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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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點校：林翠鳳 ∗    覆校：吳福助 ∗∗ 

57. 對學界的蒭議 1 

教育的問題，無論何等國家，都是最關重的一件事。因為是要養成第

二代國民的機關，將來國家的治亂興亡，皆視教育的好壞而決定的。而教

育的好壞，全在師資。能立身方正、有氣節、知大義、學問淵博，且能諄

諄 2善誘，兼得父兄信賴，方堪為鑄造國家大器之模型。不但小學校長及教

員如斯，中、大學校長及教員，亦莫不如斯。師聖然後徒賢，是故非孔子

不能鑄造顏回。本省欲建模範省，尤不可馬馬虎虎，糊塗了事。  

鑒諸過去，政府欲剷除奴化教育，因國語師資缺乏，不得已蒐羅各省

略解國語者補充暫用，為急於應付，未遑選擇人品，未免有些言行不相符

者。或因有外省初來，風俗習慣不同，以招誤解。或有偽造證件混入學界，

被發覺革逐者，遂致生出學界不祥事件。和那學界外的貪污醜態輝映，往

往從新報上可以看見的。像最近屏東某中等學校，亦險鬧出事來。幸校長

極力打消，始見熄火。誰是誰非，局外人雖不得而知，大概亦屬師生間誤

解，以致互相猜疑而已。試引民眾間一例，以前民眾皆誠心練習國語，因

教師係各地應募，口腔一人一樣，不能一致，使學習民眾生出疑惑，有阻

勤勉的心情，就是現在學校間，也非絕無的，這是小小的比例而已。  

此外更有校長、教員地位不能保障，亦有阻碍有貢獻教育精神碩士的

勇氣，皆因一向政府對於校長或教員的任命，似無一定年限，取暫用為宗

旨，一旦得著某 3種人員，便即刻調換。故致惹出彰化商業校長挽留問題，

學生、教員陳情罷課的行動，好校長怕留不住，惡校長恨推不去，這是民

眾共通的心理。因彰化有此波瀾，使高雄縣下父兄又起了一回的虛驚。這

是誤傳一向最被信賴，素稱模範中學的某校長將被調動，雖經解釋明知誤

傳，父兄間猶作杞憂，籌防萬一云。在八年抗戰時期中，讓英勇的國軍在

第一戰線去殺敵，建立奇勳，在太平建立新興國家的今日，教科書是兵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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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論」專欄。 
2 「諄諄」，原誤作「純純」，今改。 
3 「某」，原誤作「或」，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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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冊，校長、教員是建國的基石，各各要注重，不可忽略。如此回所頒出

教科書，不但印刷不鮮明，而且內容薄弱，如欲應急暫用則可，不然似有

改造的必要。  

至於師資將來新採用者，尤宜慎重審查，庶不致被魚目混珠。或舊時

偽政權漢奸，改名換姓，混入學界，致貽禍患，並刷淨牽親引戚的惡習，

實行適材適用的美風，淨化神聖的學府，一面對現在無大過的校長、教員

予與獎勵，並保障其地位，俾其得以盡其力量貢獻育英天職，不但是子弟

父 4兄的幸福，也是國家的幸福。  

 

58. 斬草固要除根國防亦要充實 5 

斬草不除根，春風又再發。這是教人做事須做至徹底，纔無後患。世

間當事人，往往為婦人之仁，做事多無果毅的決斷，致起後日生出不了的

問題。如世界第一回戰終局，戰勝國不肯做到極端，放任德國，漸次得勢，

屢次發出爆彈宣言，震駭世界。而各國厭戰家，又步步隱忍，隱疿成瘡，

致起希卓勒 6惡魔，得勢崛起，全世界騷動，伏屍千里，此斬草不除根之患

也。  

若我國當滿清崩潰後，馮玉祥將軍本欲用短槍擊殺宣統，有婦人之仁

者，婉勸其不可太甚，遂致後來有傀儡滿州國之把戲，此是歷史留給吾人

的教訓。這番德、日、義雖然已經打倒了，聯盟國對待此等戰敗國，依然

未見何等積極的處置。惟對德國似已瓜分，其他日、義尚取寬大消極方針，

甚不合適。但德、義國土離我國甚遠，無論將來如何，與我國亦不至發生

何等影響 7。惟有日本，是不能令人放心之國土。他在戰敗後，猶聲聲句句

說不是敗在盟軍（免說他斷斷不甘認作敗於我軍手下），說是敗在原子彈。

設再遷延五個月後，他所研究之原子彈，亦當完成，到斯時正不知鹿死誰

手。雖然是一種囈語，已足窺見其一種倔 8強不遜之態度，捲土重來之野心，

尚不能拋棄。中間亦多 9少因素，始培植出其造孽之萌芽。他素知我國雖然

                                                 
4 「父」，原件缺損，今依上下文擬補之。 
5 作者剪報：「社論」專欄。 
6 「希卓勒」，今俗作「希特勒」。 
7 「響」，原誤作「嚮」，今改。 
8 「倔」，原誤作「屈」，今改。 
9 「多」後原衍「外」，今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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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偉大領袖之領導，八年抗戰雖然勝利，而國內煮豆燃萁之慘事，無時或

息。而本省光復後，雖有賢明之長官極力開拓，無如各界官員，間有貪污

不肖者，有玷官箴，為行政上長出一抹暗雲，為產業上生出許多阻碍，愈

養成日本驕傲。比較敗北之日本，現在雖是其國內糧食缺乏，而其國政卻

猶尚稱小康，且其國民並不因此生出內亂，且不曾借重外人勢力，與自國

反抗。於一戰之餘，猶不曾餒志，含苦茹辛，大有臥薪嚐膽意氣。當此之

時，若不早為一勞永逸之計，將來禍患，不知將何所底止？  

論理德國已被有仇恨國家所瓜分占領，而我國亦當占領日本領土纔

是，或者與美國瓜分之亦可。而我國到底有此力量無有？還是疑問。然此

只對日本而言，縱日本能使其永遠馴伏，自國倘不謀自強，若照舊國力不

充實，科學不發展，內患不消除，他日將步滿清後塵，正不知如日本者幾

許？將接踵而至，斯時防且不勝防。皮之不存，毛將焉附？在此刻不容緩

時期中，願有良心，有熱血的人，一齊蹶起，放棄私慾，消除內戰。一方

面擁護政府，整頓國是，著力於科學國防；一方面遏止好戰強盜性之國家，

使其不能再起，永遠馴伏於和平勢力下，方是國家幸福，亦是世界人類之

幸福。  

 

59. 希望注重慎終 10  

有始慎終，這「慎終」二字，確實很不容易。我們國民缺點，也是在

這一點。試想去年打倒侵略國日本以後，大家便趾高氣揚，自以為是四大

強國的主人翁了，大半似乎忘記「建業易，守成難」的一句話。簡說一句，

是沒有「慎終」的觀念。所以有的作兄弟鬩墻的慘劇，有的大發升官利市

的財，有的作奸商大發光復的財，眼睜睜看著國家對國際上落伍，像隔岸

觀火一般，殊足令人慨歎！  

只就本省而言，凡事都似虎頭蛇尾，單單舉一箇例來說，救濟滯外臺

胞一事，就不能說是慎終的了。起初豈不是各地開演講會，並大大募集醵

金，經過□年以上，至今滯外臺胞，還未見全部送回，付 11之自生自滅。其

中除 12卻一、二正當事由的以外，大都是船隻的作弊，一半也是救濟負責者，

                                                 
10 作者剪報：「社論」專欄。署名「坤」。 
11 「付」，原誤作「附」，今改。 
12 「除」，原誤作「餘」，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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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慎終之美，不甚完善。不但如此，一部自外地載回的臺胞，雖然歸還

到故鄉了，不但大多數失業，而且因大戰中，家破人亡，無家可歸，更有

登報訪問其父母所在的，或有妻子被人佔去的。此等不幸的同胞，從前是

被日本強制抽去充人夫與當兵卒，供數萬里外戰地的砲灰，九死一生，拾

得生命，經過千辛萬苦，纔歸還到祖國慈懷裡，滿望著苦盡甘來，在青天

白日旗下，享受家庭的幸福，領略政府的恩惠。誰知一踏入故鄉的地土，

卻不但一向希望全歸烏有，連家族的去處，也不得而知，甚至三餐亦無從

可得。又有自南洋歸來的，他的鄉公所叫他往蓋印，謂要請日人發給某種

金錢三千元，至今二、三個月，尚未見給付的。可憐重洋跋涉，萬里拖命

歸來，猶如再墜九重地獄一般，人生趣味到此全消。於是弱者自殺，強者

走險，治安因之影響，其罪誰屬？明眼人固不待說明便知，倘在謀救濟回

臺的起初，有關著到這慎 13終之美的一著，當不至此。再不然，在已載回鄉

以後，地方的官民，有顧慮到這滯外同胞的生活問題，那就無有這不幸的

事。總之，這是臺灣省民缺乏慎終的工作。以外像這樣的事甚多，要建造

模範省，與實現健全的國家，請大家對這二字「慎終」用心罷！  

 

60. 武力侵略打倒後，經濟侵略也要防備 14 

從前侵略他人國家的做法，只用武力，這是最率直最冒險的舉動。各

以五分五分的實力相拼，作最後五分間的清算，誰也未敢預料誰勝誰負。

惟憑著自己實力勇進，以博萬一的成功罷了。若是狡獪者的侵略手段，不

敢用那英雄的做法，他老早就知道武力侵略，最容易使被侵略國死力抵抗，

並且會促 15進被侵略國民的自覺，奮起抵戰，雙方的成敗，僅差一髮，有危

險性在，所以便生出軟式的民心侵略，不動干戈，而得佔人國土，萬一不

能成 16功，亦無大害，像孫子不戰而勝的手法，何等妥當！這是一向文明國

侵略野蠻國，以宗教為先鋒隊，賣弄人情，收買人心的妙法。我國以前也

有類似行為，如周武伐紂，當時早已收買人心，「三分天下有其二」了後，

知時機已熟，所以「一戎衣而天下定」，收功雖是也用武力，結局亦是假仁

                                                 
13 「慎」，原缺，今補。 
14 作者剪報：「社論」專欄。 
15 「促」，原誤作「捉」，今改。 
16 「成」，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鄉土文獻 

 75

義，先以軟式侵略手段，以下伐上而奪人天下，伯夷、叔齊已經責他「以

暴伐暴」了，孔子不敢坦白地指摘，只用「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婉轉

掩過。以上屬硬軟並用 17的侵略法。  

若近世更於二法以外，生出一種不軟不硬的妙法，這便是經濟的侵略，

比以上軟硬二派更加厲害。任汝怎樣防備，也無可如何的。假使任何國家，

縱有武力，若無經濟，則像有飛機與大砲，而無油彈一般。有仁義而無經

濟，萬事黃金萬能，空口舖舌，已無奇特，又何以買收他國民心？有金權

的國家，所以利用經濟，來作侵略的工具，何等功効！  

在最近世界第二次大戰閉 18幕以後，世界各國，無不極力在謀恢復自國

的元 19氣，更一方面將製造兵器工廠，一變而為將來侵略工具的商品工廠，

兼以利用防止外國的經濟侵入，並且以增進國富。這是現代國家生存競爭

上自然的原則，不得說是野心。所以目前外國品互相出入於世界中，上海

以及南京，豈不是已被外國品擠滿各市場了嗎？我國呢？在八年抗戰後，

各界都是疲勞至極。更加有一部不長進的壞東西，滿想我國已列四強之一

了，無後顧的憂慮了，做那頭腦單純的迷夢。無權的人們則行賄取利，有

權的老爺則貪污失職，遇接收的物件，可走私的走私，無可作弊 20的則任他

自滅。全不為我國將來一想，既無科學的能力，更少國民的自覺，來日的

艱難，是不堪設想的。經濟更陷於混沌，將何以防經濟侵略？須知革命雖

告成功，危險時期，尚在目下與將來。在這個時候，大家若不迎頭趕上科

學與經濟的道程，萬一此後有似日本同樣的侵略國侵入，將用什麼方法去

抵敵他科學戰？天幸真箇平和，我國已無發明的素養，自國生活必需品，

勢必待外國供給，只養成依賴性罷了。自家尚難自給自足，更有何力量、

有何製品可與世界商場競爭呢？配不得說經濟戰，只好甘受經濟的侵略而

已。自今以後，輸入商品和輸出品的比較，自然差之天淵，國幣 21的流出，

不言而喻 22了。《淮南子》說：「 23水足以溢壺盍，而江河不能實漏厄（漏杯）。」

                                                 
17 「並用」，原作「二顧」，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18 「閉」，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19 「元」，原誤作「原」，今改。 
20 「弊」，原誤作「蔽」，今改。 
21 「幣」，原誤作「弊」，今改。 
22 「喻」，原誤作「偷」，今改。 
23「水」之前，原衍「這」，據作者剪報自校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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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在經濟，恰像一個漏厄，若不早謀塞住這箇漏縫，終竟有一日江河

涸竭的危險，切望國民不可輕輕看過。處在這經濟戰的危機中，至少，也

當圖謀自給自足的辦法纔是。  

怎樣叫做「自給自足」呢？第一，要適應時勢的要求，用「日日新，

又日新」 24的法度 25，改良各種貨物的品質，切不可任奸商做欺騙的低下品

質的行為，縱不能和外國品並肩，亦當不致使人見而生厭纔是。像光復後，

初入港的淺青百永、油綢、鞭炮、國公酒、綵衣、紙錢、金紙、壽香、李

鹽梅餅等等，在五十六、七歲以下的省人，或者看做稀罕。若在五十六、

七歲以上的省內識者，是不但可厭，卻實在是觸目傷心的。因為這些物件，

都是在他兒童時所習見的，可憐經過這五十年餘的歲月，不但物質無有改

良進步，而且連標頭都不曾更改，一向只道我祖國的商工業，與時俱進的，

如今竟然出在意外，未免有「物猶如此，國（人）何以堪」的見景生情呢！  

天幸本省處在海外一孤島，欲謀自給自足，以防禦外來經濟的侵略，

似比外省容易，除固有的糖米、茶米、樟腦以外，舊時工業機關不少，雖

半數以上受戰時損害，若積極的致力復興，是容易成功的。將來產出貨物，

雖不能比較外國貨，因物近價廉 26，亦可以銷出外省，減卻多少外貨侵入。

這是新臺灣特有的天賦，亦可以作防禦經濟侵入的 27堡壘，希望官民起來合

作罷！  

 

61. 說團結 28  

形體者，細胞或分子之團結也。凡世界宇宙間無物如是，惟動物最善

利用團結，尤以人類為甚。自原始人漸有公私認識以來，進而注重私有生

命與財產，知自力之或不足恃 29，乃謀團結，以互相扶助。狐之有群，狗之

有黨，未可厚非也。須知人類無團結，何足以禦古之猛獸與外敵？然團結

非得已也，苟能保證其永遠獨立無患，則無不惟我獨尊，奴蓄其同類之弱

                                                 
24 引文見《大學》。 
25 「法度」，臺語，辦法之意。 
26「廉」，原誤作「兼」，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27「侵入的」，原倒文，今改。 
28 作者剪報：「專論」專欄。署名「虔老」。同文另見《三六九小報》昭和 10 年 5 月

6 日 443 期 4 版、5 月 9 日 444 期 4 版。 
29 「恃」，原誤作「持」，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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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矣。團結云乎哉？世之勢力平衡，而唱互相提攜者，蓋欲以其所無，而

結其所有，不過待此利用，造機以謀自衛於將來耳。苟有真意者非至愚不

為也，此為古今當事者之不敢言，亦欺世者知之而不敢言之秘衷也。既不

欲明言騙弱者之就己 30，於是美其名曰「互助」，更進而欲使被團結者就範。

復有人為的之所謂仁義道德矣，其實他愛、博愛，仁義、道德，皆屬優越

者對待對手方之工具耳。試置骨肉至親兩人於生死存亡、勢難並生之際，

設非愚昧之人，略有理解者，斷斷不能俱死，必當一死一生，從大局觀之，

亦所必然，此人為 31之不能逆大自然也。若至親夫婦以外，於己 32無利，不

但不助他人而自死，亦不願無利於己者並生也。  

然則人類團結，乃屬一互相利用機關耳。「飛鳥盡，良弓藏」，當夫飛

鳥未盡之弓，非只一禦敵之器，且為欺弱之具矣，似逆大自然之人為的，

是又不然。試散一掬微塵於水上，若無加工施為自放置之，則必結成大小

無數之團體，斷不能箇箇獨立，無知覺之塵埃如是，魚兒、鴨兒、雞兒、

螻蟻之成群，亦莫不如是，皆屬大自然之性，非人為的也。或曰若是則大

自然之法則，乃屬助強欺弱，弱者死盡，強者將至自滅，如過去太古之恐

龍類，其勢力圈內之弱者，被其食盡，此等龍類，終亦自滅。  

人類之團體，先用互助美名，以禦外敵，外敵淨盡，則自家團體內，

又自化為多少小團體，強弱自相欺凌，甚至魚肉手足，弱者已 33無孑遺，手

足已盡，別箇團體雖被滅絕，而自家團體亦必疲斃，強者何以自存乎？余

曰：此大自然賦人類以自強之機也。強者結團體以凌弱，欺人至無敢抵抗，

繼必至欺辱自黨。強者自家團體破壞，由是而起，弱者團體愈受欺，而團

結必愈固。滅者被滅，不滅者終至代替強者而後已。由是循環 34不息，人類

文 35化乃得增進，森羅萬象即一大團結體也。大哉團結，豈獨人類而已 36哉！  

 

                                                 
30 「己」，原誤作「巳」，今改。 
31 「為」下原衍「的」，今刪。 
32 「己」，原誤作「巳」，今改。 
33 「已」，原誤作「巳」，今改。 
34 「環」，原誤作「鬬」，今改。 
35 「文」，原誤作「進」，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36 「已」，原誤作「巳」，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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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奉勸同胞破除迷信，謹守衛生防遏虎疫 37 

由於現在流行疫病猖獗，官立醫院日夜兼工，百方防遏無微不至。此

時經本省西醫諸先生，為謀同胞健康，竭力協助政府，故防疫工作逐漸奏

効，為光復以來最顯著的功績。無如中間有一、二遺憾者，乃有隱病不報

者或逃出外方，以致蔓延病毒至不能收拾者。此或因誤解一入病院，必被

□殺付 38於火葬，此在日政府時，杞憂懷疑到日人心腸，或者惡劣亦未可定，

而現在是民主政治，而且屬同胞，豈有草菅人命之理？更有尚未開化者，

妄說生死天數，不信黴菌傳染，此點或有由內地老兄所傳授哲理。聞內地

尚有患疫地方民眾不肯衛生防遏，只日夜念經求佛保庇 39者，實不能令人感

服。  

並有由一部執古法之漢醫先生，照漢醫書所載「霍亂」解釋，將以霍

香正氣散治之，謂此非黴菌傳染，乃四時不正之氣，或食積所傷。以致愚

昧之人，信以為真，往往不照官方指示，怠慢衛生。而不知藿香正氣散等

藥，只能治普通感冒食傷吐瀉，而不能治真正傳染性之虎疫（コレラ）。自

誤一身一家，自作自受猶屬小事，因此必誤及他人，危及社會國家，那堪

設想？  

此種弊 40害，迷信固當打破，而微菌之理不可不說明。夫微菌之發見在

二百二十數年前，纔略有頭緒，直至最近八十年內始告完備。在文明歐、

美諸國，以前猶不明，無怪素乏科學之我國民，不知其利害。況以二千年

前張 41仲景之醫書，一字未曾更改，古色爛斑 42與日新月進之西醫比較，何

可以同日而語哉？且漢醫法在前已無官設醫學校，設或有之，其設備亦不

能周至，醫藥雖好，只就經驗而用，絕無成分分析施為，僅照古法泡製，

醫學之退步，不言可知。今試就微菌不揣固陋，略為介紹一二於下。  

微生物最初發現者，乃十八世紀中和蘭人リユ─ペンへフク（一六三

二年至一七二三年人）在伊太利ガリオ氏後，利用其初期顯微鏡，在微生

物界，發見前人未發之微生物世界，為人類造福者也，其功比閣龍勃士發

                                                 
37 作者剪報：署名「高一中  鄭坤五」。 
38 「付」，原誤作「附」，今改。 
39 「保庇」，臺語，保佑之意。 
40 「弊」，原誤作「蔽」，今改。 
41 「張」，原誤作「陳」，今改。 
42 「斑」，原誤作「班」，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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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亞美利加大陸之功尤大。當時先有僧侶之物理學家キルチヤ─氏，在顯

微鏡中發見鼠疫患者血液中，有無數微生物，即斷定為傳染病原蟲（後人

或謂當時顯微鏡度僅二百倍內外，尚未臻盡發達之點，或者所見者，諒必

係赤血球或白血球歟），然由是不久，鼠疫果認定有病原蟲，可以謂開病原

蟲發見頭緒之最初者矣。  

在此信疑參半之間，リユ─ペンヘフク氏由此開端更進一步，在微生

物界上 用功 43， 並 得 學生ハ─メン氏 發 見 精 蟲（當 時 尚 不知精 蟲 是 何作用 ，

至百年後始知）。從是陸續發見酵母菌、單細胞植物アメパ、孔蟲類、草履

蟲、單細胞動物、麻刺利亞病原蟲，後人學法，於是赤痢、白喉症、虎疫、

腦膜炎、肺結核、流行感冒、各種傳染病原蟲菌，皆陸續究明，且因近代

科學進步，用紫外線顯微鏡，可將微生物擴大至千二百二十五萬倍，而撮

其影片。西醫使用研究器物，至精至微如此，漢醫安能望其脊背？  

試就虎疫症狀，以證明與霍亂分別所在。真正虎疫，初染時多少下痢，

經過二日乃至八日則一回 44，自十回至二十回泄瀉，不但不止，且起嘔吐。

糞便初雖黃色，未幾則變白色如米汁，腹內雷鳴而不覺痛，過飲食必吐，

因吐瀉而致身體中水分消失，面狹瘦而鼻尖眼凹、眼眶青墨、皮膚乾燥而

無彈力性，色蒼白，腋下檢溫僅三十度至三十二度之間，脈極微小，又汗

淚泌尿全無。若與此不同者，則係普通吐瀉，用牛胃散或藿香正氣散，約

略加重份量一定奏効。若不見効，可速報官施救。五年前患虎疫者，百人

中約死五十人，如今醫術進步，百人中尚有六十名至七十名可以救活。至

於防預 45方法，官方自有交代，不用贅述。惟有病菌，媒介是蒼蠅與魚蝦或

風塵傳染，敬神普渡皆屬惡病傳染機會，於人無益。希望同胞自愛，打破

迷信，謹守衛生規律，不可自誤兼誤國家，幸甚！  

 

63. 安不忘危的管見 46 

前季南部的粟收成不錯，米價卻不見下降，直至最近始見一斗米價由

二百十元而跌至百六十元的光景，這是因為一入山早仔粟收成期，奸商就

                                                 
43 「功」，原誤作「工」，今改。 
44 「回」，原誤作「日」，今改。 
45 「預」，原誤作「遇」，今改。 
46 作者剪報：署名「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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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苦了。本季真是風調雨順的堯天舜日一般，雨水極其順調，日晴夜雨，

而且每三、四日一雨，不似往年，乞雨不來，一來便霖霖不絕，或使稻尾

出芽，收獲阻害，惟有本季可稱是數十年來罕見甘雨，米糧一定豐收，「做

一年，食三年」的成績定可實現，這是省民大大的幸福。  

但是，安不忘危，筆者卻有一點點的隱憂。因為在三箇月前，筆者曾

在《光復報》47上發表一條過份的豫言，說：長官公署若對各地方官衙不給

補助費時，則各官衙一定裁員，裁員實現，執筆的失業者自然增加。此等

人員失業，不但一時不能生產，不得不分向各職營業戰線去，營業戰線增

員必定競爭。而一方面官衙的顧客減少，又加之同業者增加，先則競爭，

後則由優勝劣敗公例，敗者又是失業，最首當其衝的是料理店、飲食店，

這是光復以來，本省各地如雨後春筍、逐日增加最顯著者的營業的受難期

了。不幸此言已 48中，失業者將又增加這一批的人物了。  

因此影響，各項物件買出率亦必減少，且米價為本季豐收，此去將見

一落千丈，恐怕斗米百元價腳立不得住。米價屬百貨標準，米價動搖，貨

價自然下落。萬一米價降至百元以下，則農家亦當破產，各項營業為物價

跌下，亦必倒閉。這便是豐年中的隱憂，深望政府諸公善為處置。  

 

64. 希望當局嚴禁帶刀鎗 

刀槍凶器，屬不祥物件，絕對不當在太平的社會中人前使用的。社會

上人群因意見不合，發生口角已經不該了。萬不得已，有人敢用拳頭嚇人

者，便是失禮野蠻，受之者已以為恥辱了，終身抱恨。若更加拔刀嚇人，

則其可惡，與惹 49人惡感，更比用拳十倍。  

回想兇惡至極的日人，警兵雖各有刀鎗，對本省人雖視若奴隸，然五

十年中，未常冒用刀鎗。現在不論各界帶有短鎗者，不計其數。帶鎗的人，

動不動就要抽鎗擬人胸際示威。這等行為，不特能在弱者腦內留一點惡印

象，而且會遺下種種禍根。只就一小部分來說，凡人作錯事，或為生活所

迫，或為一時失算所致，無論帶鎗者是個好人，斷不惡用短鎗。但是北部，

                                                 
47 《光復新報》簡稱。 
48 「已」，原誤作「己」，今改。 
49 「惹」，原誤作「諾」，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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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有位 50曾被用短鎗所擬過的人，為謀報復，套出三人，一人在前和帶鎗者

說話，其他二人，一人由背後對帶鎗者抱住不放，一人把短鎗奪去，以三

對一，自然不能抵抗。但是此等奪鎗的人，誰能保得他不去惡用？萬一不

幸惡用，則將來治安上必生影響。推究源頭，亦是短鎗濫許攜帶的缺點，

其他弊害更不用細說了。  

總之，希望當局嚴禁，除非常事變之外，不宜攜帶刀鎗。且對待非常

事變時，苟對手不曾用刀鎗時，亦絕對不可先開刀鎗。  

 

65. 姑妄言之 51  

新規則的車馬右側通行實現了！政府恐怕民間失慎，交通上生出事

故，在一箇月前以來，連日在各新報上發表告示，喚人注意。而公眾汽車

自動車門，亦多將舊時左側門，而改向右側者，誠然合理。但是運轉手的

坐位，和運轉舵的把手，卻依舊在右 52方，終覺有些不自然。尤其是一切車

輛，皆是右側通行了，而交通第一機關的火車入車站時，卻依舊是左側，

這卻是什麼意思？識者說這是火車的特例呢！  

臺灣已 53經光復了，萬般施設，亦已 54逐漸進行了，大家正在等著平和

恩惠的到來，誰知卻天不從人願。米及日常應用的物件，反一日一日騰貴。

有人在怨歎，識者說不可怨歎，物價、米價高貴，看做是光復費用就好了。

有人在家打電報給二舖路外的友人醫師，叫他到家看急症，電報去後第四

日，接者 55才趕來，幸病已好了。大家訝異說：電報比普通書信遲二日！對

郵局問原因，局長說：配達人抱病所致。此等理由，虧郵局長也說得出！

識者說：幸病人不死，便是萬幸了。多開些電報費，只認作郵差津貼費便

了。  

近日路上嘗看見人家外壁上貼有廣告文，上前一看，原來是宣傳迷信

的什麼劉伯溫讖無稽之談，更有無名氏的幸福書信。親友中嘗有接到的，

大半被拋向廁所內去了，其用紙甚至有用舊時刑事課訊問犯人公用箋的。

                                                 
50 「位」，原誤作「為」，今改。 
51 作者剪報註：「民聲」專欄。署名「其鉁」。 
52 「右」，原誤作「左」，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53 「已」，原誤作「己」，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54 「已」，原誤作「己」，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55 「者」，原誤作「著」，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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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日政府時代對此等行為者，皆當處「流言蜚語罪」，今日卻反用來寫迷

信話。而在這原子能時代，全國人腦力要總動員，直向科學堡壘攻進時機

中，乃有此不值科學家一笑的行為，真堪令人對國家的前途抱杞憂了。願

大家快醒來！不可如前醉夢了。  

 

66. 公娼廢止的是非 56 

世間的萬事，本無有 57是的非的。不過是大多數的人，或有威權的人們，

說是才是，說非才非，但這也無過是在那時候的假定是非罷了。  

像這番婦女會提倡的公娼廢止的問題，從人道上看去，何嘗不是很正

當，很為一般婦女提高人格。但是眼光若放大些，為生理學、為經濟學、

為風紀維持上一考究，便明白有些不甚妥當的所在。因此所以世界上的任

何國家，除非是公妻主義的國度，方才無有公娼。當世界第一回、第二回

大戰期間內，大家當也有聽見，送無夫婦女到前線去慰安戰士的。這是要

慰藉自國士兵的慾求，並欲減少他對佔領地婦女暴行的防止。  

略有生理學常識的人們，便可以曉得男女的必需關係，是大自然的，

不是用人力可以阻止的。簡單說一句，男女相愛的元素，是地球的原動力。

若是強用人力去阻止他，他的破壞力是比原子彈，不甚相上下的。不信請

看刑法中犯罪，大半是屬財色所發生的。一旦禁止公娼，私娼 58一定盛行，

為欲改革社會皮毛的公娼，滿想社會可以淨化了，似不知公娼一廢，則一

般的需用者，將何以安慰旅愁？有人格者，只好學個魯男子作在家僧，不

守份者必效韓壽偷香、張拱跳牆。本省女事務員很多，男女接觸機會不少，

怨女曠夫，誰能保其不脫軌行動呢？從前風紀不甚壞者，便是為有公娼，

以當前線保障，故能維持風化，使貧窮女人得一線生機，俾永夜鰥夫有所

消遣，雙方保 59持均衡，豈不美哉？或謂公娼開放，則梅毒、痲病蔓延，將

無所底止。余曰：此屬私娼之害，若公娼已有每週檢診之制，苟嚴重，實

行何患之有？  

 

                                                 
56 作者剪報註：署名「虔老」。 
57 「無有」，臺語，沒有之意。 
58 「娼」，原誤作「倡」，今改。 
59 自「保持」以下，據作者親筆書寫接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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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停止公權人的辦法希望不宜廣汎 

日前政府已發表「停止公權登記規則」了，照報紙所報導，謂是關聯

到舊時日政府時代的皇民奉公會的職員，並世話役 60即甲長，也全部屬在停

止公權界限內。果真這樣辦法，是現在凡有在公職的省人，可以說是《封

神榜》內，有名字的犧牲者了。為省內維持公道，尊重民族氣節，是何等

令人暢快的事！  

但是自古以來，罪不及眾，「眾」字便是民情所在，所以聖賢云：「眾

好之必察焉，眾惡之必察焉。」是謂事既關聯及眾 61，必定有不得已 62的原

因存在。況省人的氣節是鄭成功所遺傳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斷然不易 63為

日人奴化，若不加以充分考察，法網不開一面之恩，使玉石俱焚，未免太

過於酷。當原初的皇民奉公會，與志願兵的把戲，是日政府印刷出各種願

書，強迫民眾署名蓋印的，無論中間亦 64有一小部分的喪心病狂的不肖份子

以外 65，可以證明屬無力反抗、吞聲忍淚的入奉公會，及痛 66哭當志願兵者，

有十之八九。這是本省不幸被李鴻章斷送給日本為奴隸，五十年間，在強

人鐵蹄 67下，頭戴日本天，腳踏日本地，要他生便生，要他死便死，誰敢拼

著老頭皮去試刀？還 68敢說一句是非嗎？  

像孔子去陳過蒲的時候 69，被蒲人用兵圍阻孔子，不許入衛國去。孔子

計窮力盡，不得已 70與立誓，確約不入衛國，蒲人纔肯放行。解圍後，孔子

竟違約背盟，公然入衛國去。子貢問說：「對神立誓可違背嗎？」孔子說：

「被迫的立誓，神不肯聽。」71本省人被迫入皇民會或志願兵，除起極少部

分不肖者以外，所有誓約書、志願書，全是天人所不肯聽信的。千萬不可

                                                 
60 「世話役」，日文，指專門照顧別人的人，或活動的實際負責人。 
61 「眾」，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之。 
62 「已」，原誤作「己」，今改。 
63 「易」，原誤作「受」，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64 「亦」，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之。 
65 「以外」，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之。 
66 「痛」，原誤作「病」，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67 「蹄」，原誤作「締」，今改。 
68 「還」，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之。 
69 「候」，原缺，今補。 
70 「已」，原誤作「己」，今改。 
71 以上事詳《史記•孔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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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不肖份子同日而論，使大部分的犧牲者，已 72在日人時代含冤受屈，自送

許多子弟去充砲灰，不但不容啼哭，反而要迫他說光榮。到今日，這一層

的怨恨，尚無地可以申 73訴，若更被混同加入不肖份子內去受制裁，豈不是

冤上加冤？有如墜入九層地獄，萬世不能超生嗎？  

在光復當初，賢明的主座有鑒及此，已經 74聲明：在受日勢力下所迫臺

胞對祖國有不是處，可以免究了。如今對於辦皇民奉公會的人，似宜究明

其真有涼血動物性者，嚴重予與制裁，或者押到火燒島 75去充苦工，這纔可

以發揚民族氣節。萬一不然，果真廣義的去吹求，糊里 76糊塗一網打盡，則

全省人才饑荒，勢必至不由外省移入人才，各位機關不能運用。不用細說，

賢明者自知。若此則本省前途的暗淡，將不知如何底止？誠模範省建設上

的重要問題，萬望賢明政府當局，善為處理。國家幸甚！省民幸甚！  

 

68. 禁止公娼的實益在那裡 77  

自公娼禁止後，私娼的暗中增加，誰人都不敢說無的。性病的普遍，

也是不能掩 78蔽的。這公娼禁止的失錯，識者間大都有豫言說過了。只可惜

為助成一部分好出風頭的人去得好名，標榜著提高女性人格的招牌，卻不

知人類之於色慾，是大自然的，提高人格是人為的，強強欲把人為的來和

大自然對抗，那裡不生出反動呢？  

所受實益的只有一種特種的人和花柳病醫師。個個對提倡禁止公娼的

聰 79明女鬥士，歌功頌德而已。所謂「特種人」，是巡花使者，樂得多一筆

收入，好在對手方，已屬私娼自然免稅，將這一筆免納之稅抽出一部份應

酬應酬。有時肉身提供一、半次，那就可以消災降福，掛無事牌了。那特

種人，有食有額 80，熊掌兼魚，有何不可？其他花柳病的醫師，利市百倍，

儼然欲執百種營業之牛耳了。倡禁止公娼的人得名，特種人與醫生得著利

                                                 
72 「已」，原誤作「巳」，今改。 
73 「申」，原作「伸」，今改。 
74 「已經」，原倒誤作「經己」，今改。 
75 「火燒島」，今名「綠島」。 
76 「里」，原作「理」，今改。 
77 作者剪報註：署名「坤」。 
78 「掩」，原誤作「俺」，今改。 
79 「聰」，原誤作「聽」，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80 「有額」，臺語，富有錢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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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若對社會無事卻也是好，但是淋病、梅毒，卻是屬亡國病，遺害後來

子孫，是不堪設想的。況本省是在新建設時期中，恐怕將來被這一點污點

阻碍，實足令人寒心！  

 

69. 蘇聯也會製原子彈了，我國怎樣啊？ 81 

蘇聯公然也學會得原子彈的作法了！美國在比基尼試驗過原子彈以

後，蘇聯也聲明：將於短期間內試驗原子彈。並且言：美國所有的物，蘇

聯亦將於最近期間內俱備。這是何等得意的話！  

現在民間說話最響的是有錢的人，如今國際間說話的音波最尖銳的，

是操有製造原子彈秘法的國家。我們既聽著這尖銳的音波，斷然不可不猛

省。舊時希特勒擁有 V 數號的兵器，故持滿傲慢，動輒發出爆彈的宣言。

如今蘇聯竟然也會製原子彈了，毋怪他一鳴驚人。這尖銳的音波，幾欲震

破一般人的鼓膜，毋怪他每在議會席上說得響亮，有聲有色。可以證明：

無此等力量的國家，必至落伍或者自滅，不可不自警。  

孔、孟若生在現代，他的說道德、講仁義，在耳鼓內不過是馬耳東風

罷了。所以孔老夫子本家的魯國，在戰國時期內，總不過成一箇落伍的國

家了。我們國人自然有承他遺傳，要覺悟舊時講仁義、說道德，在國際上

是不行的了。只好就他的「致知在格物」一句教訓來，極力用工。至少也

當在蘇聯試驗過原子彈後 82，我國也當試驗一次，纔可說四字「差強人意」。

我道這箇不是重難，只要民眾自覺，凡事以國家為念，將求私利、私慾的

理智，對科學上去用工，何愁原子彈不能自製？一等國民資格那不完備呢？  

 

70. 論奸商不除國不能發展 

奸商是國與民的蟊賊。過去囤積糧米，搾 83取民眾血肉的事，是大家所

知的了。這等人的鬼蜮技倆，真是匪夷所思。此外，尚有將在寄存某倉庫

中物件，引用日政府當時所利用倉庫證，同樣手法，請銀行派員，往倉庫

內堪驗現貨作為抵押，借出現金數十萬，屆期潛 84逃往國外，及至銀行對倉

                                                 
81 作者剪報註：署名「坤」。 
82 「彈後」，原剪報破損，據作者剪報自校補之。 
83 「搾」，原誤作「窄」，今改。 
84 「潛」，原誤作「前」，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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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現品拍賣時，則各件貨物內容全部不翼而飛了。此猶屬個人對銀行間事，

吃虧的祇 85銀行而已 86。  

尤有不可堪者，醫藥物偽造，如アスビリン混入石膏末，使美國製藥

信用反不如日本。更有將注射液類抽出而換入偽造液後，用火封固瓶口，

不但使藥性無靈，而且有時誤殺人命。前日名震世界的消毒殺蟲劑  D.D.T

在本省內雖經用過，其効力卻不甚顯著，此全屬奸商手法以外無他。為自

己個人利益，到視 87他人生命如草芥，已屬可殺，況累及美國信用，尤為不

該。使我國家對盟邦失卻信用，招來惡感，貽害我國前途，真不堪設想。

此等害蟲一日不除，國家的進展，則多一日的阻碍。  

 

71. 論重形式，不如重實質 88 

我國從來凡事對形式上，輒見注重，而對於實質取益，卻反不甚留意。

像交通上，本省在來是被日人強制左往右來的習慣了，不論男婦老幼，愴

悴相遇，多自避於左，至今猶時時在路上可以看見。這不是故意犯禁，是

因為左行的慣習，比較新法令的右行時日多些（五十年），一朝一夕難於更

改的固性。所以因此新法令施行後，全省被失誤來往輾 89死於車下者，實為

數不少。  

如果要徹底實行，則當一律奉行，不得使他參差不一。火車是交通機

關頭號物件，怎樣發令後，今已三、四箇月，依然是左行？官設交通機關

任意左行，教民間步行車輛右行，怎樣令人感服？自然這是因火車要改右

行，須費相當時日，開 90了相當的費用，所以一時尚未完備，到末來一定照

右行改正。既然有此原因，未能即日實現，則改變右行的法令，待火車右

行設備後施行，豈不萬全？  

不但火車要種種設備改革，而汽車亦是必要的，因為日本製汽車，司

機人座位設在右側 91，因為要左避來車，司機人可以探看出車外，防備右車

                                                 
85 「祇」，原誤作「抵」，今改。 
86 「已」，原誤作「己」，今改。 
87 「視」，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之。 
88 本文為手抄版。 
89 「輾」，原誤作「碾」，今改。 
90 「開」，臺語，花費之意。 
91 「側」，原誤作「則」，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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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相磨擊關係，所以置座位於右。如今已要右避側，司機座不移於左，

是危險萬分。  

此等還是可以，如果官廳要儘量實行，自當派員在通行大路取締往來，

杜絕危險事故的發生纔是。誰知此等事偏不耐煩，卻用力到火車站地道內

去，嚴重整理來客，做那平時所罕見的工作，無論法令的遵守是國民的義

務，但火車自己不右行，卻教人右行，大路上有左右誤會車輛衝擊的危險，

不去防範，卻在無甚相干的地道內管乘客行動。現代的世相，真是令人莫

名 92奇妙！現在萬般的待新建設，與待恢復舊觀的物事，屈指難窮其數的，

處處都可以看見。倘能捨些「不急之務」的工作，向那個必要的方面去著

力，豈不是國家的幸福？  

 

72. 統治臺灣的管見 93  

筆者原是一寒酸的儒生 94，無所屬的棄人，對治國平天下的大事業，全

是外行人，本不敢置喙說什麼。卻因「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句話，

在民國統治下，有意見不說，是失國民的責任，所以大膽來說說。或者「愚

者說憨話也有一得」，也未可知。試舉左記 95幾項，以供參考。  

1.  地方官宜用本省人：素有民望的人物，但取民眾信仰為基本，免用虛名

學歷，至其使用警察人員，尤當利用舊時不殃民媚日，而有實才可用者，

以理治安。  

2.  禁止出差或公務上必要以外，不論是何人等，不准攜帶短槍，或刀槍，

免生意外死傷慘事。  

3.  實行米統制法，嚴懲奸商漏米到省外去，並嚴治私運糖米以致惡化市價。 

4.  速處理接收各工廠，復舊開業以增進生產，以救濟失業工人。  

5.  嚴辦走私、吞沒接收日產業的不正職員，以糾 96正官規。  

6.  少緩不急的設施，以其餘力加工到急不待緩的事業。如聞不日將施行人

力車（即黃包車）禁止。其大旨是謂民眾平等，不宜以人代牛、馬拖客。

                                                 
92 「名」，原誤作「明」，今改。 
93 作者剪報註：署名「友鶴」。 
94 「生」，原誤作「墨」，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95 剪報原作直書排版，故言「左記」。 
96 「糾」，原重出，今刪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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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似可以俟於他日，使人力車夫得少延殘喘。為車夫顧全人格卻亦好事，

但是車夫卻視生命比人格大，一旦失業，且一家靠他作衣食的車成為無用

長物，生命關重，此方要抬高他的人格，卻無異要戕 97殺他一家。現在待

著手的事不少，工業方面發展，他們自然自發的知恥而轉入工業去，豈不

兩便？  

7.  官衙職員薪俸，宜一定日期每月發給，不可延緩。一來可使職員生活安

定，盡心奉公；二來可使衣食足而知廉恥，以絕貪婪 98之風。  

8.  要求實質，免事形式。如現在對官衙申報營業許准手續，必貼付照 99片，

並要保證人等等，往往為請一小生意的執 100照，需 101花去照片費七十元，

託人蓋保證印又花數十元。又像某報紙，官衙要給付臺東某學校 102魚肝油

103，價值百元，而使校長到某機關去領，遙遙跋涉，到時並不蒙交給，直

待至四、五日後才 104入手，使 105校長枉 106開 107去四、五百旅費，只得到百

元價的物件，豈不可笑？  

 

73. 時期到了請大家 108恢復黃帝子孫的固有能力罷 109 

我們民族，在這原子能時代，是不容同以前睡獅的樣子，醉生夢死的

了。指南針、火藥、活版、算術、吊橋、拱門（建築法）、養蠶，這通通是

在四、五千年 110，或一、二千年 111前所發明的，後來總被歐西外國人所學而

                                                 
97 「戕」，原誤作「牋」，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98 「貪婪」，原誤作「貧於」，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99 「照」，原誤作「寫」，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100 「執」，原誤作「啟」，今改。 
101 「需」，原誤作「虛」，今改。 
102 「校」，原誤作「被」，今改。 
103 「油」，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之。 
104 「才」，原誤作「總」，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105 「使」，原誤作「在」，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106 「枉」，原誤作「皆」，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107 「開」，臺語，花費之意。 
108 「家」，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之。 
109 作者剪報註：署名「坤」，原未署，據作者剪報自校補之。 
110 「年」，原誤作「軍」，今改。 
111 「年」，原缺，今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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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良的。以上所說幾項，大都略有讀書的人便曉得，惟有算術與吊橋的源 112

頭，似比較知者不多。  

所謂「算術」者，是現在世界所注重的圓周率。誰知這箇圓周率在一

千五百年前祖沖之已算定「三一四一五九二七」了，遙遙隔過千四、五百

年，至八十年前，西洋人始開始推算，或有算至七百餘行的數字的，不論

如何，終是在祖沖之所算出的三一四一五九二七的二字以下七字，合作六

六七以下的零數而已。祖氏非不知，因為再推算下去麻煩，所以用四捨五

入之例而省作七。可知用盡歐西人至精至細的腦力，卒 113不能壓倒 114千五百

年前的我國人祖氏。  

而吊橋，在西洋創造卻不過二百餘年，且是我國在漢時已有。在諸葛

孔明征盂獲時候，已有在那箇地方造一箇瀾滄鐵橋，因此為藍本，四川、

西康、雲南、西藏，凡山嶺險峻，山谿急流，絕壁處處，多效法 115設有鐵橋、

吊橋。記得明朝朱家民縣 116司，曾命游擊李芳先 117，鳩工創建而成一勞永逸，

為記其事者有監軍御使傅宗龍〈小諸葛碑〉，謂：「可比諸葛武侯之瀾滄鐵

橋，故以是名。」  

其他如：漢華陀之五禽戲，即今日之早操強健身體法；宋元昊之用軍

鴿，皆我不屑用，西洋竟善用而已。我們不是全然無用國民，不過近三十

年來，被外夷欺侮，連年兵火，以致無暇研究科學。連固有的國文，亦且

付之自滅，更加趨於迷信，任外國人去發明原子彈、火箭、飛機，以圖將

來奪我國土。現在時候到了，請大家醒來罷！我們凡屬黃帝子孫，要一齊

向科學的光明大路急起直追，恢復固有的能力，使國家臻於強盛，纔不負

應時世的國民份子。  

 

                                                 
112 「源」，原作「原」，今改。 
113 「卒」，原誤作「逐」，今改。 
114 「壓倒」，原誤作「厭例」，今改。 
115 「效法」，原誤作「使設多」，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116 「縣」，原誤作「藥」，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117 「先」下原註：「（未完）」，以下接續為手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