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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第一屆國民大會女性代表名錄 

表4-4-6  第一屆國民大會女性代表名錄 

姓名 籍貫 當選單位 年

齡
學歷 經歷 

蔣佩儀 江蘇宜興 江蘇江都 54
江蘇省立女子蠶

業專科學校 
江蘇省婦女運動委員會委

員、江蘇省婦女會監事 
袁行潔 江蘇武進 江蘇武進 54 巴黎法國大學 中國駐法大使館參事 

彭慶修 江蘇阜寧 江蘇阜寧 52
上海法學院法學

士 
江蘇吳縣律師公會會員、律

師 

金明誠 江蘇鹽城 江蘇鹽城 55 暨南大學教育系 上海市立培明中小學校長、

江都私立崇實中學校長 

李德義 江蘇泰縣 江蘇泰縣 54 北平朝陽大學 各級法院推事庭長、地方法

院院長 

江定 江蘇如皋 江蘇如皋 59
江蘇南通女子師

範 
教師、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

教員 

吳報欣 安徽宿縣 安徽宿縣 43
中華大學中國文

學系畢業、中央政

治大學畢業 

南京市教育局督學、三青團

南京市婦女分團書記 

王立文 安徽宿縣 安徽宿縣 54 莫斯哥中山大學 

上海勤業女師校長、南京第

一托兒所所長、桂林難民救

濟站主任、桂林貸款處主

任、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甯欣 安徽阜陽 安徽阜陽 47 上海大夏大學 安徽省黨部專員、安徽省縣

議員、教員 

曾寶蓀 湖南湘鄉 湖南湘鄉 67
英國倫敦大學理

科博士 
藝芳女校創辦人、湖南第二

女子中學校長、國民參政員 
周靜芷 湖南岳陽 湖南岳陽 52 國立暨南大學  

劉曼珠 湖南常德 湖南常德 44
湖大經濟系、倫大

政經學院  

成士瑜 湖南衡陽 湖南衡陽 41
湖南省立克強學

院 
江西安福縣婦女指導處主

任、三青團衡陽分團科長 

蔣志雲 湖南邵陽 湖南邵陽 41 復旦大學經濟系 江西泰和縣婦運會副主任委

員、軍委會會計員 
沈文英 四川巫溪 四川巫溪 44 國立四川大學 四川大學助教 

薛樹華 四川涪陵 四川涪陵 44
四川省立嘉陵女

師、中央警校特警

班 

四川省警察局人士股長、國

防部情報局中校情報員 

陳繼賢 河北慶雲 河北慶雲 33 河北省立高師 教員、校長、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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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景新 河北廣平 河北廣平 56
河北省立大名女

子師範學校 
教師、河南省洛陽戰區政治

部四維小學教務主任 

王懷義 山西平魯 山西魯平 45
上海震旦大學、德

國柏林大學研究 

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外事處

英文秘書、太原綏靖公署外

事處上校秘書、上海震旦文

理學院助教 

張瑞芸 陜西安定 陜西安定 42
國立中山大學肄

業、革命實踐研究

院第22期畢業 

戰時青年訓導團榆林分團教

官、青年團陜北區團幹事會

幹事、陜西省參議會秘書 

林吳帖 臺灣臺中 臺灣臺中 62 私塾院五年 臺中市婦女會理事長、臺灣

省婦女會理事 

楊郭杏 臺灣臺南 臺灣臺南 52
臺北第二女子中

學、東京家政學院

肄業 
臺北市婦女會理事 

李粹芳 廣東台山 廣東台山 54
美國南加省大學

教育學士、教育碩

士 

校長、廣東第三保育院院

長、教育廳督學 

梁少梅 廣東南海 廣東南海 48

國立中山大學政

治系、美國紐約大

學研究院國際公

法研究員 

廣東省銀行經濟研究室研究

員、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專

員 

倫蘊珊 廣東南海 廣東南海 56 廣東中山大學 教員、校長、廣東省婦女會

委員、婦聯會委員 

孫陳淑

英 廣東中山 廣東中山  
美國加州斯耐爾

女子學院 

傷兵之友發起人、兼購料部

主任、香港青年救護團理事

長、香港婦女慰勞會會長、

廣東中山縣育幼院長、美國

加州羅省拉拿貢市教會婦女

會委員 

黃東生 貴州貴筑 貴州貴筑 54 國立中央大學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幹事、

河南婦孺救濟院院長、貴州

貴筑私立正德中學校長 
孫毅然 合江勃利 合江勃利 40 國立長春大學  

戴桂茹 黑龍江鷗

浦 
黑龍江鷗

浦 46 國立女師 教師、慈幼院長 

吳慕墀 廣東高要 北平市  
廣州聖希理達學

院 

中央軍校婦女工作隊隊長兼

護士訓練班主任、生產工廠

廠長、眷屬醫院院長、四川

省新運婦女工作委員會常務

委員、北平市參議員 

陳紀彝 廣東 南京市 60

美國孟好里奧大

學社會系、美國哥

倫比亞大學師範

學院教育系碩士 

漢口女青年會總幹事、新生

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副總

幹事、戰時兒童保育會總幹

事、制憲國大代表 
楊潤平 江蘇宿遷 江蘇宿遷 54 上海中國公學教 教員、湖南省婦女工作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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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系 會常務委員兼總幹事、重慶

市婦女會委員 

羅潔蘊 廣東南海 廣州市 45
國立中山大學教

育學士 

廣東省新運婦委會秘書兼生

活輔導組組長、廣州市立第

二小學校長 

林苑文 廣東 廣州市 53
廣州嶺南大學文

學士 

廣東省第一兒童保育院院

長、中國國民黨中央婦女運

動委員會委員、廣東省高級

婦女訓練頒講師 

吳錦南 雲南 漢口市 48 北平國民大學 漢口市婦女會理事長、漢口

市婦運會主任委員 

潘香凝 瀋陽市 瀋陽市 36 長白師範學院 三青團遼寧支團女青年組

長、遼寧省婦女會常務理事 

于紉蘭 吉東長春 瀋陽市 53 東方文教研究院 重慶市救濟院副院長、東北

區復員輔導委員會接收專員 

楊立君 吉林永吉 蒙古哲里

木盟 48
哈爾濱法政大學

肄業 

中國國民黨遼寧蒙旗黨務特

派員辦事處、婦女運動委員

會主任委員 

包嘉敏 蒙古哲里

木盟 
蒙古哲里

木盟    

伍雲格

爾勒 蒙古 蒙古錫林

郭勒盟 44
國立北京大學肄

業 卓索圖盟婦女運動會委員 

賽春阿 蒙古 蒙古青海

右翼盟 37 興安女子學院 商都旗女子學校教員 

樂竹芳 蒙古 蒙古察哈

爾八旗群 44 輔仁大學女子部 蒙古各盟駐京辦事處顧問 

吳香蘭 木里藏 西康省藏

民 37 西康省立師範 
西康省婦運會委員、婦女會

理事、西康省黨部幹事、行

政院設計委員 

龍美瑩 雲南昭通 邊疆民族 53 法國南錫大學 
雲南省婦女會理事、婦運會

委員、雲南省臨參會議員、

昆明市立女中校長 
唐舜君 北平 滿族 47 北平藝術專校  

馬冕羣 浙江杭州 滿族 59
國立北平女子師

範大學 
重慶鹽務管理局課長、甘肅

蘭州社會服務處組長 
周蔡鳳

有 廣東臺山 僑民第一

區  國立中央大學  

陳喜清 廣東寶安 農業團體 44 廣州大學 

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幹事

主任、幹事視察、婦運會委

員、寶安縣參議員、廣東省

參議員兼駐會委員 

束陳繼

貞 江蘇 農業團體 52

柆州之江大學文

學士、比利時魯文

大學政治社會系

碩士及博士 

社會部專員、保育院院長、

上海「見聞」出版社社長、

江蘇南通墾殖區大裕合德等

公司、農墾福利社社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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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英文自由論壇報顧問 
柯蔚嵐 安徽貴池 農業團體 55 安徽大學 主任委員 

李國彝 安徽合肥 農業團體 52
北平中國大學、革

命實踐研究院 22
期結業 

合肥縣婦女會委員、安徽省

婦運會委員、生產組主任、

教育部戰地工作團團員、四

川省立中學教員、安徽省立

師範教員、國立安徽大學職

員 

童俊屏 四川南川 農業團體 50 四川大學 
成都新中國日報會計主任、

經濟部全國花紗布管理委員

會會計 

吳惠波 山東泰安 農業團體 57 北平師範大學 山東保安第一旅政治部副主

任兼婦運科長 

姜梅英 浙江象山 農業團體 47
上海私立中國女

子體育專科學校 
浙江省婦女會常務理事、婦

運動會委員 

陳湄泉 黑龍江海

倫 農業團體 48

內政部警官高等

學校畢業、革命實

踐研究院 18期結

業 

首都警察廳科員、湖南全省

防空司令部科員、桂林市警

察局科員、鹽務總局組員、

軍委會編練總監部女青年服

務總隊訓導組長、中央警官

學校東北分校教官、遼寧省

警察訓練所教官 

侯文銛 江蘇銅山 農業團體 46
國立中央大學畢

業 貴州省立貴陽女師訓導主任 

吳庭棫 河北深澤 農業團體 54
北平幼稚師範專

科學校畢業、革命

實踐研究院18期 

河北省婦運會委員、中央第

二組婦運委員 

吳月珍 浙江 工人團體 46
上海民立女中、私

立輔仁大學、革命

實踐研究院15期 

杭縣肇元鄉中心國民學校校

長、上海市總工會整理委員

兼福利科長、中央農工部工

運計劃委員 

馬桂枝 山東昌邑 工人團體 38 青島市立女中 
中華婦女互助會青島分會常

務理事、中國紡織公司青島

公司產業工會常務理事 

顧碧岑 浙江杭州 工人團體 44
國立西南聯大經

濟系 
臺灣聯大勝記棉織廠總機領

兼廠長 
謝姚雅

蓮 浙江吳興 工商業團

體 61  董事 

陳慕貞 廣東順德 工商業團

體 53 中山大學 
廣州市黨部委員、廣州市婦

女會常務委員、市商業婦女

協進會理事長 

馮世輝 浙江紹興 工商業團

體  
國立中央大學商

學院、英國牛津大

學 

中央中國農民交通四行聯合

總處秘書、財政部秘書、外

貿會顧問 
江學珠 浙江嘉善 教 育 團 60 北京女子高等師 四川省立重慶女子師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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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教育

會東區 
範學校 校長、國立女子師範學校校

長 

張志安 山東濟南 
教 育 團

體：教育

會東區 
64

北平女子師範大

學 

山東女師教務主任、中央黨

部宣傳部幹事、三青團中央

團部女青年處秘書 

傅曉峯 四川重慶 
教 育 團

體：教育

會東區 
51

大夏大學、日本早

稻田大學研究 

福建省立龍溪女師校長、上

海市立第一女中校長、三青

團上海支團幹事兼女青年組

組長、中國國民黨上海市黨

部執行委員 

楊明暉 江蘇 
教 育 團

體：教育

會東區 
57

上海思立法政學

院法律系、日本法

政大學教育研究 

上海市教育局專員、上海市

參議員 

毛彥文 浙江江山 
教 育 團

體：教育

會北區 
60

南京金陵女子大

學文學士、美國密

雪根大學教育碩

士 

上海復旦大學、暨南大學教

授、北平香山慈幼院院長 

李志剛 河北滿城 
教 育 團

體：教育

會北區 
41

北平中國大學文

學系 教員、秘書、督學 

耿欽謝 察哈爾宣

化 

教 育 團

體：教育

會北區 
40

國立西北師範學

校教育系 

甘肅清小、國立十中宣化師

範等校教員、張家口女師訓

育主任 

朱倓 廣東興寧 
教 育 團

體：教育

會南區 
50

國立北平師範大

學畢業、國立北京

大學研究所肄業 

廣東省立文理學院副教授、

廣州文化大學教授、廣州市

立中山圖書館館長 

陳輝青 廣東大埔 
教 育 團

體：教育

會南區 
60 大埔縣舊制中學 

江西省傷兵之友社徵求社員

大隊長、婦慰會重慶市分會

委員兼籌募組組長、廣東省

婦女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

廣東省兒童教養院院長、廣

東省婦女會理事長 

熊啟琳 四川 
教 育 團

體：教育

會西區 
47

國立北平藝術專

科學校 

第七兒童保育院主任、瀘縣

中學女生部主任、革命先烈

紀念學校校長、四川美術專

科學校教授 

張明 江蘇南通 

自由職業

團體：新

聞記者公

會 

47 中央政治學校 中央日報、上海申報記者 

徐鍾珮 江蘇常熟 

自由職業

團體：新

聞記者公

會 

45 中央政治學校 中央日報駐倫敦特派員 

于張秀 黑龍江海 自由職業 41 輔仁大學研究所 輔仁大學講師、重慶益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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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倫 團體：新

聞記者公

會 

史學組研究、輔仁

大學西洋語文學

系 

主筆兼社論委員 

俞俊珠 江蘇六合 
自由職業

團體：律

師公會 
57 中央大學法學士 首都女子法政講習所教務主

任、貴陽市臨時參議員 

陳維 江蘇武進 
自由職業

團體：律

師公會 
59 江蘇法政專校 

曾奉派赴日本韓國考察、安

徽省黨部中國國民黨黨政訓

練所教授兼女生指導員、安

徽高等法院推事、蚌埠市黨

部婦運會主任委員 

曹簡禹 江蘇宜興 
自由職業

團體：技

師公會 
54

上海大同大學肄

業、考取清華公費

留學美國康乃爾

大 學 理 學 士 碩

士、意立諾大學化

學博士 

上海大同大學教授、國立女

子師範學院理化系教授兼主

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化學

系教授 

鄒馨棣 江蘇無錫 
自由職業

團體：會

計師公會 
47 中國公學大學部 

國家銀行總行專員、襄理、

科長、考試院專門委員、臺

灣省會計師公會常務理事、

會計師 

吳承蘭 浙江吳興 

自由職業

團體：醫

藥團體中

醫師公會 

47 上海中國醫學院 顧問 

華淑君 浙江鎮海 

自由職業

團體：醫

藥團體醫

師公會 

47
日本女子醫科大

學 
全國西醫公會理事、上海慈

航助產學校教務長 

邵梅隱 浙江鄞縣 

自由職業

團體：醫

藥團體中

醫師公會 

57 上海正風文學院 中醫師、全國中醫師公會理

事 

謝能 浙江平湖 

自由職業

團體：醫

藥團體助

產士及護

士 

52
私立上海壯民醫

學院 重慶婦產院院長 

沈慧蓮 廣東番禺 婦女團體 70
上海亞東醫科大

學 

廣東貧民醫院產婦科主任、

新運婦指會常務委員、國民

黨中央婦運會主委 

李湘蘭 河南上蔡 婦女團體 45
河南開封女子高

級師範畢業 

河南通許師範教員、中央組

織部幹事、中央婦女運動委

員會總幹事、上海婦工會委

員、婦女共鳴社上海分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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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徐淑貞 江蘇金壇 婦女團體 51

南京匯文女中畢

業、女子法政畢

業、南京金陵女大

畢業 

江蘇省立臨時中學教員、南

京市黨部婦女運動委員會委

員、南京中華婦女福利社董

事 

吳英 浙江瑞安 婦女團體 49
北平中國大學國

學系 

漢口特別市黨部婦運會主任

委員、行政院振濟委員會專

員 

張新葆 上海市 婦女團體 45 大夏大學 上海市中華婦女互助會理事

長 

程翠英 江西新建 婦女團體 50
江蘇省立教育學

院教育學士 校長、視察總幹事、理事長 

楊俊 湖南湘潭 婦女團體 41
國立政治大學畢

業、美國北柯州大

學教育博士 

中央組織部總幹事、中央婦

運會組訓科長、社會部專

員、內政部專員 

陳杏容 廣東番禺 婦女團體 56 廣州嶺南大學 

香港梅芳中學英文教員、廣

州女子師範學校英文教員、

南京女青年會董事、國際婦

女會委員、全國婦女慰勞抗

戰將士總會委員、重慶市婦

女慰勞會委員、重慶女青年

會國際婦女會委員 
章企民 浙江孝豐 婦女團體 50 浙江法政專校 天主教女青年會總幹事 

李秀芝 雲南昆明 婦女團體 59

中央黨務學校畢

業、美國伊利諾大

學商學系畢業、英

國倫敦大學經濟

學院肄業 

復旦大學教授、重慶市黨部

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

重慶市臨時參議會參議員、

重慶市立女子中學校長、中

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 

葉蟬貞 湖南醴陵 婦女團體 43 武漢大學 聯合國救濟總署、中國分署

編譯處專員 

莫希平 廣東陽江 婦女團體 41

國立中山大學法

學院社會學系畢

業、高等考試（社

會行政）優等及格

廣東省社會處視導社會部專

員及科長、內政部社會司科

長、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委

員 

熊叔衡 湖北 婦女團體 45
革命實踐研究院

聯三期 

中國國民黨中央各部處會總

幹事專門委員秘書、中央及

省市婦運會委員 

左玖瑜 湖南長沙 婦女團體 44 中央政治學校 

湖南省教育廳義教視導員、

教育部訓委會戰指會幹事、

國立中大附中、國立十四中

學教員、中國婦女慰勞總會

幹事、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

團部組員、中央黨部婦運會

科長 
楊慎修 江蘇江陰 婦女團體 49 武昌中華大學政 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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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經濟系畢業、國

立政治大學合研

班畢業 

趙筱梅 安徽桐城 婦女團體 52
安徽省圖書館專

班畢業、北平民國

大學教育系畢業 

圖書館館長、中學訓導主

任、校長、保育院院長 

奚蔚容 江蘇 婦女團體 51 復旦大學 
漢口市婦女運動促進委員會

委員、全國婦女文化協會松

江分會理事 

張瑞芳 廣東惠陽 婦女團體 46
國立中山大學經

濟系 

越南堤岸、公立崇正中學校

長、西堤崇正總會理事、西

貢華僑小學校長、西堤華僑

教育會財政堤岸、婦女日報

社長、世界日報社長、萬國

晚報社長、中國國民黨西堤

總支部婦女工作委員會委

員、華僑救國聯合會越南區

理事 

談社英 江蘇無錫 婦女團體 68
南洋女子師範學

校文藝專修科 

民立報記者、神州女學、上

海女子法政學校教員、神州

女報編輯、中華新報婦女欄

主編、上海法政大學圖書館

主任、婦女共鳴社總編輯、

香港婦女戰線主編 

凌智 湖南澧縣 婦女團體 41 奈良女高師 務本女學校長、湖南省婦女

會幹事、湖南省黨部委員 

丁少蘭 江蘇豐縣 婦女團體 59 北平師範大學 

徐州私立立達女子中學創辦

人兼校長、中國國民黨江蘇

省黨部執行委員兼婦運會主

任委員、江蘇省婦女會理事

長 

俞成椿 上海市 婦女團體 37

國立復旦大學外

文學士、美國立佛

司冬大學教育學

士、美國俄亥俄大

學教育碩士、美國

布里漢陽大學教

育博士 

教授 

李崇祜 江蘇 婦女團體 52
大學肄業、臺北中

華福音神學院證

書科畢業 

第三戰區婦女工作隊副隊

長、江蘇婦女運動委員會委

員、社會部兒章福利會委員 

許振東 江蘇寶應 婦女團體 51
南京文化學院畢

業 

江蘇省寶應縣婦女會理事

長、縣政府教有委員、省立

第八臨中文史教員、婦女福

利互助社、鎮江分社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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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魁生 江蘇鎮江 婦女團體 72 江蘇文化學院 江蘇救濟院院長、江蘇省婦

女會會長 

黃卷雲 浙江杭州 婦女團體 45
上海江南學院政

經系畢業、革命實

踐研究院結業 

三青團浙江麗水分團幹事會

幹事、江蘇省婦女會常務理

事 

戴谷音 浙江嘉善 婦女團體 50 暨南大學教育系 

浙江省浙西行署婦女營營

長、嘉善縣黨部書記長、桐

鄉縣、海寧縣、教育科長、

海寧縣立師範學校校長、私

立勵志農校校長、浙江省黨

部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兼秘

書 

吳孝姑 浙江金華 婦女團體 49

中央警官學校正

科二期畢業、國民

政府軍事委員會

特訓班第一期甲

班畢業 

首都省市縣警官、婦女工作

縣黨部委員組長、抗屬工廠

廠長 

吳秀瑛 浙江永嘉 婦女團體 49 華北法商學院 

山東高等法院書記官、新運

總會婦女指導委員、會戰地

服務組指導員、婦女共鳴月

刊總編輯、南京市婦運會委

員、中國國民黨中央秘書處

總幹事 

沃耐珊 浙江鎮海 婦女團體 48
上海法學院法律

系畢業法學士 

江蘇省政府視察、寧夏省軍

事救護訓練隊第二大隊隊

長、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

新生活婦女工作隊幹事 

王帥信 安徽含山 婦女團體 46
南京市金陵女子

文理學院肄業 
中學教員、安徽省婦女會理

事長及基督教會傳教工作 

戴樹仁 安徽合肥 婦女團體 51 北平師範大學 安徽省婦運會委員、婦女會

常務理事 

盧執競 安徽盧江 婦女團體 49
美國米蘇里大學

教育碩士、哥侖比

亞大學研究員 

中央政校訓班戰幹一團、中

央訓練團訓育幹事、三青團

組長 

洪興蔭 安徽含山 婦女團體 58
日本早稻田大學

政治經濟學部政

治科 
國民大會代表 

許素玉 安徽歙縣 婦女團體 43
國立暨南大學、國

立政治大學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委員會

委員、新運婦指會主任幹

事、三青團分團主任幹事 
李飛雄 江西貴谿 婦女團體 54 無錫教育學院 江西省參議員 

熊愷 江西豐城 婦女團體 51

國立北平女子文

理學院畢業、日本

早稻田大學政治

系畢業、日本早稻

江西省中等學校教務訓導教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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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大學大學院研

究員、新生活指導

委員會婦女高幹

班畢業 
萬文仙 江西南昌 婦女團體 45 中央大學 中正大學副教授 

蕭運貞 湖北武昌 婦女團體 57
中央軍事政治學

校畢業、師範專科

教育系畢業 

湖北省婦女工作委員會委員

兼組長、公路黨部婦女工作

輔導委員會常務委員 

劉靜君 湖北黃安 婦女團體 46
湖北省女子師範

湖北陸地測量學

校 

新運婦指會湖北分會副主任

委員 

余傳瑾 湖北黃陂 婦女團體 54
湖北省立女子師

範學校畢業、武昌

中華大學肄業 
中小學教員、訓導主任 

姚令嫻 湖南長沙 婦女團體 40 建國法商學院 

中國國民黨長沙市黨部監察

委員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委

員、湖南省黨部婦女運動委

員會委員兼秘書 

童錫楨 湖南寧鄉 婦女團體 67
日本東京高等女

子師範學校畢業 
湖南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

長、南岳女子難民工廠廠長 

蔡秀明 湖南沅陵 婦女團體 41
貴陽師範學院教

育系 

湖南省沅陵縣縣立簡易女子

師範學校校長、縣婦女會理

事長十二年、沅陵縣政府教

育科科長、沅陵縣教育界選

出參議員兩屆 

成理成 湖南湘鄉 婦女團體 50

湖南省立四中高

中師範部畢業、上

海市教育局師資

檢定合格、日本女

子師範肄業 

私立民立中學國文教員、湖

南省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委

員、湖南新運婦女工作委員

會委員 

高益君 湖南益陽 婦女團體 55
蘇聯莫斯科中山

大學畢業、司法院

法官訓練所畢業 

江西、吉安、湖南、安化、

常德、衡山等地檢察官及首

席檢察官 

鄧育英 西康康定 婦女團體 44 西南聯大 熱河蒙旗黨部婦運會主任委

員 

王雅麗 河北寶坻 婦女團體 42 北平師範大學 
河北省訓練團講師兼訓導、

河北省黨部婦運會委員、河

北省婦女會理事 

張希文 河北棗強 婦女團體 53 輔仁大學 
中央婦運會指導委員、中國

國民黨中央委員、憲政研討

委員會常務委員 

王慕信 河北三河 婦女團體 40
北平師範大學肄

業、中央組織部黨

訓班六期結業 

中國國民黨河北省黨部幹

事、婦運會委員、河北省婦

女會秘書、省訓練團訓導 
賈潔清 河北新河 婦女團體 57 河北省立師範學 河北省婦女會籌備會主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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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畢業 員、河北省婦女會理事 
李雅韻 河北 婦女團體 40 北平中國大學 河北省黨部婦運會委員 

王淑珣 山東濟南 婦女團體 45

北平輔仁大學肄

業、中央軍校十五

期畢業（軍委會戰

幹團第一期） 

軍委會戰幹團區隊長、軍委

會政治部科員、教育部戰區

來渝學生進修班女生部主

任、振濟委員會戰區內遷婦

女輔導院組長、重慶市知識

青年從軍女青年總隊中隊

長、山東省黨部婦運會委員 

崔照岩 山東聊城 婦女團體 56 北平中國大學 山東省婦女會理事、山東省

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 

張漪清 山東館陶 婦女團體 41

陝西省立醫學專

科學校、美國加州

羅馬琳達大學醫

學研究院小兒科

畢業、美國紐約佛

蘭西醫學研究院

畢業 

南京陸軍總醫院內科醫師、

山東省立醫院小兒科醫師 

孫東明 山東招遠 婦女團體 50
河北省立法商學

院、德國柏林大學

法律系 
 

姜淑貞 山東臨朐 婦女團體 47

山東膠縣私立瑞

華 中 學 本 科 畢

業、山東建設廳工

程人員訓練班水

利科畢業、山東黨

童子軍指導員訓

練班一期畢業 

山東運河工程局測量員、小

清河工程局工務員、膠縣臨

朐等縣婦工會委員主任委

員、省水利局技佐 

閻希珍 山西五台 婦女團體 41
山西大學教育系

肄業 

中國國民黨山西省黨部婦運

會委員、山西省婦女會常務

理事 

張曉景 河南 婦女團體 44
國立政治大學畢

業、中央訓練團第

廿七期（黨政班）

河南省立洛陽師範學校職教

員、河南省訓團訓育指導、

河南省婦運會委員兼秘書、

河南省婦女會理事 

陳敏蘭 河南信陽 婦女團體 41
武漢大學教育學

系 
育幼院院長、河南省婦女會

秘書、中等學校教員 

胡晶心 河南舞陽 婦女團體 47
天津師範學院肄

業 河南省教育廳督學 

宋曼西 山東曹縣 婦女團體 46
中央大學音樂系

肄業 臺北市私立聖心幼稚園園長 

宋季芳 河南息縣 婦女團體 57
省立女子師範學

校 
小學校長、教育廳指導員、

豫合管處視察 

劉宦 江蘇武進 婦女團體 48
上海同德醫學院

肄業 
威海衛公立女子中學教員、

陝西省婦女會理事長、新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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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指會陜西省婦女工作委員

會主任委員 

劉蓂莢 陜西商縣 婦女團體 47
省立女子師範、日

本東京法政大學

畢業 

陝西省教育廳視導、陜西省

新生活婦女工作委員會委

員、陜西省婦女會常務理事 

南碧泉 陝西興平 婦女團體 50

陝西省立第一女

子 師 範 學 校 畢

業、國立河南大學

肄業 

陝西省新運婦女工作委員會

委員委員、陜西省婦女會常

務理事 

丑輝瑗 青海西寧 婦女團體 36
青海省女子師範

學校、南京金陵女

子大學 

青海省西寧市參議員、青海

省婦運會委員 

范英莪 福建建寧 婦女團體 57
北平大學法學院

法學士 

北平晨報副刊編輯、福建省

立高級護士職業學校訓育主

任兼教員、北平京華美術學

院教授、制憲國大代表 

陳陶心 福建閩清 婦女團體 47
華南大學教育學

士 

福建省黨部幹事、保育院院

長、省政府參諮議顧問、中

學校長、教員 

張若珍 福建福州

市 婦女團體 49
福建省高級師範

學校 

福建省黨部婦女運動委員會

委員、福建省政府婦女工作

委員會常務委員 

林珠如 臺灣臺中 婦女團體 47 彰化高等女學校 
臺中縣婦女會理事長、臺灣

省婦女會常務理事、臺灣省

黨部委員 

鄭玉麗 臺灣新竹 婦女團體 41
臺北州立第三高

等女學校 

臺灣省婦女會常務理事理事

長、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婦

運會委員 

劉憲英 廣東潮陽 婦女團體 54 上海法政大學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

纂委員會編輯處處長、國民

參政員 

胡木蘭 廣東番禺 婦女團體 54 大學 國民參政員、青年團幹事、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 
吳菊芳 廣東吳川 婦女團體  中山大學 幹事、委員、院長 

鄧不奴 廣東三水 婦女團體 55 中山大學法學士 
常務理事、女中校長、科長、

組長、主任、所長、教官、

參議律師 
李冰懷 廣東中山 婦女團體 48 中山大學教育系 廣東省婦運會委員 

劉香谷 雲南景東 婦女團體 40

國立中央大學教

育系畢業、英國倫

敦大學卑禾女子

學院研究員 

雲南大學教授兼女子管理

員、雲南省婦女運動委員會

委員 

許菱祥 貴州貴陽 婦女團體 50 大夏大學 貴州省婦運會主委、婦女會

理事長 
張達平 遼寧 婦女團體 60 遼寧女師、中央特 國民黨東北黨務幹事處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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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第1期、革命實

踐研究院25期 
事、遼寧省婦運會主任委

員、遼寧省國民黨部幹事 

鈕先箴 江西九江 婦女團體 52
北平大學女子文

理學院 
香港南橋中學校董、北平晨

報副刊編輯 
孫薌谷 安東鳳城 婦女團體 46 民國大學 教員、主任、督學委員 

康荻 遼北開原 婦女團體 60
遼寧女子師範學

校畢業、日本女子

大學肄業 

新疆省伊犁區女子中學校

長、新疆省婦女會秘書長、

宣傳部長、副委員長 

孟多珊 安東清源 婦女團體 50
遼寧女子師範學

校畢業、北平中國

大學肄業 

河北井陘礦務局員工、子弟

小學校校長、東北航政局會

計科員 

吳箴 吉林長春 婦女團體 50 吉林大學政經系 

國民黨和龍縣黨部書記長、

松江省民政廳科長、吉林省

婦運會主任委員、長春市婦

運會主任委員、長春市議會

議員 

李世平 吉林長春 婦女團體 51
北平師範大學史

地系 
教育部科員、國立編譯館編

審員、農林部專員 

李子筠 松江阿城 婦女團體 49
北平大學文史學

系 
私立東北中正大學教授、國

立長春大學教授 

李時中 合江依蘭 婦女團體 43 民國大學教育系 
合江省敦化縣婦運會主委、

合江省婦運會委員、革命實

踐研究院婦幹班輔導委員 

傅銘新 合江依蘭 婦女團體 60
北平平民大學新

聞學系 中小學教員、校長 

林李樹

範 
黑龍江綏

化 婦女團體 44
東北大學、革命實

踐研究院18期 
小學校長、中學教員、婦聯

分會總幹事 

初美立 嫩江肇源 婦女團體 52 哈爾濱醫科大學 中東鐵路海拉爾醫院醫師、

哈爾濱市立醫院醫師 

李志衡 黑龍江綏

化 婦女團體 53 北平師範大學 

南京市婦女生產合作社生產

部主任、四川銅梁舊市霸空

軍入伍生產總隊子弟學校校

長 

盧紉秋 興安臚濱 婦女團體 46
黑龍江省立女子

師範學校 
蒙旗辦事處專員、國民黨興

安省黨部婦運會委員 

張驊 興安海拉

爾 婦女團體 35
臺灣省立師範大

學 

海拉爾市立第一小學校長、

教育部瀋陽青年復學就業輔

導處業務組長 

張復權 江蘇宜興 婦女團體 38 上海美專 熱河省婦女會主任委員、婦

聯會聯勤分會主任委員 

劉蕙馨 熱河朝陽 婦女團體 40

北平師範大學學

士、美國哥倫比亞

大學碩士、美國哥

倫比亞大學 

中學教員、善後救濟總署冀

熱平津分署職員 

祁登荃 綏遠薩拉 婦女團體 48 國立清華大學化 山西大學講師、副教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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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 學系 後救濟總署晉綏分署專員 

劉慕俠 北平市 婦女團體 47 北大肄業 寧夏婦女會主任、寧夏黨部

委員、中央社會部委員 
倪純義 蒙古 婦女團體 56 北平女子師範 內蒙婦女協會理事長 

烏恩高

瓦 蒙古 婦女團體 36
北平貝滿女中、中

國大學哲學教育

系 

蒙古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

蒙藏委員會專員 

林瑞藹 廣東番禺 婦女團體   
南京市婦女會常委、專門委

員 

張紅薇 浙江東陽 婦女團體 51
上海法政學院法

律系 

上海特別市黨部幹部、振濟

委員會專員、上海市婦女會

常務委員 

張玉麟 浙江黃岩 婦女團體 53 上海公學文學系 
天主教婦女戰時服務會全國

總會長、重慶市黨部暨上海

市黨部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 

龔蔚珍 浙江杭州 婦女團體 53
中國公學大學部

政經系 
上海市婦女會總幹事、國民

黨上海市黨部執行委員 

吳蔭華 湖北 婦女團體 51 北平中國大學 
臺灣省選舉監察委員會監察

小組委員、嘉義縣婦聯分會

常務委員 

潘迎春 浙江杭州 婦女團體 45
陸軍軍官學校第

16期畢業、革命實

踐研究院22期 

隊長、指導員、主任、董事、

董事長、委員 

徐逸 廣東廣州 婦女團體 43 上海持志大學 新運婦指會委員 

王蘭 天津 婦女團體 48 天津師範學校 
天津市婦女會委員、天津市

政府社會局專員、天津市國

民黨動員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趙士英 雲南呈貢 婦女團體 49
雲南法政學校、中

央大學肄業 
青島市婦女會理事長、青島

市參議員 

王沅叔 山東壽光 婦女團體 54
山東第一女子師

範 

山東長清縣婦女協會常務委

員、青島市婦女會理事兼組

訓組長、青島市國民黨部幹

事 

鄭秀卿 四川重慶 婦女團體  
北平私立朝陽大

學法律系 

四川省雲陽大足廣安等縣女

子中學校長、重慶市立女中

訓導主任 

胡倩文 四川重慶 婦女團體 45
德國柏林政治學

院 

張家口婦女會籌備會幹事成

立後總幹事、重慶市婦女會

指導委員 

李玉純 大連市 婦女團體 41 瀋陽女子師範 國民黨大連市區黨部常務委

員、大連市婦女會理事 

楊景秦 哈爾濱 婦女團體 34

國立長春大學醫

學院藥學系、日本

東京大學藥學部

研究員、革命實踐

哈爾濱市工業大學化學系助

教、哈爾濱市婦女協進會主

任委員、哈爾濱市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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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18期 

劉嘉彤 廣州 婦女團體 67 廣東女子師範 

國民黨中央海外婦女部幹

事、婦女運動講習所主任、

廣西省黨部婦女部長、廣東

省市黨部婦女運動委員會委

員、廣州市婦女會常務理事 

雷礪瓊 廣東臺山 婦女團體 53 廣州嶺南大學 

廣州市婦女會常務理事、廣

東女界聯合會委員兼總幹

事、廣東省新運婦女工作委

員會理事、婦慰勞會廣東分

會理事兼總幹事、戰時兒童

保育會廣東分會兼總幹事、

廣州市參議員 

曹婉珍 廣東廣州 婦女團體 49

國立中山大學文

學系文學士、日本

早稻田研究院教

育科碩士 

國民黨廣州特別市黨部委

員、廣州市教育局視察、國

民黨中山大學黨部委員兼書

記長、戰時兒童保育會廣東

保育院長 

劉勉文 湖北公安 婦女團體 38

國立女子師範學

院教育系、中央訓

練團黨政班第 25
期 

國民黨漢口特別市黨部視察

科長、三青年漢口區團第八

分團書記、湖北省公安縣立

中學校長 

范傑 遼寧遼遠 婦女團體 46
北平民國大學教

育系 

教育部輔導委員會視導、瀋

陽市婦女會理事長、瀋陽市

議員 

王素清 遼寧瀋陽 婦女團體 42 私立遼寧醫學院 
善後救濟總署第三醫防大隊

第六附屬醫院醫師、陸軍總

司令部女青年大隊少校醫官 

馬捷 瀋陽 婦女團體 44 中國大學 
河北省濼縣師範學校教員、

東北物資調節局專員、東北

敵偽處理局專門委員 
阿谷墨

爾根 蒙古 婦女團體  
哈爾濱醫科大學

肄業 張家口興蒙小學教員 

石雲溪 山東曹縣 
內地生活

習慣特殊

國民 
46 師範大學 

山東濟南市立中學教員、行

政院振濟委員會專員、中國

回教協會理事 

王俊傑 山東聊城  50 北平師範大學 北平聾啞學校校長、教育部

北平師資訓練所教員兼訓導 

姚玉珏 哈爾濱  37
南京金陵女子文

理學院中國文學

系、 

朝陽大學法律評論社編輯、

國立長白師範學院講師 

張艾媛 遼寧金縣  40
長春女子師範大

學 

三青團支團組長、主任、國

防部女青年工作隊隊長、設

計委員 
潘錦端 山西榮河  45 國立中山大學文 廣東省參議員、廣東、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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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中央訓練團

黨政班25期 
省黨部婦女運動委員會委

員、戰時兒童保育會廣東第

一保育院院長、三青團中央

團部主稿 

劉鳳儀 陜西鳳翔  43
國立北平師範大

學 

陜西社會處薦任視導、陜西

省婦女會幹事、陜西省黨部

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三青

團陜西支團部組長 
資料來源：國民大會秘書處(編)，《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名錄》，臺北：國民大會秘書處，

1961。 
說明：國民大會法定代表名額為3,045人，全國選舉結果，第一屆國民代表共有2,961人。但

1961年國民大會秘書處編輯之《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名錄》僅收錄1595名國大代表之資料，

故本名單係不完整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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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第一屆女性立法委員名錄 

表4-4-7  第一屆女性立法委員名錄 

姓名 籍貫 當選單位 年

齡
學歷 經歷 

王德箴 江蘇蕭縣 江蘇婦女 41

中央大學中國語文

學系、美國北加羅

林那大學文碩士、

美國公教大學法碩

士 

政治大學教授、江蘇省參議

會參議員 

伍智梅 廣東臺山 廣州市區 56
夏葛醫科大學、美

國芝加哥大學醫學

院 

廣州特別市黨部執行委

員、婦女部長、廣東省黨部

委員、中央黨部執行委員、

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制憲國

大代表 

劉譜人 浙江上虞 浙江婦女 58
東 京 美 術專門 學

校、日本文化學院

文學士 

省立高級助產士學校教導

主任、浙江省杭州市參議會

參議員 

錢英 浙江杭州 浙江婦女 46
法 國 巴 黎大學 肄

業、浙江法政專門

學校法律科 

暢流半月刊社社長、杭州市

參議會參議員 

錢劍秋 上海市 上海市區 46
上 海 法 學院法 學

士、美國芝加哥西

北大學法學博士 

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三

青團上海支團部組長、制憲

國大代表、國民黨中央黨政

關係會議委員、上海市政府

參事 

仝道雲 安徽和縣 安徽婦女 49
東南大學、中央訓

練團黨政班 

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委

員、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

委員 

程琇 江西都昌 江西婦女 51
法國南錫大學法學

博士 

國立編譯館編輯、國民黨江

西省黨部婦女運動委員會

委員、江西婦女會委員、江

西第一保育會委員 

葉叶琹 湖北嘉魚 湖北婦女 42 清華大學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湖

北省政府秘書 

周敏 湖北 湖北婦女 50 北京女子師範大學

湖北省教育廳設計委員、湖

北省政府參議、湖北省臨時

參議會第一、二屆參議員 

黃振華 湖南長沙 湖南婦女 47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理學士、文學碩士

行政院參議、國民黨中央婦

女運動委員會委員、新運婦

指會委員、國民黨南京區分

部重慶區黨部執行委員 

王純碧 四川遂寧 四川婦女 38
四川大學、中央訓

練團黨政班第27期
四川省黨部婦女運動會委

員會委員、四川省婦女會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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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理事 

皮以書 四川南川 四川婦女 46
北平中國大學、莫

斯科中山大學 

國民黨中央黨部婦女科科

長、 
新運婦指會陝西分會主任

委員、婦慰會陜西分會會

長、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陜

西分會第二保育院院長、國

民黨陝西省黨部婦女運動

委員會主任委員、制憲國大

代表 

王冬珍 河北任縣 河北婦女 54
省立第一女師、日

本早稻田大學政經

科 

中央訓練委員會西北訓練

團政治教官 

崔璞珍 河北清苑 河北婦女 44
北平朝陽大學法律

系、革命實踐研究

院25期 

河北省婦女協會委員、中國

婦女母教研究會會長 

王雋英 山東 山東婦女 40
美國米西根大學碩

士 

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教授、國

民黨第六屆中央候補執行

委員、制憲國大代表、國民

參政會參政員 
凌英貞 上海市 工會婦女 40 滬江大學 社會部顧問 

唐國楨 湖南衡山 湖南婦女 49
北 平 女 子師範 大

學、日本明治大學

研究生 

國民黨南京市黨部總幹

事、婦慰會總幹事、新運婦

指會組長、戰時兒童保育總

會長務委員、國民黨中央婦

女運動委員會委員、國民參

政會參政員 

楊寶琳 山東荷澤 山東婦女 40 中國大學 

國民黨山東省黨部婦女運

動委員會主任委員、山東省

婦女會理事長、山東省各界

慰勞總會主任委員 

趙文藝 陜西城固 西安市區 37

北平師範大學教育

系、中央訓練團黨

政班、革命實踐研

究院研究員 

國民黨陜西省黨部婦女運

動委員會委員兼秘書、三青

團二全大會代表、陜西支團

部組長 

趙淑嘉 江蘇常熟 江蘇婦女 54 上海美術專門學校

婦慰會常務理事、戰時兒童

保育會四川分會常務理

事、廣東省臨時參議會參議

員、制憲國大代表 

呂雲章 山東福山 山東婦女 56
北平女子師範大學

國文系 

國民黨北平特別市黨部婦

女運動委員會委員、上海市

黨部婦女部秘書、浙江省黨

部黨務整理委員、國民黨中

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副

主任委員、國民參政會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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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制憲國大代表、國民黨

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張廣仁 河南新安 河南婦女 42 復旦大學文學士 
開封女子職業學校董事、中

華婦女文化教育協進會河

南分會理事 

傅岩 河南南陽 河南婦女 50
北京大學、美國加

州州立大學政治學

碩士 

婦女共鳴社社員、國民黨中

央宣傳部設計委員、中央候

補執行委員、首都新運促進

會婦女工作委員會委員、中

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制

憲國大代表 

曾華英 江西吉安 江西婦女 53 北平女子師範大學
江西省教育會理事、國民黨

江西省黨部委員 

傅晉媛 山西陽高 山西婦女 40
山西大學教育學院

教育系 

山西省新運婦女工作委員

會委員、國民黨山西省黨部

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山西

省政府教育廳督學 

魏佩蘭 甘肅甘谷 甘肅婦女 42 北平師範大學 甘肅省參議員、國民黨甘肅

省黨部執行委員 

丑輝瑛 青海西甯 青海省區 34 國立音樂學院 

青海省婦女會理事、青海婦

女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青

海省參議員、青海省教育廳

督學秘書 

劉我英 福建邵武 福建省區 50 燕京大學政治系 
戰時兒童保育總會主任、新

運婦指會社會福利組組

長、福建省振濟會委員 

劉秋芳 
原籍山西

寄籍北平

市 
北平市區 43 荷蘭公教大學 

平津婦女工作大隊上校大

隊長、中國天主教文化協會

理事兼國民黨團幹事 

林慎 臺灣臺北 臺北省區 46 廈門大學文學士 
上海、臺灣婦女協進會理事

長、臺灣婦女運動委員會主

任委員、婦聯會常務委員 

陳逸雲 廣東東莞 廣東婦女 43
美國米西根大學研

究院市政管理碩士

國民黨員國民黨中央婦女

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婦女

共鳴社編輯、南京新運促進

會婦女工作委員會常務委

員、新運婦指會戰地服務組

組長、中國婦女慰勞抗戰將

士總會執行委員、戰時兒童

保育會常務理事、三青團幹

事、候補幹事 

李曼瑰 廣東台山 廣東婦女 46
燕京大學、密西根

大學哥倫比亞大學

碩士 

作家、政治大學教授、國民

黨常務監察委員、三青團監

察、三青團女青年處副處

長、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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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佩蘭 廣東番禺 廣東婦女 46 北平中國大學 

國民黨員、中央黨部婦女部

幹事、江西省黨務婦女部秘

書、陸軍第20軍團幹部訓練

班女生隊隊長、31集團軍政

訓處總幹事、新運婦指會生

活指導組組長、三青團候補

監察、監察 

羅衡 雲南鹽豐 雲南婦女 45
北平中國大學、法

國巴黎大學 

國 民 參 政 會 參 政 員 (1-4
屆)、國民黨中央婦女運動

指導委員會委員、制憲國大

代表、婦慰會榮譽軍人自治

實驗區主任 

劉郁中 遼寧新民 遼寧省區 42 民國大學 
東北婦女運動促進會會

長、國民黨遼北省黨部婦女

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 

包一民 安東柳河 安東省區 48 東北大學國文學系

國民黨安東省黨部執行委

員、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委

員、制憲國大代表、國民參

政會參政員 

富靜岩 遼北法庫 遼北省區 42

中國公學政經系、

英國倫敦大學政經

學院研究、革命實

踐研究院22期 

社會部專員、社會部會計科

處長、社會部社會行政計畫

委員 

李薌蘅 吉林永吉 吉林省區 54 北平女子師範大學
哈爾濱第一女中校長、制憲

國大代表 

倪玉潔 松江延吉 松江省區 40
中央政治學校財政

系、革命實踐研究

院22期 

武漢大學會計主任、中國會

計學社南京分社附設會計

補習學校副校長 

黃節文 哈爾濱 嫩江省區 37
師範大學、日本東

京帝國大學研究員

制憲國大代表、中國兒童福

利社社長 

王孝華 興安雅魯 興安省區 34
日本奈良女子高等

師範 制憲國大代表 

王化民 河北保定 河北婦女 51 北平女子師範大學

河北省立保定女子師範學

校校長、國民參政會參政

員、制憲國大代表 

李慧民 熱河 熱河省區 35
河南大學文學院文

史系 中學教員、編審 

李秀芬 察哈爾懷

來 
察哈爾省

區 44
北平師範大學、美

國斯丹福大學教育

碩士 

廣東省立文理學院教授、重

慶中華女子職業學校校長 

莫淡雲 綏遠托縣 綏遠省區 38
武昌高師、革命實

踐研究院16期 

綏遠省婦女會理事長、國民

黨綏遠省黨部婦女運動委

員會主任委員、國民黨綏遠

省陜霸市黨部執行委員 
馬書城 甘肅臨夏 寧夏省區 64 北京女子師範學校 南京婦女運動委員會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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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寧夏婦女運動委員會主

任委員、婦聯會會員 

莊靜 江蘇邳縣 江蘇婦女 44 上海南方大學 

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婦女部

秘書、代部長、中央婦女運

動委員會委員、制憲國大代

表 

劉蘅靜 廣東 南京市區 52
北 平 女 子師範 大

學、美國哥倫比亞

大學師範學院研究

國民黨員、國民黨中央婦女

部幹事、中央黨部婦女科科

長、南京新運促進會婦女工

作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婦

女運動指導委員會委員、國

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

設計委員、國民參政會參政

員(1-4屆)、制憲國大代表兼

主席團 

王靄芬 浙江蕭山 北平市區 42
北京大學西語系、

法國巴黎大學文學

院文學碩士 

北平市黨部專員、執行委

員、北平市婦女教育促進會

理事長、北平新運婦女工作

委員會總幹事 

夏景如 山東壽光 天津市區 59
河北省立女師學院

國文系 
天津市私立聖功女中校

長、天津仁愛護士學校校長 

邢淑孍 大連市 大連市區 43 東北大學經濟學系
國民黨大連市黨部婦女工

作委員會委員 

汪秀瑞 安徽休甯 安徽婦女 45 德國柏林大學 
教育部編輯、三青團中央團

部組長、國民黨中央委員、

國民黨青年部專門委員 

李清 蒙古呼倫

貝爾部 
蒙古呼倫

貝爾部 30 北平中國大學 
國民黨黑龍江蒙旗婦女運

動委員會委員、興安省參

議、蒙藏委員會顧問 

于汝洲 哈爾濱 哈爾濱市

區 50 上海醫學院 

哈爾濱市國民黨部執行委

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制

憲國民大會哈爾濱市代

表、戰時兒童保育會難童搶

救第五隊隊長 

喻孝權 四川 四川婦女 49 成都大學政治系 制憲國大代表、成都新中國

日報社長 

費俠 湖北 漢口市區 42 俄國中山大學 國民黨中央婦女運動指導

委員會委員、制憲國大代表 

項潤崑 瀋陽市 瀋陽市區 48
北平朝陽大學法律

系 

國民黨北甯鐵路特別黨部

科長秘書、國民黨哈爾濱市

黨部執行委員、東北區婦女

工作委員會委員、瀋陽市婦

女會理事 

史敏濟 廣東番禺 農業團體 41
北平大學農學院、

美國農業經濟碩士
農林部技正、中山大學教授 



．372．                                        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之研究(1924-1949)  

任培道 湖南湘陰 專科以上

教員團體 55

北平師範大學教育

研究科、美國意力

諾大學研究院教育

心理碩士 

國民黨中央黨部婦女科

長、婦慰會委員、戰時兒童

保育會常務理事、制憲國大

代表、國民黨中央婦女運動

委員會委員兼召集人 

孫繼緒 山東蓬萊 農會東區 56
北京女子高等師範

國文部哲學系 
湖北省一女師教務長、國立

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會計長 

王長慧 漢口 工會華中

區婦女 36
國 立 體 育專科 學

校、中央訓練團1期

湖北省婦女運動委員會主

任委員、後口市婦女會常務

理事、漢口市總工會委員 

王孝英 福建林森 教育會南

區 53 北京女子師範大學

廣東省臨時參議會議員、第

三屆立法委員、婦女共鳴社

社員 

王學超 

原籍河南

鞏縣寄籍

新疆迪化

市 

教育會西

北區 37 武漢大學 

三青團河南支團女青年工

作隊總幹事、新疆省國民黨

部婦女運動委員會秘書、迪

化市議員 

程毅志 河南襄城 
專科以上

學校教員

團體 
49

北平女子師範大學

教育系 

北平師範大學附中專任教

員兼學科主任、河北省教育

廳督學 
方冀達 浙江鄞縣 律師公會 41 上海持志大學 律師 
愛美娜 新疆和闐 新疆婦女 39   

謝娥 臺灣臺北 臺灣省區 36
日本東京女子醫科

大學醫學士 

臺北市婦女會理事長、臺灣

省婦女會理事長、臺北市第

一屆市參議會參議員、國民

參政會參政員 
資料來源：立法院立法委員名鑑編輯委員會(編)，《第一屆立法委員名鑑》，臺北：立法

院立法委員名鑑編輯委員會，1953。 
說明：行憲第一屆立法委員法定總名額為773人，實際選出名額為760人。本表所列名單，

不包括1969年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六項規定，辦理自由地區中央公職人員增補

選舉所選出之11位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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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第一屆女性監察委員名錄 

表4-4-8  第一屆女性監察委員名錄 

姓名 籍貫 當選單位 年

齡
學歷 經歷 

錢用和 江蘇常熟 江蘇省 53

國立北京女子高等

師範學校國文部第

一屆畢業、美國芝

加哥大學教育學院

畢業、美國哥倫比

亞大學師範學院研

究員 

國立暨南大學教授、國立女

子師範學院教授兼訓導主

任、國立交通大學教授兼國

文科主任、國民革命軍遺族

女學校校董會主任秘書兼

校董、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

會常務會秘書、戰時兒童保

育會常務理事、婦慰總會執

行委員、國民參政會第二屆

參政員、中國國民黨六全代

表大會江蘇代表、國民黨中

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國

民黨中央候補監察委員 

宋英 安徽舒城 安徽省 48
中國公學大學部政

經系、日本帝國大

學研究員 

南京婦女會常務理事、上海

幼幼托兒所董事長、南京小

朋友圖書公司董事長 

黃覺 江西浮梁 江西省 43
上 海 遠 東大學 畢

業、高等考試及格

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婦女運

動委員會主任委員、江西省

婦女會主席理事、江西吉安

地方法院檢察官、江西興國

地方法院檢察官、江西浮梁

地方法院檢察官、江西鄱陽

地方法院推事、江西高等法

院第三分院檢察官 

蔡孝義 湖北廣濟 湖北省 38 復旦大學 
廣東省新運婦女工作委員

會委員、廣州大學、南方商

業專科學校教授 

黃芫軒 湖南衡山 湖南省 39
北平朝陽大學法律

科 

湖南省新運婦女工作委員

會常務委員、第九戰區抗屬

工廠常務董事、湖南省婦女

運動委員會主任委員、湖南

省幹部訓練團婦女組主任

講師、湖南省政府參事、湖

南省婦女會理事長、湖南省

黨部常務監察委員 

崔震華 河北滄縣 河北省 63
前清天津女子師範

學堂畢業 

天津靜存學校校長、國民黨

黨代表、中央監察委員、國

民參政會參政員、北平宏仁

產科醫院、產科學校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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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巨全 山東諸城 山東省 49
北 平 中 國大學 商

科、日本早稻田大

學經濟系 

國民黨北平特別市黨部常

務委員、山東省黨部民訓會

組織科主任、中央黨部組織

部幹事、東京支部執委兼組

織科主任、中央黨部社會部

婦運會委員、中央黨部組織

部婦運會常委兼秘書、青島

市黨部監察委員會常務委

員、青島市合作協會常務監

事、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

代表大會代表、臨全代表大

會代表、六全大會代表、山

東省參議會參議員 

張岫嵐 山西定襄 山西省 46
北 平 女 子師範 大

學、莫斯科中山大

學 

國民黨莫斯科中山大學特

別黨部委員、國民黨江西省

南昌市黨部委員兼婦女部

長、山西省黨部委員、山西

省婦女整理委員會常務委

員、山西省黨務人員訓練班

講師、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

表大會代表、四川省動員委

員會秘書、新運總會四川省

婦女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央

組織部婦女運動委員會兼

常務委員、中央黨部婦女運

動委員會委員、制憲國民大

會代表 

曹承德 陜西三原 陜西省 49
燕京大學、俄國中

山大學 

陜西省臨時參議會參議

員、婦女憲政研究會理事

長、國民黨陜西省黨部婦女

會主任委員 

柴峯 甘肅皋蘭 甘肅省 51
美國歐柏林大學學

士、哥倫比亞大學

碩士 

齊魯大學教授、北平中國大

學教授、山東濟南商業專門

學校教授 

張藹真 上海 福建省 49
美國密芝根大學文

科、教育行政碩士

上海清心女中代校長、基督

教女青年會協會常務董

事、新運婦指會總幹事、婦

慰總會常務委員、保管委

員、戰時兒童保育會常務理

事、三青團常務幹事、女青

年處代處長、國民參政會參

政員、國民大會制憲代表 

李緞 臺灣臺北 臺灣省 38
臺灣省立第三女子

高等學校、日本早

稻田大學法政經濟

台北市婦女會常務理事、台

灣省婦女會常務理事、理事

長、台灣省婦女工作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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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函授科 組長、私立再興幼稚園常務

董事、平民婦女工藝社社

長、台灣省參議會參議員、

婦俄會常務委員、民社黨台

灣省黨部代主委 

鄧蕙芳 廣東東莞 廣東省 59
廣東秀實美術女學

校、日本東京錦町

女子音樂學校 

廣東北伐軍女子炸彈隊隊

員、廣東臨時省議會代議

士、中華革命黨特派員、國

民黨粵支部幹事、廣州市參

事會參事員、廣東高等審判

廳司法、日刊事務主任、廣

州晨報社司理、國民政府一

等書記官、國民黨國民政府

特別區黨部四分部常務委

員、國民政府特別黨部執行

委員、廣東女界聯合會常務

委員、廣東全省婦女會整理

委員會常務委員、廣東省婦

女會常務委員、中國琳琅幻

境劇社常務委員、廣州市車

衣業女工會顧問、廣東女界

聯合會會立工人子女學校

校長、廣東婦女日報社社

長、廣州市婦女會常務理

事、戰時兒童保育會廣東分

會理事、東莞縣立二十小學

校長、國民黨婦女運動委員

會主任委員、廣東省黨部執

行委員、東莞縣參議會參議

員、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

廣東省婦女工作委員會主

任委員、監察院兩廣區監察

委員 

楊羣先 西康越巂 西康省 54 四川成都女子師範

越嶲縣立小學校長、越嶲縣

立中學級任導師、越嶲縣婦

女會理事長 

張維貞 遼北北豐 遼北省 38

東北大學文學院中

國文學系、中央政

治學校計政學院會

計審計系、考試院

會計師考試及格 

江蘇省政府財政廳科員、軍

政部兵工署駐昆明辦事處

滇庫建築工程處科員、交通

部川滇鐵路公司總經理處

課員、中國企業公司稽核、

會計主任、雲南高等法院第

一分院會計主任、熱河省政

府會計處專員、制憲國民大

會代表、憲政實施促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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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常務委員、教育部東北區

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專

員、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研

究員、新運婦指會東北分會

常務委員兼該會縫紉工廠

廠長、婦女文化社東北分社

理事長、婦聯會委員 

王竹祺 熱河建平 熱河省 41
北平師範大學教育

系 

北平育英學校教員、國民黨

熱河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

婦運幹事、熱河省婦女會常

務理事、國民黨熱河省執行

委員會執行委員、國民黨熱

河省黨部婦運會副主任委

員 

劉耀西 察哈爾宣

化 察哈爾省 42
北平師範大學國文

系 

國民黨北平特別市黨部執

行委員、國民黨綏遠省黨部

婦女部部長、國民黨河北省

黨部執行委員、河北省立第

六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天津

特別市教育局督學 

陳葵仙 南甯 廣西省  北平大學文學系 

廣西省立南甯中學教員、國

立廣西大學訓導員、國防最

高委員會黨政工作考委會

總幹事(國民黨)、社會部廣

西省育幼院院長 

丁淑蓉 綏遠薩縣 綏遠省 43
北平大學女子文理

學院文史系 

綏遠省立第一女子小學校

長、山西友仁中學教員、國

立社會教育學院附中教

員、國民黨甘肅省黨部婦女

運動委員會主任秘書兼代

主任委員 
資料來源：監察院秘書處(編印)，《監察院第一屆監察委員名鑑》，臺北：監察院秘書處，

1954。 
說明：第一屆監察委員共93人，其中，女性監察委員有19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