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是否為
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

補充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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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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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首頁 新聞與公告 公告資訊



婦聯會是否曾由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其人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
中國國民黨實質控制之附隨組織？

爭
點 一、婦聯會自39年4月17日成立時起，有無受到中

國國民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
二、婦聯會是否曾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中國國民
黨實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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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隨組織定義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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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存在而由政
黨實質控制其人
事、財務或業務
經營之法人、團
體或機構

曾由政黨實質控制
其人事、財務或業
務經營，且非以相
當對價轉讓而脫離
政黨實質控制之法
人、團體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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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隨組織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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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德政黨及群眾組織財產審查獨立委員會

組織對於政黨為一重要元素，
用以穩固其政治權力並為政黨
所控制

組織對於政黨領導地位的肯認

政黨與組織間是否具有緊密連
結以及相互間的聯繫

組織是否依循政黨的政策來調
整其任務

組織是否透過政黨來進一步確
立其任務

組織與政黨間在人事、財務上的
串連

 組織成員與政黨黨員間具有
重疊性

 組織的營運資金主要源自於
政黨的財產

 透過政黨的行為來供給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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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認應考量者

人事

財務• 政黨是否直接提供該組織資
金，或者是否透過政黨行為
來挹注該組織、

• 政黨是否透過其執政之優勢
地位，促使行政部門以違反
平等原則或實質法治國原則
之方式來進行國家資源分
配，而形成壟斷性之補助行
為，或給予該組織特殊待遇

• 該組織的業務內容對於政
黨而言，是否作為鞏固其
政權之重要工具

• 其業務範圍是否依循政黨
的政策或決議，甚至由政
黨中之重要人士擔任該組
織的領導人，並藉此貫徹
政黨之意志，進而呈現具
有緊密連結的合作關係

業務
經營

• 組織的主要成員是否為特定政黨
之黨員、組織成員與政黨黨員間
之重疊關係等

• 就該組織之決策者是否為政黨中
之重要人士，且其是否實質掌控
該組織之人事決定權



人事部分

蔣宋美齡同時身兼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指導會議及婦聯會之最高領導人。

婦聯會之人事決定權實由蔣宋美齡完全掌控。

具有中國國民黨黨員身分之各地方行政首長、議長、士紳或軍方將領之夫人，始得擔任

婦聯會各分會之主任委員。

據曾任中華婦女聯合會委員及婦聯會臺北市分會常務委員之鄭玉麗表示，中國國民黨婦

工會是協調婦聯會與婦女會之間的活動，也就是政策上之指導。

9



財務部分

中國國民黨利用其執政之優勢地位，將勞軍捐、影劇票附捐等款項分配給婦聯會。

婦聯會亦有部分經費來自國家預算，而係由中國國民黨代領轉發。

於中國國民黨執政時期，婦聯會尚領有其他諸多政府補助費用，相較於其他民間團體，婦聯會於爭取國家公

費補助時，享有特殊之優遇

於中國國民黨執政時期，相關政府部門奉令特准婦聯會就其所領取之捐款，享有免印花稅之特別待遇。

婦聯會及其相關組織透過中國國民黨之轉讓而得以購入原屬國有之不動產，或以優惠價格購置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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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經營部分

婦聯會與婦工會之業務內容雖略有不同，但在蔣宋美齡女士之領導下，彼

此間具有密切之分工合作關係，遵從中國國民黨的政策領導

中國國民黨曾要求婦聯會之成員成立助選團，並指派其成員與中國國民黨

建立密切聯繫，以便運用黨外職務之方便，積極展開助選工作。

蔣宋美齡及婦聯會對於軍眷眷舍之設計樣式有決定權，且婦聯會於眷村中

皆有保留眷舍一戶撥作其工作隊之辦公室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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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相關部分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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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整個黨的前途，我祇得犧
牲我個人的自由來擔任本會的
指導長，現在我又是兼中華反
共抗俄聯合會的主任委員和臺
灣省婦女會的名譽會長，這三
個團體完全由我領導，希望你
們三個團體的同志要精誠合
作，協同努力



夫人謂：婦女工作不必拘泥
政治派別，當即決定，任錢
劍秋委員為主任，並兼婦聯
會常務委員，以資在夫人指
導下的兩婦女組織，得互相
溝通的機會

14



凡是社團法人的理監事或委員均必須
透過選舉方式，否則無效，所以不能
不經過選舉程式。蔣夫人非常堅持委
員必須由她聘，不願透過選舉方式，

一定要由蔣夫人全權決定。

15



總統府43年12月16日代電：「軍
隊夫人會可併入婦聯會並應遵照
第二十一次軍事會談席上中正指
示會商婦聯會重新修正工作綱要
及業務規程經常督導切實推行俾
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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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至四十三年間，臺北
市長吳三連為非國民黨人
士，老夫人就請省政府秘書
長浦薛鳳的夫人浦陸佩玉女
士擔任主委一職，後來該職
務由常委林慎女士接任，任
期直到林慎女士過世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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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縣市長夫人、及機關團體首
長夫人為主委，在國民黨獨大
時，實施起來並沒有問題，現
在遇到縣市長非國民黨籍者，
則請議長夫人擔任；鄉鎮支會
以鄉鎮長夫人為主委。臺北市
各區亦設支會，以士紳夫人為
區支會主委，同樣的都是以國
民黨籍為當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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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蔣夫人身兼中華婦聯總會（長沙街）主
任委員以及中央婦工會（寶慶路）指導長兩
職，所以這兩個組織等於是老夫人的雙
臂。…中央婦工會原本的角色是協調婦聯會
與婦女會之間的活動，也就是政策上的指
導，所屬組織原本有省黨部婦工會及各縣市
婦工會。



財務相關部分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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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軍捐



二、上列各項意見
請運用黨政關係於
出席省進出口工會
理監事會議時提出
說明，並促使各理
監事順利通過付諸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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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軍捐獻座談會，其會議
記錄中曾提及此捐獻會議

之性質：「二、性質：黨
內協調性質會議對外不
公開。（三）任務：（1）
協調各單位意見（2）建議
並監督捐款之使用（3）籌
劃並收撥捐款（4）過去捐
款懸案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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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雖經中央委員會第五組組
成之進出口業外滙附勸勞軍捐
款協調小組一在研討並于昨
（九、廿九）日召開第四次協
調小組會議……決定……該業會
員外滙結滙仍按美金壹元繼續
附勸新台幣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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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劇票附捐



十二月十四日軍事會談中
總統指示：略以影劇附勸
款數目龐大，不宜由大陸
救災總會與軍友社等單位
分散使用，應集中作有計
畫的建築眷舍，希在明年
能以此款建築三千至五千
幢眷舍，著國防部研究辦
理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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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8年之副本
均抄送中國國民
黨中央黨部

經該部簽奉總統核准，仍照47年
度辦法，經影劇票附勸捐款撥建
軍眷住宅。並經王參謀總長函達
貴會黃議長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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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代領轉發款項部分



47年度中華婦女反共抗俄

聯合會經費352萬元、華

興育幼院經費158萬元

50年度婦聯會救國團及華

興育幼院三單位寄列之

720萬元

53年度國防研究院救國團

婦聯會華興育幼院等四單

位經費1,330萬110元

58年度中華婦女反共聯合

會400萬元、華興育幼院

208萬元

60年度中華婦女反共聯合

會、華興育幼院、國際問

題研究所等六單位經費，

全年計2,578萬8,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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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補助及特殊待遇



准婦聯會函為辦理鼎興計畫勘地督工請
本部購置裕隆公司中型客車一輛交該會
使用。二、附發有關資料一份希按規定
程序代購撥用並洽婦聯會會同辦理所需
預算在鼎興計畫管理費項下撥款十九萬
一○○○元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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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職務官舍外水、電暨公共設施
款三、○○○萬元仍撥交婦聯會運
用，請照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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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印花稅法對人民團體收受捐款收據，並
無免稅之規定，惟貴會向臺灣銀行領收之
捐款，乃撥作勞軍之用，特准免貼印花。

各縣市商會向商戶廠商或會員籌募春節端
節，秋節勞軍捐款，如係依照行政院公佈
之『統一捐募運動辦法』辦理，其所具捐
款收據，准予免貼印花稅票，否則仍應按
照『銀錢收據』目貼用印花稅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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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置不動產部分

•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19號原
為陸軍總司令部持有，自五十
八年起陸續由中國國民黨購
入，後續該地為中國國民黨婦
工會使用，婦聯會嗣後捐贈6
億元給婦聯社福基金會，再由
婦聯社福基金會以此6億元於
87年12月及88年2月間分三期
付款予中國國民黨購入該地。

• 台北市分會於五十六年向臺灣
人壽股份有限公司價購台北市
延平南路85號土地，購地價格
依照55年8月之公告現值7折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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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相關部分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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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主要的婦女團體，有婦聯會，婦女會，婦工組，應該一視同仁，相互
合作，婦工組多作策動指導的工作，婦聯會顧名思義，該是著重推行宣慰服
務工作，婦女會則是側重婦女生活改進的工作，如此可以分工合作，並不會
有所衝突，這個觀念建立了，相互間攜手合作，在黨的主義和政策領導之
下，一致向反共抗俄工作而努力，這個偉大艱鉅的任務達成以後，才是婦女
工作負起了黨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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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主任，呂幹事委員視察報告中，有一事值得注意的，那便是各地婦女工作
同志團結的情形，有許多地區婦工會，婦聯會，婦女會都能精誠合作，但亦
有若干地區彼此之間，互有摩擦，這是相當遺憾的，我們的工作是全面的，
必須合作，協力進行，不要單求個別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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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婦女組織皆一齊團結在總統夫人的
領導之下，組成一個堅強的陣線，密切
配合，步調一致，共同致力於反攻復國
的工作。具體地配合協調的方法，以中
華婦女反共聯合會的成立，為其樞紐。



敬希貴同志一本組織立場，運用黨外職務之方便，迅予成立
助選團，積極策劃展開助選工作，並指定同志一人經常與本
會取得密切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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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奉核定，仍建平房』恭請鑒核。說明：......
二、遵洽准婦聯會三月一日（55）華聯秘字341
號函復：『查本會第十期眷舍早奉核定仍建平
房，業由貴局完成設計，陸軍總部建議改建樓房
一節，歉難照辦』。

分配貴部之眷舍為台北市松山南機場......六處，
應請各保留眷舍一戶，撥作本會工作隊辦公室之
用，並希於落成後將保留眷戶門牌號碼數見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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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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