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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産的改革：抗戰時期經濟作戰部之籌設

傅　 亮

［提　 要］ 　 抗戰時期，國統區的物價逐漸暴漲，引發了嚴重的經濟與政治危機。 為了應對統治危

機，國民政府設置了一系列平價機構來平抑物價，但仍然缺乏權責明確的中央機構統一事權。 1940

年 7 月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議決設立經濟作戰部，以此加強經濟行政，建立戰時經濟行政體制，從

而更有效地應對經濟及物價問題。 但經濟作戰部的籌設，遭到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的強烈反對，最終

未能如期設立。 經濟作戰部籌設的失敗，充分反映了國民政府内部政治權力的衝突，體現了其因人

事而廢制度的政治運作特點，也凸顯出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建立完整的全國性戰時體制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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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日本全面侵華，中國軍民奮起扺抗。 是年底，南京陷落，國民政府各機關陸續遷往重

慶，後將重慶定為陪都，四川等西南省份成為抗日戰爭的大後方。 因受戰爭破壞、物資緊缺等各種

因素的綜合影響，大後方的物價上漲非常明顯。 以糧食價格為例，1937 年抗戰之初，糧價平穩。 從

1938 年至 1940 年 6 月，糧價進入了一段逐漸高漲的時期，但其漲幅並不如一般物價激烈。 1940 年

7 月至 1941 年 6 月，糧價進入了猛漲時期，尤以四川省 1940 年秋歉收以及宜昌失守等原因，糧價上

漲幅度超過了一般物價。 1941 年 6 月，重慶米價比 1937 年上半年的平均價格增漲約 31 倍，躍居全

國首位，每市斗 41.87 元。①糧食等物品價格的上漲，嚴重影響了民衆的生活，1940 年 3 月成都發生

搶米風潮，此後各地搶米風潮迭次發生，從而使糧食問題“成為社會政治的嚴重問題”②。 與糧食類

似，其他物品價格也經歷了不同程度的暴漲。
為應對物價上漲，國民政府先後頒布“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條例”、“非常時期平定物價及取

締投機操縱辦法”以及“取締囤積日用品辦法”等條例，並採取種種措施，設置各種平價機關來穩定

物價。 但這些平價機構互不統屬，缺乏相應的中央權力機構來統一職權，實際效果大打折扣。 1940

年 7 月，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通過了在行政院内設立經濟作戰部以及經濟會議的決議，籌設的經濟

作戰部的職權包括對敵封鎖、物資供應、物價平準這三個方面，實際是國民政府應對戰時經濟問題

的中央權力機構。
目前學術界對經濟作戰部的籌設大都一帶而過，③並没有注意到其籌設背後所牽涉的政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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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方面的重要意義。 經濟作戰部的籌設，表明國民政府為了應對抗戰時期的物價及經濟問題，試
圖重新調整政府權力架構。 這種政府權力的變動與改革，遭到了國民政府内部的強烈反對，最後導

致其成立的流産。 本文通過考察經濟作戰部籌設之背景、籌設失敗的原因，進而探討國民政府内部

的政治權力鬥爭，從而窺探國民政府政治制度設計與實際運作之間的矛盾，以及國民政府建立完整

作戰體制的困難所在。

一、經濟作戰部的籌設

抗日戰爭爆發後，經濟及物價問題成為國民政府亟須解決的難題。 在抗日戰爭前期，國民政府

管制物價的措施，除了頒布一系列法令取締投機、打擊囤積居奇之外，主要是通過農本局、糧食管理

局、平價購銷處等平價機構來穩定物價。 具體辦法是：政府提供資金，通過平價機構來購買糧食、衣
被以及其他日用品等投放到市場上，同時打擊囤積居奇，希圖以此來調節物價。

農本局成立於 1936 年 9 月，初期業務主要以農貸來促進農業生産，設立合作金庫，建設農倉等

等，從而調劑農業金融。 在抗戰爆發後糧食價格上漲的情况下，農本局又承擔了平抑糧價的職

責。④經濟部次長、農本局總經理何廉認為，平抑糧價的工作，需要制定控制經濟的具體做法並建立

相應的機構來貫徹執行，農本局承擔購米及定量分配的任務，卻缺乏所需資金以及法定權力，導致

農本局因糧食價格上漲而成為衆矢之的。⑤為此，何廉建議成立專門的糧食管理機構來負責糧食管

制工作，從而促使全國糧食管理局（部）的成立。
除糧食外，國民政府還成立了專門機構來負責其他物品的平價事宜。 1939 年 12 月 5 日，經濟

部公布《日用必需品平價購銷辦法》，決定成立平價購銷處，由其主持辦理西南、西北各省日用必需

品平價購銷事宜，其運營資金由四聯總處分期撥付，其會計直接受四聯總處監督。⑥12 月 12 日，平
價購銷處正式成立，其資金為 2,000 萬元，業務種類主要有服用、糧食、燃料、日用品四項，分别委託

福生莊（農本局内設機構）、農本局、燃料管理處及中國國貨聯營公司代為經營。 1940 年 1 月，經四

聯總處第十七次理事會決議，由四聯總處先行撥付 800 萬元，供平價購銷處使用。⑦1940 年 2 月起，
平價購銷處先後撥交資金委託平價機關購買日用品，然後投放市場，試圖起到平價效果。

除農本局、糧食管理局、平價購銷處管理糧食、服用、燃料和日用品等的價格之外，國民政府還

按照其他各種物品另設平價機構以及專賣局，相應地對這些物品價格進行管制。 這些平價機構，有
的是舊有的，有的是新設的，大都是各自負責一種或多種物品的平價。 對於不同機構負責不同物品

平價的狀况，四聯總處理事會決議曾指出：“查平價組織，可分兩種關係，一為自中央以至省縣區鄉

之一貫統屬關係，一為每級組織内之各類物品統制部門之相互聯絡關係。 過去辦理平價，多偏重於

前者。 譬如糧食平價屬於農本局囤糧監理委員會及糧食管理局，燃料平價屬於燃料管理處，按物價

設機關個别統制，自中央以至地方，由同一機關負責管理，此種辦法自有其指揮靈活之便利。 但亦

易使機關繁複，系統紊亂，政出多門，致各種物品之統制，失其聯繫。”⑧這些平價機構互不統屬，無
法統一協調，農本局、平價購銷處等隸屬於經濟部，而糧食管理局、運輸統制局則直屬於行政院。 物

價管制還牽涉到經濟、財政、運輸等各種問題，因此物價問題不可能是某一個部門甚至某一些機關

所能負責的事情，有必要重新設立一個權力部門來統屬這些機關，起到統馭有方的效果，從而建立

起戰時經濟行政體制。 除了物價飛漲之外，國民政府也面臨因戰爭導致的其他嚴重的經濟問題。
如何解決抗戰爆發後面臨的經濟問題，經濟行政改革成為一條可能的道路。

1940 年夏天，物價上漲引發的政治與經濟困難，使蔣介石非常擔憂。 為了管制物價，蔣介石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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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對政府機構進行改革，從而加強管制物價及經濟的力量。 1940 年 7 月 1 日至 8 日，國民黨五屆

七中全會在重慶召開。 蔣介石在 7 月 5 日的日記中寫道：“設立糧倉委會、經濟作戰部與設計

局。”⑨7 月 6 日，蔣介石以“半年來工作之檢討與中樞機構之調整”為題進行訓話，第六條要點為：
“對於中樞機構之調整與充實，其要點：（1）行政院之經濟部改為工商部，另設經濟作戰部與戰時經

濟計劃委員會；（2）設置中央設計局及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⑩為此，蔣介石向大會提交了“擬於

行政院增設經濟作戰部並設置戰時經濟會議，加強經濟行政效率適應長期抗戰需要案”供大會議

決，該案提出設立經濟作戰部的緣由如下：
我國抗戰已屆三年，在此長期戰事之中，舉凡對外貿易、對敵封鎖，以及物資之調節、

物價之平衡，千端萬緒，息息相關，非有統一決策，與集中管理之機構，無以達調節管制之

任務。 現在政府組織，關於經濟各部門，雖各有主管機關，但在平時行政體系之下，為應付

戰時需要，往往隨事設置臨時補苴，初無整個之計劃，以致機構歧出，名目繁多，責任不清，
事權不一，重叠矛盾，牽掣摩擦之弊，因之而生。 為適應長期抗戰起見，亟應確立戰時經濟

行政體系，集中運用，以求設計決策與執行督導之統一，並將現有機構，加以調整，以祛機

關聯立之弊。 本此原則，擬於行政院增設經濟作戰部，以專責任；並設置戰時經濟會議，俾
有關機關切取聯繫，以資統籌。

這個提案的主要内容有四點：一是行政院内設立經濟作戰部，行政院院長為主席，經濟作戰部、財政

部、軍政部、工商部、交通部、農林部部長為當然委員，並以四聯總處理事會常務理事一人、運輸統制

局主任、後方勤務部長為委員；二是改經濟部為工商部，專管工商及礦業事宜；三是經濟作戰部下轄

機構為糧食管理處、貿易委員會、物資調節處（署）、敵偽封鎖處（署）、物價委員會、各戰區經濟委員

會，掌管糧食、貿易、物資調節、對敵經濟封鎖、物價調查與平衡、戰區經濟委員會等事務；四是在行

政院内設立經濟會議，協調統籌有關經濟部門。當日，大會議決通過：“（一）設置中央設計局統一

設計工作，並設置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以立行政三聯制基礎案；（二）設立經濟作戰部，並設置戰

時經濟會議，加強經濟行政效率，適應長期抗戰需要案；（三）請確定全國糧食管理政策並建立各級

管理機構案。”由此，經濟作戰部的籌設提上了議事日程。
籌設經濟作戰部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解決戰時物價以及經濟方面的問題。 對於經濟作戰部的

設立，有報導説：“聞經濟作戰部成立後，原有經濟部之資源委員會、農本局及平價購銷處，並財政

部貿易委員會，均併入該部管轄，以為對日人展開經濟作戰之基本力量。”擬成立的經濟作戰部掌

管的部門，既有直屬於行政院的糧食管理局，也有隸屬於經濟部的農本局與平價購銷處，甚至還有

財政部的貿易委員會，這些部門大都與戰時物價以及經濟有關。 若成立經濟作戰部，勢必牽涉到行

政院内多個部會權力的重新分配。 可以説，經濟作戰部的設立是一次行政機構改革的嘗試，是對

國民政府内部權力的重新劃分，以期建立戰時經濟行政體制，應對抗戰。

二、經濟作戰部的人事、組織安排

經濟作戰部這樣一個重要部門的人事安排，成為當時權力競爭的焦點。 由於涉及到對日經濟

作戰問題，時任國防設計委員會副秘書長的錢昌照和經濟部部長翁文灝認為經濟作戰部部長應由

白崇禧擔任，經濟部次長何廉也頗為認同。不過，蔣介石一開始有讓宋子文擔任部長職務的想法。
7 月 16 日，蔣介石致電宋子文，請其擔任經濟作戰部部長：“行政院新設經濟作戰部，暫任兄為部

長，由中兼代，待兄回時或臨時再易他部亦可。 以該部關係重要，不能不從速成立，次長人選先以顧

591



翊群及曾養甫二人，待兄回國可再另商也。”8 月 15 日，蔣介石致電宋子文：“行政擬改組整頓，兄
能早日回國為盼。”對此，宋子文提出自己的建議，蔣介石也表示贊同。 不過因宋子文遠赴美國的

主要目的是為了爭取美援，不可能短期内回國，由其出任經濟作戰部部長只是蔣對宋許好而已。 8

月 20 日，顧翊群被免去廣東省財政廳長職務，“另有任用”，此人事變動很可能是為顧翊群出任次

長作準備。
蔣介石對經濟作戰部的籌設非常重視，日記中常見到經濟作戰部之有關記錄。 8 月 2 日，“蔣

介石日記”中記錄預定的幾件事情，其中一件即“經濟作戰部之人選與籌備”。但由於人選的不確

定以及統轄部門的問題，直到 9 月份經濟作戰部成立與否仍然没有定論。 “蔣介石日記”記載的 9

月份大事預定表，“經濟作戰部之組織”排在第二位。9 月 4 日，何浩若向蔣介石進呈，認為物價

問題與金融政策相關，增發貨幣必然導致通貨膨脹，物價高漲為通貨膨脹之必然現象。 解決物價之

根本辦法，在於促進生産，對於交易只能予以監督。 何浩若提出“統制信用、監督交易及誘導生産”
之十一條具體辦法，並認為“目前急務，似應急速成立經濟作戰部，加以統馭調整，始能收戰略一

致，指揮靈活之效。 經濟作戰部不僅須將經濟部門如貿易、對敵封鎖、平價機關，統一部内，並須有

指揮金融機關之權，俾金融與經濟得趨一致。”物價問題本非簡單的物資問題，必須調整金融與經

濟，才有可能取得成效。 可以説，何浩若的呈案切中了物價問題的核心，也體現了他認識到經濟作

戰部應擁有指揮金融機關的職權。
9 月間，蔣介石一直在籌劃經濟作戰部的人選及編制。 9 月 27 日，蔣介石手令：行政院經濟作

戰部改名為國防經濟部，貿易委員會、糧食管理局、平價購銷處、福生莊等皆移歸接管。第二天，翁
文灝即與經濟部次長秦汾商量改組經濟部的辦法。10 月 1 日，翁文灝與行政院秘書長魏道明、行
政院政務處長蔣廷黻、何廉商量國防經濟部組織，擬設對敵封鎖、物資供應、物價平準三部分，由魏

道明呈送蔣介石。 10 月 2 日，為了統一事權、增加效率，翁文灝擬將國防經濟部之名改為統制總監

部，由蔣介石親任總監，翁文灝並附送條例及系統表。

10 月 12 日，蔣介石將魏道明所擬的《國防經濟部組織法》和翁文灝所擬的統制總監部辦法交

由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張群進行核議。 張群擬以賀耀組、何廉為次長。張群作為政學系的代表

人物，其推薦何廉擔任次長，自然有加重政學系在政府中的分量之考慮。蔣介石接受了將國防經

濟部改為物資總監部的建議，但並没有同意張群提出的以何廉為次長的意見。 12 月 3 日，孔祥熙

在行政院會議上報告，稱蔣介石致函設立物資總監部，蔣自任總監，賀耀組、曾養甫為副監，内設管

制、稽核、財務各司，貿易委員會、農本局、物價平準局、對敵經濟封鎖局等均附屬之。對於出任副

監一事，曾養甫回憶：“當滇緬鐵路停頓之際，物價波動極烈，影響抗戰前途。 總裁決意特設經濟作

戰部，自兼部長，而命余與寧鄉賀貴嚴氏分佐其事。 於是群蜚刺天，張大其詞，謂余如出任此職，必
釀成大禍。 總裁震怒，手書訓諭千言，責余不應沾染官僚政客習氣，故偶一提及，聞者即談虎色變。
而事亦中輟。 實則余惟不能與官僚政客沆瀣一氣，故不為官僚政客所容，殊引以為榮也。”所謂

“群蜚刺天，張大其詞，謂余如出任此職，必釀成大禍”，大概是指有人向蔣進言曾養甫不適合出任

此職。 蔣介石原矚意顧翊群任經濟作戰部次長，後又改為賀耀組，張群推薦何廉任次長又被蔣介石

所否，曾養甫擬任次長又被人攻擊，由此可見各方對於經濟作戰部（物資總監部）人選爭奪之激烈。
12 月，蔣介石將成立物資總監部作為當月大事之一。7 日，行政院以設立物資總監部事徵集

軍、財、交、經、農各部意見。24 日，行政院會議商討物資總監部職掌以及經濟會議組織。可以説，
經濟作戰部（物資總監部）的成立已經提上了正式的議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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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價大案”與經濟作戰部的流産

除了人選問題的爭奪之外，經濟作戰部的成立也遭到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的極力反對。 7 月

18 日，翁文灝在日記中提到：“近日蔣曾言，擬用顧翊群為經濟作戰部次長，大約蔣自任部長。 財部

（孔、徐）皆以經濟作戰部將管貿易及外匯而大為擔心。”12 月 3 日，行政院對蔣介石設立物資總

監部的手令進行核議，孔祥熙當天在宴請法國大使後，對翁文灝就賀耀組、曾養甫擬任物資總監部

副監以及物資總監部之事表示頗為感慨。孔祥熙對物資總監部的成立有不同意見是可以想見的，
因為物資總監部將管理貿易委員會以及外匯，並對金融機關有指揮之權，這勢必大大削弱財政部以

及金融機構的權力，從而動摇孔祥熙在國民政府中的地位！
經濟作戰部改為物資總監部的條例及系統表等，都是由翁文灝等人建議，並經國防最高委員會

秘書長張群審議。 對於經濟作戰部次長一職，張群最初提議由蔣廷黻擔任。 張群認為，“經濟作戰

部成立後，與現有主管各部會之職業關係甚多，職權上之調整與工作上之聯繫至關重要，次長一職

對外須能保持各方面緊密圓滿之合作，對内須主持所屬各部分主管事務之推動與進展，非富有行政

經驗兼經濟學識者不能勝任，次長一職似以蔣廷黻為宜，並為調整各部會關係之便利起見，擬請仍

令暫兼行政院政務處處長。”後張群又向蔣介石建議由何廉擔任物資總監部次長職務，以此加重

政學系在行政院中的權勢。 這使得作為政學系代表的翁文灝與何廉，成為反對成立經濟作戰部的

孔祥熙等人極力攻擊的對象。 而平價機構的負責人基本上都是政學系的代表人物或與政學系相近

的人士，如兼任農本局總經理的何廉、糧食管理局局長盧作孚、平價購銷處前處長章元善等，其中何

廉既是經濟部次長，又兼任農本局總經理、糧食管理局副局長，成為受攻訐最集中之人。
到了 12 月間，蔣介石認為物價問題“非有解決之辦法不可”。26 日，蔣介石幕僚陳布雷將有

關平價機構存在營私舞弊嫌疑的情况向蔣介石報告，蔣憤怒不已，手令徹查平價購銷處、農本局、國
貨聯營公司及燃料管理處舞弊案。 28 日晚，軍統特務將農本局、平價購銷處以及國貨聯營公司等

平價機關十多人逮捕審問，釀成轟動一時的“平價大案”。
“平價大案”是平價購銷處處長吴聞天向侍從室陳方報告平價購銷處業務的弊端，再由陳布雷

將此報告向蔣介石匯報才導致的。但該案發生之後，“操縱其事者，煞費苦心，多方烘托，欲用迅雷

不及掩耳之手段，將經濟部事業人員，一網打盡，從而窘翁倒翁。”章元善認為操縱之人的目的是

為了“窘翁倒翁”，即打擊經濟部部長翁文灝。 何廉也認為“黨中若干分子歧視太甚”，翁文灝覺得

“從種種事實看來，徐堪存心與若干人為難”，並認為“以彼著名污吏乃竟大膽欺凌正人，當局竟受

其蒙蔽，可嘆没［莫］過於此。”這些意見是當事人所發，或許有所偏倚。 不過，王世杰在日記中對

此事之評論卻頗為中肯：“徐於翁部長泳霓亦素乏好感，此次風潮，雖非以徐為主動，然告發後主持

查辦者為徐，聞者俱憤之。”財政部次長徐堪確實欲借此案打擊政學系，從而控制經濟部轄下的農

本局。徐堪對於農本局等平價機構的攻擊，實際上得到孔祥熙的支持。 此案反映的是財政部孔祥

熙、徐堪與經濟部翁文灝、何廉之間的政治矛盾與衝突。

“平價大案”的發生，使得蔣介石對經濟部轄下的平價機構的廉潔産生嚴重懷疑，認為物價無

法平抑的原因，在於用人不當，而不是機構不力。 1940 年 12 月 31 日，孔祥熙將行政院各部對設立

物資總監部的意見向蔣介石報告，行政院第 496 次會議討論的結果是：物資總監部成立之後，“所
有行政院直轄之各戰區經濟委員會及原屬各部之有關機關，如經濟部之農本局、燃料管理處、平價

購銷處及財政部新擬設置之緝私處與在各戰區所設貨運稽查處等，自應分别移交接管，俾專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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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事功”，但海關、鹽務、税警應照舊辦理；而“貿易委員會現有職務與財政金融及對外債信關係

至為重要，且所辦理進出口貿易均係履行國家契約，不便因國内物資管制有所影響，似宜維持原來

系統，不予變更。”

在這份報告中，孔祥熙將物資總監部擬管轄之財政部的貿易委員會“維持原來系統，不予變

更”，而緝私處負責的相當一部分事務也“仍應送交原主管署局依法處置”，這樣就大大違背了原來

擬設經濟作戰部的初衷，也大大削弱了經濟作戰部的職權。 如此一來，喪失了指揮金融機關權力的

經濟作戰部（物資總監部），即使最後真正成立，也必將成為跛腳的部門，難以較好地解決經濟以及

物價管制問題。 這樣的話，成立經濟作戰部就没有什麽意義了。
孔祥熙提交的行政院第 496 次會議報告，充分反映了財政部不願意將財政金融方面的權力交

給擬成立的經濟作戰部（物資總監部）。 孔祥熙作為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蔣介石也不得不

重視他的意見。 而對於孔祥熙的反對，蔣介石又不能真正做到大義滅親，抛棄孔而另起爐灶。翁

文灝的灰心與何廉的去職，使得在經濟事務方面，行政院内很難再有能夠抗衡孔祥熙的政治力

量。 這兩方面的原因，導致蔣介石不得不暫時打消成立經濟作戰部（物資總監部）的考慮，從而以

其他物價管制機構來代替。

四、經濟會議與經濟作戰部的再提

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通過了成立經濟作戰部以及經濟會議的決議，前者最終未能成立，後者則

如期創設。 1940 年 12 月 17 日，行政院經濟會議第一次召開會議，出席人員有：行政院副院長孔祥

熙、軍政部部長何應欽、交通部部長張嘉璈、農林部部長陳濟棠、社會部部長谷正綱、財政部次長徐

堪、經濟部次長秦汾、重慶市市長吴國楨、四聯總處秘書處徐柏園、全國糧食管理局局長盧作孚及副

局長何廉等人。 孔祥熙在報告時稱，蔣介石在 12 月 14 日曾召集談話會，“對於調劑糧食、平抑物價

諸問題認為應由行政院組織一經濟會議，每周開會討論一次，俾得確定各項緊急措施，以資應付。”
蔣介石並指示孔祥熙迅速成立經濟會議，因此行政院會議決定“每星期二上午八時舉行經濟會議，
會後舉行行政院會議，俾經濟會議之決議案，得從當日院會核定施行。” 

12 月 29 日，翁文灝與秦汾、何廉訪晤孔祥熙，孔向翁出示蔣介石之手令，蔣要求在行政院内設

糧、物、工平價執行總局，以孔為主席，谷正綱、賀耀組為總幹事，“於有關各部調用二三人，分期降

價，不必多數事業費，務必從速實行。”1941 年 1 月 14 日，行政院經濟會議第五次會議召開，賀耀

組認為平價執行總局實際上等於經濟會議之秘書處，不如仍作為秘書處，可設立小組。 孔祥熙堅持

蔣介石設立平價執行總局、以孔為主席的命令。會議議決：糧食、物、工平價執行總局組織大綱原

係遵照蔣介石手令擬定並經其核准，關於糧食、物、工平價事宜仍應由該局辦理。 而經濟會議組織

大綱之秘書處組織已奉蔣介石指示暫無庸設置。不過，蔣介石隨後改變了自己的意見，1 月 17 日，
賀耀組告訴翁文灝，蔣介石決定不設立平價執行總局，而設立經濟會議秘書處，以賀耀組為秘書長，
蔣廷黻、谷正綱為副秘書長。1 月 21 日，經濟會議通過經濟會議組織大綱草案，決定設立秘書處，
代替平價執行總局的管制物價職責。

經濟會議設立之後，專門管理經濟事務，尤其是物價管制。 經濟會議通過召開會議，在會上報

告各種有關物價的事宜，形成決議後由有關部門執行。 經濟會議雖然是“全國最高平價專責機關，
統籌辦理全國一切平價事宜”，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此前籌設的經濟作戰部的職能，不過，由於經濟

會議只是通過召開會議，由各部會執行，實際上只是各部門之間的協調機構，其職權與經濟作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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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同日而語。 此後經濟會議改組為國家總動員會議，負責的事務極其繁多，物價管制只是其中

一項。
1941 年 5 月之後，蔣介石在日記中記載：“經濟會議秘書處與物資統監部之組織”，再次提出

設立經濟作戰部（物資統監部）的設想，其部長由黄紹竑擔任，次長由王東臣、何浩若擔任，但未見

實際的政治操作。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再次試圖加強經濟與物價管制。 1942 年 9 月，蔣
介石又開始準備籌設經濟作戰部或物資統制局，但仍沒有實際的政治運作。

1942 年 11 月 27 日，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國家總動員工作之檢討與實施〈加強管

制物價方案〉案》，後附《研究加強管制物價之具體實施方案並成立經濟作戰部案》，該提案中共

有三份意見書。 在意見書中，何浩若再次提出在中央機關内設置物資統監部，統攬管理物價及控制

物資之責。彭學沛也在意見書中提交《管制物價機構組織大綱擬議》，認為有必要在中央設立“一
負責管制物價總責之部”，名稱為“經濟作戰部”，由其統轄衣、食、住、燃料、日用品等各種物資專管

機關，並由其主管所有管制物價方針。孔祥熙認為稱為“作戰部”不妥，不如稱為物價管制部。在

11 月 24 日五屆十中全會的經濟組審查經濟作戰部案上，“因財政部不願將貿委會及專賣局劃出，
故張岳軍面稱［請］蔣示時，蔣言：可擬議二種辦法，一設經濟作戰部，二不設此部，以免分割。 委員

多覺不平，表示結果仍應劃出。”最後，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對於是否成立“經濟作戰部”的決議是

“經濟作戰部不必設立”。這次決議徹底否決了成立經濟作戰部（物資統監部）的提案，實際原因

仍在於財政部不願意讓出權力。 至此，經濟作戰部的籌設徹底成為泡影。

結　 語

國民黨將領張治中在其回憶錄裡講到，他曾於 1941 年 3 月就政治、軍事與黨内風氣的問題向

蔣介石直陳：“又如七中全會議決設置經濟作戰部，數月以來，一變而為物資統制部，再變而為某某

局，又一變而為今日之經濟會議，轉折阻礙，莫可究詰。 準此類推，舉凡一周兩周可以解決之問題，
往往拖延至一年半年尚未能得到結論。”張治中的這段回憶，很好地概括出了經濟作戰部籌設的

流産過程。 經濟作戰部籌設的失敗，充分反映了國民黨因人事而廢制度的特點。 蔣介石無法下定

決心對行政院進行徹底改革，重新革新政府，設立事權集中的經濟行政部門。 這種行政權力改革所

遭遇的反對及其政治藴意，似乎可見國民政府政治權力鬥爭的面向及其政治制度運作的内核。
抗戰爆發之後，在 1939 年 1 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通過設立的國防最高委員會，是

戰時的最高權力機構。 但在政府行政方面，行政院則可以説是“五院之首，權位獨尊”。在權責最

重的行政院内重新劃分權力，從而成立一個新的部門———經濟作戰部，是國民政府對戰時嚴峻經濟

問題的因應，也是對行政權力的一次改革。 經濟作戰部的成立，將大為削弱財政部的權力，這遭致

了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的極力反對。 孔祥熙等人借“平價大案”對政學系代表人物翁文灝、何廉等人

多方為難，最終導致何廉去職，削弱了政學系官僚在蔣介石心中的地位。 孔祥熙向蔣介石提交的行

政院第 496 次會議報告，也表明財政部不願將貿易委員會等機關劃歸經濟作戰部管轄，這成為經濟

作戰部無法成立的最主要原因。 行政院的會議報告，導致蔣介石只能暫時放棄成立經濟作戰部。
除了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的強烈反對之外，經濟作戰部的籌設失敗，也反映出國民政府並没有建

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戰時行政體制。 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沒有形成完整的戰時體制，這也影響到

了經濟方面的作戰機構———經濟作戰部的設立。 國民政府籌設經濟作戰部，本意在通過統轄經濟、
金融等行政機關，以此來應對戰時出現的物價、經濟等方面的經濟作戰問題。 經濟作戰部的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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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是戰時經濟行政體制的改革，這種改革牽涉到國民政府内部的多個權力部門，需要進行強有

力的推動才有可能真正成功。 對於物價問題，蔣介石又急於求成，甚至認為糧食市場可以用強制力

量來穩定，“砍掉幾個人的頭就能夠威懾大多數人，使他們按照政府的要求做。”在“平價大案”發
生後，蔣又企圖依靠經濟會議來代替經濟作戰部的職能，實際上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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