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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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點校：林翠鳳 ∗    覆校：吳福助 ∗∗ 

09. 從配給小學生牛乳說起 1  

政府在戰後，復興的施設，不但著著進步，而且對於第二代國民的榮

養工作，亦極其周到。如者番由聯總配給與各地小學生的牛乳，可謂若春

風之被萬物，無微不至了，確實令人感謝的美事。這是政府的恩惠，同時

也是聯盟各國的盛德，凡各辦理機關的人員，必須謹慎辦理，務使達到盡

善盡美，方不辜負盟國和政府的恩義。若像過去某某機關，配給付民眾或

團體、或學生、或高山兄弟、或海南島滯在臺胞等等，食品、肥料、衣類、

物件，每每有令人不能滿意的事，不用細說，是大家所周知的。  

此回是和盟國有信用關係的，斷斷不容馬馬虎虎的。我也不敢說對人

必以敵人或賊人看待，也不敢保證人人都是君子，只覺得用人如用水，放

水在圓器內便圓，放在方器內則方，只要在上的人嚴督部下，或四圍關係

者監視周到，那就無論辦理什麼事，都能盡善盡美。反之，必生意外弊病。

如今我國已進入復興時期內了，凡屬國民一份子，斷斷不容照舊樣日子，

怠惰貪污，貽誤自己兼誤國家了。趁打虎英雄劉文島先生打倒幾匹老虎之

後，蒼蠅也當豫防。噴些人氣與正義造成的 D.D.T ，使蒼蠅不能侵入，纔

能永使社會淨化。把那牛乳來當作試金石，上下協力，使名稱其實，千萬

不可放任宵小作弊，這纔是新臺灣的好現象，也是新興國家的前奏曲。  

 

10. 反對花天酒地 2 

酒池 3肉林，衣香鬢影，是何等能誘惑人心迷醉的怪物！一入這花天酒

地，無異是做個活神仙。不但是身當其境的自覺得意洋洋，使局外人一見，

也值得欣羨萬分，果然是一個離恨天外的極樂世界了。這樣的世界在真正

天下昇平的時候，自然是一件點撮聖世的現象，可惜時期尚早。若反省著

過去，我國的科學是不能和友邦並肩的，倘欲維持一等國家的資格，須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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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署名「坤」，原缺題，標題為編者所擬加。 
2 本篇原題。 
3 「池」，原誤作「地」，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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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骨肉相戕的慘事，共同協力，向科學的大路，迎頭直取，那裡容得虛擲

光陰與消耗，到虛幻 4的歡樂鄉呢？  

大凡無自覺到這花天酒地來的，大半是做壞事的交際機關，把他做終

南的別有作用的。又有一批大發光復財的先生老爺們，他的賺錢容易，一

得十萬百萬，因然不惜揮金如土。對於這等人，別方面絕對不能開費 5他半

文錢，惟有這花天酒地，特別慷慨，纔能夠使他充做散財童子。只可惜他

自暴自棄，既自暴殄人格，又消耗金錢與光陰，金錢落在這等人手內，也

是一件不幸而枉屈的事。在這謀食艱難，餓殍盈途，呼天號地時期中 6，若

能分些到救濟貧民事業上去，豈不一件感天動地的善德？無奈他不肯做，

若一直弄下去不知回頭，在個人必至破產，累國家或至破綻，把社會變成

烏天暗地，無乃太不該嗎？  

如果要享真正的歡樂，何不且忍耐幾年間的努力，一心一德，共勗國

家，使科學得與列強並肩，和美國比美於東西兩半球間，這纔會使國民歡

天喜 7地，謝天謝地，大家出入無礙的花天酒地！  

 

11. 光復週年廢止日文版 8  

日文版的廢止與否，是有關國家的名譽與民族氣節，與國文 9、國語推

進上，非常有影響 10的，在本省屬一箇大大問題。反對廢止的人，自然不少。

大部分是因為在來是受日本教育的，一旦欲廢止，則一生所學，豈不是與

日文同歸於盡？並且亦有靠著日文生活的人，亦感著威脅，不得已對日文

的罪跡，盡力辯護。因此判決的期日延長下去，九月二十五日的執刑，竟

然停止！使一般擁護日文的人們，眉開眼笑。只可憐著一般硬骨的人士（這

等人絕不是曾受過日人暴辱而抱著復仇心的人，他是放棄小我而顧大我

的），卻等到九月二五那日，拿起新聞紙一看，滿擬日文版已嗚呼哀哉了，

不意猶然健在！當時一場的失望，低頭喪志，連手也冰冷了。見著一班同

                                                 
4 「幻」，原誤作「牝」，今改。 
5 「開費」，臺語，花費之意。 
6 「呼天號地時期中」，原倒文，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7 「喜」，原誤作「善」，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8 本篇署名「坤五」，原缺題，標題為編者所擬加。 
9 「文」，原誤作「父」，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10 「響」，原誤作「嚮」，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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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只好抱頭歎氣，憎怪某機關的空雷無雨罷了。所以去月五日本報欄發

表多少牢騷。  

不意政府何等賢明，於本月三日已經以宣字第二九四一八號公告，發

表禁止日文版的刊載物了。這是取光復一週年的意義，可見是民情與國體

兩顧，周到的辦法。這宛然是一件宣告死刑的判決文了，又是一幕的悲喜

劇了。從前九月二十五日似屬於急性者的誤會，十月二十五日纔是日文版

終焉的行刑期。筆者有閒暇時，將備辦 11一張駢六驪四的祭文，祝他早昇天

界。  

 

12. 物必腐而後蟲生 12 

古人說：「物必腐而後蟲生。」 13又說：「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

14這是說個人與國家，若過於不自省，自暴自棄，置身於利慾，貽累社會國

家 15於退化，必致終至陷國家滅亡。我們仗賢明的領袖，抗戰八年，驅除日

寇，國際地位一旦從二、三等抬高至四強之一，這可喜的事跡，誰人都享

有的。但是卻忘記「創業易，守成難」的一事。有的醉生夢死，妄想欲享

太平幸福，置 16身花街酒巷；有的貪污失職，私利是圖；有的固執一己偏見，

破壞合作精神。總之，置國家於自滅之地，則屬自腐自侮，欲求蟲不入、

人不侮，那裡做得來？  

請看，自兄弟鬩牆以後，招來的是東北事件，再來的便安南解除我駐

軍武裝，某國人對於某會說我是非，不久而日人竟明目張膽，順著這風氣，

也故態復萌，在東京市也慘殺我同胞了。政府自然嚴重抗議，以警戒他將

來，這是不用贅述的。但是根本的療法，總不外國人省悟，這是誰招來的？

現在國家的衰弱病源，若不急速驅除，將來滿清的故轍，是要重現眼前的。

在日本犧牲的同胞，還是少數的。國民若不振作精神，起來奮鬥，對新建

設國家拚命做去，恐怕後日未來的欺侮，正不堪設想呢！  

                                                 
11 「辦」，原誤作「辨」，今改。 
12 本篇原題，署名「坤五」。原未署，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13 引文見《荀子•勸學》：「肉腐生蟲，魚枯生蠹。」又蘇軾〈范增論〉：「物必先腐也，

而後蟲生。」 
14 引文見《孟子•離婁上》。 
15 「家」，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16 「置」，原誤做「致」，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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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整頓火車和乘車修養 17 

現在本省確實已經漸漸進入建設的時期中了，得當局者的苦心施設，

亦已見陸續整頓就緒了。只可惜火車方面施設，卻遲遲不進。像高雄車站

以南，月臺上的屋蓋，至今猶不曾蓋完。在雨季中旅客的苦是盈千累萬，

像落水老鼠的。看到老年人和婦女子，在大雨淋漓中的等車的苦楚搭車，

略有惻隱之心的人們，無不搖頭感歎的。獨獨交通處的老爺們，卻不聞問 18，

放任旅客受苦。  

其他，如現在的二等車，時時有破壞不堪乘坐的椅，比三等車尤不可

堪的，而公然照二等車收費。對良心上，不但無有何等感覺，而且有時有

鄉下人看見車內破爛，誤道是四等車，因別車已無立錐之地，不得已將三

等車客資格降格入坐，卻時時被檢車員發見。除卻說許多作威作福的言語

以外，還要被罰去數倍車費，豈不是冤天下之大枉嗎？  

更有一層，每日二等車內，都可以看見的污穢可厭的事，是座椅不但

積滿煤屑，並窗緣煤炭，污人衣服。而且更有一種無自覺的兄弟，常常連

鞋踏在對面椅上，這是光復前二等車內絕對不能看見的怪事。可憐在光復

後，卻每回車都可以看見的。他本人從不知道椅墊上不是垃圾箱？而車內

的車掌、檢票員，難道也不曾看見嗎？交通處以前印了許多標語，貼在二

等車內，什麼「不可隨地吐 」（大概是「 」要作「痰」）的不通文字，

卻不曾留意到「不可將足連鞋踏在椅上」的標語。其他，寫到天花亂墜，

通是爬 19不著癢的衍文，汝道好笑不好笑？只這一件，將足連鞋踏在椅上的

壞事，若不矯正，在本省內不但會使 20人厭惡，著被外國人看見，便是自墜

到五等國民資格的實證。而且恐將來二等車或被認定做豬牢了。風俗習慣

是有關個人修養及新臺灣建設的，乞大家留心罷！  

 

14. 我也來說說今番本省內要選出的參政員 21 

在前紙糊老虎一般的省參議會，出現了後，不幾日，居然中央政府又

再指令，省參議會補選八名的票選參政員，要參加中央的政治議會了，大

                                                 
17 本篇署名「虔」，原缺題，標題為編者所擬加。 
18 「問」，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19 「爬」，臺語，搔之意。 
20「使」，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21 本篇原題，原未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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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這不是使他作拿香隨拜的備員，有決議權，自然不像無議決權的省參議

員，這是本省人何等的光榮！何等的幸福啊！  

有人說：「他是官選的。」我說：「官選、民選無有 22什麼差？橫豎 23是

有錢有勢的人們去被選，無錢的窮兄弟，平時說話，且無人愛聽，有誰人

肯選你窮死屍去作議員？」這是一種很奇怪的事，怎樣有智識的人，只是

有錢有勢的一手販賣呢？無錢無勢的果真無有偉大人物嗎？真是豈有此

理！聽說外國大學生可以請人代讀，光復前省人也有讀某大學，畢業的人

不曉日語的，這樣人物能力可知。不幸被他的財勢力的神通，弄到人民代

表的地位去，豈不是笑事？但是無財勢力的窮兄弟，雖然也不少經天緯地

的人物，但是他自己也不敢妄想出頭試火，不但時勢不能容許他上臺，而

且無錢做無大事，毀家破產是不值得的，不如獨善其身，省卻許多麻煩。

在這人民程度未到的時代，倒是讓人去出風頭，也是得策。  

筆者對立候選牌的感詠有一絕云：「孔明昔日真愚福，高臥茅蘆來利

祿。候補當時不立牌，屈尊竟有劉皇叔。」自己有實力可教看得出，民眾

自然到他家去聘請他出山，對政府幫忙，這纔是正當的作法，較毛遂的自

荐，那裡靠得住？但是諸葛孔明那裡出得許多？無中取有，不得不自己出

來廣告，無錢人負擔不起廣告費，也甘願讓有財勢力的出頭，這也是可以，

只要不可打丟本省的臉面，國語說不得來，也必須寫得出，這一點千萬拜

託擔心纔是。  

 

15. 參政員選後的觀感 24 

參政員與鄉、鎮長的人物，自然必取真正有資格，無有 25犯罪過（指沒

有犯著賭盜奸斯而已，若被冤誣高等事件 26者不在此限）第一流人物，又當

具有學力、見識與氣節，並富有以天下為公的愛國愛種精神，纔能合格。

                                                 
22 「無有」，臺語，沒有之意。 
23 「橫豎」，臺語，反正之意。 
24 本篇原題，原未署名。 
25 「無有」，臺語，沒有之意。 
26 指日治時期高等警察事件。鄭坤五有〈活地獄〉小說一篇，詳述臺灣同胞受到日

警許多誣陷酷刑的始末。小說收在林翠鳳主編《鄭坤五研究（第一輯）》（臺北：

文津出版社，2004 年）。可參閱吳榮發〈高雄州特高事件概述 1941-1945〉，《高市

文獻》19:3，頁 1-33，2006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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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除卻一、二文化的國家以外，大多數是從運動 27，或使用金錢魔力所得，

本省自然也是不能破例。  

以前某種議員或鄉、鎮長選舉時，舊時對日政府的御用紳士，也搖身

一變，大吹特吹許多愛國精神的話出頭候選，甚至在聽見日皇廣播投降的

電音時，放聲大哭的，這等人也公然出頭候選！嘉哉 28！過去此等人中選的

卻像鳳毛麟角，社會貽害無多。惟此番名稱其實的參政員，在未經發表時

候，六百萬省民的視聽，多集中到這方面去，因為此後本省的興衰 29，全寄

在這八個人的肩上的，不得不提心吊膽。幸選舉結果，已定的四名與未定

的五名，除二、三位舊時鬥士以外，自然是錚錚有名、前途無限的豪傑，

用不得民眾的杞憂。只可惜舊時的鬥士，還有健在者不少，這樣不出馬候

選，或是為運動費 30資力不足，不然便是自擡身價，不受三顧草蘆的聘請，

不肯出山麼？  

 

肆、其他 

01. 畢業生送別歌(女校)31 

一、不負永年勤苦，讀書畢業今將歸去。歡送鵬程，前途萬里，開拓自由

天地。希望此後，師訓須遵，友情切勿忘記。更冀勉作社會中堅，莫作尋

常婦女。 

二、欣逢男女平權，世界應運產出人才。有幸諸君，一步先進，前途樂土

展開。我們也當急起直追，助成建國將來。見賢思齊，大家努力，當仁不

讓應該。 

 

02. 駁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32 

33東坡先生詩文蓋世，眾所欽仰，惟〈代張氏諫用兵〉 34一文，余頗不

                                                 
27 「運動」，為求達到目的而鑽營奔走。 
28 「嘉哉」，臺語，僥倖之意。 
29 「衰」，原誤作「哀」，今改。 
30 「運動費」，指選舉活動費用。 
31 本篇原題，署名「鄭坤五作詞」。此「女校」，應為作詞者於光復初期任教過的屏

東女中。惟，未註記作曲者姓名。然屏東女中當時校長李志傳，乃素負盛名的音

樂家，此歌或者可能為李校長所譜曲。 
32 本文原為連載，然各連載區段標示或有或無。《時文集》中或為剪報，或為手抄，

蓋經作者統合之作。署名「鄭坤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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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感服。蓋文人習氣多厭戰，使中國四千年中，常被外夷侵犯者，素病文

弱故也。公猶如此，何況他人？余誠不自量，試就管見略述一二。螂臂當

車，譏誚非所計也，請列舉于左 35。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好兵」何故

如「好色」？姑且勿論「好色者必死」，是謂好色之人必死於色，先生何所

見而言？金釵十二、肉代屏風，此尤其小者。統觀中國歷代帝王，莫不後

宮千百，或以萬數，死於色者究有幾人？彭祖對於性之作用，極有蘊蓄，

且著有書籍以教後人，為後世斯道之人所崇拜，而享年八百。老子與容成

公亦精於色道者，各各年登大耄。先生固亦不弱，姬妾滿前，雖晚境蹭蹬，

猶不能忘情於朝雲，又何曾色於色哉？孔子曰：「未有好德如好色者也」，

足見好色者多於好德。須知好色乃人之本能，屬大自然之現像，誰不好色？

徹底說明，是好色者乃傳佈子孫，順大自然法則之第一條件也。謂不好色

者，道學先生之欺人語耳。先生絕大聰明，何作是語？此後學之所難解者

也。  

「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余曰：「好兵者未必亡，文弱之國

乃必亡耳。」文人如先生輩，多非戰，故中國四千年中，常被夷狄侵犯。

夫兵者戰爭也，自國雖不與他國戰爭，難保他國不與自國起釁。須知天演

生存競爭之例，凡自他利益相反者，無不互相窺伺弱點，苟不乘機襲擊，

必反被相乘。所謂「天授不取，反受其殃」，不但個人生活如是，國家之興

亡亦若是。吾國雖不欲好兵，其可得乎？所謂「好兵者必亡」，其不好兵者

能自存乎？吾於此對於「好兵者必亡」之說，不無有所惑焉。先生所謂「理

之必然者」，余故獨曰未必然也。  

「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不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不勝也，

必無意外之患。」何謂「聖人之兵」？余不得而知，殆謂湯、武之兵歟？

因其得天下之後，儒者順其勢而迎合之，美其名「聖人之兵」，此乃事後論

成敗，就其得享安全之福者而立言耳。苟或不然，是難免「成者為王，敗

者為寇」之例，必無意外之患，其可得乎？  

                                                                                                                          
33 以下為手抄版。 
34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之簡稱。文見《蘇軾文集》卷三十七。 
35 原作採直書，故言「于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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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用兵，皆得已而不已。故其勝也，則 36變遲而禍大；其不勝也，

則變速而禍小。」夫所謂得已、不得已，先生之藉辭也。周武伐紂，在伯

夷、叔齊視之，37以暴伐暴耳。儒家理想中之周武尚且如此，其他可知。周

得天下於商，卒享八百年，「變速而禍大」安在？苟周武伐紂而敗，吾知其

必遭夷滅之禍，誰敢曰其不勝也，其變速而禍 38小哉？  

「是以聖人不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夫勝負之功，聖人雖

可以不計，而用兵何以曰「禍」？而又必須深戒者何也？兵者，禦暴懲惡

之器也，禦暴懲惡乃安民要旨，謹慎則可，戒尤未必，況謂之「禍」，可乎？

與其戰勝而國民困乏，尤逾於戰敗而受敵人奴畜。  

「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金，內外騷動，殆於道路者七十萬家。內

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此則不但挑戰者如是，應戰者

亦如是。生存 39競爭中自然現像，固不單 40在好兵方之必然。苟我有弱點被

敵所窺破，我雖不加兵於彼 41，誰能保其不加兵 42於我哉？先生毋乃失算。  

「其後 43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余曰：苟人

民能理解國家有意義之戰爭，44方合力救國之不暇，豈有盜賊之憂？惟如先

生輩之厭戰者，已不能為前線干城，且不能為銃後後盾，發偏見不平之言

動，人心因之惡化，乃成盜賊，事或有之。若水旱之天災，以為死傷愁怨

之所致，則迷信之惑甚矣。先生之〈留侯論〉謂董石公之事云：「安知其非

秦之世有隱君子者？」深悟神道設教之旨，是先生明白神鬼之有無矣，豈

不知水旱在於天時、氣候之變，與人事何干？乃曰「死傷愁怨」所致，毋

乃太甚！  

「上則將帥擁眾，有跋扈之心；下則士眾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

出，皆由用兵。」此等非為變故百出者，皆國賊之流也。無論國家受外敵

侵犯而用兵，或生存競爭上乘機之用兵，在理解者，當知戰爭凶事也，與

                                                 
36 「則」，原缺，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補。 
37 以下為剪貼版。 
38 「禍」，原缺，依上下文意擬補之。 
39 「存」，原誤作「有」，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40 「單」，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之。 
41 「於彼」，原倒文，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42 「保其不加兵」，原誤作「加保不其兵」，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43 「後」，原誤作「次」，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改。 
44 以下為手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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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不戰為亡國奴而死，寧可為戰勝之民而死。其死雖一，其榮辱則判若天

淵。況戰勝尚未必死乎？惟無理解者，不知戰敗之禍尤烈，徒以厭戰居心，

遂至脫軌行為，其咎在彼而不在此，何關於用兵哉？  

「至於興事首議 45之人，冥謫 46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

積，必有任其咎者。」夫子不語怪力亂神，報應之說起於釋門，冥遣妄誕

自唐始倡，先生竟舍儒而佞佛。設拔應之說有靈，試問中國馬上之得天下

者，對於恆河沙數之無故緣兵而死者，果得何食報歟？  

「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不得已，不敢用也。」夫兵，凶器也，生

死存亡係之，除禦暴安良之外，則制敵自衛，存亡一髮之間。雖愚夫愚婦，

猶不敢輕舉，何只聖人？  

「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不可勝數。」其證安在？周武伐

紂、漢高建業，及至其他歷代馬上得天下者，皆動干戈而後享帝位，雖期

間長短不齊，其成功一也。中間雖亦有敗者，然此方敗必彼方勝，是敗者

不可勝數，而勝者亦不可勝數矣。安得專指敗者？又焉得謂動干戈而敗者，

不可勝數歟？  
47「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已平六國，復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

四海。雖 48拓地千里，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

被擒，滅亡之酷，千古所未嘗 49有也。」秦始皇為擴張國土計，固難免犧牲

民力，然被征服者，為自己防衛上，亦必犧牲民力。犧牲雖同，得 50失則異，

與其被征服而犧牲，何若戰勝之犧牲也？二世子嬰之禍，因其不肖所致。

設使二世子嬰能繼父志，吾知楚漢不但不能如何，且國祚未知將延生，如

何底止？不幸秦雖滅亡，乃滅於不肖子耳。始皇一代好兵，獲得極好成績，

謂好兵必亡，誤也。若謂好兵者，報在子孫，則受戰禍之平民中，舉家無

噍 51類者，當亦不少，此又豈皆好兵者之子孫歟？  

                                                 
45 「議」，原誤作「義」，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改。 
46 「謫」，原誤作「遣」，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改。 
47 以下為剪貼版。 
48 「雖」，原缺，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補。 
49 「嘗」，原誤作「之」，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改。 
50 「得」，原誤作「則」，今改。 
51 「無噍」，原誤作「與唯一」，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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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 52匈 53奴，兵連不解，遂使侵奪，及

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

與 54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行三十餘年，死者無數。及巫蠱事起，京

師流血，僵屍數萬，太子父子皆敗死。」匈奴素為中國之患，文、景中匈

奴已連歲入寇 55，民不聊生。略有血性者，已忍無可忍矣。惟朝廷執政諸公，

每恐勞民傷財，險疿成疽，助長敵人。直至漢武，始毅然膺懲，衛青、霍

去病，前後數罰匈奴，皆收空前之大勝利，為漢朝吐積年怨氣，為吾族振

揚國威，非武帝孰能如是？先生不贊其武功，竟指為兵禍，更以無稽之蚩

尤旗為口實，又誣報應之話於戾太子。夫蚩尤旗者，蔽天之黑雲，偶然成

旗形而已，猶屬天像偶然變幻，在科學者間視之，全與人事無干。且戾太

子之死，因迷信也，誣其為兵禍報應，不亦甚乎？如果有好戰報應，何不

直接報應於英勇漢武自身，而報懦弱無關之戾太子歟？天道豈不畏強凌弱

哉！  

「故班固以為：太子生長 56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 57身

之恨，已無及矣。」班固以太子之生至死，恰在師行三十年之間，故云「終

始」。牽強附會，尤屬無稽。帝之悔悟，悔冤屈太子耳，非悔用兵之所報應

也。固與蘇先生同一頑固，迂儒口吻大多類此。  

「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不衰，皆能誅滅強國，

威震萬里。然而民怨盜起，亡不旋踵。」夫煬帝之亡，乃亡於如魏徵〈十 58

思疏〉之所謂「不念居安思危」及「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幾箇缺點而

已，豈有他哉？  

「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

且未厭，親駕遼東，皆志在立功，非不得已而用兵。其後武氏之難，唐室

凌遲 59，不絕如線。蓋用兵之禍，物理難逃。不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

                                                 
52 「挑」，原誤作「排」，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改。 
53 「匈」，原誤作「幽」，今改。 
54 「與」，原誤作「興」，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改。 
55 「寇」，原誤作「冠」，今改。 
56 「常」，原缺，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補。 
57 「歿」，原誤作「沒」，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改。 
58 「十」，原缺，今補。 
59 「唐室凌遲」，原缺，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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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幾至刑措 60，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豈為善之報也哉？」噫！中國

學者好於事後論成敗，已屬可厭矣。更妄以報應誣人，尤為可恨。苟以武

氏之變為好兵之報，則顏回短命，盜跖善終，其他如文天祥之盡忠，其被

捕北去時，家族疫死，二子繼亡，所謂物理報應安在？且武氏之禍李家，

猶呂 61后之殃漢室，其殺戮宗室危及國家，不絕如縷 62，亦略同樣。而漢祖

累受匈奴侵犯，屈節求和，先前則為義帝發喪，吊民伐罪，被項羽侵攻，

百戰百敗，僥倖一戰得天下，於秦、楚之餘，此先生輩所謂不得已，而用

之兵非若唐太宗之用兵矣，何受雌威之害，竟與唐太宗同也？毋乃前後矛

盾？  

「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 63勝而僅存。秦、隋 64用兵於殘暴之餘，

故其 65勝而遂滅。臣每讀書至此，未嘗不掩卷流涕，傷其計之過也。若使此

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恤，愓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

當不致此。不幸毋舉不勝，故使狃 66於功利，慮患不深。臣故曰：勝則 67變

遲而禍大，不勝則變速而禍小，不可不 68察也。」文人以厭戰氣分，妄說他

人已往之成敗。雖錯具婆心，掩卷流涕，不過隔靴搔癢，有何益處？且希

冀人之戰敗，以為變速小，真豈有此理？秦始皇一生好兵，乃成帝王，終

身無災難，惟不肖子始戰敗而受禍。統現歷代亡國破家者，萬觀皆為不勝

變速禍大，更僕離數，焉所見而謂之小哉？惟欲成一己之名者，如方孝儒

之太甚，貽累十族，至戕七、八百人性命，此又豈好兵之報耶？且受累者

七、八百人，其因果又何在？   

「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媮，兵革朽鈍。元昊乘間

竊發西鄙，延、安、涇、原、麟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

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

之心，天地鬼神諒其有不得已之實故也。」木先朽而後蟲生，武備不周，

                                                 
60 「刑措」，原作倒文，今改。 
61 「呂」，原誤作「品」，今改。 
62 「縷」，原誤作「殘」，今改。 
63「其」，原缺，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補。 
64 「隋」，原誤作「隨」，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改。 
65 「其」，原缺，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補。 
66 「狃」，原誤作「紐」，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改 
67 「則」，原誤作「得」，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改。 
68 「不」，原缺，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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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敵侵凌，此不好兵之災害也。不受害之旅內雖曰「晏然」，而延安、麟府

之間人民塗炭，焉得曰「無怨言」乎？惟先生輩不聞及而已。設平時有所

戰備，則元昊何敢竊發？是盜賊不軌，乃因將士惰媮，兵革朽鈍之時，所

以釀成之也。當朝野鼎沸之時，倘無胸中十萬兵之小范，吾知其受害當不

止此。又元昊或不自斃，則宋家將無寧日，民安得無怨言，國何謂無遺患？

事後差可以強飾「無怨言」、「無遺患」者，為當時國防雖不鞏固，而文臣

有司馬光等在，以內懷附下手段博民虛聲，猶若以阿片暫時麻醉病苦，自

為內治粗安而已，疾患何嘗除去？宋室內陷實由此始。鬼神有知，方痛哭

之不已，其他云乎哉？  

「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來，繕治甲兵，伺候鄰國。群

臣百僚 69窺視此旨，多言用兵。」此是仁宗好處，群臣贊同，亦自可取，安

可指摘？  

「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論者，無慮害待難之識；

在諫臺之職 70者，無獻替納忠之譏。從微至著 71，遂成厲階。繼而薛向為橫

山之謀，韓絳効 72深入之計，陳升之、呂公弼等，陰與之協力，師徒喪敗，

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曆 73之敗，不及十一。然而天怒人怨，邊兵背叛，

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累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吏士

無怒敵之意而不直陛下也。幸賴祖宗積累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

無功，感悟聖意。」真豈有此裡？夫當仁宗思致力強兵之時，雖薛、韓、

陳、呂等體會聖意，力主用兵，無如反對派懦弱無志氣，文人望弭兵苟安

目前者，滿朝皆是。故一旦武人出兵於前，則文臣疵議於後，致使民心動

搖，此實國之大害。甚至有希冀兵敗，以自顯其先見之明者，此更可惡至

極。文明國黨派在互爭黨議時，雖極端激烈，若一經國議決定後，則取合

作一致步調，共行國是。可恨當時非戰家，乃慮不及此，一昧 74固執偏見，

竟以出兵無功，不思雪國恥，而謂「感悟聖意」，蘇先生豈復有人心哉？  

                                                 
69 「百僚」，原缺，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補。 
70 「之職」，原缺，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補。 
71 「著」，原誤作「者」，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改。 
72 「効」，原缺，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補。 
73 「曆」，原誤作「歷」，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改。 
74 「昧」，原誤作「味」，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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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淺見之士，方且以敗為恥，力欲求勝，以稱上意。於是王韶構 75禍

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 76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皆戕賊 77已降，俘纍老

弱，困弊 78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

勉強砥礪，奮於功名。故沈起、劉彝 79復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暴露瘴毒，

死者十而五六。道路之人，斃於輸送，貲糧器械，不見敵而盡。」此段係

姤用兵者之有微功，初曰「構禍」，繼曰「啟釁」，更進而曰「戕賊 80已降，

俘虜老弱」，取敵人土地，而曰「空虛無用之地」，處處曲解。更加以路人

「斃於輸送」，此行兵旱潦中所必有之事，乃拾摭以誣兵用者，亦可謂酷矣。 

「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李憲之師，復出於洮洲矣。今師徒克

捷，銳氣方 81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凌 82侮敵國之意，天意難

測，臣實畏之。」噫！甚矣！敗已 83有所藉口，勝亦不使居功，而曰「天意

可畏」，與其咀咒用武，何若諫正勝後謹慎，則天意何可畏之有？況天何言

哉？儒家偏說神話，醜亦甚矣。  

「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奏捷，拜表稱賀，赫然耳目

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饋餉，流離破產，鬻男

賣女，薰眼折骨自經之狀，陛下必不得而見也。慈父孝子孤兒寡婦之哭聲，

陛下必不得而聞也。譬猶屠宰牛羊，刳臠魚鰲，以為膳羞，食者甚美，見 84

死者甚苦。使陛下見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

必將投箸而不忍食，而況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夫戰爭不論勝敗，

雙方皆必有犧牲，慘心傷之事。雖所謂聖人之兵，亦固所難免。惟勝者略

比敗者，減少其犧牲已耳。抑被征服者，便無此傷心慘目之事歟？雖至愚

之人，亦當知其較勝者之損失更烈矣。且烹宰牛羊魚鱉，君子僅遠庖廚而

                                                 
75 「搆」，原誤作「構」，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改。 
76 「梅」，原誤作「橫」，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改。 
77 「戕賊」，原誤作「牋殺」，作者剪報自校改之，而改字遭剪除，今據蘇軾〈代張

方平諫用兵書〉改。 
78 「弊」，原誤作「腹」，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改。 
79 「彝」，原缺，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補。 
80 「殘」，原誤作「牋」，今改。 
81 「方」，原誤作「六」，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改。 
82 「凌」，原誤作「陵」，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改。 
83 「已」，原誤作「己」，今改。 
84 「見」，原缺，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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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除斷葷者外，未聞果有憫之，而投箸不食者也。況生存競爭之中，我

雖不食牛羊，他日牛羊得勢，充滿人寰，難保牛羊之不食人也。  

「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

禍亂方興，尚不可救。而況所任將吏 85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不逮。」

四代之君，枉被橫誣，其實禍亂之興，何嘗皆因戰勝？且將吏有范仲淹、

韓琦 86、狄青、何遜，古之名將，誣以罷軟凡庸，未免眼底無人？  

「而數年以來，公私困乏，內府累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

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 87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

智者，無以善其後矣。」大凡國家用兵，錢、糧尤當調整，故安石有青苗

法，此即所謂非常措置，乃不幸為反對派排斥 88幾無完膚。蓋眾腐儒意中，

務使國無戰備，錢糧全免，始稱其心。他日徽、欽二帝北狩，非無因也。

此真智者無以善其後，此言實為此不為彼也。  

「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北，尤不可言。若軍事一興，

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不為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復起，

則勝、廣 89之形，將在於此，此老臣 90所以終夜不寢，臨食而嘆，至於慟哭

而不能自止也。」夫盜賊之起，為治安不善，而兵革不備也。其責在執政

者，不在用兵者。至於謂橫斂民窮，更為可笑。夫當時租稅極輕，不及今

日賦課率十分之一。假如國民四億，人各徵一金，則國庫增四億萬。反之，

同額免稅，則國庫頓減四億，而各人 91僅幸免一金而已，所受之惠幾何？多

斂一金，何致使民窮困？欲薄稅 92斂之說，毋乃太淺見，而又不通歟？盜賊

之起，勝、廣、餘、耳 93之形皆厭戰，文人嗟嘆巷議以釀成之也。無怪祖龍

之焚書坑 94儒也。迂拙老儒，自取煩惱，雖哭死何益？  
                                                 
85「吏」，原誤作「史」，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改。 
86「琦」，原誤作「埼」，今改。 
87「僅」，原誤作「僕」，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改。 
88「斥」，原誤作「斤」，今改。 
89「廣」，原誤作「廢」，作者剪報自校改之，而改字遭剪除，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

用兵書〉改。 
90「臣」，原誤作「母」，作者剪報自校改之，而改字遭剪除，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

用兵書〉改。 
91「人」，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之。 
92「稅」，原誤作「歲」，今改。 
93 指陳勝、吳廣、陳餘、張耳。事詳《史記》〈陳涉世家〉、〈張耳、陳餘列傳〉。 
94「坑」，原誤作「抗」，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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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

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跡，見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

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厲疫，連年不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見

矣。」當時文人，喜藉天威以規諫人主，其意蓋為人主以天子自居，非假

藉天父名目，不能使垂鑑。但亦當於常識上說得去方可。無如日蝕，曆數

中皆有定期，不得謂之天變。而星變者，殆指慧星也。當時天文學尚未發

達，縱彗星 95之出沒不知其有一定期間，而彗星又何關於人事？至於災祥豐

歉，以四百餘州之大，人事尚且難齊，豈萬物之中，氣候循環，皆有照常，

而無小部分之變遷歟？地震山崩在地文上，亦絕與人事無干。今日之略有

科學常識者，可以不言而喻。幸當時人主，亦如先生輩，昧於科學常識，

故未聞以妄奏加罪，不然殆矣。如果欲以災害為天示警，則水旱兵火災殃，

小民何辜 96，而先為其犧牲耶？  

「陛下方且斷然不顧，興事不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

默，引疚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行箠楚，以此事親，未

有見赦於父母者。」余曰：先生引無稽之災變，以莫須有之事加誣人主，

愈說愈顯然，宛若受天暗示，不啻以靈巫自任。所謂工乎異端，不禁為先

生惜，又為先生危之也。  

「臣願陛下遠鑑前世興亡之跡，深察天心向背之理。絕意兵革之事，

保疆 97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

方億兆之命。則臣雖老死溝壑，亦瞑目於地下矣。」遠鑑前世興亡則可，

然若以先生同樣帶迷信眼光以鑑興亡則不可。保強睦鄰亦可，安靜無為則

不可。蓋處於激烈之生存競爭中，欲行老、莊無為而治之化，亦猶孔、孟

欲行其道於戰國之世，如何可得？豈不迂哉？必欲強行無為而治，吾知二

宮必先徽、欽之禍，他日先生雖欲老死溝壑，已晚之矣。  

「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

被圍，則講和親之誼；西域請吏，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不知兵也。

蓋經變已多，則慮患深遠。」夫光武得天下於西漢亂離之中，人民困苦之

餘，非少休養以固民心、培國力不可，故拒絕莎車之請置都護。此光武不

                                                 
95「星」，原缺，今補。 
96「辜」，原誤作「幸」，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 
97「疆」，原誤作「強」，今據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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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為二國盾，以當匈奴之矛，意中別有作用也。蓋將使三國因此不和，以

其矛而攻彼盾，待其自相戕伐，雙方俱斃，中國乃收漁人之利也，光武之

用意深矣。若漢祖白登之和，乃城下盟，勢敗受辱，不得已而為之也。不

和必受虜，雖知兵亦何能為？以光武之拒請吏，謂之慮患深遠則可。若漢

祖乃出於忍辱，豈可同日語哉？先生之見不亦左乎？  

「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老臣愚庸，私竊以為過矣。」對漢

高、光武兩人心事與實力誤診，而妄批評當世人主輕議，毋乃輕率。  

「然而人臣納說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易為力；迎其方銳而折之，

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倫，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

不可奪。自非智識特達、度量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

惟義是聽者也。」通篇中唯此段名言，以絕代文豪為輕於厭戰，且傍及迷

信，成白珪之玷，洵可惜耳。  

「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不可回，臣非不知。而獻言不已者，誠見陛

下聖德寬大，聽納不疑，故不敢以眾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凡臣下體

會上意，奉行聖旨，乃第一天職。既人主盛意於用武，在未然之際，略陳

臣子意見則可。見已不可挽回，便不當疵議，合力奉行，此所謂「斷而行

之，鬼神避也」。先生一味堅持己見，明於責人，昧於責己，惜哉！  

「且意陛下他日親言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究左右大臣未嘗

一言。」此段不但不願奉行已定聖旨，而且希望將來之敗以稱其心，不禁

令人遺憾。  

「臣亦將老且死，見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結末尤用迷信口吻。唐代佞佛，宋朝尚道，無怪當時文字多談仙說鬼者，

自王欽若作俑之後，迷信之害愈烈，風氣習尚，蘇文忠猶然，其他可知矣，

可不痛哉？  

統觀全文，非戰之色彩濃厚，出言率直，略無婉順，有失臣子之禮，

代筆尚爾，無怪公一生為文章之累而蹭蹬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