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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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點校：林翠鳳 ∗    覆校：吳福助 ∗∗ 

74. 我也來實行真感覺 1 

我在朝會時，嘗聽見李志傳校長對諸女生訓話 2中，有一句「要實行真

感覺」的名言。他大意是說：大凡人類誰都有感覺，若不能對症實行，那

便是「假感覺」。譬如司馬光幼時與群童戲玩，一兒誤墜大水壺中的一剎那

間，他感覺到此兒危險，而且會臨機應變，打破水壺，他不但一瞬眼間想

出救人方法，而且覺悟到，壺價不如人命高貴，所以毅然把水壺打破。若

是別個小兒便不像他聰明，有的驚呼；有的大哭；狡獪的便暗跑開，以避

嫌疑；最有見識的，只好急急走報他的父母。就算夠了，或者有人看見，

反責備壺主，不應該把水壺放在兒童遊戲的地方的。這等皆是假感覺，徒

事虛張，不生効力。  

我自聽著這「真感覺真感覺」一句話後，便從日常生活中，處處都要

實行真感覺了。因為我的天性，最善感覺。凡天地間森羅萬象，都是感覺

的對象。年紀愈多，感覺也愈繁雜。更加現在國家社會的演變，耳濡目染，

可悲、可歎、可笑、可殺的事，無日無處不有。雖然欲實行有感必行的辦

法，不但無權力可用，而且身處在「不在其位，不謀其政」的立場，最好

只是裝 3痴作聾，纔得安閒過日，不然只好自己氣死罷了。假使大家都是同

樣 痴 聾 的 做 法，那 麼 國 家 社 會，豈 不 是 放 任 他 墜 落 嗎 ？ 所 以 我 抱 定 一 種 決

心，不用權力，不用職位，自己自由地，能得實行所感覺的對國家社會有裨

益的事。自己若做得來，不顧自己利害，盡力做去，這就是我最近的決心。  

第一步做法，是從一點點小事做起。常信對交通道德有些貢獻。我因

每日須乘車到屏東女中授課，坐火車的日子已多，自然所遇無交通道德的

人，也更是不少。別的且免說他，只舉出一件無日無之的，連鞋踏在對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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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剪報註：署名「坤五」。 
2 鄭坤五於民國 36 年（1947）8 月至 39 年（1950）12 月期間曾任教於屏東女中，

當時校長即李志傳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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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裝」，原誤作「粧」，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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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坐椅上的事。不僅是在晴天，連雨 4天是一樣，甚至二等車內。不管他青

藍美麗的天鵝絨座椅上，也是同樣被這無神經的動物蹂躪污穢，真是令人

感歎！這完全是旅客的交通道德失墜所致。被踏污的椅上，倘被後來乘客

發見時，用紙拭過坐下，卻無問題。假使盛裝 5的紳士、淑女無意中坐下，

高貴的衣服被污，豈不受虧？尤其是摩登女郎的洋裝，無意中在後屁股上，

污下一大片泥塗痕跡，那豈不是使她很難為情嗎？  

我已經有感覺的了，若不來矯正，只自搖頭歎氣，便是假感覺了。所

以排卻一切，斷行真的感覺而實行矯正的工作。在實行工作的第一步，我

也曾慎重考察這等無神經的人們，果真毫不想到火車的椅子是供旅客坐

的，不是給人踏的腳踏板嗎？其實他們無一個不曉得 6，假使已經曉得椅子

是給我們坐的，不 7是給我們踏的了，自然不應該踏他，使他污穢了。推察

他們心理，大抵有幾種事情：  

第一種是一般的人們，每坐在椅上時，前面無有物件便罷，萬一遇著

物件置在當前的時候，大多數的人們，喜歡將足跨踏其上面，無意中多不

及脫鞋。若無人警告，自然失卻反省的機會。這算是無意中違犯交通道德，

不甚可惡。第二種是因為鞋有縛帶，或是襪破，不便脫鞋所致。第三種是

因為自己穿新的皮鞋，若不蹺起在椅上，不能揚氣，遂不顧他人的利害，

恣 8行無忌的。  

以上第一、第二兩種，皆可諒情寬恕。惟有第三種的最令人可恨，論

理罪當加一等。所以我每日遇著這三種的人物，也分別制裁的辦法：對第

一種的便和顏悅色，請他抬下足去。對第二種人，則略加聲色，使他放下

足去。受者大抵都默受不敢作聲，蓋各有良心自責，尚有悔過之意。惟對

第三種的無神經動物，我則用手將他踏在椅上帶鞋的足，撤下地去，口中

怒叱：「無交通道德！」對手者或反目相向，勢將用武，然被一般坐客視線

集中，不便強辭奪理。且見對手者不弱，只好怏怏忍受，一言不響。或有

故作獰笑者，其意蓋欲圖後日報復之示威。同行友人嘗勸我說：「各人自掃

門前雪，休管他人屋上霜。鐵道車掌不肯管他，我們何必多事？致惹是非

                                                 
4 「雨」，原重出，今刪其一。 
5 「裝」，原誤作「粧」，今改。 
6 「得」，原誤作「的」，今改。下句同。 
7 「不」，原誤作「亦」，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8 「恣」，原誤作「咨」，作者剪報自校改之，而改字遭剪除，今擬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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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不值！」我歎氣說：「現在鐵路當局，那裡會留意到這一點？作事恐怕是

馬馬虎虎罷了！」   

不信汝看政府，豈不是明令交通須要靠右邊行，而火車來去在站內卻

依舊照左邊行？更是以前火車內貼的 9標語很多，什麼「不可隨地吐 」

（「 」字，字典所無，諒必是「痰」字的代用字，「痰」邊兩點或者失落

到鐵路外去的）。但火車站及火車內沒有唾壺，有痰的人豈不是要被硬迫吞

下肚子嗎？又有標語說「不可向窗伸手」，若在窗字下加一「外」字，便令

人容易瞭解，他卻不肯加入「外」字，明明是在窗內，也不准伸足伸手。

若橫列的坐椅卻也可以，倘或遇著左、右二排列的坐椅，左列椅上的人們，

一定向著右窗，右列椅上的人們，一定也向著左窗，禁止伸足伸手，豈 10不

是迫人學著烏龜縮著頭足，纔不犯著鐵道規則嗎？不大要緊的標語，貼得

天花亂墜。而對於污足污鞋不可踏在椅上的禁止文字，卻不見一字。無意

味的標語，不過耗費冤枉錢罷了！  

所以我不能仰望到鐵道方面的感覺，自己任勞任怨，出頭實行真感覺，

庶幾對國家社會，做一點點的貢獻。此外將就日常生活上所感覺的事，陸

續實行矯正。雖惹出反感，釀成責怨，也是甘受的了。  
 

貳、人民的世紀 

（作者均未標示發表日期，亦缺標題，茲依剪貼順序排列）  

01. 科學兵器學 11 

日本是地球上一斷斷續續的島國，初則受益於我國文化，繼乃醉心歐

米，模之仿之，不久便插足於五大強國的中間，一時耀武揚威，居然欲為

東洋霸主。雖然是敗於不自量力所致，他的進步僅在六十年間，亦可以令

人驚異。  

他不但對於侵略用的兵力，企圖強盛，而對於科學的進步，雖未至登峰

造極，亦可望見歐美肩背。替敵人宣揚好處，我是不心願的。已往的事，

且不提起，只就他一敗塗地以後，據中央社十日電：豈不是已發明用竹葉

製麵包、用昆蟲製醬油、由菊芋中抽出果子糖，更用空氣製出肉類，並稱

                                                 
9 「的」，原誤作「得」，今改。 
10 「豈」，原誤作「並」，作者剪報自校改之，而改字遭剪除，今擬補之。 
11 本篇署名「坤」。原缺題，標題為編者所擬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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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已發見原子能製糧食的妙法了嗎？  

我國固然是戰勝日本了，我見聞不廣，只處在這彈丸的本省，卻聽不

得現代祖國科學上，有什麼奇巧的發明物件？若本省更加不足掛齒的。幸

日前有省人發見琉酸亞製安母利亞，差強人意，以外則未之聞。長此以往，

國家向後的發展，不禁令人隱憂。  

有人說我國的科學，何嘗不是很發展？東西洋的科學家，從前所第一

注目的是點金術，其次是理化學，現在是注重兵器學。現在我國民大部分，

豈不是很精通點金術嗎？若說化學，通通俱有孫悟空七十二變化的神通

力。至於兵器科一門，那敵得過我們呢？如他們有紫外線電氣望眼鏡，我

們有媽祖廟內的千里眼；他們聽音機和雷達，我們有順風耳，豈不是可說

東西競美嗎？  

敵人飛機不來便罷，若他不惜性命敢來者，我們有媽祖，用手一指，

飛機便跌下去；炸彈若來，媽祖起腳一踢，便飛到七天地外去；元帥爺能

驅神兵鬼卒，遇著要出戰時，只抬著媽祖或元帥爺出陣，包管 12旗開得勝，

馬到成功。  

善男信女聽著好不爽快！舊時的御用紳士有現任的，固然再繼續去工

作他的功課，失意的舊時御用紳士，不堪寂寞，也只好借神來出些風頭，

大吹特吹神明的靈感，豫先練習後來抵抗原子能戰的操演，極力倡起媽祖

祭典，或迎神巡境，以備後日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用。哈！哈！哈！  

 

02. 用字的巧妙 13 

祖國究竟是漢文字的老舖，逐年皆有產生各種新字，如「種」字作「种」，

「擊」作「缶」，隨處多可以看見，本省人也增長了許多見識。至於用字的

巧妙，如「遴選」、「甄選」。「遴選」二字用得何等巧妙！令人拜服。惟有

近日見著火車二等室內或車站內，多貼有許多標語，「請勿隨地吐 」此等

標語，省人卻莫名其妙。一問所知的字義，卻未曾看見有广字所屬的字，

能由人口內吐出的。若說是「痰」字，祖國人是何等研究，斷然無有誤寫

                                                 
12 「包管」，臺語，保證之意。 
13 本篇原缺題，標題為編者所擬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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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若不是「痰」，由人口內可以吐得出有广則有屋宇性的物質？實在這

是什麼字呢？或者是新制定字也未可知，深望文字老舖的老板指教！指

教！  

在二等車內又看到無數標語，其間有一條說：「請勿向窗伸頭伸手」。

咳！奇怪了，到底本省被日寇所壓迫，五十年來，連國學文字都看不清了

嗎？一時起了慌恐，因為近來二等車，亦有改作左、右分二排座位的，一

排可坐數十人，中間通行極其利便。在左座的人們，自然面向著右側的窗；

右座的人們，也當然面向著左側的窗，若禁止不許向窗伸頭伸手，豈不是

要乘客們，學成一隻王八（龜）縮頭縮足嗎？偶然看見傍坐一個同胞，兩

足蹲在椅上，雙手抱住頭顱，下額靠在兩膝蓋上，看人時必側目而視，筆

者喟然而歎 14曰：「君子在若人！」此人真合的稱讚一句「奉公守法」，因為

他若仰面出手爬癢，便是犯著「向窗伸頭伸手」的條件。可敬！可敬！  

有人說大概是減寫一字「外」字，若寫「請勿向窗外伸頭伸手」方纔

合理。筆者卻不敢贊成。因為現在祖國來的文字老舖老板，何等講究每字

一點一劃，煉句煉字，都有十分老練，豈有錯誤的嗎？這是我們本省人無

國文素養，不能瞭解其文法的妙處罷了。大家再加一層用功 15最好。  

現在市上公路傍，都可以常常看見插木標，上面寫著：「若折取樹枝或

妄取竹片者要嚴重處辦。」咳啊！太驚人啊！此等犯人，在一年前不過是

違警例，罰金一元九角半以內的科料（無刑案罪名的罰金）。今日竟用著「嚴

重處辦」四字，反感覺著前日檢察官對一個小賊施恩赦免，叫做「酌量減

輕」。無論做賊可以減輕赦免，與折一樹枝、妄取竹片便要嚴重處辦，相差

太遠！若認真是過酷，不認真是失威信。有人說這是為要制止路上行人，

須對路樹愛護的意思而已，雖犯著也不致實行嚴重處辦。筆者說：衛鞅 16移

柱立信 17，官規有定必行，方立威信，豈可以幌騙民眾呢？當然是我們尚未

瞭解文法，所以不知其妙呢！但是至今猶未明白，對微愆而說要嚴重處辦，

若處辦殺死人的犯人，要如何辦法呢？  

                                                 
14 「歎」，原誤作「歡」，今改。 
15 「功」，原誤作「工」，今改。 
16 「鞅」，原誤作「殃」，今改。 
17 事詳《史記商君列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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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食貴米 18  

南部 19的粟已經收成大半了，粟價起初自貳百二十元，跌落至壹百二十

元，忽然二、三日內，又反騰至壹百四十元，這是什麼緣故呢？奇怪！  

中、北部的米尚未收成，因何米價也隨南部米價跌落？由二百三十元

變百五十元，未收成有粟吃，兼得便宜價錢，奇怪！奇怪！  

近代科學原子能，雖然厲害，米仙人的法術，更加比科學進步。青仔

符一拿出來，可以用五鬼搬場法，即刻把米從南部遁到中北部去，妙極！

妙極！  

食貴米的出米地方民眾，相信天公怎樣不差天神力士，把米仙人拘到十

三天外，讓貧窮兄弟食些便宜米，享些真正光復的幸福呢？可憐！可憐！  

咳！做天也難中人意。你且想起《水滸傳》的時代，三十六天罡、七 20

十二地煞逃到凡間去了，所存的天神力士要充各機關的冗員，做無事忙工

作甚多，那裡顧及呢？果然！果然！  

米仙人的法力，何等厲害！他屈指一算，算定兇神惡煞管不了他這一

邊事，到 21不得已時，他念真言咒語，米粒能自發翅，飛向目的地去的，厲

22害！厲害！  

 

04. 西瓜與障眼符 23  

西瓜在臺北市價，聽說一斤喝 24來四角半錢。而鳳山區下某方面西瓜，

依然一日一日配到北部去。古人說：「刣頭生理 25有人做，失本生理無人做 26。」

現在每臺斤 27西瓜，配到臺北，盡配 28給火車做運資還不夠，奇怪！奇怪！  

                                                 
18 本篇署名「坤」。原缺題，標題為編者所擬加。 
19 「部」，原誤作「都」，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20 「七」，原誤作「四」，今改。 
21 「到」，原誤作「可」，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22 「厲」，原誤作「利」，今改。 
23 本篇署名「虔」。原缺題，標題為編者所擬加。 
24 「喝」，臺語，叫價、喊價之意。 
25 「刣頭生理」，臺語，殺頭生意之意。 
26 「做」，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27 「斤」，原誤作「做」，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28 「配」下原衍「盡」，今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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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檢驗私金出口，用電氣探知機一照，旅客身內，行 29李內的金，

即時可以發見。但是西瓜下的物件，卻無巧妙的機械，可以發見。奇怪！

奇怪！  

有人說西瓜下的貨物、別種農產物下的貨物，是有貼障眼符的，任你

何等職員，多看不出的。他的靈驗有通神使鬼的能力，奇怪！  

聽說其他，還有不用西瓜，或別種農產物遮蓋，直接貼障眼符，也可

以使人看不見的。奇怪！奇怪！  

 

05. 機器人不食飯 30 

肚子餓了，薪俸無到，月給 31生活的同僚，誰都憂頭結面 32，相對吁氣，

可憐肚皮撐篾枝，怎樣辦事教學呢？實在儘堪同情。最近岡山方面傳說：

有某一中學教員，餓到無奈何的時候，到關係機關對他講賒白米一斗，要

和解大腸告小腸 33的冤枉事件，使該機關負責者，啞然不能回答。該教員又

云：「米甕吊銅鐘 34，無米教我如何解決？」  

有人說這些小小的事，值得說什麼？也要大驚小怪！聽說長官公署對

於各縣市的補助金，至五月末截止，六月以後，要叫各縣市自給自足了。

此去月給生活人們，肚皮撐篾枝還是小問題，那食大頭路（俗以就職曰「食

頭路」）的 35人們，這頭路 36的頭字接得住否？這纔是大問題呢！  

有人說照現在看來，最好是對美國買入機器人（一名「奴僕」，即日人

之「ロポト」），只使用他辦事，免費食糧，這是頂好無比的。若多費些錢

買來一用，豈不是一勞永逸嗎？  

哈哈哈！真正機器人的實物，我雖然不曾拜見，  但是在各界所辨的

                                                 
29 「行」，原誤作「敷」，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30 本篇原缺題，標題為編者所擬加。 
31 「月給」，臺語，月薪之意。 
32 「憂頭結面」，臺語，愁眉苦臉之意。 
33 「大腸告小腸」，原誤作「大腹告小臟」，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臺語俗諺，飢餓

之意。 
34 臺語俗諺，缺米之意。 
35 「的」，原誤作「二」，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36 「頭路」，臺語，工作、職業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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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和機器一般的辦法，卻見著不少。聽說機器人不食飯，卻要注油。而

人們仿機器辦事的，不但要食飯，並且也要注油，咳！這就了不得了。  

 

06、過於慷慨對社會有害 37 

內地來的同胞，大半是踏著好地步，每月薪俸三、四千至一、二萬不等。

又兼著在內地物價甚貴，一腳踏上本省，無不感覺著物便宜，便裝出闊老

闆的派頭，坐包車（人力車），十元的，即擲十五元或二十元給他；剃頭 38錢

七元，便交給十元不用找，好不氣 39派啊！  

此等闊老在一方面的人看見，實在值得人們欣羨與欽仰。但是對別的

方面想一想，卻是地方民的災殃。因為這等闊老大少，賺錢容易，多浪費

淡薄 40，原是無什麼輕重。惟有是別的主顧吃虧，這是怎樣呢？試想剃頭的

與車伕，自然是錢不厭多的，見著客官們既肯給格外多額，貪心成習慣，

起初只對顧客善中求，後來便公公然然起價 41了。不信請看現在車錢、剃頭

錢便知。  

以外對於跳舞女、喫茶店的女招待、菜館的走堂女性 42，雖也受過同樣

的闊佬，一視同仁的豐厚花紅 43，這卻無甚相干。惟有對日常生活必需品，

若同樣作法，失德的商人照樣貪心起價，叫本省人何以過日？無論買物過

於鄙吝，是失卻紳士體面，而買物過於慷慨多給價錢，亦是對社會有害，

不可不知。  

 

07. 聖母打飛機 44  

大凡人處在危險的環境內，所以每多迷信，聽說飛行士更甚，本人雖

如何明哲，也禁不住母親、姊妹的勸誘，多不期然而然的迷信。我國的飛

                                                 
37 本篇原缺題，標題為編者所擬加。 
38 「剃頭」，臺語，理髮之意。 
39 「氣」，原誤作「香」，今改。 
40 「淡薄」，臺語，一些之意。 
41 「起價」，臺語，漲價之意。 
42 「走堂女性」，臺語，餐館等的女服務生之意。 
43 「花紅」，臺語，福利、小費之意。 
44 本篇署名「坤」，原缺題，標題為編者所擬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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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士迷信有無我卻不知，對於日本神廟以外，大多忌避，不敢對之炸擊。  

這箇消息，不知何時傳到本省來，致起一般知此消息的人，暗暗逃回

附近廟內去避炸彈，不知的亦隨他去避難。避得過的，便說王爺公、媽祖

婆靈感，更有人說，她曾看見媽祖婆坐在廟脊上，用腳將炸彈踢開去的。  

更有廟公對信徒說，媽祖婆真靈感，她每夜在半空中作法，對天上的

飛機一陣一陣，趕向別地去。某日栽倒在大樹 45方面去的飛機 46，便是媽祖

婆聖母，用鐵片將他打下的，不信現在神手內尚存著一塊鐵呢！  

信者一看，果然不錯！那塊鐵好似炸彈片，信者很感心 47說：「高射砲

陣地的砲，射不著一隻蜻蜓，到底聖母厲害！」翌日查明墜下大樹方面的

飛機，卻是日本飛機，廟公卻對那信徒說：「聖母是有別的意思，你切不可

說，被大人聽著，就了不得。」   

咳！從什麼方面看去，聖母都占在上方，任你如何解說，都是聖母贏

的。我國將來要抵制原子彈，只請聖母出陣，關著乩童，用七星寶劍一指，

原子彈便飛到無何有之鄉去了，恭喜！恭喜！  

 

08. 我國的化學法術 48  

有一個甲說：「現在科學的世界了，你看美國的進步，在科學上獲得了

許多効果，像原子彈的威力，把世界的第二次大戰霸上，以後猶源源不絕，

發明出許多奇奇 49怪怪的器物，如 D.D.T 與比光速一般的飛機，我們國人

不可不學法。」  

另一個乙說：「哼！你真小見多怪了。我國人豈不是極善化學嗎？技術

的奧妙，到底美國人學不成的，任是科學聖人愛因斯坦先生也比不及他。

你若不信，請你在社會內留心些，包你一定看得出，並且使你一學就會。」 

甲不信，問他原因，乙說：「前日有一個小奸商，挑了一擔米乘著夜間，

大概是要搭夜車到某方面去的，路口有人站住，擔米的小奸商公然就要過

                                                 
45 「大樹」，地名，今高雄縣大樹鄉，即作者鄭坤五故居地。 
46 「飛機」，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47 「感心」，臺語，體貼、感恩之意。 
48 本篇署名「坤」，原缺題，標題為編者所擬加。 
49 「奇奇」，原誤作「希希」，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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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被那人大聲一喝說：『你偷挑黑市米嗎？』小奸商打笑臉，對那人咬耳

朵一回，纔被赦免而去。」  

甲不知奧妙，問乙：「這幾句話究竟是什麼意思？」乙說：「那有什麼

意思？不過這二人的衣袋內，略有什麼異狀而已。原來喝聲的衣袋內，卻

膨 50脹許多。而被喝的奸商衣袋外狀已凹下去了。」甲大笑說：「這豈不是

詐嚇取財嗎？」  

乙說：「你太失禮了！喝的人何曾出手取財？完全是他本領所化的。外

國化學家只會將有物質的物化別種物質而已 51。我國人這樣化法，像昔日仙

人念動真言咒語，喝聲『疾！』將無中化有，即時可以化出黃金，這是小

術而已。」  

甲問：「其他大的化學法術是什麼？」乙說：「不但如此，其他尚有將

有可以化無的，如大罪化小，小罪化無，這屬 52較大的化術。像某方面的鳥

將軍的那件話兒，豈不是將化到無何有之鄉去了嗎？」  

 

參、真刀真槍 

（作者均未標示發表日期，亦多缺標題，茲依剪貼順序排列）  

01. 不撓不屈的民生紗廠 53 

有功於社會的人們，是值得欽敬的，政府也應當保護提攜的。反之，

有害於社會的壞東西，是值得人臭罵的，政府也應當膺懲 54拿辦的纔是。無

如現在世相，萬事顛倒，愚直的君子往往食虧 55，狡獪的小人，反而受益。

這是時無論古今，地無論東西，都有這樣的缺陷。  

請看本省自光復以來，全省的工廠盈千累百，大都是被某種人作弊 56，

把整箇的完物化成半身不遂，或放置任盜賊搬取，或藉先見之明看破 57。若

                                                 
50 「膨」，原誤作「澎」，今改。 
51 「已」，原誤作「己」，今改。 
52 「屬」下原衍「在」，今刪。 
53 本篇署名「虔老」，原缺題，標題為編者所擬加。 
54「懲」，原誤作「徵」，今改。 
55 「食虧」，臺語，吃虧之意。 
56「弊」，原誤作「蔽」，今改。 
57 「看破」，臺語，看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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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用工保護，維持現代經營，他日必有奸商攫取漁人利益，遂嚴固倉庫。

若倉庫破壞，付 58於自生自滅，聽其風吹雨打，以致各地工廠，不滅於刀槍

59炸彈之下，而滅於光復太平之日，豈不令人可歎？  

中間亦有不撓不屈，甘為社會犧牲，甘為新臺灣建設的基礎石的，元

南洋紡織株式會社、□□臺北七星、□南港□的民生紗□□□維持主任蔡

氏□□□□勞力，於□□□□□ 60排除萬難，不□ 61後來得失，聯日 62各工員

一百八十餘人，拋棄小我，維持大我，毅然含辛茹苦，保持工廠，繼續經

營，為模範省建設先鋒，為省民助長生產。不但不曾一日停工，而且成績

好，蒸蒸日上，方且自慶將收努力善果。誰知好事多磨 63，難免奸商一輩子

的覬覦，一時想得漁人之利者，遂百方營鑽，上下其手，致使民生紗廠意

外動搖，該廠同仁大受威脅，不得已為謀自衛計，組成一強力團體，一心

一德，將與該廠共同生死，此亦三民主義中，富的不平均所致。該廠的功

績，省內人所共知，諒政府賢明，當不至墜入奸商術中，且際此   主座降

臨時期中，但不被奸商所奪，或者有受獎的機會亦未可知。希望廠員勇往

直前，貫徹始終，不愁政府不憐恤，社會不聲援 64，前途保重！  

 

02. 矯正人心的重要問題 65 

現在本省存著三件神龍見首不見尾的、未解決的大事。第一條是懲辦

漢奸的事，第二件是接收清查團的清 66查貪官污吏的事，第三件便是最引人

快感，並感激政府賢明的停止公權人登記的辦法。  

件件都是矯正人心，挽回節操的重要問題。除卻最末件停止公權人登

記一項以外，那都是經過一、二個月或半年以上的日子。外省的漢奸，陸

                                                 
58「付」，原誤作「附」，今改。 
59「槍」，原誤作「其」，今改。 
60 以上因原稿破損，致缺字甚多。 
61 「不」下缺字，疑當作「顧」。 
62 「聯日」，臺語，連續多日之意。 
63「磨」，原誤作「魔」，今改。 
64「援」下原衍「拉」，今刪。 
65 本篇署名「虔老」，原缺題，標題為編者所擬加。 
66「清」，原誤作「精」，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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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在新聞紙 67已有看到懲辦的消息了。惟有本省，卻未曾看見拿到什麼漢奸

的記事。難道本省人中，果真無半個為虎作倀的漢奸嗎？  

第二件就是清查團的行動，六百萬的省民，正在期待他，像舊時代天

巡狩案君大人一般的雷厲風行，把這世間的貪官污吏一網打盡纔是。怎樣

經過一個月以上，卻未聞生出什麼波瀾？似老戲拖棚一樣，鑼鼓漸漸收斂

舊日的聲音了。不論如何，也應當捉拿一、半個貪污東西，給民眾看看，

方纔算是演出一回有聲有色的好戲。像陸臺北縣長的貪污案，或者已有人

到巡案大人處告發過，也未可知！獨可怪這貪污額至四億元的驚人案件，

不在本省破案，卻由南京、上海、杭州的各報紙摘發，實在令人不解。  

剩看第三件的停止公權人登記的法令，若再像前二件，空雷無雨，馬

馬虎虎下去，那是會令人失望的。願賢明的政府斷而行之，千萬不可被那

一輩子的「神通所力」左右，纔能使社會淨化。  

 
03. 賢者多財則損其志 68 

疏廣說：「賢者多財，則損其志；愚者多財，則益其過。」 69這句話確

實有一件真理，也可說父兄可靠，則子弟怠惰。  

從前有老人無齒，齒醫不知他是個雄辯家，率然對他誘勸裝齒，用說

教口調對他說：「人若無牙齒整齊，則嚼 70物不能碎，送下吞去，胃便不能

消化那些粗嚼的物件，胃必軟弱，身體健康是有害的。」那老人便引前例

答他說：「父兄富裕，則子弟怠惰不肯讀書。一般的人因牙齒強健，以致胃

土軟弱。我因為無齒，所以胃腸強壯。」齒醫駁說：「斷無 71此理。若然，

則人類可以免用發齒，看爾無齒如活得？」老人笑說：「雞食石粒都可 72，

何嘗要牙用齒？因為他無齒，所以消化器很強。猶如無父兄財產可靠的子

弟，不得不自強學業。」齒科醫無話可說。  

卻是傍邊有一個內科醫，便出言助戰說：「雞雖然無齒會活，但是壽命

比人類短，這便是無齒的原因。」老人笑答：「汝說雞短命是因無齒，但是

                                                 
67 「新聞紙」，日文，報紙之意。 
68 本篇署名「坤」，原缺題，標題為編者所擬加。 
69 引文見《漢書•疏廣傳》。 
70 「嚼」，原誤作「爵」，今改。 
71 「無」，原誤作「帶」，今改。 
72 「可」，原誤作「他」，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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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壽千年，難道鶴也有生齒嗎？」內科醫無言可答了。  

如今要說到日文版的話了。從前新聞紙 73上，因為有日文，以致一般迷

惘 74的同胞，把研究國文、國語的熱心，漸漸冷卻。幸喜當局英斷，宣言十

月廿五日以後，不准各報紙再發刊日文了。希望我們同胞無日文可靠了，

不對國文、國語盡力用功，是絕對不可輕輕看過的。從前具有日文才學的

人士，肯再對國文用功 75一點點，斷斷無有不成功的理氣 76。請大家自強吧！  

 

04. 請禁止生手上路駕車 77 

光復前，自轉車即腳踏車的衝倒人，是極罕有的。至於卡車的轢 78殺人，

更是罕見的。直至光復後，在市街上，新聞紙上所見聞的，是更能難數的

了。腳踏車衝倒人，從前踏車的人，是一定對被衝倒的人陪不是，坐醫療

費了事。駛 79汽車轢著行人的時候，司機人一定跳下車來，將轢倒的人，不

論死活，一定抱到車上去，就附近的醫生施術救急作坐理坐陪。這是天然

道德的作法。  

不意在光復後的今日，踏車衝倒人的，不但不對被衝倒的陪禮，卻反

要罵他不會走避，故意衝他的車。這樣無理言動的踏車人，卻通是平生不

曾看見腳踏車的人，一旦有錢有勢便起好奇心，學習二日半的腳踏車，便

不知死活，騎車宛似水蛇泅水一般，蜿蜒迤邐，公然便向鬧熱 80的街路猛進，

他一種欲向同鄉人誇耀的神情，好不得意。天幸不曾跌落水溝內去，亦不

曾被卡車轢死，卻尋著一種倒霉的婦孺衝去，彼此兩腳朝天，他只恨對手

方不曾學習少林寺躲避功夫，不自責衝倒人，倒說是人衝倒他。幸喜對手

卻是婦人孺子，一時便大發雷霆，將他毒打出氣，這真是豈有此理了。  

更有駛卡車的司機的日人去後，雖有使用省人，無奈每有學習一知半

解的外省兄弟，也每為好奇心所引，不知危險，往往欲自顯手段，大膽驅

                                                 
73 「新聞紙」，日文，報紙之意。 
74 「惘」，原誤作「罔」，今改。 
75 「功」，原誤作「工」，今改。 
76 「理氣」，臺語，道理之意。 
77 本篇署名「坤五」，原缺題，標題為編者所擬加。 
78 「轢」，車輪輾過。《昭明文選》張衡〈西京賦〉：「當足見蹍，值輪破轢。」 
79 「駛」，原誤作「使」，今改。「駛」，臺語，駕駛之意。 
80 「鬧熱」，臺語，熱鬧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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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卡車或汽車在市街上疾走，不是自開倒車去送命，便是轢死路人。更有

載情人要往某地取罐頭的不幸失事，累 81人殞命，自己生活尚未可料的，雙

方都屬無妄之災，你道可憐不可憐呢？  

此等橫禍，皆是由個人不自量力所致。希望警察當局，凡在市街上，

遇見初步學習未老練的騎腳踏車的人，須禁止他不得在路上駕車，以免雙

方危險。而駕駛卡車、汽車的司機人，亦當制限其非由考試得認定司機能

力的文憑者，不得駕駛汽車、卡車，則交通上死傷橫禍，可以幸免。願有

責者圖之。  

 

05. 見聞廣狹 82  

聽見致敬團在內地某地方，受某團體招待時，席上某代表曾暗問某致

敬團員云：「聞臺灣同胞食飯猶不曾用箸，爾 83說實否？」可憐這是以為我

們盡如高山同胞一般的。問的先生的見聞廣狹，我們也不用細說，大家自

知。  

其實本省若和內地比較，除卻上海、南、北京，和幾箇著名都市外，

不但不曾遜色，據一、二外省蒞臺老兄們所說：還是比較的似有進化多少

呢！照以上所問的原因，大概是見著致敬的舉止行動，與平素所想像的差

若天淵，所以疑惑而問的。但是我們卻有疑惑著而不敢問的：阿木林（チ

ヤポリン）的外來老兄，見著收音機，強要開看曲片是藏在什麼地方？亦

有見人家用電扇搧 84風，即刻走到電氣店去，買一枝電扇到自己家內，連接

來電燈上，左弄右弄，弄不出風來，走到電氣店大發雷霆，責他用壞的賣

他，騙他的錢，要用短槍打他。電氣老闆親身到買主家中一看，原來開閉

機尚不曾撥開，所以無風。  

其他尚有一最傑出者，是某外來兄弟，偶然在高雄市旅館內，見著各

人在壁間銅栓上開出水來，以為是水是由銅栓開出來的，即到銅器店買一

個銅栓到自家壁上，開穴埋入，見弄不出水來，又往銅器店噪鬧一番，汝

道可憐不可憐？  

                                                 
81 「累」下原衍「性」，今刪。 
82 本篇署名「虔老」，原缺題，標題為編者所擬加。 
83 「爾」，原誤作「而」，今改。 
84 「搧」，原誤作「扇」，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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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停止公權登記似過嚴了 85  

在這停止公權登記的辦法一經發表，確實在社會中，演出一場的悲喜

劇。有的拍手呼呼大笑，讚歎政府果然公正，天地有目 86，將來那一陣狐假

虎威的怪紳士，必有一場失腳的一日了。有的若聽著青天霹靂，流著一身

冷汗，像孫悟空一般，抓耳搔腮，想不出這身份的保險法來。有的似清白

地一般的，指摘他人的不是，藉此要反證自己的好看，任你雖是如何做手 87，

終竟有一日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的清算。  

但是我卻在這演進中，雖然歡喜，無如在歡喜中，卻生出一點憂慮，

這是因為引用範圍太廣泛 88，連舊時的世話役 89，也被牽連在內，似有過於

法網的嚴密了。  

日本投降了後，我們賢明的主座，豈不是有聲明：凡是在日本未降前，

被日本所主動，以致對本國不住的點，可以免究了嗎？如今為欲是正民眾

的氣節，也只好挑選出頭二、三、四號真名 90正號的日本奴化的老爺們停止

公權就夠了。所謂頭號者，是要七生為日本報國，在日本投降後，猶謀臺

灣獨立的人物。二號是盡心充日本紅職，到處登壇演說日本必勝，不勝願

切腹給眾人看，如今更一變而大唱特唱三民主義的人物。三號是聽著日皇

宣布投降的時候，放聲大哭，並說要同日人往日本去的。有人問他：「日本

投降是我們無上的幸福，怎樣你反這樣啼哭？」他說：「是因為有兒子到戰

陣去幾年勞苦，如今無功勞了。」他的意思，必須他的兒子戰勝，中國打

敗纔甘心呢！這樣人物如今皆當著紅職。第四號是改姓名賣祖公 91了後，有

人偶呼他舊名，他便圓睜眼睛，鼻孔裡呼出一聲：「你叫誰人？你豈不知我

老早就改姓名了嗎？我是組合長，你是組合員，難道不知？可惡！可惡！」

這四等人，不論如何解釋，他的精神已全無半點民族氣節了。他像在水裡

可生活，陸地也可生活的兩棲獸。此回的範圍，似可以照這幾號嚴辦就夠

了。然再擴大照辦，恐怕本省內人才饑荒。這是因為此等人，大都是得有

                                                 
85 本篇署名「虔老」，原缺題，標題為編者所擬加。 
86 「目」，臺語，眼睛之意。 
87 「做手」，臺語，指操盤掌控的人。 
88 「泛」，原誤作「汎」，今改。 
89 「世話役」，日文，指專門照顧別人的人，或活動的實際負責人。 
90 「名」，原誤作「銘」，今改。 
91 「祖公」，臺語，祖先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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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歷的。其他有志氣的人物兼有學識的，固然不少，為政府動不動要

學歷證件，那就永遠不得上進，因此，便有人疑心政府是要極量由內地輸

人才的前奏曲。我常信政府，決不是有存這一點的惡意，請大家安心吧！  

 

07. 廢除報紙日文欄 92 

九月二十五日，是報紙上和文嗚呼哀哉的終焉日子了！明年的今日，

那崇拜和文的份子，大約會開一回的追悼會呢！常信政府者番的英斷，足

以催進國語、國文的進步，同時也可以洗淨日本奴化的遺臭，並提高省民

的民族氣節。只可憐當原初盡心盡意去讀日本書、熱心日本國語、博取日

人歡心、數典忘祖、輕視漢文的份子，卻大大失望。在聽著欲廢日文欄 93的

消息，卻似青天霹靂，大大反對，高唱著學問無分國境，並說國父孫中山

先生常用英文著述許多作品，這樣的說法，無乃太比擬不倫了。  

無論言語，同樣的記事文和學問是有分別的。假使無分別，而日本的

學問，最初是由我國輸入的，至明治時代始趨向歐美，僅學習其皮毛，有

甚麼著 94去學習他的必要？而且日本在這回戰事中，他連車內、學堂，不但

不許說中國話、寫中國文，連臺灣話也不肯給你用，輕視漢文、擁護日文

的各位先生，諒也曾被禁止過的，難道忘記了嗎？當時怎樣各位先生，也

不曾對日政府歡願一聲說，文字、學問、語言無分國境的話呢？日本禁止

報紙漢文版，又怎麼不請他延期呢？  

日本不但對中國如此，對交戰國亦是如此。譬如自動車 95的進行及停止

口號的外國話，豈不是全然禁止了嗎？車場、便所 96外英文字的標示，也全

然擦去，眾先生又怎樣不曾抗議？日本的做法，雖然有淡薄 97過火，算來也

是一種反抗敵人的氣節存在，如今先生們還要擁護仇人敵國的文字，未免

太矛盾了。且孫國父的用英文著書，我國對英國是盟邦，有何不可？將他

拿來比較仇敵的日本，請聰明的先生們捫心自問，何以為情呢？與其代替

日文呼冤，不如備些生祭的禮物，在日文臨終即前日，盡量生祭大哭一番，

                                                 
92 本篇原缺題，標題為編者所擬加。 
93 「文欄」，原倒文，今改正。 
94 「著」，臺語，必須之意。 
95 「自動車」，日文，汽車之意。 
96 「便所」，臺語，廁所之意。 
97 「淡薄」，臺語，有些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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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他早升天界，倒 98是可以盡了知恩報德的義務呢！  

 

08. 望寬諒貧窮學生學費 99 

學校是以育英為第一目標，若學生應當負擔的費用，是當配量學生的

能力才是。現在各項物價騰貴，市內各中等學生的負擔，自然大有可觀的。

只書本費，每個學生當負擔二百五、六十元以上至三百左右，其他如服裝

費，每人也在六、七百左右，合上道路修理費、父兄會 100費、畢業時的照像

費、畢業旅行費，動要百元，或數百元，合上平均每學生一名要一千數百

元。在富裕的家庭，自然不成問題，其中難免有一部家事清淡的家庭子弟，

在這日日生活難時期中，見人首先完納學校所定校費，自己必然由抱愧，

而至自怨自艾。有時被教員一聲催促，更由慚愧而生惶恐。有的便欠席，

無錢可繳時，無有臉面敢踏進學校內。現在市立中等學生，為此自己退學

者，聞十有餘人，未知將來如何？或者因此失學，這是社會迫他的，確實

值得令人滴下幾點同情眼淚。  

在有良心的先生們，自然也不至去嚴迫於他了。但是人事不齊，社會

上是不 101能使個個學校同樣的。像本月五日市內省立某工業學校，亦因學生

每人負擔諸費，尚有八百餘元未繳納者，被某教員催促，限期繳納，並聲

明過期不繳納者，將予以 102退學處辦，因此學生間便激成罷課行動。未知將

如 103何解決？諒校長賢明，必能圓滿處置。  

此事是教育方面，值得參考的一件事。希望學校當局者，要諒 104察貧窮

學生苦痛處，予以 105多少的寬諒，除書本應用以外，衣服費可以聽其自便，

畢 業 旅 行 費 可 以 等 至 畢 業 時 納，父 兄 會 費 可 以 逐 月 分 納，免 五 月 總 納，庶

幾使清貧兄弟有一線生機，亦是一件公德。  

                                                 
98 「倒」，原誤作「道」，今改。 
99 本篇原缺題，標題為編者所擬加。 
100 「父兄會」，約當今日家長會。 
101 「不」，原誤作「下」，今改。 
102 「以」，原誤作「與」，今改。 
103 「如」，原缺，今補。 
104 「諒」，原誤作「亮」，今改。 
105 「以」，原誤作「與」，今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