目的在掩蓋執政無能。194國民黨立院

黨團並揚言在新會期開議後優先審議行政院所送「紀念日暨節日實施條例」

草案，讓紀念日和節日法制化，避免日後再遭民進黨意識型態操弄。身為蔣

家後代的立委蔣孝嚴認為蔣公對臺灣有貢獻，卻遭民進黨政府扭曲、操弄，

簡直荒唐到極點。195 

事實上，有關蔣中正個人紀念日的重新檢討，早在1990年即有立法委員

提出。這項提案是由劉文雄、戴振耀、黃天生、盧修一、邱連輝、魏耀乾及

陳水扁等十一人提出，說明中稱日前行政院決定將兒童節訂為國定假日對人

倫有其助益，但工商企業卻迭有反彈。作為其解決之道，行政單位可考慮廢

除先總統蔣公誕辰紀念日，理由如下：○1 我國已逝元首有兩位姓蔣，為免混

淆，所謂「蔣公誕辰紀念日」應予正名；○2 現行紀念日中與偉人相關的假日

有孫中山與蔣中正之生日，前者有締造民國之功，而後者的功過尚待歷史評

論，以其生日定為紀念節日，政治性大於實質性。假如其生日應訂為國定假

日，那麼往後逝世元首是否應該一一比照？○3 蔣中正逝世日為民族掃墓節，

目前已放假一日，故其生日實無必要「錦上添花」。該提案經討論決議通過

後，檢送行政院評估，而內政部方面答覆擬將該提案納入研議中的「紀念日

及條例」草案中審慎評估再請核示。196 

 
表 2-010  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修正公布「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現行版本（2007 年 

      10 月 3 日修正） 

第1條   紀念日及節日之實施依本辦法之規定。 
  

 
194

羅添斌等，〈追求轉型正義 國家紀念日去蔣〉，《自由時報》2007年8月30日；蘇永耀等，〈政

院：去蔣也要去國民黨化〉，《自由時報》， 2007年8月31日。 
195

李祖舜等，〈反制去蔣 避免操弄 紀念日條例 藍軍優先審〉，《聯合報》，民國96年8月31
日，版A4。 

196 內政部函臺（79）內民字第802990號，〈關於立法院決議通過該院委員劉文雄等人提案，建議

修訂「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將十月三十一日先總統 蔣公誕辰紀念日之國定假日廢除一

案，謹復請 鑒核。〉，《紀念日及節日條例草案案》，檔號079/B11802/23/0001/029，中華

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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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條   紀念日如下： 
一、中華民國開國紀念日：一月一日。 
二、和平紀念日：二月二十八日。 
三、反侵略日：三月十四日。 
四、革命先烈紀念日：三月二十九日。 
五、佛陀誕辰紀念日：農曆四月八日。 
六、解嚴紀念日：七月十五日。 
七、孔子誕辰紀念日：九月二十八日。 
八、國慶日：十月十日。 
九、臺灣聯合國日：十月二十四日。 
十、國父誕辰紀念日：十一月十二日。 
十一、行憲紀念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國父逝世紀念日在三月十二日植樹節舉行。 

  
第3條   前條各紀念日，全國懸掛國旗，其紀念方式如下： 
一、中華民國開國紀念日、國慶日：中央及地方政府分別舉行紀念活動， 

各機關、團體、學校亦得分別舉行紀念活動，放假一日。 
二、和平紀念日：由有關機關、團體舉行紀念活動，放假一日。 
三、國父逝世紀念日：在植樹節植樹紀念。 
四、反侵略日、解嚴紀念日、臺灣聯合國日：由有關機關、團體舉行紀念 

活動。 
五、革命先烈紀念日：中央及地方政府分別春祭國殤。 
六、佛陀誕辰紀念日：由有關機關、團體舉行紀念活動。 
七、下列各紀念日，中央及地方政府分別舉行紀念活動，各機關、團體、 

學校亦得分別舉行紀念活動： 
（一）孔子誕辰紀念日。 
（二）國父誕辰紀念日。 
（三）行憲紀念日。 

  
第4條   左列民俗節日，除春節放假三日外，其餘均放假一日。 
一、春節。 
二、民族掃墓節。 
三、端午節。  
四、中秋節。  
五、農曆除夕。 
 
第5條   左列節日，由有關機關、團體、學校舉行慶祝活動： 
一、道教節：農曆一月一日。  
二、婦女節：三月八日。  
三、青年節：三月二十九日。  
四、兒童節：四月四日。  
五、勞動節：五月一日。  
六、軍人節：九月三日。  
七、教師節：九月二十八日。  
八、臺灣光復節：十月二十五日。  
九、中華文化復興節：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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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節日，按左列規定放假： 
一、勞動節：勞工放假。   
二、軍人節：依國防部規定放假。 
 
第5- 1條   紀念日及節日之放假日，得由行政院所屬中央各業務主管機關調移並公告之。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資料出處：全國法規資料庫網站http://law.moj.gov.tw/（資料取得時間：2008年6月22日） 

 

(四) 「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之立法動向 

中華民國現行國定節日相關規定尚未法制化，1990年內政部行文中央各 

部會、省市政府及工商會組織，表示將擬議制定「紀念日及節日條例」，該

公文內容大意為：現行「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於1982年發布施行，邇來

社會各界迭次反映，要求增列紀念日及節日假期，因紀念日及節日增列或調

整，事涉辦公時間、行政及生產事業成本、工商業產銷運作等諸般問題，事

涉重大。為杜爭議及紛擾，似宜法制化研議制定「紀念日及節日條例」，為

求集思廣義，請各機關就該條例制定之必要性及相關內容提供具體意見。197 

  總統府方面曾回覆除贊同法制化外，也建議：國父暨先總統 蔣公紀念

日有關事宜請予研酌，另臺灣光復節應屬紀念日或節日？全國性或地區性？

宜再加研究等意見。198立法院方面亦有各種連署提案之回應，如：謝來發等

二十一名委員提案建議減少開國紀念日假期、增加春節假期，光復節、蔣公

誕辰及行憲紀念日改為「逢十紀念」之國定假日；母親節及其前面三天定為

「天倫節」假期，合併現有兒童節、婦女節、父親節及老人節等等。199 

                                                      
197 內政部函臺（79）內民字第763277號，〈本部擬議制定「紀念日及節日條例」敬請惠示 卓見，

並於本（七十九）年三月底前賜復，請 查照。〉，《紀念日及節日條例草案案》，檔號

079/B11802/23/0001/001，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198 總統府第一、三局函（79）華總（一）義1322號，〈檢送對制定「紀念日及節日條例」之意見

乙份，請查照。〉，《紀念日及節日條例草案案》，檔號079/B11802/23/0001/014，中華民國

行政院內政部藏。 
199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函79局參字第19529號，〈立法院第一屆第八十五會期第廿四次會議臨時提

http://law.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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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年年中開始，內政部曾委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林美容

進行「現行紀念日及節日緣由與意義」之研究案，重點包括：現行紀念日及

節日之緣由與意義，相關儀式、活動及其蘊含之社教意義的介紹，及將上開

辦法訂為法律可行性之研究等，以作為內政部推動相關業務之參考。200同年

12月又以「研究規範紀念日及節日法制化需要」為由，函外交部轉請駐外單

位代為蒐集駐在國紀念日及節日相關資料。201 

2000年6月30日立法院三讀通過「公務員服務法」，其中規定2001年1月1

日起公務人員全面週休二日，並作成加速研擬「紀念日及節日實施條例」，

將其效力提升至法律位階，配合週休二日之全面實施，將現行國定假日及紀

念日予以調整，部分之紀念日改為紀念但不放假之附帶決議。內政部方面因

應該決議，為使相關辦法能趕在同年年底法制化，邀集行政院各部會及工商

團體數度開會討論，並配合其他相關法令的調整擬定草案。根據內政部同年

10月所提草案，在休假規定方面「紀念日」僅中華民國開國紀念日及國慶日

保留休假，民俗節日和一般節日合併入「節日」項目中，民俗節日除春節放

假三日外，其餘均放假一日；一般節日則勞動節勞工放假，軍人節依國防部

規定放假。另外在明定條例適用範圍之第一條方面擬定甲乙兩案，兩案比較

顯著的差異就在於二二八和平紀念日取消休假規定的調整方式上，但取消休

 
案有關事宜，經簽奉批示：「請內政部、人事局留用參考」，茲檢附原簽（含附件）影本一份，

請 查照卓參。〉，《紀念日及節日條例草案案》，檔號079/B11802/23/0001/030，中華民國

行政院內政部藏。 
200 內政部函臺（84）內民字第8487594號，〈為本部辦理「現行紀念日及節日緣由與意義」委託

研究之需要，請惠予推薦計劃之主持人乙名案，請 查照惠復。〉、內政部函臺（84）內民字

第8485954號，〈為本部委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林博士美容主持「中華民國現行

紀念日及節日緣由與意義之研究」需要，請 惠予提供查詢蒐集資料之協助，俾利研究之進行，

請查照。〉，《現行紀念日及節日緣由與意義案》，檔號084/B11802/24/0001 001、002，中華

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201 內政函臺（84）內民字第8483123號，〈本部為研究紀念日及節日有關業務法制化需要，敬請

函轉我國駐美國、韓國、新加坡、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等單位，代為蒐集所在地紀念日及

節 日 相 關 資 料 乙 案 ， 請  查 照 惠 復 。 〉 ， 《 修 正 紀 念 日 實 施 辦 法 案 》 ， 檔 號

084/B11802/19/0005/011，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第二章 國定節日政策的歷史變遷 ．119． 

                                                     

假的目標方向則是一致的。 

甲案為「第一條 紀念日及節日之實施，依本條例之規定。」其說明：

○1 紀念日及節日之實施，依本條例規定辦理，全國一體適用；○2 勞動基準法

施行細則第二十三條如配合本條例修正，勞工放假日將減少九日；○3 依本條

例規定，和平紀念日不放假，故「二二八事件處理及補償條例」第四條有關

和平紀念日應予放假之規定是否修正，無實質影響。 

乙案為「第一條 紀念日及節日之實施，依本條例之規定；但其他法律

另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其說明：○1 勞工依據勞動基準法有關紀念日

及節日放假規定放假；○2 依現行勞動基準法及其施行細則規定，勞工放假日

為十九日；○3 「二二八事件處理及補償條例」第四條有關和平紀念日應予放

假之規定，配合政策方向，應修正為不放假。 

同時立法院方面也有劉光華委員所提「紀念日及節日實施條例」草案及

新黨黨團所提「國家紀念日及民俗節日實施條例」草案等，內容與行政院版

本有所差異，如：新黨所提版本之中取消先總統 蔣公誕辰紀念日、佛陀誕

辰紀念日、道教節及改列臺灣光復節為紀念日等。202 

由於此案事關重大，官方一時之間又無法就中央行政及立法部門、工商

團體及地方政府之間意見在短時間內達成共識，為求法制化過程能達到穩定

性及一致性，最終未能在2000年年底得出結論，內政部是以發布行政命令的

權限，修訂現有「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來加以因應。 

  在實質的發展過程上，節日辦法立法化是仍在進行中的一個方向，歷年

來經過行政、立法部門數度審查及協商，至今仍未正式通過。203根據迄2008

 
202 內政部民政司簽，〈為擬召開「紀念日及節日實施條例」草案聯席審查會乙案，簽請 鑒核。〉，

《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案》，檔號089/B11802/19/0009 010，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203

 參考：〈立法院會議第4屆第6會期院會紀錄（民國90年10月4日）〉，《立法院公報》第90
卷第47期，民國90年10月20日，頁1080-1081；〈立法院第5屆第2會期法制委員會第6次全體委

員會議紀錄（民國91年11月25日）〉，《立法院公報》第91卷第78期，民國91年12月28日，頁

143-183；〈立法院第6屆第2會期法制委員會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民國94年10月3日）〉，《立

法院公報》第94卷第51期，民國94年10月3日，頁26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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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5月為止仍公告在內政部民政司官方網站上的內政部版「紀念日及節日實

施條例」草案，最大的特色在於將原住民族紀念日（日期訂為8月1日，為紀

念1994年8月1日總統令修正公布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將「山胞」正名為「原

住民族」）及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日期由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參酌各族習

俗公告之）列為國定節日。204這是因為立法院於2001年通過「原住民族工作

權保障法」時曾通過一項附帶決議，建請中央主管機關研議將原住民族傳統

文化祭典之日列入國定紀念日或假日，以示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尊重。當

時內政部相關單位就有「原住民之族群有十族之眾，有關原住民族傳統文化

祭典之日應以何日為準？」之疑。205行政院於2005年通過行政院版本的「紀

念日及節日實施條例」草案，明定每年8月1日為「原住民族日」，紀念1994

年8月1日總統令修正公佈第三次憲法增修條文，將「原住民」入憲，又於1997

年第四次修憲時確立其「民族」屬性，修正為有「集體權」概念的「原住民

族」稱呼，並表達政府重視原住民族地位與權益的意義。206「原住民族歲時

祭儀」則規定「其日期由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參酌各該原住民族習俗公告

之。」 

這兩項增列顯示執政官方尊重多元族群和諧之意向，唯於該草案仍在審

議階段。民進黨執政期間，內政部已使用發布行政命令之職權三度制定原未

列於最初版本草案中的新國定節日；卻未藉此職權搶在草案立法通過前率先

將原住民族相關節日納入辦法，顯示這三次增訂仍是現實政治考量居多。  

 

 

 
204  〈紀念日及節日實施條例草案總說明〉（民國94年6月15日院會討論版），參考：內政部民政

司網站http://www.moi.gov.tw/dca/law.asp?cls_id=13（資料取得時間：2007年10月31日）。 
205 內政部民政司簽，〈有關立法院建請原住民委員會與相關中央主管機關研議：將原住民族傳統

文化祭典之日，列入國定紀念日或假日，以示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尊重乙案，擬俟原住民委

員會會商本部時再行處理，敬請 鑒核〉，《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案》，檔號090/B11802/19/0012 
001，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206 中央社電，〈原民正名艱辛 推手細說從頭〉，《臺灣立報》2007年7月31日，版11。 

http://www.moi.gov.tw/dca/law.asp?cls_i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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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11   目前公告於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民政司網站的「紀念日及節日實施條例草案」  

     （2005 年 6 月 15 日院會討論版）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紀念日及節日之實施，依本條例之規

定。但每週正常工時逾四十小時之事業單位，

其紀念日及節日之實施，勞動基準法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 

 

一、明定紀念日及節日之實施，依本條例之規

定；惟因公、私部門工時制度不同，為兼顧不

同工時人員權益，爰列但書。 

二、依公務員服務法，公務員每週有二日之休

息，作為例假，其週工時之基準為四十小時。

惟適用勞動基準法之勞工，每二週法定正常工

時為八十四小時者，毎週工時為四十二小時，

二者之工時基準不同；另查現行勞動基準法及

其施行細則規定之紀念日及節日放假日數與

本條例規定之放假日數並不一致，如一體適用

本條例，似不公允。為避免無謂爭議，兼顧勞

資權益衡平，爰為但書規定。 

第二條 紀念日之名稱及日期如下：   

一、中華民國開國紀念日：一月一日。  

二、和平紀念日：二月二十八日。 

三、國父逝世紀念日：三月十二日。  

四、革命先烈紀念日：三月二十九日。 

五、先總統 蔣公逝世紀念日：四月五日。

六、原住民族紀念日：八月一日。 

七、孔子誕辰紀念日：九月二十八日。  

八、國慶日：十月十日。  

九、先總統 蔣公誕辰紀念日：十月三十一日。

十、國父誕辰紀念日：十一月十二日。 

十一、行憲紀念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參照現行「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明

定紀念日之名稱及日期。 

二、本條例所定之紀念日，均有其歷史緣由及

社會背景，以在國家歷史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

及深遠影響，足資全國人民紀念者為限。 

三、先總統 蔣公逝世紀念日之日期明定於先

總統 蔣公逝世日四月五日，以符實際。 

四、為紀念八十三年八月一日總統令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將「山胞」正名為「原

住民族」，具有政府重視原住民族之地位與權

益之深遠意義，爰增列八月一日為「原住民族

紀念日」。 

第三條 紀念日，全國懸掛國旗，由有關機

關、團體及學校舉行紀念活動。 

中央及地方政府於中華民國開國紀念日、孔子

誕辰紀念日、國慶日、先總統 蔣公誕辰紀念

日、國父誕辰紀念日、行憲紀念日分別舉行紀

念活動；於革命先烈紀念日舉行春祭國殤。 

參照現行「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明定紀

念日之紀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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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紀念日除中華民國開國紀念日、和平

紀念日及國慶日放假一日外，其餘均不放假。

一、中華民國開國紀念日及國慶日係國家開國

建國最重要之紀念日，在國家歷史發展中佔有

重要地位及深遠影響，為緬懷前人建國艱辛，

凝聚全民意識，以促進國家共榮發展，爰明定

各放假一日。 

二、為紀念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處理及補

償條例第四條明定「每年二月二十八日為和平

紀念日，為國定紀念日，應予放假」。另九十

二年一月二日立法院內政及民族委員會審查

該條例修正案時達成共識，俟紀念日及節日實

施條例通過立法，明定和平紀念日放假後，則

配合修正二二八事件處理及補償條例，刪除相

關放假規定。 

 

第五條 節日分下列二類： 

 

一、民俗節日： 

（一）春節：農曆一月一日。 

（二）民族掃墓節：定於清明日。  

（三）端午節：農曆五月五日。  

（四）中秋節：農曆八月十五日。  

（五）農曆除夕：農曆十二月之末日。 

（六）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其日期由行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參酌各該原住民族習俗公告之。

 

二、其他節日：具有全國性慶祝或舉辦活動

之意義，由內政部會商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訂定公告者。 

一、節日分為民俗節日及其他節日二類，除第

一款明定之民俗節日得放假外，其他節日均不

放假。 

二、春節、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農

曆除夕在民間由來已久，民間習於配合慣俗舉

行相關活動，蘊藏重要民俗傳統及倫理道德，

爰配合民情定為民俗節日。 

三、民族掃墓節定於清明日，依據中央氣象局

所提供資料，清明日之推算方式，由春分開始

將地球公轉太陽的軌道上，每十五度定一個節

氣，一周三六○度共分為二十四節氣。採假設

地球不動，太陽全年繞地球一周的方式，將春

分時太陽所在位置的春分點定為太陽黃經度

零度，當太陽運行到太陽黃經度十五度時，定

為清明。近一百年(西元一九○○年至二○○○

年)，清明日曾出現在四月四、五、六日中之一

日。 

四、原住民各族之歲時祭儀，在各部落中源遠

流長，與原住民族之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內蘊

深刻之部落倫理、宗教信仰及社會規範，為原

住民族文化之核心，本於憲法增修條文肯定多

元文化之精神，爰將原住民族之歲時祭儀明定

為民俗節日。惟各部落舉辦歲時祭儀之時間不

同，且同一部落舉辦之時間往往年年變更，難

以定出具體時間，故其日期由行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參酌各該原住民族習俗定之，以應實際

需要。 

五、為避免各界因特定對象或目的要求增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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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而經常修法，致法律有不穩定之困擾，故

除放假之節日採列舉明定外，其他節日，均不

放假，無涉人民權利義務問題，爰規定具有全

國性慶祝或舉辦活動之意義者，由內政部會商

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後，公告之。至

於地域性或局部性之節日，則非屬本規定另行

公告之範疇，允由各相關地方或團體自行決

定。 

 

第六條 節日得由有關機關、團體或學校依其

性質及民俗傳統，舉行慶祝或民俗活動。 

明定節日得舉行慶祝或民俗活動。 

第七條 節日之放假，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民俗節日： 

（一）春節，自農曆一月一日至一月三日，放

假三日。 

（二）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農曆除

夕，均放假一日。 

（三）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各該原住民族放假

一日。 

 

二、其他節日：均不放假。 

 

一、春節、民族掃墓節、端午節、中秋節、農

曆除夕等五個節日，在民間由來已久，與民眾

作息相關，蘊藏重要民俗傳統及倫理道德，爰

配合民情定為民俗節日，並明定放假日數。 

二、原住民極為重視其歲時祭儀，如未參與，

往往遭到所屬部落之責難，故過去常有原住民

為參加部落祭典而曠職，基於上開情事，銓敘

部八十三年四月十六日以（八三）臺華法一字

第○九八○六五○號函同意原住民公務員得

以公假方式返回部落參加豐年節。延續上開精

神，原住民於其所屬部落舉辦歲時祭儀，賦予

各該原住民族放假一日之權利。 

第八條 紀念日及民俗節日之放假，除春節及

農曆除夕外，逢例假日不予補假。 

 

農曆除夕如逢星期二者，除夕前一日放假一 

日，並於除夕前之星期六補行上班。 

 

一、明定紀念日及節日除春節及農曆除夕外，

逢週六、週日一律不補假。 

二、明定除夕如逢星期二，除夕前一日放假一

日，並於除夕前之星期六補行上班，據此，配

合週休二日之實施，除夕逢星期二將固定產生

八日連續假期，有利工商企業安排作業時程及

民眾休閒活動。 

 

第九條 第四條及前二條放假日之調移，依下

列規定辦理： 

一、交通運輸、警察、消防、海岸巡防、醫療、

關務等全年無休實施輪班、輪休制度之政府機

關（構），由主管機關調移之。 

二、前款以外為民服務之政府機關（構），在不

影響為民服務之原則下，得由主管機關視實際

一、鑑於特殊職種需要及各行業經營需求有

別，爰明定第四條、第七條及第八條之放假

日，得由勞資雙方協商或主管機關調移之。 

二、考量本條例施行後之法律位階高於公務人

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為避免該辦法第四條所

規範之對象，如交通運輸、警察、消防、海岸

巡防、醫療、關務、其他為民服務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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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需要調移之。 

三、軍事機關基於國防安全考量及因應戰備之

需要下，得由主管機關視實際需要調移之。 

四、事業單位因經營需要，得由勞資雙方協商

調移之。 

或軍事機關等，其放假產生法規適用之問題，

爰將該條文規範之對象納入本條例。 

第十條 本條例自中華民國九十五年一月一日

施行。 

基於九十四年各機關、團體、學校及事業單位

行事曆業已排定，為免造成混淆，明定自九十

五年一月一日施行。 

 
資料出處：〈紀念日及節日實施條例草案總說明〉（民國94年6月15日院會討論版），參考：

內政部民政司網站 http://www.moi.gov.tw/dca/law.asp?cls_id=13（資料取得

時間：2007年10月31日）。 

小結 

上文以較具歷史縱深的視野，透過黨、官方文獻及既有研究成果的爬梳 

整理，呈現出臺灣現行國定節日政策的今昔變遷。無論從那一個時期來看，

我國的政治性節日似乎都有過多的傾向，對此歷史學者盧建榮亦曾指出：在

英美等老牌民主國家中，國家慶典的設計是以凝聚民心為重點，所以大多與

俗民慣習有關，與「國家」有關的慶典則少，反之臺灣的情形則是國家性慶

典相當多，如：開國紀念日、青年節、國慶日、臺灣光復節等等。207盧氏舉

例僅以慶典為限，但仔細看看戰後臺灣的情況，則還有國父紀念、先總統 蔣

公紀念、革命先烈紀念、孔子誕辰紀念等等紀念性節日，可以說國民黨主政

之下政治性節日非常多。就以 1995 年內政部向我駐外單位查詢所得到的資

料為例試作一對比，如：當時日本的國定假日有年末休假、元旦、新年休假、

成人之日、建國紀念日、春分之日、綠之日、憲法紀念日、國民之休日、兒

童之日、海洋之日、敬老之日、秋分之日、體育之日、文化之日、勤勞感謝

之日、天皇誕生之日等。208其中雖然部份節日如文化之日、綠之日等事實上

                                                      
207

盧建榮，《分裂的國族認同 1975-1997》（臺北市：麥田出版，1999年2月15日初版），頁258。 
208 內政部函臺（85）內民字第8501252號，〈貴處所蒐集日本當地紀念日及節日相關資料業已收

悉，並致謝忱。〉，《現行紀念日及節日緣由與意義案》，檔號084/B11802/24/0001 005，中

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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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了明治、昭和等逝世天皇的生日， 209但整體看來政治意味是較不鮮明

的。韓國方面節日則有國慶日、新年、農曆新年、植樹節、佛誕節、兒童節、

顯忠日、仲秋節、聖誕節、獨立運動紀念日、制憲節及光復節等。210新加坡

則是新年元旦、農曆春節、開齋節、復活節、哈芝節、勞動節、衛塞節、國

慶日、屠妖節、聖誕節等。211法國方面有新年、復活節次日、勞動節、一九

四五年歐戰勝利紀念日、耶蘇升天節、聖靈降臨節次日、國慶日、聖母升天

節、諸聖觀禮節等。212美國方面則是新年、馬丁路德誕生日、華盛頓誕生日、

陣亡將士紀念日（Memorial Day）、獨立日、勞動節、哥倫布日、退伍軍人節

（Veterans Day）、感恩節、聖誕節等。213本文在此無法對各國國定節日政策的

歷史變遷作細部探討，姑且作為一個參考耳。過去在中國大陸的訓政時期，

國民黨創造出所謂的「革命紀念日」，想藉以強化國人的革命意識及黨國認

同，來到臺灣後雖然數量減少，但與其他國家比較仍相對為多。 

與上列國家之國定節日比較，臺灣現行國定節日政策是源起國民政府在

中國大陸建立的黨國體制，這些節日即使在行憲以後仍然實質保留，包括黨

國意識型態在內的整個國定節日政策，悉在1949年以後由處於黨國強人威權

 
209 所功，《「国民の祝日」の由来がわかる小事典》（東京都：PHP研究所，2003年8月25日，

第1版），頁115-116、157。另外，以昭和天皇誕辰4月29日為日期的綠之日由於日本國會決定

將該日期重新明定為昭和之日，自2007年起綠之日日期改為5月4日，與昭和天皇誕辰脫勾。參

考：同引書，頁70。 
210

內政部函臺（85）內民字第8501450號，〈貴處所蒐集韓國當地紀念日及節日相關資料業已收悉，

並致謝忱。〉，《現行紀念日及節日緣由與意義案》，檔號084/B11802/24/0001 008，中華民

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211

內政部函臺（85）內民字第8501872號，〈貴處所蒐集新加坡當地紀念日及節日相關資料業已收

悉，並致謝忱。〉，《現行紀念日及節日緣由與意義案》，檔號084/B11802/24/0001 010，中

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212

內政部函臺（85）內民字第8501350號，〈貴處所蒐集法國當地紀念日及節日相關資料業已收悉，

並致謝忱。〉，《現行紀念日及節日緣由與意義案》，檔號084/B11802/24/0001 007，中華民

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213

內政部函臺（85）內民字第8501739號，〈貴處所蒐集美國當地紀念日及節日相關資料業已收悉，

並致謝忱。〉，《現行紀念日及節日緣由與意義案》，檔號084/B11802/24/0001 009，中華民

國行政院內政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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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下的臺灣所繼受。解嚴邁向民主化、多元化以後，這些官方節日在不再

強迫動員、集會及反對意見勢起的轉變下，使其社會影響有弱化趨勢，雖然

它們大多至今仍保有名義，但實質上無論是休假或是紀念、慶況盛況都大不

同於已往。 

  2000 年民進黨政權上臺後，起先是在舊有政治節日中有許多顛覆舉動，

爾後也對國定節日進行增刪，廢除蔣公紀念日和制定反侵略日、解嚴紀念日

及臺灣聯合國日等三個新政治節日。這些節日整體而言雖然呈現出和過去黨

國意識型態不同，從臺灣主體性出發的新價值，但從制定過程來看似乎都不

脫短線操作的政治色彩。雖說如此，但那些國民黨所宣稱的「傳統」在制定

過程中又何嘗不是如此？即便民進黨掌權後也開始形塑符合該政權意識型

態的國定節日，但這一方面因週休二日制實施、官方不再就節日進行積極動

員等連動效應，不但固有官方節日更無存在感，甚至新的國定節日所能引發

的社會共鳴也極為有限。 

另一個可以討論的問題就是民俗節日與政治節日的相對關係。過去國民

政府在中國大陸為推行國曆，意圖改變人民慣用舊曆的習慣，在推行國定節

日政策的背後是存在著積極推行國曆，壓抑、禁止舊曆的面向。當然，從日

後的相關發展來看，舊曆無法完全禁絕，官方對於常民習俗先有排斥、爾後

是有目的性地加以運用，在社會型態進化後民間權益也漸受重視，正如我們

現在所看到的，許多舊曆節日在其社會功能被彰顯的考量下，全數成為現在

週休二日制實行中仍然維持休假的國定節日。但是我們不能誤解為這就意味

著官方力量的退場，在這方面官方力量只是回應民意但非消失，因為在這個

需要政府管理眾人眾事的社會共同體中，有權決定休假與否的仍是官方。 

  最後必須要說明的是，國定節日相關辦法的制定和增修，不一定完全意

味著官方意圖創造出一個嶄新的節日政策，然後才影響到社會大眾。有時候

官方的政策未必能如實對應到社會大眾對於節日的參與情況，甚至是官方本

身對於節日的運作。例如：和革命先烈紀念日同時慶祝的青年節，雖然遲於

1982年才見於法規的修正中，但其慶祝實質上是從中國大陸時期就開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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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光復節也與此情況類似。同樣地，與蔣中正相關的紀念日雖然於2007年正

式於法規中刪除，但其紀念實況亦早在此之前就趨於消沉。另如反侵略日，

官方雖然在起初慎重其事，但其後這股氣勢卻沒有延續。即便如此，官方的

制定與增修仍然相當程度反映出國定節日歷史變遷中的政治權力意向。  

表 2-012  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臺後國定節日法規歷次修正一覽 

 
修正次數  修正日期 發布文號 修正條次  修正內容 

 
 

1954年1月
27日 

行 政 院 臺

(43) 內字第

0623號令 

 新  訂 新訂「紀念日(或節日）紀念辦法」。 

1 1982 年 10
月29日 

71臺內民字

第 117911號
令 

 名  稱 修正原名稱「紀念日(或節日)紀念辦法」

為現行名稱。 
並明列 
(1)12月25日行憲紀念日(53年5月15日
總統明令公佈) 
(2)民族掃墓節為蔣公逝世紀念日 
(3)10月31日蔣公誕辰紀念日(上開二者

64年7月2日總統明令) 
………………………………. 
以下為早經核准或行之已久之節日 
(4)勝利紀念日改軍人節 
(5)聯合國日廢止 
(6)3月8日婦女節 
(7)3月12日植樹節 
(8)3月29日青年節 
(9)4月4日兒童節 
(10)9月28日教師節 
(11)10月25日臺灣光復節 

2 1991年2月
1日 

臺 (80) 內民

字第 895069
號令 

第4、5條 第4條春節放假規定增加1天為3天;第5
條婦女節、兒童節合併放假於民族掃墓

節前1天。 

3 1995 年 10
月5日 

臺 (84) 內民

字第848587
2號令 

第2、3條 配合「二二八事件補償條例」增列和平

紀念日：2月28日(只紀念不放假)。 

4 1995 年 10
月21日 

臺 (84) 內民

字第848606
0號令 

第5條 將臺灣光復節修正為全國性節日(臺灣

地區各機關學校放假修正為各機關、團

體、學校放假1日)。 
5 1997年2月

27日 
臺 (86) 內民

字第867687
5號令 

第3條 配合立法院修正「二二八事件不償條

例」和平紀念日為國定紀念日應予放假

之規定，和平紀念日放假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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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97 年 12
月30日 

臺 (86) 內民

字第860682
7號令 

第5條之1 配合公務人員每月2次週休2日實施計

劃，增列紀念日及節日得由行政院所屬

中央各業務主管機關調移並公告之規

定。 
7 1998 年 10

月8日 
臺 (87) 內民

字第870645
9號令 

第3、5條 第3條中「紀念會」、「集會紀念」修

正為「紀念活動」；第5條中「集會慶

祝」修正為「舉行慶祝活動」。 
8 
 
 

1999 年 10
月27日 

臺 (88) 內民

字第889070
4號令 

第2、3條 明定農曆4月8日為佛陀誕辰紀念日，調

移至5月第2個星期日放假。 

9 
 
 

2000年2月
3日 

臺 (89) 內民

字第897218
5號令 

第5條 明定農曆1月1日為道教節，春節放假日

之第一日放假。 

10 
 

2000 年 12
月30日 

臺 (89) 內民

字第896256
2號令 

第3、5條 為因應90年1月1日起公務員週休2日及

立法院之附帶決議。(實刪8天放假日) 
一、刪除中華民國開國紀念日次日、革

命先烈紀念日、佛陀誕辰紀念日、孔子

誕辰紀念日、國父誕辰紀念日、行憲紀

念日之放假規定。 
二、刪除青年節、教師節、中華文化復

興節、道教節、婦女節、兒童節、臺灣

光復節之放假規定。 
 

11 
 
 

2006年3月
9日 

臺內民字第

0950045320
號令 

第2、3條 明定3月14日為反侵略日，只紀念，不

放假。 

12 
 
 

2007年7月
11日 

臺內民字第

0960110433
號令 

第2、3條 明定7月15日為解嚴紀念日，只紀念，

不放假。 

13 2007年8月
29日 

臺內民字第

0960131407
號令 

第2、3條 刪除先總統 蔣公誕辰紀念日、逝世紀

念日。 

14 2007 年 ]10
月3日 

臺內民字第

0960155673
號令 

第2、3條 明定10月24日為臺灣聯合國日，只紀

念，不放假。 
 

 
 
資料出處：據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民政司提供資料所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