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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文獻  

前二二八時期的臺灣歷史見證 --鄭坤五《九曲堂時文集》點校 (四 ) 

點校：林翠鳳     覆校：吳福助  

32. 呼籲國內同胞保持壹等國民資格 1  

昨三月二十九日，乃革命開花時期中，七十二烈士，在黃花崗殉國記

念日，亦即民族進化，民國胚胎結成時期中，最可記念的日子。本省人士，

對於此日，亦是珍重不敢遺忘的。記得在十數年前，高雄州下聯吟會，在

東港值當的時候，即某年三月三十日出題曰「血花」，限寒韻。筆者得元

詩曰：「開時宜熱不宜寒，迸放心苗一寸丹；烈士黃崗遺馥在，千秋留與

國民看。」2以外發揚民族性之佳作亦不少，惜忘卻不能錄出。在日人鐵蹄

下，於記念日的退後一日出這等題，做這等詩，雖屬日人無知，而眾吟友

敢冒險為之，可見詩人氣魄。並可證明，本省人時刻不忘祖 3國革命前烈的

偉勛。今日革命已告成功了，一向的所謂「內憂外患」的外患，已仗當局

諸公善處解消。惟內憂尚有多少存在，這是我們四億五千萬同胞所當負責

的。  

以前的鬧事，致起生民塗炭的，全係惡軍閥所為 4。幸賴我委座，自韶

關 5出兵北伐以來，凡舊時軍閥，已若殘秋敗葉，逐次殲除。不意至今日 6，

猶有同室操戈者。小而個人，大則團體，原因皆從意見衝突而成。不但內

地如是，本省亦然。此等遺憾，皆屬個人暴殄了自家人格所致。深願同胞

加一層猛省，我們係新興民國的主人翁，須各自保持壹等國民的資格。每

                                                 

 林翠鳳，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 


 吳福助，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 

1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一日」；「社論」專欄。 

2
 〈血花〉二首，高雄州下聯吟會次唱，見《詩報》昭和 7 年（1932）8 月 15 日

41 號頁 8。左詞宗陳春林；右詞宗陳月樵。本引詩為之一，得第左一右二。「苗」，

原誤作「頭」，據《詩報》改。 

〈血花〉之二：「朵朵紅開暗殺團，隨時赤化起無端。禍根倘使留餘種，遺臭終

知結果難。」謹錄以供參考。 
3
 「祖」，原誤作「租」，今改。 

4
 「全係惡軍閥所為」，原作「全部係軍閥」，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5
 「關」，原誤作「開」，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6
 「日」，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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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要做的事，事事替國家大局一想，替革命前烈一想，然後做下去，必 7不

致毒害社會。譬如欲演骨肉相戕慘劇的人們，苟 8認識大家通是兄弟，兄弟

間的感情衝突，一家人有什麼不得了，致動干戈，殺自家人和自殺一樣，

算什麼英雄？況殺一個國人，則我國失卻一份子力量，尤其是有攜帶刀槍

的人，更加要十分顧慮，不可使氣驕人，有時失手，雙方不利。辦公執法

的人，要大公無私，莫飲貪泉，勿以個人愛憎任意曲法。而資本家尤當明

白「唇亡齒寒」原理，只顧自己造成財產，而不念及同胞死活，囤積居奇，

擾亂經濟，遺害民生。萬一激成貧民走險，當知富亦難以久守。  

我國素為禮義之邦，國人切不可放棄禮義廉恥，誤解自由。恰巧是日

又值第三屆青年節，此後新國家建設的重任，全在此第二代國民青年諸君

的雙肩，請 9大家合同協力，來促成我健全金甌無戰的國家，保持我們壹等

國民寶貴的資格罷！  

 

33. 時間不嚴守的弊害 10
 

一寸光陰一寸金，時間的寶貴，誰人都知道的。在光復前，各界豈不

是每每聽著「時間厲行」的標榜？在光復後，何嘗不是很呼號著教時間嚴

守？而且在這黃金時間的現社會中，誰人不曉得時間須勵行或嚴守？尤其

是在這新興民國建設工程中，更是加一層不容光陰虛擲的。任你如何獎勵

與宣衛，但是至今總不能實現。無論時間不能嚴守者各有種種因素，中間

最令 11人可恨的，便是宴會的時間。  

時無分古今，地無分內外。若是宴會的時間，一百回中不但有九十九

回九的，不依時刻開宴，尚且可以說是一百零一回以上，亦不是形容過度

的話。不信請看 12地方顯者們，常常午前中的茶話會，尚且往往一直延到

午後去的。一回會化成兩箇時間，認真算起來，還不止開一百回會，有一

百零一的延遲時間。若宴會更不待說了，遭這劫數的在會人員，每每犧牲

                                                 
7
 「必」，原誤作「譬」，今改。 

8「苟」，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9「請」，原誤作「層」，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10作者剪報註：「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八日」；「代論」專欄。署名「坤五」。又，

題下原有「（上）」，唯《九曲堂時文集》中未見（下），他處至今亦未得見。 
11「令」，原誤作「會」，今改。 
12「請看」，原倒文，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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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許多物質與精神，且飽受了滿腹肚內的臭脾 13氣，為習慣與環境的淘汰

與磨練 14，各人老早就像有覺悟了，雖是受屈，亦不敢哼一聲的不平了。  

這時候試觀看會眾中，有詼諧的人，自然會團結他的同類，開始說天

談地。或尋本會的所關逸事，或把主人翁的成功傳，拿來作話柄發表發表。

一來表示對人敬意，二來誇耀自己對主人有密切關係。汝談一句，我說一

雙，彼此利用，也算是共同消 15遣他無聊的時間。極端說一句，也可像在

監獄中，著書以忘卻受難的苦痛，約略可以麻醉一刻千秋，如坐針床上時

間的苦楚。  

最可憐的是那無言詞的人，所謂不苟言笑的老成人，已無話伴又少相

知，靜坐在人氣蒸騰的叢中，坐不得，去又不敢，這是因為會眾中，大半

是要巴結紅點人的，有時還要花去會費或賀禮與出席時間，都是不得已

的。若不這樣犧牲，恐怕被人笑他鄙俚，巴結不上紅人，不能誇耀鄰里，

將來落伍，所以賣皮當骨，也來拿香隨拜，所謂「輸人不輸陣」來應酬。 

這等費用比正供還嚴重，不能過期的。會員中雖不是全屬這等人，大

概也是為人情上，與奉承巴結所需要，勉強而行罷了。好容易已獲得會員

資格，哪裡敢得罪主人而逃席呢？只好時時偷眼向時鐘看了又看，頻頻對

自己五臟神安慰、安慰。大約每十分鐘，便有一回的失望，失望後，復有

十分間的新期待，每一回失望時，也應有一種的歎氣聲，但是不敢公然吐

出，千忍萬忍，忍至不可忍時，卻打了一箇呵欠來替代，也算是暗地裡出

了一絲怨氣了。  

若是像我無喫煙的人，萬一遭遇著暑天時候，那苦況則更加倍了，嗅

覺神經，被那非戰時的毒煙彈一般的刺激，草煙烟、屁氣、汗氣、口氣、

臭耳氣、羊臊氣的厲 16害，比在戰陣上所受的催淚彈、氯 17氣彈的毒煙，更

加難受。起初還可勉強忍耐，禁不住頻頻失望，漸漸喪氣垂頭，已不敢越

禮逃席，宛然待赦的死囚，恨不早離酒池肉林的軟地獄，還我自由的肉身。

在傍觀者已不忍卒觀了，何況身當其境的人呢？咳！這是社會的毛病與弊

                                                 
13「脾」，原誤作「皮」，今改。 
14「練」，原誤作「煉」，今改。 
15「消」，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16「厲」，原誤作「利」，今改。 
17「氯」，原誤作「綠」，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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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怎可不來想一法子來療治嗎？ 18
 

 

34. 誰為為之誰實致之 19 

大凡社會中萬般的得失，不論如何，大家是共同負責的。譬如現時火

車乘客，已經擁擠得了不得了，而每箇車廂的出入口，大都是堆積滿滿 20的

蕃薯袋及 21積貨物，從此經過的人們，誰 22都感覺著不便，心內厭惡著堆貨

物 23人 24不懂 25交通道德。固然厭惡的 26不錯，但這是我們一方面的見解，若

是對彼方來著 27想，那就 28不平及厭惡的氣，即時 29煙消霧散，或者還要同

情這等人，纔 30是仁人君子的心腸。  

你試想，現在斗米一、二百金的時候，貧窮人們，不早夜向附近村庄

買收些蕃薯或樹薯粉，或其他什貨，乘著車幫 31趕赴各街市去貿些微利，

藉糊一家口腹，教他從何處謀生活呢？況兼火車貨物，不但不容易寄託，

而且所寄託貨物每每被竊，物主那能安心？無奈在這個人尤無立足地的人

叢中，拚 32命連人帶擔用九牛二虎氣力，方能入去 33，受人怒叱，當作 34馬

耳東風，只裝 35作笑面，向人千拜託、萬拜託，有良心的人，到此時自然

會起同情的心理。因為這不是貧窮人們喜歡作的。雖然有碍交通道德，但

是總比作賊好些。他能顧大義，不肯賺不義的錢，來做這一文錢百點汗的

                                                 
18

 作者註：「（未完）」。 
19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十八日」；「代論」專欄。署名「坤五」。 
20

 「滿」下原衍「又」，據作者剪報自校刪除。 
21

 「及」，原誤作「一」，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22

 「誰」，原誤作「進」，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23

 「物」，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24

 「人」下原衍「人」，據作者剪報自校刪除。 
25

 「懂」，原誤作「董」，今改。 
26

 「的」，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27

 「著」，原誤作「看」，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28

 「那就」，原誤作「想」，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29

 「即時」，原誤作「當日」，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30

 「纔」，原誤作「總」，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31

 「車幫」，臺語，班車之意。 
32

 「拼」，原誤作「耕」，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33

 「去」，原誤作「拌」，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34

 「作」，原誤作「你」，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35

 「裝」，原誤作「粧」，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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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路 36，略略對火車積載些，礙人出入的細微失德，吾人是應該體諒他纔

是。  

他們無處營生以致失 37業，不得不作這自他皆不喜歡的賺錢法，固是

有幾個原因，第一 38是：米貴、什物俱貴，除卻土水 39工、木工以外，他們

實在難 40度過。第二是：火車職員無責任，甚且有一部不肖者，監守自盜，

以致貨主寒心，無怪滿車內堆貨物。我們若要交通道德完成，除非先使米

價降下，各工廠開始製糖，或各種的作業，並要火車職員負 41相當的責任，

使行李安全纔有成効，不然是不可偏責一方的。所以若深入一層的研究，

到底是誰教米價騰貴呢？是誰教火車職員無責任呢？又是誰教窮兄弟失

業而損交通 42道德呢？在建設新臺灣的工作中，若照這樣稽延下去，那 43能

不教人要跌足痛哭 44嗎？  

 

35. 自殺是罪惡 45 

地球上，動物本能，不過是求生怕死。其實生的意義與責任極重，求

46生也不得說是卑鄙。至於自殺，本有種種原因，如事業失敗，情場失戀，

戰場敗績，生活困難，家庭不睦，或疾病纏身，或良心自責，羞 47恥悲憤，

皆有自殺的機會。一般的人們，多讚美他的志氣很潔白、很有勇氣，我卻

不但不能贊成，卻要排斥他是罪惡，他是自誤兼誤國家的罪人；他是不理

解人生的意義和責任，所以一誤到底。  

試思人生天地間，為維持生命，譬如三餐食用六畜魚蝦，是犧牲它物

生命，補養我的生命。在良心上看去，豈不是損人利己的罪惡？但是我們

                                                 
36

 「頭路」，臺語，行業、工作之意。 
37

 「失」，原誤作「大」，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38

 「一」，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39

 「水」，原誤作「未」，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40

 「他們實在難」，原誤作「們在師」，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41

 「負」，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42

 「通」，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43

 「那」，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44

 「哭」，原誤作「器」，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45

 作者剪報：「代論」專欄。 
46

 「求」，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47

 「羞」，原誤作「差」，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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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可因此罪惡捨去三餐，因為捨三餐必犧牲生命，不肯犧牲生命，須自

尋活路，這活路只有將功補罪一條路而已。所以吾人一息尚存的時間內，

「必當盡吾人的天職，對人類造福，便有享受六畜魚蝦的資格」，而六畜

魚蝦損失它生命來養吾口福，也無怨言。像   國父建立民國，替民眾造成

無窮幸福，中間難 48免有許多犧牲者，而犧牲者自然也不敢怨言的。簡單

說明，是每人欲維持生命一日有一日罪惡，欲消罪惡，只在對人類造福，

便是至上的將功補過法。每人都罪 49惡，因對贖罪工作途中，又 50豈可因些

微的惡 51環境，便想自殺，豈不罪上加罪 52？  

假如做事業失敗，俗云：「失敗為成功之母」，必須忍耐緩圖再起，切

不可灰心短見。漢高祖對項羽之戰，百戰百敗，為不肯灰心自殺，終成帝

業。楚項羽烏 53江一敗，便 54短見自殺，助成漢高得意。設使項羽忍耐一時，

焉知他日不捲土重來？鹿死誰手，正未可知。經營商業者亦然，往往有七

顛八倒，終得成功，皆在於忍耐，而獲「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善果。 

又情場失戀者，更不可自殺。要明白「戀」之一字，其原動力，不過

是色慾罷了。色慾固然是天賦的生物第一要素，他是為繁殖子孫的，完全

是生的機關與條件，斷然不可為此而自殺，以專門司生機之戀，而濫用作

死之引導，那便是根本錯誤。倘因些 55少不如意，天下間理想的 56伴侶，固

不是只 57限定一人，而吾人的身是社會的公器，不是限定一人的犧牲物，

凡事不可固執才是。  

而在戰場敗績，亦不宜自殺。須知自殺是利敵行為，我方死一人，敵

方便減一個敵手，苟留得身在，後日便有報仇機會。假使終身不能報復，

尚有子子孫孫，可以待望報復，倘不忍辱自殺，則越王句踐永無滅吳之日。 

                                                 
48

 「難」，原誤作「離」，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49

 「罪」，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50

 「又」，原誤作「及」，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51

 「惡」，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52

 「罪」，原誤作「下」，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53

 「烏」，原誤作「鳥」，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54

 「便」，原誤作「但」，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55

 「些」，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56

 「的」，原誤作「多」，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57

 「只」，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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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生活困難，天下窮人最多。這樣的苦難，亦最普遍，且陷入這環境

的人，亦大部消磨卻勇壯的志氣了。所以從失意而至於遇 58事失敗，至三

至四，若加以家庭掛累，則生機愈縮小，此雖基於個人勤勉程度，然亦有

不盡是的，但此亦社會財富不平所致。天下間事，苟能誠實盡責，斷不致

餓死，螻蟻尚且貪生 59，何況萬物之靈的人們，豈無餬口的手段？而想短

見，豈不是太愚憨嗎？  

唯有疾病苦痛，或有視死為快活的，此或者在病苦中，而有時容易感

到厭世念頭。但是病人感覺苦楚，是自身抵抗病的機能與病的相對抗的反

動，不是病增進。若是真 60正重病，多在昏昏沈沈中，並不感覺什麼大苦

楚。無論自己體力，正和病魔對抗中，反而自殺，是一件愚憨事。縱如何

病苦，總有一絲起色的可能，千萬不可短見。  

若 61因為家庭不睦而起風波 62自殺，這件是人們一切自招的。雖對方如

何殘酷，既屬家族，無論如何，平輩者總可以族長解決的；若長輩則其期

間已短，少為忍耐則過，更無須尋死。至於良心自責，實屬矛盾。良心已

發見，是自知惡罪了，己能自責，那就改過，將來做好事來補方纔合理。

不知補報，糊塗自殺，誤了對國家的責任而死，豈不是罪上加罪嗎？假使

有輪迴的報應，報怎的了？  

最後一條只有羞 63恥或悲憤而自殺的 64，這皆屬一 65時短見。倘能少緩

須臾 66一想，便死不成。尤當省悟留得此身不死，必有報仇雪恥的時日。

若一時短見自殺 67，不但無報復的後望，且給對手 68者高枕無憂，其愚豈不

太甚嗎？所以我說：「自殺是惡罪」。  

 

                                                 
58「遇」，原誤作「過」，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59「螻蟻尚且貪生」，原誤作「蟻尚且生」，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60「是真」，原誤作「無」，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61「若」，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62「波」，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63「羞」，原誤作「差」，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64「而自殺的」，原誤作「自」，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65「一」，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66「臾」，原誤作「叟」，今改。 
67「殺」，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68

 「手」，原誤作「方」，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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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對省議完了後說幾點管見 69 

本省參議會居然誕生了！對地方參議員，儼然以貴賓待遇，發特車迎

接到省政府公幹，民間也宴會歡送，真是公私尊崇，何嘗不是堂之皇之！

而各議員自身，亦莫不摩拳擦掌，滿滿自 70信，將為人民謀幸福了。議會

中，各 71地亦有人打電勉勗及聲援的，更曾用新聞廣告，助他威風的。老

百姓對政治的關心，不可謂不周到了。  

有良心的議員們，應負的責任，可免用說了。但是達道理，善說話的，

終歸到三、四人而已。其他或有要求政府求雨，幸喜某處長答說，天自不

下雨，除卻用機械灌溉以外，無有辦法。設使無某處長答話，若徵求他的

意見時，或者他主張請龍虎山張天師，大展神通來呼風喚雨，亦未可知。

在這原子能世紀內，有這等出人意外的言論，豈不令人笑不得、哭不得嗎？  

更有只把自己 72議案急於發言，不管別人說完與否，中途欲脫軌而出

的；甚至有把他人問答，置之馬耳東 73風，而提出他人已經說過，甚至答

過案件，自己不知，重復說出，被人指摘失態的；更有在神聖議場，許人

連袴脫去的；亦有人問議長放屁可否的。此等言動，簡直是兒戲 74，是失

體，使背後的老百姓，禁不得一場失望。  

老早雖然覺悟，有聲有色的省參會，是一紙糊老虎，和日本時代的督

府議會，是差不多的，彼此馬馬虎虎，套一場把戲 75，似無不可。但是事

在人為，大家當抱有新建設的精神，應認此會為一場焠煉，為工作上的試

金石，勇往直前，弄假可使成真，方不負大家天職，亦不枉費一百餘萬的

會費與黃金時間纔是。  

如今議會閉幕了，大家也似掩旗失鼓歸來了。或者 76是各議員們，憐

念勞民傷財，謝絕慰勞洗塵宴會原因，所以各地民眾省卻這一次麻煩，抑

是民眾失望所致。雖不必吹求，但是議員們既負民眾重託，議會完了歸鄉，

                                                 
69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社論」專欄。 
70

 「自」，原誤作「白」，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71

 「各」，原誤作「名」，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72

 「己」，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73

 「東」，原誤作「本」，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74

 「戲」，原誤作「戴」，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75

 「戲」，原誤作「戴」，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76

 「者」，原誤作「省」，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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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理當對民眾報告自己工作，成功或失敗的經過，使民 77眾瞭解其得失，

纔是有次序的做法。現在除卻幾個他們的親友之外，全似「此曲只 78應天

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了。但是「既往不究」，失之東隅 79，尚可收之桑

榆 80，希望省參議諸公，把這番的成敗，作為龜鑑，大家以再接再勵的精

神，「取他人之長，捨我們之短」，廣收大眾輿論，普察民間甘苦，養精蓄

銳以待來期，以大公無私，不撓不屈的毅力，共勗 81政府施行善政，實現

民主世紀，纔不負完人天職。流芳百世，機不可失，望參議諸公圖之。  

 

37. 希望刪除奴化倭文以推進國文國語 82  

日寇自戰勝滿清後，即夜郎自大，趾高氣揚，輕視中華，甚至忘卻本

來文化實由我國所授，傲慢無理，數數唱廢漢文。至其文相平生，蠻橫更

甚，通牒學界，盡廢漢文一科，進而波及新聞，將四十年中，存在漢文記

事一切廢止，其意蓋謂不如是，不能使本省人奴化，且不能推進日語，更

不能使本省人，與祖國絕緣。至中日事變後，愈雷厲風行，不但禁止學生

讀漢文，而且不許說本地話，偶有失慎，被發見時，則拳腳交加。倘 83有

火車、汽車乘客，有用本地語言者，不但不賣車票，且或有在車內犯此，

被辱打或趕下車者。此等省人所受恥辱，猶存心目中，略有民族觀念人士，

猶在時時切齒痛恨。  

故天幸光復後，則各地皆有自覺民眾，自發的專心研究國文國語，不

敢使用日語。不論路上、車內、會場，偶有脫口、誤用日語者，即被傍人

指摘，其本人亦自慚愧無地。此誠不可多得，可喜可賀 84之現像也。  

誰知今日卻大不然。學校內先生、學生皆噪日語，書信亦寫日文，市

場、車內、街上、店鋪、跳舞場、菜館，來去民眾，無不皆用日文、日語

者。且有一部喪心病狂，稱讚日政如何者，此雖屬民眾無自覺，亦有一大

                                                 
77

 「民」，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78

 「只」，原誤作「抵」，今改。 
79

 「隅」，原誤作「陽」，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80

 「榆」，原誤作「掄」，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81

 「勗」，原誤作「最」，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82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代論」專欄。 
83

 「倘」，原誤作「尚」，今改。 
84

 「可喜可賀」，原誤作「何苦」，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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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所使然也，甚至祖國渡來同胞，以至國軍勇士，亦以學習日語為趣味，

不知者以為是一種好奇心，殊不知此等老兄弟，因為自求旅情慰安，有時

涉足花叢，不得不勉習日語，以博對手歡心。長此以往，不但阻碍省人學

習國文國語之熱心，且遺留一種恥辱，比較當初日人之制限我國文，與 85本

地言語，何等苛酷！  

今日藉 86主座威光，日寇一敗塗地，國土光復，方食肉寢皮，報復之

不遑 87，乃共許日文、日語跳梁於民眾間，豈不令有心人愧死？究其原因，

雖有種種，然政府許准報紙存置日文之事，似屬最大原因。蓋當報紙被許

准理由，不外是憐憫本省人能讀日文者，多於能讀國 88文者，為報紙推銷 89

上，為智識普遍上關係，故不及顧慮其他，此亦理之所在。但此只好暫行

於最短時間內，切不可使之延長。  

如今光復已將三百日矣，日俘亦已送完，民眾對於國文國語，雖不甚

純熟，亦可以約略看 90得來，說得去。在此時期中，若將各報紙上日文廢

止，則民眾當不似在八箇月前之或不便也。所以希望當局急速英斷，廢止

在本省內，不論報紙內日文、及學校教科用日文日語，並通信用日文使之

絕滅。則將來國語國文，推進効力，當較現在增進數倍，且不期然而然，

而隔絕對日寇思想，並可以刪除奴化，民眾幸甚！國家幸甚！  

 

38. 對本季米糧辦法還是政府勵行已定法規不可放鬆 91  

本省從來物價，大多的人，是說由於米價的升沉而使然的，我們卻不

大相信。因為是際會著這回世界第二回大戰的關係，戰爭中消耗卻許多物

資，兼又生產力減退的原因，有消耗無生產，更加著有錢的人，得著這箇

經濟界的弱點，一時便抱著千載一遇的感想，大大的積囤 92物質，以待後

日千倍百倍價錢的造孽錢，此□□僅僅是奸商方面罷了。  

                                                 
85

 「與」，原誤作「興」，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86

 「藉」，原誤作「籍」，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87

 「遑」，原誤作「轍」，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88

 「國」，原誤作「續」，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89

 「銷賀」，原誤作「消」，今改。 
90

 「看」，原誤作「說」，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91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一日」；「代論」專欄。署名「坤五」。 
92

 「囤」，原誤作「屯」，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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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尚有中等家產人們，亦預料出戰後物資，非一時可以產出來的原

理，各人盡其財力，陸續囤積多少，以備後來需用，故使物資漸漸涸渴，

價錢漸漸升貴，似不全屬米價所影響 93。但是去年因米價抬高至絕頂，果

然物價隨之而起，恐怕後日米價跌落，物價依然不能降下。但是今日重要

問題只在於米價，米價能降至相當程度，使貧民得以維持生活過日，農家

不致虧本，其他的物價，是絕少有關生命問題的，任貴也不至驚人的。  

如今可以單就重要的米價來討論，要用怎樣辦法纔能節制非份的升

降，安定農業，保護民生。有人說今年本季的米，比例年好收，或有六割

（每甲六十石）以上。且因過去價錢極貴，所以不期然而然地，凡略可以

種稻的，不論山邊僻地，都有播種，加之本省平時號作米倉，做一年有三

年糧可食，雖然中部有因旱災影響的，將南部的豐年，絕長補短，可作一

拉均，也可以存殘二年以上糧食。  

過去五十年間，日人也曾用火船大搬特搬，甚至商人出手收買，寄存

倉庫取得檢查證件，便可以拿到銀行借錢，利用此項手續，借出再買，買

了再借，百萬元本，可以做到二、三百萬生意，而囤 94積米粟，至數百萬

包，尚且當時米價並不受大影響。今日已不復有檢查證的利用，任資本家

如何囤 95積，當不及昔日十分之一、二。照今年豐收，免用方法制止，米

價斷不能超出一斗百元以上。若在此外地方未收成的好價時期中，極力遏

止漏出，不過是使農民，失卻奇貨可居的利益，並且使外方的貧民，多食

一日貴米的悲痛罷了。對本地米價斷不能影響什麼。  

更有人說，米斷不可使他漏出外方，若漏出外方，雖然略可降下外方

米價，救些外方貧民，而本地的米價卻不能跌下，究竟漏出米不是農民做

得來。原舊由米奸商去得利，依然使本地貧民受苦而已。兩者意見，完全

齟齬，但是各有理在。我想最公平無私互惠的辦法，還是由官廳勵行已定

法規，將省內所有糧米，全部與公定價格收入政府，由食糧局平均分配，

算定餘剩米額，亦可以分救飢餓地區。一來可以實現令出必行的威信，二

來可以安定民生，兼可杜絕奸商作弊 96。糧政成敗與民生死活，在此關頭。

                                                 
93

 「響」，原誤作「嚮」，今改。 
94

 「囤」，原誤作「屯」，今改。 
95

 「囤」，原誤作「屯」，今改。 
96

 「弊」，原誤作「蔽」，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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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願為政者慎重善處，庶不致再陷前車覆轍。  

 

39. 怎樣是國民的氣節 97
  

大凡人生在天地間，最可貴的不過是氣節。文天祥、鄭成功等民族英

雄，畢生慘淡經營，與孫國父臨終遺囑，到死尚不肯罷休的偉大精神，這

也是為種族爭一點氣節而已。他所遺留下來好模 98範，是何等值得後人的

尊敬的。  

只可惜本省人自陷入日寇五十年的勢力內，有志氣的人們，能得逃回

祖國者逃去，逃不得者，輒為氣節表現，不是時遭凌 99辱，便是蹭蹬一生。

所以黠者就學蝙蝠式、成巧媚龍（此物南洋所出的爬蟲類，形如蜥蜴，在

土即變土色，在葉即變葉色，一日中可以百變其色，日人曰「カメレオン」）

式，獻媚於日寇，以博取地位與金錢。如某會社幹部，初充公學教員，因

教室失火，他便感覺千載一遇的機會到了，急走到奉安庫內，搶出日皇照

片（日人曰「御真影」），謹慎抱著從火圍中突出，不知他是做手法假死，

抑是真的？卻倒在離火有數丈外的地方，被救火官民發見。便把他救到安

全地帶一看，見他一息僅存，身上雖無重傷，而人事不省，懷中尚謹嚴的

抱著御真影一幅。大家便把他的美德（在另一方的人感的），報告到日政

府去。日官長對他一問：何故能怎樣出色？他便侃侃大吹而特吹，說：是

國民對天皇陛下應當盡忠，自己的生命，隨時隨地都可以提供於陛下的。

一旦看見御真影將陷在火中，自己如何不著急呢？天皇的御真影，是比活

的父母、及自己的生命還寶貴！一時便顧不得火海刀山，毅然拚命搶出來

呢！日官長果然也喜歡的了不得 100，手捋著仁丹鬚 101哈哈大笑，特別褒獎，

灌注了許多米漿，並通知該管的官長，此後要提拔愛顧這箇反種的忠臣

了。他也順水推舟，不久便到╳  
102
山，居然許可得交通機關的專利，而坐

社長的椅子了。  

                                                 
97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三日」；「社論」專欄。 
98

 「模」，原誤作「摸」，今改。 
99

 「凌」，原誤作「截」，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100

 「得」，原誤作「的」，今改。 
101

 「捋著仁丹鬚」，原誤作「將著仁同髮」，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102

 「╳」，原空格，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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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復後，這樣腳色論理該自省退位，纔是賢明的作法，因為不是天

皇的時代了。在這民國中，照樣做去，是不合式了。他卻依舊堂之皇之，

把對天皇盡忠的話，舌底翻蓮，喝聲 103一變，口口聲聲大唱「三民主義」

了，有時也大罵日寇的不是了。咳！這蝙蝠式和巧媚龍式的人物，算來乖

巧極了，亦可以稱讚他是：「大丈夫能屈能伸！」比較那頭戴日本天、腳

踏日本地，敢做「痴心直欲煩窮羿，一矢凌空射赤烏」
104
的詩的憨人比較

起來 105，識時務許多。這等人物果然厲害，但是所差的只是二字「氣節」

而已。  

 

40. 論我國的前途 106  

本省人在光復後，最初都抱著許多的希望與信仰。希望的，是在日寇

的鐵蹄下，無異在茫茫苦海中，得著慈帆一般，由委座手內，提到極樂世

界，此後穩度堯天舜日，安享 107太平幸福了。又信仰祖國的父老兄弟，一

定會帶給許多好模範的標本，來領導弟弟的省民。誰知一日千秋般的，等

到陳長官蒞臺以後，祖國的同胞也陸續來到，各項機關亦前後出現了，到

如今已八閱月，到底所謂希望的成就程度若干，我也不敢說全無，讓大家

一想便知。  

其次的，是信仰。如軍部節食救濟貧民，判官對原被告勸解夫婦再合，

貼去俸廉三百，監獄長對囚婦生產，殷勤照顧，且施給許多生產必須費，

其他美德，固也常常在新聞上拜見，只可惜壞的人物似比較好的多有幾

倍，這也常常在新聞上看見。我不忍細說，只道這等不法的份子，不過是

到臺灣來，帶點或種的心理所致，這也可以。無奈聽著老實人的傳說，言

祖國各界也是同樣，禁不住令人感歎！更加最近有東北問題，至今尚未解

                                                 
103

 「喝聲」，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104

 據鄭坤五詩集手稿本，本詩為〈苦熱〉五首之一：「鑠石鎔金信不誣，置身難覓

水雲區。癡心直欲煩窮羿，一矢凌空射赤烏。」作者原註：「臺灣文社徵詩。」

曾徵引於鄭坤五小說〈活地獄〉中。又選錄於曾笑雲編《東寧擊缽吟前集》（昭

和 9 年 3 月發行）頁 80。見林翠鳳《鄭坤五研究（第一輯）》（臺北：文津出版

社，2004 年 11 月）頁 75、166。 
105

 「比較起來」，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106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五日」；「代論」專欄。署名「坤五」。 
107

 「享」，原誤作「亭」，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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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煮豆燃萁 108，一至於此，這是一件最痛心的事。凡有國家觀念的人，

無不痛心疾首，而為我國前途，作阮籍的痛哭。興念及此，不但平時期待，

頓時冷落，萬念俱灰。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倘人人灰心，豈不使惡劣

份子愈跋扈跳梁嗎？  

中夜縈懷，常不寢達旦。幸得一線光明，豁然而起，歡然自慰道：何

乃懵憧太甚，有我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蔣委坐在，何愁我國新建設之

不成呢？當夫八年前，內憂外患，前門去虎，後門進狼，國運岌岌，正陷

瓜分時候，我主座尚能率熱血男兒，與敵寇抗戰，經營慘澹 109，恢復舊物，

抬高我國地位，為今外患既去，區區內憂，何足介意？所未見積極推行者，

全是一片慈心，如慈母對於逆兒，雖見其如何不孝，亦不肯即施箠 110責，

婆心苦口，多方勸誡，務使他反省改悛，以謀家庭真正的幸福。  

今日政府便是這等的苦心，委座是何等英明！我深信五年後的大中

華，確能照預定的軌道邁進，因為已卸去外患千億萬斤的重擔，而傾全力

量，作整治內憂的工作，斷斷無做不來的理由。請大家免用著急，靜看此

去秉國鈞的諸公，整頓我大中華之錦繡江山。  

 

41. 對本省的前途有一點隱憂 111
  

本省光復後至今已十閱月了，經過的體驗，是從朝不保夕拖命逃難期

中，而達到安全地帶，儼若惡夢清醒一般，其快感何可言喻！但是人的慾

求是無限的，危機過後，居然生出許多過份的期待。不意在這尚未達成時

期中，乃生出米荒的慘事，由米荒而助成物價騰貴，因之盜賊跳梁，流行

病侵入。這四項雖然屬在大兵之後必有兇年、盜疫的自然必有條件，但是

以人為的設施，亦可代減少一二。當局縱如何賢明，可惜在這混沌時期中，

縱化作千手觀音，亦難措手。  

幸政府不辭艱苦極力整頓，使警察力充實，盜賊陸續就滅，治安漸臻

完善，而米荒因天時溫 112順，本季豐收，倘得賢明官長對各車站嚴督夜車，

                                                 
108

 「萁」，原誤作「箕」，今改。 
109

 「澹」，原誤作「淡」，今改。 
110

 「箠」，原誤作「垂」，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111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九日」；「代論」專欄。署名「坤五」。 
112

 「時溫」，原倒文，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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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聽走漏，則此後米價似不致百元以上。米價安定，物價自然隨之下落，

所餘者似只流行疫病而已。  

此項筆者在前月中，聞福建各種惡疫流行之後，知與本省只隔一衣帶

水，彼此船隻出入頻繁，傳佈危機時時刻刻，無地無之，也曾呼籲當局嚴

重對各港口實施檢疫。近聞高雄港已漸就緒。惜以前潛入霍亂已在各地流

行，況在五毒九夏的時候，蒼蠅成陣，最易傳染。在略有衛生思想的人們，

見著各地露店林立，莫不寒心。但幸有警員隨地注意，各店主亦有理解，

衛生猶不致大壞。惟有地方尚有頑迷的同胞，每每倡首迎神做醮。記得十

年前張天師在福建漳 113州地方興妖作怪，被某軍長捉去監禁中，而本省某

市猶大迎天師做醮的笑話。省人猶不知猛省，動不動便倡做醮。最近岡山

某地亦然，甚至被區署婉勸其終止，而駁還其請願書者。他們謂不迎神纔

會有疫病，若迎神必無的愚昧言語，此等無科學常識的兄弟，聽說祖國還

不少。我國對科學無甚長進，便是在這一點。凡有心的人們，理當極力謀

些改革方法，矯正社會纔是。不意省府所在地的臺北，公然不把疫病放在

眼裡！迎城隍的鬧熱氛園氣，漲滿全市了。各地的親友以及投機赴市賣買

物件的商人，並米的奸商，像蒼蠅圍集糖上一般，在數日前便陸陸續續被

吸到臺北市去了。無論這樣費用不少，因這些人是有餘裕纔敢出外，開多

開少 114卻無妨事。惟有臺北在地人們，那就非同小可了。況在這物價百倍

時候，再經一番迎神鬧動，一定物價再提高幾倍，平均每戶須二千元纔挨

得過。富人固不成問題，只可憐著貧窮的兄弟們，平日尚難維持一家口腹，

那裡負擔得這一番迎神無謂的冗費。貧人到處吃虧，姑且勿論，只這一番

舉動，費卻數千萬元。若是換得疫病不乘機侵入，還是可以。但是對建設

科學國家的工作上，卻變成一個大大的阻碍物事，也就是我們心頭上一點

的隱憂。僅僅禁止獅陣、藝閣遊行，可惜尚未徹底呢！  

 

42. 代替忍饑服務諸君呼號 115 

四民職業雖枝分途別，總不外謀自己生活，然後負義務以利公眾。四

                                                 
113

 「漳」，原誤作「彰」，今改。 
114「開」，臺語，花費之意。 
115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十一日」；「代論」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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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者，士、農、工、商也。執事、辦事者為士。我國昔時士居四民士、農、

工、商之首，蓋一般視為發財捷徑者也，近來亦然。惟本省卻除上士、中

士以外（士之假□不是軍人），因月餉常不照例給付故，都強學「君子食

無求飽」 116之苦行，以度「在陳絕糧」 117之生活。是上、中士地位不變，

而下士資格已被降在四民之下。不期然而然，仿歐 118美人對商、工、農抬

高於士之上矣。歐美之士雖不能致富，生活卻能安定。比諸本省下士，相

去儼若天淵，令人不禁為諸教員 119與公務員同情。加俸雖曰三十三倍，其

實不過是一箇畫餅，辦 120公人到此，直者能不灰心？黠者焉不受賄？  

過去歲月，省公署尚有逐月津貼，猶往往支拙，聞自本月起，津貼之

途已竭，此後必愈形拮据，不待裁員而自掛冠引退者，將不知凡幾？行見

失業者，將日見增加。而被飢餓所迫不幸脫軌，存者或變貪婪 121，方官視

振肅之中，豈容有此？然當知其所以致此者，非得已也。其罪難容，其情

可恕。況平 122時薪 123俸未依期受給，猶不敷 124珠米桂薪之資，眼見在土水、

木工日收輒數百金，車夫、館婢猶月收四、五千元，十載寒窗，落筆千言

之士，反日食不繼，忍饑服務，對此能毋有愧？此窮措大之所以抱痛終天

者也。安得主宰者予與生活上充分安定，使衣食有餘，然後不生貪婪，養

成廉潔之風。更加給繼續永年服務獎金，俾有後望，始不妄冀眼前微 125利，

希圖妄 126想，則官界肅清，社會安寧矣。  

 

 

                                                 
116

 引文見《論語•學而》。 
117

 引文見《論語•衛靈公》。 
118

 「歐」，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119

 「員」，原誤作「吳」，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120

 「辦」，原誤作「辯」，今改。 
121

 「存者或變貪婪」，原誤作「或啟貧」，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122

 「況平」，原倒文，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123

 「薪」，原誤作「莘」，今改。 
124

 「敷」，原誤作「較」，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125

 「微」，原誤作「徵」，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126

 「妄」，原誤作「妾」，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