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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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點校：林翠鳳 ∗    覆校：吳福助 ∗∗ 

43. 論法律是大家要遵守的 1  

法律是法治國的紀綱，國民應當有遵守的義務。我本省在這由混沌初

期，而進入整理時期中，一定根據道德方面解釋法律面善處纔是。斷不容

窺伺法律漏隙，而穿過法網，以反背政治，以遺害大眾，這是略有天理良

心的人，所免用多講便明白的。  

自去年鬧米荒以來，政府以及有心人對於本季米糧設施，無不戰戰兢

兢地，防微杜漸，恐在地米漏出。所以縣市當局皆設定許可制度；各地糧

食調濟會，日夜活動，防止卡車漏米；各樣新聞報，也極力幫忙宣傳阻止

□聲。只道鐵道方面，自然與行政官協力了，卻不知鐵道卻完全屬在例外，

可憐各地機關，任你如何盡力，米價卻依然不肯跌下。這樣怪現像，真是

令人不解。直至最近始知這箇大漏隙，卻是火車。怪得自本季米 2粟收成以

後，各火車□米粟起初是僅在夜間，掩人耳目，現在卻明目張膽，公然在

日間各站都可以看見米包，積載上北的實況。據某鐵路管理處長主張云，

監 理 員 並 無 接 得 行 政 官 廳 禁 止 不 許 取 扱 糧 米 配 出 的 明 文 ， 火 車 是 一 種 營

業，運搬米糧果然是應該的。但是前頭說過，各機關對於米糧漏出，極力

防止工作中，每日新聞皆有記載。各界除盲人以外，皆當看見，不得以無

明文而推諉 3的。若只固執一人意見，頑迷不□ 4，還是有可原情餘地。萬

一故意，窺伺法制不周之處，據為奇貨可居，一方破壞法網，一面企圖私

利，則阻碍模範省的前途，何堪設想！況軍部為救米荒起見，再三再四節

儉日食，救濟民眾，是何等可敬！是故地方人士亦起而組織食糧調濟會。

凡各界人士，若有良心者，誰甘袖手傍觀？火車監理員縱根據法，亦何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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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論」專欄。署名「坤五」。 
2 「米」，原缺，今補。 
3 「諉」，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4 「□」，原誤作「代」，作者剪報自校改之，而改字遭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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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民生於不顧，反與奸商助力？雖潔己如楊震，誰人肯信？惟米蟲奸商乃

以此為奇貨，但求利己，不管他人死活。一旦得鐵道網開八面，其樂可知。

行見米糧漏盡，餓殍 5盈途，罪將歸到何人身上？如果照處長、監理員的見

解，謂不曾接受禁止糧米運出明文，便可以聽奸商上下其手，任意配出，

是縣府佈告不被認為普遍性，須縣府直接通告於他，他纔承認。但是縣府

佈告文，卻並不曾注明鐵路各車站是除外的。又譬如刑法殺人有罪，從來

既無有通告車站使不可殺人的明文，假使車站站員殺人，警員要拿他，監

理人可得阻止說：「無站長許可，或買車票以外，警員不得在站內拿人。

又上司並無文件，通告站員不得殺人，今日殺人，警員無在車站內捉人權

利」嗎？這便是強詞奪理，深望負責建設新臺灣的同胞，為我國家前途計，

凡事以天理、民情、風俗為基礎，解釋法律，遵守奉行，這纔是民生的幸

福，纔是我們的德行。  

 

44. 請大家須認識本省人的天性 6  

本省老早在住者，大半屬漳 7、泉族，此中亦大半屬民族英雄鄭成功的

手下、大明的遺民。這等人的氣節，是不只在一部志士間的，他是 8普遍的。

他一種對異族反抗心，和思念舊主的忠誠，有心人略一注神，處處都可以

檢討出來。如：婦女子呼「豬」曰「胡阿」、「胡阿」，呼「狗」曰「覺羅」。

「覺羅」其聲雖略有轉音，其對滿清咒罵胡人、覺羅、愛親的蓄意，則極

其顯然。  

猶蒲松齡《聊齋》著主旨，〈道士偷梨〉一節即指清帝，「梨」即黎民，

影射滿清入關奪取大明天下事。凡中間「狐」即胡人，「鬼」即敗亡的明

朝或其遺族。如〈瞳人語〉中朱生云：「自失明以後，萬念已灰。」既姓

「朱」，復言「失明」，最為淺現易解。與本省人所誦《太陽經》曰：「太

陽明明朱光佛」，暗中奉祈亡明朱家神位的秘密，如〈花蕊夫人祀張仙〉

                                                 
5 「殍」，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6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年六月十五日」；「代論」專欄。署名「坤五」。 
7 「漳」，原誤作「彰」，今改。 
8 「是」，原誤作「的」，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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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皆同一用意。而省人托此為經，朝夕奉誦，他一種崇拜舊主的心腸，

則似超過蒲先生一等。  

淪陷於日寇以後，民間即出一種月琴謠歌，俗謂之「哭調仔」。或和

以椰殼絃，則一種哀怨動人聲調，足使鐵人下淚，日人知音者聞此曾云：

「此臺人數十年來亡國積怨的哀音。」足見在敵人鐵蹄下，猶不甘屈服，

隨時隨地，常吐露他的音容。所以自日寇奪取臺灣以來，甘心獻媚為之嚮

導者，南北千里，只出兩人，則北方一男，南部一女而已，其他皆是隨地

反抗，至四年後方稱小康。以前李鴻章亦言：「臺灣五年一小變，十年一

大變。」在日人視之為 9反賊，在漢人視之乃 10革命志士，皆足令人欽敬的。 

或言北白川乃是在蕭壠地方被一農夫伏於林投巷內，用割鉫11割下頭顱

而死的。一個農夫尚有此敵愾心，不避艱險建此功績，何況士大夫能不慷

慨悲歌呢？直至裕仁投降以前 12，雖有許准日臺人結婚明文，除卻幾個包含

多少報仇意思，娶日女為妻者以外，臺灣女子嫁日人者卻絕對罕有。雖然

亦 13有幾個御用紳士在光復前向日人諂媚 14者，在光復後，對人亦常有慚愧

的面色，對於公益每 15多盡力，企圖補過，這猶是有良心，不是整個壞人。 

光復初期，亦有一部被日警所暴虐者，乘混沌期間中，大肆報仇手段，

然只對其仇人一身，未嘗妄害其家族，且不奪取其財物。此等有分別行為，

恐外省亦所罕有。更有一種對有德行的人們有 16尊敬心，對失德的人們，

則禁不住鄙視與排斥，一般民眾在光復的初期，對祖國來的同胞，誰都信

仰他們是兄長，一定帶給許多好模樣 17來給弟妹看樣。不幸卻遇見一部份

不自檢的老兄們，值不得弟弟尊敬，使弟弟失望，這是何等不幸！但是臺

胞抱著一顆的愛國真誠，即是正義的天性，卻是傳統的萬劫不磨的，不為

                                                 
9 「為」，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10 「乃」，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11 「割鉫」，原倒文，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12 「以前」，原作「中間」，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13 「亦」，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14 「諂媚」，原倒文，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15 「每」，原誤作「其」，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16 「有」，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17 「樣」，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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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失望便灰心的，依然醞釀著建設模範省的壯志。  

 

45. 呼籲保持我一等國地位 18 

我國自滿清時積弱，致招外患 19侵凌，當時國際地位殆降至三等國。

幸我孫國父推倒帝制，蔣主席抗戰勝利，國際地位始一躍而臻四強之一，

可謂之創業成就了。然創業易而守成實難。此守成要素，似不外經濟、國

防與科學。然此只就物質方面而言，最重要者尤在精神方面，還需要一個

國民的良心，四美齊備，才可以保守我大中華民國億萬年的基業。若缺其

一，則不能達守成目的。  

如今我國的經濟如何？固然是不容我們管窺的。但是戰敗國的日本的

銀幣，比我國幣高數十倍，這是絕對不應該的。內地地方的出產，不曾到

祖國去的，自然不知詳細。只就各港口入貨略一注視，大都古色爛斑 20，

和五十年前一樣，連標頭都不曾更換。或者要保守其老舖字號，但未免太

守舊了。科學與國防，值得與其他三強國，可並肩沒有？我也不敢言，而

且也不忍言。如今只就國民良心來解剖看，只知金錢、只知私慾，口口聲

聲呼號愛國，其實此等人物全不曉得國家為何物。使他為官則貪污，營業

則奸商，見利忘義。或者這樣的人們，起初亦有良心，無過因為我國已勝

利了，他的眼光看不出三腳步外，只道此後可以安享一等國民的地位了，

而不知事事此去更屬大難。不但要永遠保持四強之一地位，要保持國家地

位，自然須加強四美的要素，然後可以稱是金甌無缺的國家。時期到了，

請大家醒來，切不可酡醉在光復迷夢裡，快起來協力建設新興的中國，與

新生的模範省臺灣！  

 

46. 請不識字的參議老爺們替六百萬同胞顧面子 21 

「四票把被選人姓名都弄錯了！」咳！這是何等令人悲痛的事實啊！

                                                 
18 作者剪報：「社論」專欄。 
19 「患」，原誤作「犯」，今改。 
20 「斑」，原誤作「班」，今改。 
21 作者剪報：「社論」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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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不是市議、縣議、省議，卻是屬珍珍重重要選出八名代表六百萬省民

到中央政府去工作的參政員。而且選舉人與被選舉人都屬省參議以上的人

物，無論這等出色的人物，自然都具有相當的學識 22，政治素養、國語、

國文看得來，說得去的，怎樣在那選舉後報紙上，卻刊載有此「四票把被

選人姓名都弄錯了」的不祥文字！姓名誤寫一票已甚，何堪至四票？恐怕

不只一箇人的錯寫，或者數人亦未可定。這是什麼人物，為著什麼事？而

且是在什麼所在？斷然是不容兒戲的。區區的姓名尚寫不來，其他國文、

學識，不問可知了 23。社會上的怪現像，真是無奇不有了，更有甚麼話可

說？莫怪報紙上不說他寫錯，竟以「都弄錯」三字下斷。也可知那箇選舉

人的老爺們字是用弄的，不是寫的。用字巧妙，真妙不可言。  

但粗心人以為這是小小的笑話，若是細心的人，總痛感著，是本省人

一種的恥辱。除卻南洋群島山內的議員以外，斷然無有連選舉票內的人

名，亦寫不來的議員老爺。可憐臺灣被日人的壓迫，果真文化的程度低下

至此極嗎？真是令人慚愧至要高聲痛哭了！以後照這樣鬧下去，如何是好

呢？千萬請這樣的老爺們替六百萬同胞，顧些面子罷！  

 

47. 起用人才應有的認識 24  

凡使用人才，猶如甄人用土。甄人要具絕大眼力，能辨別各種土質。

合於燒花瓶古盤者，為花瓶古盤的材料土；宜於罐甕者，充罐甕的胚土；

最下等的，使充便壺水管的用途，則適材適用。政府所用「甄選」二字的

用意，便是這個意思，何等巧妙！反是，則不異使馬顧門，驅狗拖車，用

不得其才，是天下間一件最可恨的事。  

現在省政府雖然開著一個登庸人才的途逕，但是第一關是要學力。凡

受日本教育、領有學校的畢業證書的，最有効力，卻似不錯。只是國文卻

看不來，寫不出。如今欠用的是我國文化，不是日本文化，要他畢業證書

                                                 
22 「識」，原誤作「試」，今改。 
23 「不問可知了」，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24 本文為手抄版。作者註：「民國三十五年八月十日出刊《原子能報》第一版上」。

署名「虔老」。 



鄉土文獻 

 89

有什麼用處？比較的有人不肯受日本教育，在家獨學，具有相當的學識，

上馬可以殺賊，下馬即成露布文，他因為是無畢業證書，便值 25不得層峰

一顧的，豈不屈殺賢才？此等人，斷不肯學毛遂自荐的，欠用人才的不去

光顧他，他也只好獨善其身，暗暗地替國家行他不使人知的報國工作而已。 

況各地的石版業家，誰不嘗印著某某大學、某某高級學校的畢業證書

呢？他的用途是不想可知的，畢業證書那裡靠得住？當局為急於求賢，往

往落他的圈套。目下中央政府，豈不是要在本省內排選人物，參與國會的

議員了嗎？大約猶原 26是有錢、有勢、有畢業文憑的中選，窮兄弟是斷配

不到這光榮的福份。如果真智識屬在有錢有勢的人們所有物，卻也無話可

說，其實無錢無勢的窮人，真正全無有智識的人物嗎？草廬 27內的諸葛武

侯，請大家認看他是大商業家？抑是某國大學畢業證憑所有者嗎？筆者嘗

說：世間非無良馬，因為無伯樂，所以看不出良馬而已。漢高祖以白衣起

義，愴悴中所聚的烏合之眾：蕭何、樊噲，書吏無賴而已，因高祖能適材

適用，後皆成名臣；陳平、韓信，項羽不能用，高祖能用，故能一統天下。

遇賢而不能用，確屬暴殄天物。顧願用人者三復斯言。  

 

48. 公娼禁止後私娼的增加是誰的責任 28  

男盜女娼，是不論何等人，都引為恥辱的，無人自發的喜歡做這二項

盜娼的。但是，死也是人人所厭惡的，為著生的威脅，若無有學識的人，

往往便墜落到這盜、娼的方面去。因為謀生命的維持，所以顧不得品格的

降下。雖然是他的失德，究竟也是社會的缺點所致。假使教育能普及，生

活得 29安定，道德自然各能遵守，盜、娼的人物那裡能存在呢？  

現在治本的工作尚未完成，一昧 30要從治標的形式手段做去，似乎不

                                                 
25 「值」，原誤作「價」，今改。 
26 「猶原」，臺語，依舊之意。 
27 「廬」，原誤作「盧」，今改。 
28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年八月十日」。署名「坤」。 
29 「得」，原誤作「的」，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30 「昧」，原誤作「味」，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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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安全。試思盜賊的罪惡，不但人人要排斥他，而政府豈不是和以 31往的

歷代政府，極力和流行病菌一般在防遏與驅除的，不斷工作嗎？如今不 32論

是何國度，通通皆有盜賊，他是為著食，極端解釋，是為著人生最重要食、

色二項之一。失此二項 33，一則喪 34生，一則斷種。人生的需要此二項，若

不能如意，必然使用反常的手段去追求，是出於大自然的，法的制裁是人

為的，所以任法律如何嚴重，終是不能使盜賊斷種。  

對色的防範，亦是無微不至。試看一部刑法，大都是屬於財（食的付

屬物）。色的犯罪，任你人為的法律如何約束，他終以「一法立，一弊 35生」

的原例，穿透法網。再加一層的研究來看 36，色的一項，比盜賊尤難防備。

他的原因是每每雙方合意，對手是活人，欲達目的容易 37，此可以去，彼

亦可以來，不像盜賊一方強要，一方可以抗拒。且偷財物是死的，不招他

是不能使他來的。且求色心理比求食的心理強大萬分，求食的犯罪，有時

還可以自制，不似色膽包天，其危險性殆出原子能上。  

如今公娼已廢止了，他一群失業的女青年，生命線上遇著意外的威脅

了。盜賊犯罪只 38在一項財（食也）已 39經擾亂社會了，現在公娼則不但已

失色慾的滿足，而且陷入缺乏食的慘境。將來食、色二項犯罪，將掛在 40他

等肩上了。盜的一項或未必敢為，但為生活計，一時被迫，勢必實現私娼。

形式上雖不見公娼，實際上，卻反增了私娼。到時防不勝防，風俗紊亂，

花柳病的潛伏，遺害將不知底止。舊時日人專事剝削民膏，對私娼驅除，

迫使就範，給札徵稅，何等雷厲風行，尚不能奏効，豈今日猶能使之滅絕

嗎？有志諸公、淑女徒事形式，將來實質上的禍患，是要負擔責成的。  

                                                 
31 「以」，原誤作「已」，今改。 
32 「不」，原誤作「事」，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33 「項」，原誤作「頂」，今改。 
34 「喪」，原誤作「衷」，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35 「弊」，原誤作「蔽」，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36 「來看」，原倒文，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37 「易」，原誤作「意」，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38 「只」，原誤作「止」，今改。 
39 「已」，原誤作「巳」，今改。 
40 「在」，原誤作「王」，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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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要造成清廉的官公吏須保障他地位與生活物質 41 

俗語說：「饑雞不惜箠，饑人不惜面皮。」即是衣食不足，不能使他

知廉恥的意思。我國自古為要減少人民負擔而薄斂租稅，不得不向官公吏

扣減薪俸，以致官公吏也不得不向人民揩油，所以凡打官司的人們，大抵

必為公門中的人所勒索，往日一場官司未結束，他們的家財雙方俱破產

了，這無異官家放虎食人。  

數千年貪污的惡風，至今猶日進月步，衣缽相傳。縱上峰如何嚴督，

倘不徹底除去病根，任何究辦，任何槍決，也是「一雞死，一雞鳴。大的

死了，細的 42長成」，終不能得至善効果。他的病根就是關係一般官公吏等

地位與生活，一向無有保障的條件所致。既無保障，強欲他殺身成仁，未

免太酷刑了。像光復後市長、區、鎮長，朝上任，暮免職。倘僅影響在這

新、舊二機關長，卻也可以，他卻不然，連新舊的下屬職員，也循著「一

朝天子一朝臣」的慣例，隨之棄就。新人喜，舊人悲，那舊職員真箇「城

門失火，殃及池魚」，失業者的悲哀，不問可知。  

此等悲喜劇，大約長者一年，短者數月。這是光復後，社會上隨處隨

時都可以看見著。況兼此等上下職員，不是用錢買來，便是費九牛二虎的

力量換來的。他們也看透樹倒猢猻必散的慣例，不得不在就職中，便打算

後日失職的未雨綢繆的計策了。所以一經得著職權，那裡肯入寶山空手回

呢？便盡力去謀致富的手段。雖屬貪污，他實在是有本說來的，而且也可

以說是自衛的，怪不得他。政府如要徹底肅清官界，必須抬高他們的薪俸，

使他生活安定，又保障他的地位安固。倘無大過，不得輕易改調或罷免。

兼制訂就職年數獎金，更禁止官長調換時，不得改換部下職員，以求能率

向上，以勵奉公精神，而養成清廉潔己美風。  
 

50. 參政員發表後怎樣舊時的鬥士僅見二、三名 43 

參政員的人格談何容易！他的應備的條件是學識（國文國語）、膽力、富

                                                 
41 本文為手抄版。作者註：「出在民國三十五年八月廿四日《原子能報》第二版面

上」。 
42 「細的」，臺語，小的之意。 
43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年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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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天下為公的精神、百折不撓的氣節，纔算可以。此番選舉的人物，如既

定四名及未定的五人，自然是很適合這幾件的大人物，值得民眾靠得住了。

但是舊時的鬥士健在者，還是不少，怎樣僅僅看見二、三人中選？難道那些

舊時的鬥士先生們，是看破世情，要上仙山隱居了嗎？或是沒有廣告費了呢？

再不然是高擡身價，在草廬44高臥，無人三顧草廬，便不肯出山了嗎？  

若是這樣高臥排架子，算是鬥士先生的錯了。舊時的孔明，有徐庶引

荐；近代孔明雖有，徐庶卻很希罕 45。縱有徐庶，他自己也要學毛遂去自

荐為議員了，那裡 46肯荐別人呢？所以孔明若不出頭立候補，誰人肯出運

動費，給汝出風頭呢？  

況兼現在的孔明甚多，只可惜徐庶少些，所以葛亮頭上加一字「諸」

字。像現時白崇禧上將，人稱他叫「小諸葛」，方足名稱其實。若清代的

吳大澂 47，對日軍招降告示欲七擒七縱，自擬武侯。及南唐的王昭遠亦綸

巾羽扇，自比諸葛，及至遇見敵 48兵，股粟不能行動，此真辱沒孔明多多

了。舊時的孔明既不肯出茅廬 49，卻也罷了，但是已經出山的諸葛公，把

這待新建設的本省，當以六出祈山的勇敢，鞠躬盡瘁的精神，勇往直幹罷！

謹祝諸公前途萬福！  

 

51. 希望高雄縣改復為鳳山縣以符光復意義 50 

大凡世間萬般事物，命名必具有相當意義，斷斷不容草率。一縣之名，

尤當格外慎重，設使其地曾被外國或異族所佔奪，天幸光復，則恢復舊時

名目，在理所必然。是故明時「北平」經燕王篡位，以後改為「北京」，

滿清入主華夏 51時襲用，前後皆屬篡奪，所以至民國成立後，復原「北平」。

                                                 
44 「廬」，原誤作「盧」，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下句「廬」字同。 
45 「罕」，原誤作「宰」，今改。 
46 「裡」，原誤作「理」，今改。 
47 「吳大澂」，原誤作「李秉衡」，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48 「敵」，原誤作「適」，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49 「廬」，原誤作「盧」，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50 作者剪報：「《光復報》三五年十二月二十日出」；「社論」專欄。《光復報》即《光

復新報》。署名「坤五」，原未署，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51 「夏」，原誤作「憂」，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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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幸被倭奴侵佔，復名「北京」。近倭奴一敗塗地，光復舊物，始再度而

改復為「北平」，其主旨不外湔 52雪國恥，與發揚民族光輝起見，非無因也。 

本省光復後，當然亦取同一方針，所以舊時倭奴改定之州、市、街、

庄，而變更為縣、市、鄉、鎮，甚至町名之「大正町」、「明治町」、「宮前

町」等町名，今日已面目一新，而改為「中山路」、「中正路」、「民權路」

矣。此亦屬一種掃除倭奴奴化臭氣，提強我民族精神，誠大快人心之得意

辦法也。況日文亦已廢除，日語亦在獎勵滅絕之際，乃堂堂一高雄縣縣名，

猶公然標榜有倭奴臭氣十足之兩字「高雄」。當時日政府，雖云為原名「打

狗」，二字不甚雅觀，所以取同日音之「高雄」，以混「打狗」。言雖如此，

實屬渠將以臺灣地名，盡改作日本本土地名，以實行奴化政策。不但高雄

如此，而南、北、中部各都市，亦莫不以日本市町名更改之者，如「銀座」、

「大宮」是也。其用「高雄」本意，全然是以日本地名奴化本地而已，同

音之說乃飾詞也。  

不意在光復後之今日，正剷除倭奴臭氣之努力中，竟無人注意及此，

「高雄」兩字依然存在，且屬一縣之標榜，寧不為倭奴所笑？真豈有此理？

有識者間莫不引為最大遺憾！然亦料早晚，必定有改更之一日。明知政府

諸公何等聰明，料必是在置縣立案待決之時，各市、街、庄，尚在未受改

變縣、市、鎮、村之日，當時百廢待興，萬機忙碌，未遑細考，故取暫定

主旨，隨便襲用「高雄州」為「高雄縣」，斷非當時輕率。但如今光復已

過年餘，元旦亦將迎兩度矣，現已百廢陸續興起，非過去一年間可比。臥

榻之側，豈可再容他人鼾睡？一日不改，是一日之恥辱。大家切不可置之

度外，群策群力請政府英斷，火速實行，改正縣名。  

然欲改之，將以何名？若曰，高雄本「打狗」，可改為「打狗縣」，則

不但名稱不甚雅觀，況日人已不屑用，固我國獨不諱乎？而且光復舊物意

義，必須照舊時被奪去之原縣名復元，始合光復意義，與其採用不甚雅觀

地名，何若照五十餘年前，淪陷於倭奴手內之「鳳山縣」而光復之，豈不

既簡且便？兼之現在縣治已遷在「鳳山」，名稱其實同等妥當。況鳳山在

                                                 
52 「湔」，原誤作「前」，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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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上，亦佔南、北二路重要地點。滿清與倭奴時代，並皆置有兵營於東

門外，以當國防與治安，而從前所有繼起鄭成功遺業，以興革命軍，謀割

據孤島以反抗清朝者，如朱一貴、林爽文，莊大田、蔡牽、吳淮泗等民族

英雄，亦視鳳山為必爭之重地。（在滿清時視此等英雄義師為反賊，以為

戕殺人民，其實他所殺者皆貪官污吏而已，與各地民眾卻秋毫無犯。）蓋

鳳山地點既屬南北咽喉，又可以阻塞郎嶠一帶，國防上佔大必要地位。所

以乾隆時間，縣府由 53舊城而移於埤頭店，即鳳山新城也，是為鳳山縣。

不幸隨滿清命運陷入倭奴，蟄伏於腥羶之中五十餘載，令人不禁有「鳳兮

凰兮，何德之衰」 54之感歎！一旦既光復矣，又豈可不使之恢復舊日之名

譽？幸多年夙望之國會已經開幕，正靈鳳鳴岐獻瑞之日。倘得國代諸公顧

念國恥所在，贊助政府，速將不名譽之兩字「高雄」改為「鳳山」，以洗

滌倭奴臭氣，以發揚我民族光輝。 55更進一步，現在高雄市內尚存日總督

銅像，歸然矗立於山腰，是又不可不除。幸我政府斷而行之，則新臺灣之

前途，必大放光明也，不勝翹企！ 56 

 

52.希望火車站員自肅 57  

在民權確立的民國，就是為大總統的職份，也是民眾的公僕。而公僕

的天職，不過是為主人翁的民眾造福而已。總統尚且自認公僕，其他以下

的職，更不待言了。這是因為民眾每個人，多有國家主人翁的權利，同時

也有負擔國家的貢獻，以促進國運的興隆。故凡國內正當的事，當看做是

自己的事，辦理或助力的義務，切不可藉權力驕人的。  

乃現在每有不自覺者，凡得一職份，便趾高氣揚，睥睨 58人群，殊屬不

                                                 
53 「縣府由」，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54 引文見《論語•微子》。 
55 鄭坤五〈預作墓碑詩〉：「街名明治盡翻身，縣號高雄太不倫。日化恥從光復後，

墓碑猶署鳳山人。」參閱：林翠鳳《鄭坤五及其文學之研究》（臺北：文津出版

社，2005 年 1 月）。 
56 文末原註：「以○代倭」，作者剪報自校則皆改書「倭」字代「○」，今據作者剪報

自校改之。 
57 作者剪報：「光復新報中華民國三十五年十二月二十日」；「短論」專欄。署名「不

平鳴生」。 
58 「睨」，原誤作「堂」，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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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更有一部分最下級的人物，如火車站夫，他的職份不過是火車站內雜

差而已，乃有一部不自量者，對旅客態度傲 59慢，全不知他是公僕最下級的

人物，也敢對一面是主人翁，一面是主顧客無禮，實屬百 60二十份的不該。 

譬如高雄站，特設有學生通過剪票口，並無何等標示，雖學生全部去

後，偶有外來旅客，欲從此口出去者，必被怒 61目喝止。當在午後五時餘火

車，南、北行火車剪票時間相接，因此誤到學生出口被阻止的旅客，不得

不迴到普通剪票口去，那時先排長蛇陣的旅客，已連續擠滿站內空隙了，

無奈跑到長蛇陣尾去。及輪到自己要受剪票時，要搭的北上車，已出發了。 

其次便是辱打學生或鄉下笨伯，尤其是此等站夫，由南、北二陸通勤

者每日滿車廂 62，高據客座，以鄙薄的態度，和同伴指著立錐無地的老人、

婦女子在每火車振搖顛跛，嬉笑為樂。甚且二等車內亦然。更有一個站夫

佔二個坐位的，將他手攜小包裹或帽子，置在一人份空椅上，藉口有人號

位了，全無 63交通道德。況是火車小差，汝道可惡不可惡？  

希望火車當局，對這一部傲慢不自量的小職，嚴重責督，務使對客慇

懃親切，肅整通勤站夫，見著旅客無坐位時，必當起身讓給老人、女子坐

位，何況是火車雜役呢！  
 

53. 歡迎蔣主座蒞高 64  

我們的蔣主座是前無古人，後無來者，我國歷史上第一位崇高偉大的

英雄。不但是我國的第二華盛頓，亦是現代的一個的救世主。  

當希魔和日本聯盟時，他們侵略國的野心，不至席捲全世界，是不肯

罷休的。德則先後發表爆彈宣言，欲分配各國殖民地，與廢棄金權，居然

欲以武力萬能，支配世界經濟，日本則附和獻媚，東西呼應，勢將倒行逆

施而蹂躪於全世界，若非我英明主座，領導國民，八年抗戰，首當其衝，

牽制虎狼的日軍，使德國雖威脅義大利附和，終覺勢孤，使我盟邦遊刃有

餘，莫斯科的反攻得力，希魔遂著著失利。設當時倘無我早操勝券的   偉

                                                 
59「傲」，原誤作「慢」，作者剪報自校改之，而改字遭剪除，今擬補之。 
60「百」，原誤作「石」，作者剪報自校改之，而改字遭剪除，今擬補之。 
61「怒」，原誤作「視」，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62 「廂」，原誤作「廟」，作者剪報自校改之，而改字遭剪除，今擬補之。 
63 「無」，原誤作「帶」，作者剪報自校改之，而改字遭剪除，今擬補之。 
64 作者剪報：「社論」專欄。署名「坤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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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領袖指揮抗戰，假使日軍長驅於西伯利亞，或占我國為兵站，分斷諸盟

國血脈，舉全力以助希魔，則全世界的慘禍，將不知如何底止？況此回世

界第二大戰，自始至終戰期當以我國為最長，旰食勞力，亦無有出我   主

座右者，是故尊之為救世主，亦非過譽。當我國抗戰前，群雄割據，民生

塗炭，本省雖淪陷在日人鐵蹄下，識者間已傷身世飄零，又痛祖國幾將陸

沉，無不日夜西望零涕。及至聞得   主座都關出師，連戰連勝，打倒各地

軍閥，省人雖懾 65於日人淫威，猶於夜半挑燈，讀報起舞。及至西安事變，

喪魄驚心，莫不舉止失措，已痛祖國一旦失此   偉人，世事將不可復問了，

將來復回祖國的懷抱更無望了。  

但是各人心理上所受打擊雖然如此，卻多信仰天生絕代偉人，雖是屢

經千難萬險，一定天相吉人的，果然全世界人類，還是有絕大的幸福，不

幾日間，賴曠古所無的女傑蔣夫人美齡，以三寸生花惠舌勝過百萬雄師，

於虎狼穴裡迎回   主座，大駕由西安安抵南京了，這一場的歡慰，是全國

共同的，不用細述了。  

在那時候，幾乎全世界的人類，都替我們中國祝福。如今侵略國已完

全打倒了，內治、外交也儘是夫人贊助的功力，這救世主一對賢伉儷的慈

願，也是全世界的人類所景仰的。況我們省民尤是在三十五年內，無一日

不在想 66像中的。大家都抱著一點萬一的希望，如果天從人願，乘這光復

一週年的佳日，能得   主座降臨本省，使省民得以瞻仰   慈顏，是何等的

榮幸！誰知出人意外，六百萬臺胞醞釀未表出的熱誠，靈感動天，彩雲一

片，主座與夫人，雙雙自天而下。多年夙望，一旦稱心，萬民欣作，何可

言喻！德星所照，如洪鈞一轉，大地皆春，行見百廢俱興，萬機推進，光

臨的那日，便是建設新臺灣的黎明期，希望大家不可錯過這寶貴的時光，

要加倍體會領袖的苦心，極力擁護促成科學富強的民國，方不愧吾人的義

務。茲值玉趾降臨，爰具滿腔誠意，恭祝   主座暨夫人福壽無窮。  
 

54. 希望擴充警察為治臺原動機 67  

嘗 68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69，凡天下無論何等人物，苟非聖賢，

                                                 
65 「懾」，原誤作「攝」，今改。 
66「想」，原誤作「相」，今改。 
67 作者剪報：「民聲」專欄。署名「坤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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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生而知之」？大都是「學而知之」者。是故他人美點不妨學法。過

去日本統治臺灣，執法雖然峻酷，心腸如何惡劣，而對於治安，以及整頓

農產卻大有可觀。而其推進機關之警察，亦號為萬能。其實法令遂行上，

無警察則不能運用，不能運用必生玩法之民，日政府早知警察可用，故領

臺同時，便極力擴張警察機關也。昔孔子利用子路以為護衛，後子路死，

孔子哭曰：「自吾得由（由則子路），惡言不聞於耳。」 70以孔子之聖，猶

有惡言，而阻止惡言者，猶不得不用武力之子路，是因人本有賢愚之別，

對賢者可以理說之，至於對下愚，則不可以理解之矣。是故有對牛彈琴之

譬，欲抑制下愚，非用特殊人不可。佛教四天王守山門，以韋馱爺為護法，

與 71孔子之用子路，其理一也。蓋神佛無此不能伏群魔，聖人無子路不能

警愚頑，亦猶官憲布法令，無警察不能達法令之精神。  

我臺灣百廢待興之今日，因警察人員不足，致使頑民玩法，社會流毒，

殊堪痛恨。倘糧食配給法令施行之日，警員充足，必能嚴重推行，焉有今

日斗米百數十元之恨事？猶匠人處事，不先利其器之病也。且因米貴，則

窮人謀食困難，衣食不足，何以維持廉恥？是故為迫而走險者，小而盜竊，

大而強盜，欲謀曲突徙薪之根本治法，捨警察之外無他。試舉最近警察効

力證之，如二月一日火車費起價 72之後，高雄、林邊間火車，每回都有警

員駐在二等車中，車內景象一新，乘客循規就矩，大不似從前三等客亂入，

霸占座位，二等客往往為其所苦，且雜物貨件，填滿車中，前後比較，差

若天淵，成績極佳。諺云：「嚴父出孝子，慈母出敗兒。」子產治鄭，武

侯治蜀，法令尚嚴，良有以也。惟用警察之法，不可不慎。當知政府之用

警察，如醫師之用藥，善用之固能救人，誤用又能殺人。日本政府雖藉警

察萬能而收効果，然而使臺胞五十年間所受苦痛，亦出在萬能警察之禍。

究其致禍原因，第一是貪賄，第二是濫用職權，二者皆可以滅壞公理，而

顛倒是非也。我政府當局苟能取其長而捨其短，厚給其薪俸，使衣食足，

而知廉恥，則貪婪風息，涵養道德，俾職務勤勉而盡忠誠，則心地光明，

                                                                                                                         
68「嘗」，原誤作「常」，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69 引文見《詩經•小雅•鶴鳴》。 
70 引文見《史記•仲尼弟子列傳》。 
71「與」，原誤作「典」，今改。 
72 「起價」，臺語，漲價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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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完美無缺之警察。深望政府，擴而充之，以當新臺灣建設百般之原動

機，乘此際臺胞守法良心尚在，以警察善導之使就範，不致墮落放縱，誤

解自由，則理想之模範省，可刮目而待也。  

 

55. 希望嚴禁帶槍 73 

槍是兇器，不論什麼人，都要慎重使用的。在亂世或無秩 74序的野蠻

地方行走，文明國人為自衛上不得不配帶的。若不是這樣的環 75境與時候，

凡文明國的民眾或官吏，是絕對不合適的。現在免講 76我們的國家固是文

明國了，怎樣帶短槍的風習公然猶存在？無論這是由外省的老兄弟帶來

的，外省的老兄弟從來是在內地生長的，內地八年的抗戰，自然地方擾亂，

也是自衛起見，自然除帶槍以外，別無辦法。  

光復未久，這箇慣性尚在，而且不知本省的風俗並治安，是比內地一

部份略有進步多少，所以依然使用。其實也有一部份帶短槍炫 77耀的，傍觀

的省人中，自然有欣羨他的，難免也有一部刺目78的，這卻也可以。但是人

的素性，有學拳的自然興出打手人，帶短槍的人也不能例外，自然也是動

不動一二句半話的口角，便拿出槍來嚇人。嚇人的果然揚氣占上方，好不

威風，好不排場好看。獨是被嚇的人，卻引為畢生的大恥辱了，不止死，

斷斷不能忘記的。忠厚的人，只好有時對人吐露些不平，在社會間播下一

點對帶槍的人的惡印象而已。雖是無甚相干，難免從來對外省人的敬愛心，

或者生出影響 79，也未可知。這是就被槍嚇的忠厚人而說的。萬一被槍嚇

的是個不肯受欺的人，一時不願自己打不過，便招出二、三人來，一旦遇

著當日用槍嚇他的仇人，便無意中一人從背後把帶槍抱住，一人拿住他雙

手，其餘一人，將短槍抽去，順便打二巴掌，逃之夭夭。在失槍受虧的人，

自作自受卻也可以，但是奪槍的人，或者將所奪的槍拿去惡用，也是意中

                                                 
73 作者剪報：「社論」專欄。 
74 「秩」，原誤作「迭」，今改。 
75 「環」，原誤作「寰」，今改。 
76 「免講」，臺語，不用說之意。 
77 「炫」，原誤作「眩」，今改。 
78 「刺目」，臺語，看不順眼之意。 
79 「響」，原誤作「嚮」，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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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這樣作法聽說北部某市，已有實演過了。或者做出以上的慘事，遺

害社會，擾亂人群。無論如何，皆是帶槍所生出在社會上播下的惡種子。 

本省人對受槍嚇抱恨的心理，外省人似不曾瞭解，不可不說明。在光

復前，雖是對待省人做殖民的日人，除警察兵隊以外，無人敢帶刀槍。而

且五十年間，步兵警察，不曾開槍打死無罪的人，而且也不敢開刀出鞘。

有人口角，雖如何激烈，也不敢對人拿出拳頭恐嚇，偶或揚拳要打人，則

對手者引為大恥辱了。若再加一層，用刀嚇人的時候，則滿街的人必動公

憤，共同拿交警察，至少有四個月以上的罪。若是用槍，其令人惡感程度

如何，自可以不說而知了。這一層總望政府明察，除憲兵、警察、步兵、

將校以外，其他公務員或平民一切不可佩帶。而為職務上帶槍的人，亦須

嚴戒。不是不得已時，不得妄將短槍擬人。這是一條風俗上、治安上美化

的問題，千萬不可輕輕看過。  

 

56. 對省內教育獻曝 80 

本報對於推進國語、國文的主張，曾在去年八、九月間，大揮不爛筆

舌，呼籲急廢日文，因時代的要求。不期然而然地，得著政府的英斷，果

然嚴命各報紙，徹廢日文版了。從那日起各界對日文、日語的使用，也大

形減少了。各學校國語、國文的推行，也大收成効了。但是已廢日文並且

廢用日語的事，固然是絕佳 81的一件事，惟有一部分的學校，卻似有暫時

使用日語講義的必要。這只限在特殊部分，決不是說全部的話。譬如，對

高山族子弟的初級教育，他們平時會說日語，若初一、二年內不用日語解

說學理，則無法可以教授，這是一條的舉例。又如本省在淪陷日人奴隸教

育桎梏下，從前精通日語的，只有特殊人物而已，其他如讀過公學校六年

畢業的學生，百人中有八、九十人，不能說日常生活的日語，以致往往到

上級學校，考試時多不合格。倘有僥倖的合格者，入上級學 82校後，學理

                                                 
80 作者剪報註：「光復報三六年一月十七日」；「社論」專欄。署名「坤」，原未署，

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81 「佳」，原誤作「事」，今改。 
82 「學」，原缺，今擬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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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不明白，常常被黜，這雖然是一半因本省人，不願受奴隸教育的氣節所

致，亦一半為日語比較國語不容易學習關係。所以六年間的工夫，猶不能

實用。日人也有感覺到這 83一點，因為要強制省中子弟充他防戰的肉彈，

不解日語不能聽他任意驅使，故在投降前三箇年，強行教授日語，獎勵日

語家庭，果然大收成効。卻是費了三年的苦力，纔能達到他的目的。  

現在光復後，各地國民學校，已全部改 84用國語。惟有對初年生說明，

尚用閩南語，這是極好的融通辦法。將來國語的推進，一定比較舊時學習

日語的速度加倍。初級教育畢業前，考入上級學校，自然不像舊時，為語

言而不明白的困難而阻碍學業。但是這班光復後初入小學的學生，未畢業

時，現在所有上級學校的學生，無過是在日本學校出身的人物，所有學習

文字解說，甚至用本地閩南語說明，猶有不能十分瞭解所在。一旦禁止用

日語說明學理，他的苦痛，不喻可知。而且現在教師，雖然可從外省移入，

卻有許多重難所在，免用贅言。所以不得不採用由日本大學出身省人充

用。此等省人教師，學問固是十足，無如一朝一夕之間，臨渴 85掘井的國

語，自然不但不能使用如意，甚至 86或有連用本地話也說明，必須至精至

微，有時亦有所謂：「只可意會，不可言傳」的用常用言語，尚不能表現

的真諦，豈可用不完全的國語說明？而且欲教聽不甚白的學生了悟，豈不

是一條柄鑿當事？設不想出一條妥當的辦法，強使削足就履，則是使現在

中等以上學生，退化到小學時代去。若是合理的辦法，應該嚴命各初級學

校的國校，極力推行國語，以應付將來入上級學校之用。而對現在各上級

學校，暫寬三年或二年間，可以權用日語解釋學理，俾學生與教師間，各

有互相自勵國語的期間。此因學生有各科的學業，教師亦有教授的功課，

不能全工 87致力於國語，故非假以適當的年月不可。此屬一點微誠，謹効

野叟 88獻曝，深希教育當局明察。  

                                                 
83 「這」，原缺，今擬補。 
84 「改」，原誤作「政」，今改。 
85 「渴」，原誤作「喝」，今改。 
86 「至」，原誤作「邊」，今改。 
87 「全工」，臺語，專程、集中精神，全力以赴之意。 
88 「叟」，原誤作「臾」，今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