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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女性觀 ∗
李毓嵐 ∗∗
摘

要

由於 1920 年代以降，臺灣女性的自我意識開始萌芽，導致婦女投入職場，婦
女解放運動開始出現。而傳統文人這一群體，依過往刻板印象，他們深受儒家經
典薰陶，對婦女之觀念較為保守，其在新時代衝擊下有何轉變，實為一值得探究
的課題。本文乃利用傳統文人的詩文作品和日記，窺探其對女性的看法。
傳統文人的固有女性觀是以傳統道德標準要求女性，常歌頌具備貞、孝、節、
烈德行之女子，但己身卻蓄妾，且以出入風月場所為風雅，呈現嚴以律人、寬以
待己的現象。
迨至 1920、1930 年代後，他們對於女性已有許多較為進步的看法，例如重視
女子教育、提倡男女平等、肯定職業婦女、贊同女子體育、獎助女性文人、鼓勵
妻女參與公眾活動等。但是傳統文人之間仍存在著個別差異，而且大多數仍固守
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認為女子受教育之目的在成為「賢妻良母」，女子
從事體育之目的在於生育健康的下一代，可見其眼光仍有侷限。
關鍵詞：傳統文人、女性觀、林獻堂、張麗俊、林癡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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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前言
1920 年代以降，臺灣女性的自我意識開始萌芽。據楊翠研究，當時《臺灣民
報》中有許多關於婦女婚姻、教育、經濟、參政等議題之言論，婦女解放運動也
開始出現。大正 14 年（1925）2 月 8 日，彰化地區的知識階級婦女組成臺灣第一
個婦女團體「彰化婦女共勵會」；昭和 2 年（1927）新文協在會則第七條中，明
確規定設置婦女部；大正 15 年（1926）成立的臺灣農民組合，也於昭和 3 年（1928）
2 月設置婦女部，由葉陶擔任婦女部長。 1 同時，由於總督府廢纏足、興女學之
政策，臺灣女性的生活空間逐漸變大，婦女開始投身職場，雖然大多侷限在護士、
助產士、教師、女工及服務性質之公車車掌、交換姬（電話接線生）、女給（女
招待）等職務，但已呈現出新興氣象。任看護婦、助產士、教師必須學有專精，
即使是當電話接線生和車掌也要具備公學校畢業學歷， 2 因此，職業婦女的出現
是日治時期女子教育日漸普及的成果。
當時臺灣男性對於婦女力求提升地位，並扮演新的社會角色有何看法，頗令
人好奇。關於日治時期男性的女性觀，洪郁如曾以 1900-1915 年之解纏足運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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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翠，《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臺北：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頁 329、349、528-536。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8），頁 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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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對臺灣士紳階層女性觀之轉變過程進行考察。洪氏指出臺灣士紳經由參與
總督府獎勵下之內地觀光，發現了文明新女性形象，回臺後乃帶頭提倡解纏足。
但其理想中之新女性，仍被期待扮演賢內助的角色，須以受教育所得之近代知
識，協助男性的家庭與事業。 3 本文則將重點置於日治時期的傳統文人。所謂傳
統文人係指曾受漢學教育，並以傳統漢詩文為主要創作者。所謂「傳統」，主要
是與以白話文、白話詩寫作為主的「新」文人作一區隔。因此，即使曾接受新式
教育，只要堅持以漢詩文寫作，也屬傳統文人陣營。然而，傳統文人深受儒家經
典薰陶，依過往刻板印象，其婦女觀念較為保守，在新時代之衝擊下有何轉變，
實為一值得探究的課題。
目前學界對傳統文人之研究已累積不少成果，例如黃美娥在《重層現代性鏡
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中，以本身中文系出身對漢
詩掌握之優勢，結合社會科學理論，討論臺灣新舊文學之承接、臺灣傳統詩社之
現代性體驗、傳統文人對世界文學之接受等諸問題。她認為傳統文人普遍對新式
科學文明感覺新奇，但部分人士對西方之精神文化出現抗拒和排斥；而新舊文學
論戰則隱含新學與漢學、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大和精神與漢族精神、國文與漢
文等相互較勁之意味。 4 其後，發表的〈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
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1895-1937）〉一文，5 更將研究範疇擴大
為斷髮、解纏足、著新裝、講日語等現代性身體經驗，跳出一般文學研究者的窠
臼。
張靜茹以林癡仙、連雅堂、洪棄生、周定山四人為例，論述其因對文化母國
中國懷抱夢想而前往上海，目睹實況後夢想幻滅，重新安頓自我的過程。 6 至於
蔡依伶之碩士論文〈從解纏足到自由戀愛：日治時期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的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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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郁如，〈日本統治初期士紳階層女性觀之轉變〉，收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
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2000），頁 255-281。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社，
2004）。
黃美娥，
〈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1895-1937）〉，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8（2006 年 3 月），頁 81-119。
張靜茹，《上海現代性．臺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臺北：稻鄉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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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則重審日治初期由總督府與傳統文人協力推動的解纏足運動之歷史意
義，指出此運動並未含攝女性身體解放之意涵，而是殖民現代性與父權文化共謀
之下的產物，是傳統性別文化身體政治之再現。 7
其次，傳統文人之身份認同問題也受到研究者重視。早期學者喜歡強調傳統
文人之氣節，常以連雅堂為對象，對其歌功頌德一番。8 但近年來學界之著眼點
多在披露文人與日本當局合作之一面。例如施懿琳曾探討吳德功對日本由反抗到
傾斜的過程；9 黃美娥則指出櫟社詩人王石鵬的國家認同對象應是日本，因此向
來予人具有抗日色彩印象的櫟社，其成員之民族意識應是因人而異。 10 在關於
王松之論文中，黃氏也指出王松雖被稱為遺民詩人，但與日人仍有良好的互動，
只是其舉止自有分寸。 11 凡此在在均已破除向來一般的既定觀念，而更貼近歷
史事實。
然而，傳統文人的女性觀仍較為學者忽略，僅王振勳〈櫟社詩人的社會意識
與女性態度之研究〉一文，12 談及櫟社詩人的女性態度。王振勳指出，櫟社諸君
多以家財蓄妾，但明治 44 年（1911）重視女子教育的梁啟超來臺訪問後，他們
對待女性的態度轉為嚴謹尊重。王氏之文忽略除梁啟超訪臺外，其他影響傳統文
人觀念轉變的因素，且探討的對象侷限於櫟社，筆者乃試圖進行較為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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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依伶，〈從解纏足到自由戀愛：日治時期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的性別話語〉（臺北：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鄭喜夫，《連雅堂傳》（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曾迺碩，《連橫傳》（南投：臺灣省
文獻委員會，1997）。
施懿琳，〈由反抗到傾斜：日治時期彰化文人吳德功身份認同之分析〉，《中國學術年刊》18（1997
年 3 月），頁 317-344。後收於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
春暉出版社，2000），頁 363-404。
黃美娥，〈帝國魅影：櫟社詩人王石鵬的國家認同〉，《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4（2003 年 7 月），
頁 222-246。後收於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
頁 343-380，作為附錄。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遺民詩人的應世之道：以新竹王松為例〉，收於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
集編輯委員會編，《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樂學書局，2001），頁 233-260。後收於
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頁 321-361。
王振勳，〈櫟社詩人的社會意識與女性態度之研究〉，《朝陽人文社會學刊》2: 1（2004 年 6 月），
頁 1-35。後收於王振勳，《林獻堂的社會思想與社會活動新論》（臺北：稻田出版有限公司，2008），
頁 237-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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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統文人的固有女性觀
(一)以傳統道德標準要求女性
傳統中國的女教，主要以相夫事姑的為婦之道為主要內容，教育的目的在使
女子出嫁後成為賢妻順婦，以博取丈夫的歡心和翁姑的讚賞。13 清代臺灣的官宦
之家，除了延師教導家中女子讀書識字外，也常灌輸女教思想，《昔時賢文》、
《女論語》、《孝經》、《閨則》、《烈女傳》為日常修習的課目。14 因此，日
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心目中理想的婦女形象，起初仍是具備三從四德，能孝敬翁
姑又勤於相夫教子之賢內助，鄭虛一（1880-1930） 15 便勉勵其長子之繼室必須
勤儉守家規，與丈夫相敬如賓，並成為家務得力的輔佐。16 林癡仙（1875-1915）
則常講述古烈女樂羊子妻及姜詩妻龐氏之故事，17 給其妻謝氏端聽，18 希望其妻
能有所效法，後謝氏果然未讓林癡仙失望。
謝氏在癡仙赴科考前即屢勸其苦讀，以光耀門楣，每逢科舉考試舉行前，更
親至神前焚香祈禱。乙未之變後，因舉家內遷，顛沛流離，癡仙母陳夫人舊疾復
發，幸賴謝氏呵護備至，方轉危為安。尤有甚者，謝氏因自己不孕，主動替癡仙
蓄小星（納妾），癡仙完全蒙在鼓裡，直至某日歸家，驚見有陌生之少婦奉茶，
才知此一安排。妾生之子夭折後，為延續香火，謝氏乃抱同姓兒為螟蛉子，並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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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麗月，〈孝道與婦道：明代孝婦的文化史考察〉，《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6（1998 年 8 月），頁 7。
卓意雯，《清代臺灣婦女的生活》（臺北：自立晚報社，1993），頁 105。
鄭虛一：名秋涵，號錦帆，又號霽光，新竹人，曾祖父為鄭用鑑。乙未之役內渡，1909 年攜眷返臺，
於新竹設帳成趣園。1924 年移家清水，晚年終老於故鄉。有《虛一詩集》傳世，包含〈成趣園詩鈔〉、
〈山色夕陽樓吟草〉兩部分。鄭虛一，《虛一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書前作者介紹。
鄭虛一，〈示長兒繼室阮氏盛治〉、〈山色夕陽樓吟草〉，收於鄭虛一，《虛一詩集》，頁 145。其
詩曰：「但期勤儉守家規，相敬如賓永倡隨。知汝讀書嫻女戒，好將內政助吾兒。」
樂羊子妻的故事出自《後漢書》〈烈女傳〉，她批評樂羊子行路拾遺的錯誤，勸誡其不可貪小利而
失大節，使樂羊子知錯即改。她也告誡樂羊子不可中途廢學，說明求學必須專心致志，持之以恆，
使樂羊子深受感動，完成學業。姜詩妻龐氏以孝順婆婆馳名，每日均至離家 6、7 里的江邊打水，供
婆婆飲用。某日突遇大風，龐氏未能即時趕回家，婆婆又急著要喝水，因此遭丈夫責備並慘遭休妻。
但龐氏並未心懷怨恨，反而借住鄰居家，日夜紡織，以賣布的所得購買食物，孝敬婆婆。其夫得知
後，乃召其回家，兩人重歸於好。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13 年 6 月 24 日，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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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己出，完全以傳宗接代為念，不知妒忌為何物。平日勤儉持家，勤於簿記，癡
仙頗稱贊其賢。 19
此外，夫死之後必須守節，不幸遭污辱則須以身殉，如此才堪為婦女之表率。
清初臺灣雖為一移墾社會，婦女較為開放活潑，但傳統的禮教規範仍有其影響
力，婦女從一而終、重視名節的例子還是相當多，此從臺灣各地志書的烈女傳即
可得證。況且臺人以來自福建漳泉的移民為多，漳泉兩地自宋代起深受朱熹學說
薰陶，婦女以明禮法著稱。此後隨著各處的移墾開發，傳統的道德標準更深植民
心， 20 至日治時期此種觀念猶未改變。施梅樵（1870-1949）就認為一旦婚約成
立，即使是嫁入貧苦人家，婦女也不能有異志；若遭夫婿離異，則須毀容或斷臂。
甚至婚前若未婚夫亡故，也必須形容憔悴，「頭插定盟簪，耳掛定盟珥」，以未
亡人自居，永保貞節。總之，婦女必須將節烈視為份內之事，從一而終，才算明
大義。 21
在前述觀念影響下，具備貞、孝、節、烈等德行之女子常成為傳統文人歌頌
之對象。所謂貞女係指女未字在母家守貞者；若已字未嫁而夫死，赴夫家守貞者，
曰貞婦。孝女為自誓在家守貞，奉養父母終老者；出嫁後孝養舅姑代替危難、婦
代夫危難者，均為孝婦。節婦為年 30 以前夫死，而守節至 50 歲者；或年未 50
身故，而守節已六年者。烈婦指夫死以身殉夫者；至於遭遇盜賊強暴捐軀殉難者，
婦曰烈婦，女為烈女。 22
林幼春（1880-1939）、賴紹堯（1871-1917）、傅錫祺（1872-1946）、顏雲
年（1874-1923）、黃服五（1870-?）、23 徐杰夫（1873-1959）24 等人曾頌揚鄭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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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癡仙，〈哭內子謝氏端〉，收於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下冊，
頁 236-238。
卓意雯，《清代臺灣婦女的生活》，頁 138-140。
施梅樵，〈家嫂郭孺人六旬帨辰敬賦〉，施讓甫編，《鹿江集古詩部》，收於施梅樵，《梅樵詩集》
（臺北：龍文出版社，2001），頁 13-14。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研究叢刊第 73 種，1960），頁 22-24。
黃服五：斗六人，1889 年登第府試，取錄優等選中，列舉雲林縣學秀才。乙未之變後，隨時處宜，
早悉文明利器，1897 年 4 月畢業於嘉義國語傳習所，後任法院雇員，同年 7 月轉用辨務署雇員。1902
年 8 月授佩紳章，10 月陞任斗六廳判任通譯，1911 年解職。「國語傳習所明治三十年年末報告書」，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1 年，15 年保存；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
督府，1916），頁 263-264。
徐杰夫：號楸軒，官章念榮，嘉義山仔頂人。1908 年任山仔頂區長、農會委員、土地整理委員。1912
年授佩紳章，翌年任嘉義廳參事，同時任嘉義區長，1920 年任臺南州協議會員。此外，1914 年獲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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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該貞女乃新竹鄭拱辰之千金，名王釵，號慧修，因其祖父奉佛，故孝於祖母，
長齋不嫁，至 26 歲時去世。25 還有一位陳貞婦，為牛罵頭蔡年亨之養母，過門
前其夫即亡故，但仍矢志養姑，並養族子年亨以延夫祀，故深受傅錫祺推崇。26 另
蒙多位文人寫詩紀念的吳鸞，是臺南吳乃占（1881-?）27 之女，與某青年訂婚後，
仍嚴男女之防，未婚夫對此大為不滿，而迫其作伴旅行，吳女不從所請，竟遭離
緣，羞憤之餘上吊盡節。林耀亭（1868-1938）乃詠嘆：「願教輕薄頹風泯，長使
冰霜勁節堅。就義從容遺烈在，貞魂應繞法華巔。」28 吳子瑜（1885-1951）曰：
「填海冤禽魂不滅，懷清貞女玉無暇。況當婦道凌夷日，得汝堪推守禮家。」29 王
則修則云：「青絲繫頸寧無怨，白璧持躬未有瑕。伉儷難諧拼一死，延陵不愧大
方家。」30
不過，前述受褒揚的鄭貞女、陳貞婦、吳鸞，均為傳統文人或社會名流的家
眷，才會獲得如此多的關注，這與她們的家世和社會地位有關。否則，類似吳鸞
的事件，可能僅是報上一則不起眼的社會新聞。
林幼春第三子林太平之未婚妻許燉煌也是一位貞婦。林太平曾至上海求學，
後在臺北當記者。昭和 5 年（1930）親自照顧罹患惡性肺炎的母親，而不讓弟妹
靠近，因怕他們被傳染。據林幼春言，太平「舉凡摩搔扶掖之勞、湯藥食飲之細、

25

26
27

28
29
30

為嘉義銀行副頭取，其後升至頭取，也是臺灣南部海產株式會社取締役、大正無盡會社監察役、嘉
義電燈會社監察役、臺南製冰會社社長。1911 年與林玉書、蘇孝德、林維朝等人共組「羅山吟社」，
設有例會，以詩會友。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232；賴彰能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
志》（嘉義：嘉義市政府，2004），頁 91-93。
林幼春，〈鄭貞女詩〉，收於林幼春，《南強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 22；賴紹堯，
〈新竹鄭貞女詩〉，《悔之詩鈔》（臺北：龍文出版社，2001），頁 7；傅錫祺，〈新竹鄭貞女詩〉，
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上冊，頁 56；環鏡樓主人，〈弔鄭貞女
慧修〉，收於環鏡樓主人，《環鏡樓唱和集》（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株式會社，1920），頁 107；
黃服五，〈追弔鄭慧修貞女〉，收於賴柏舟編，《鷗社藝苑初集》（嘉義：鷗社，1951），頁 94；
徐杰夫，〈貞女詩〉，收於賴柏舟編，《鷗社藝苑初集》，頁 111。歌詠鄭貞女的詩作，並編成《鄭
貞女輓詩》（出版地、出版時間不詳），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傅錫祺，〈壽陳貞婦五十〉，收於傅錫祺，《鶴亭詩集》，上冊，頁 97。
吳乃占：臺南人，號君夢。歷任臺南州區書記、佳里庄長、臺南州協議會員等職，亦為佳里漁業組
合理事、臺永義芳株式會社相談役、臺灣竹材會社社長、臺灣新聞佳里出張所長、騰雲自動車商會
會長。白鷗吟社社員。黃洪炎編，《瀛海詩集》（臺北：臺灣詩人名鑑刊行會，1940），頁 327。
林耀亭，〈吊吳鸞女士〉，收於林耀亭，《松月書室吟草》（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 44-45。
吳子瑜，〈弔吳鸞女士〉，《臺南新報》8925（大正 15 年 12 月 11 日），頁 6。
王竹修，〈弔吳鸞女士〉，《臺南新報》8925（大正 15 年 12 月 11 日），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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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唾溲溺之穢，無不躬自任之。」31 但不幸自身竟遭感染。其母過世後，更是困
頓憔悴，形銷骨立，而於昭和 7 年（1932）12 月 19 日亡故。 32
太平之未婚妻許氏與太平同齡，起初女方父母見太平有病，不允婚姻，後經
努力才成功。當太平病重時，其未婚妻許氏即欲飲石碳酸自殺，與太平共赴黃泉，
但未成功；33 太平去世後，許氏仍打算至林家守節，不願改嫁，經蔡培火勸誘才
打消該念頭。 34 由此可略窺當時的道德標準對女性行為產生之制約。

(二)蓄妾及流連花叢為常態
傳統文人雖以高道德標準要求女性，但本身卻擁有三妻四妾，例如林幼春有
二妻（元配、繼室）二妾， 35 陳懷澄（1877-1940）也有妾名美玉，應林瑞騰之
請到黃竹坑別莊教林家子女漢文時，更攜妾自隨。 36 施家本（1886-1921）則因
父母之命很早就完婚，但行為依然放蕩，後來結識一名女子，至他去世為止一直
是其外室。 37
由於妻妾環伺，家庭不免引發風波。謝道隆（1852-1915）之妾蔡紫薇即在
謝氏夫婦亡故後，率其子謝秋汀與謝家長子謝春池爭財產，後經張麗俊調解，擬
定財產分配承諾書，才化解一場風波。 38 至於蔡惠如（1881-1929）與吳子瑜更
因與愛妾之間的感情糾葛，而廣受時人矚目。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林幼春，〈孝子傳〉，轉引自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藍炳妹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
《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8），下厝篇，頁 89。
林幼春，〈孝子傳〉，轉引自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藍炳妹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
《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厝篇，頁 89；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
記（五）一九三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504。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448。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511；蔡培火著、張漢裕
編，《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頁 241-242。
林幼春原配為莊能宜，為莊嵩之妹，但 18 歲即過世，生林正熊。後又娶賴書為繼室，生林培英。兩
妾一為王理（臺北奶），生林太平、林逢源、林長洪，後因肺病去世；一為何氏查某（新港奶）。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施璇璣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
錄》，下厝篇，頁 76；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藍炳妹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霧
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厝篇，頁 88-89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456。
葉榮鐘，〈詩人施家本：記一個未完成的天才〉，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臺北：時報文
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 267。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臺中縣政府文化局，2002），頁 79、80、86、9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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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惠如除原配張氏寬外，另有兩妾，一原是其母之丫環，稱為「素蘭姊」，
一為女伶出身。 39 據傳女伶出身之妾與惠如相識於 1910 年，當時她隨著戲班到
霧峰萊園演出，慶賀林獻堂祖母羅太夫人八十大壽，除蔡惠如外，也與林幼春結
識，三人因此傳出一段轟動地方的緋聞。40 女伶成為惠如之妾後，備受寵愛，惠
如因治警事件坐牢時，曾特別作詞相贈，言及「十七年間親愛，到今朝，更覺情
癡。蒼天祝，宵宵魂夢，左右不相離。」 41 可見用情之深。蔡惠如晚年不幸罹
患腦溢血，據曾前往探視的蔡培火言，他過世當天因為懷疑女伶與他人有曖昧，
因此大怒到發狂，雖已半身不遂，猶對其打罵不休，最後執女伶之手不放而至於
死， 42 可見這名愛妾是他死前唯一之牽掛。
吳子瑜之愛妾姓張名蘭英，東山詩會時常伴其左右，負責準備文具招待與會
文人墨客。子瑜稱讚她平日做事勤快，常分擔奴婢勞務，不積蓄私財，不說人是
非，更以校外生的資格，畢業於早稻田高等科及日本女子大學。43 後來因吳子瑜
染指下女阿笑，蘭英嫉之，為之改雇，乃與子瑜衝突，遂服揮發油自殺身亡。此
事曾登上新聞版面，文人學士也多作輓詩、輓聯弔之，44 使吳子瑜顏面無光，為
自己的風流付出代價。不過他並未記取教訓，隔年又再娶二妾，享盡齊人之福。45

39

40
41

42

43

44
45

謝金蓉，〈生平導論：從清水走向民族運動的舞臺〉，收於謝金蓉編，《蔡惠如和他的時代》，（臺
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114。
葉榮鐘，〈臺灣民族運動的鋪路人：蔡惠如〉，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頁 211。
鐵生，〈滿庭芳獄中歲暮寄妾〉，收於連橫編，《臺灣詩薈》（臺北：成文出版社，1977），上冊，
頁 563。
蔡培火著、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頁 94；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
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
究所，2001），頁 149。但依謝金蓉的說法，蔡培火對蔡惠如的遣詞用句，是同時代人士留下的文
字紀錄裡，最不客氣的一位，例如他曾批評蔡惠如「這個人沒什麼可取的地方」、「一生的事業無
一項有成就」，因此其所言蔡惠如執女伶之手不放，以致於死的說詞，恐係經過渲染的道聽途說。
謝金蓉，〈生平導論：從清水走向民族運動的舞臺〉，收於謝金蓉編，《蔡惠如和他的時代》，頁
111-112。
吳子瑜，〈張蘭英墓誌銘〉。然吳子瑜此篇墓誌銘，並未陳述張蘭英的真正死因，反而說自己雖少
生病，但每病輒劇，故蘭英嘗謂：「設有不測，願先主君赴地下！」不料竟踐約而去。吳子瑜又感
嘆道：「輓近道德淪亡，於女界尤甚，而姬獨能潔身以死，比之悍潑淫奔者，何啻雲泥之隔？苟不
記之，曷以慰泉下靈？」推崇張蘭英具備婦德。但吳子瑜此種說法，顯然有掩蓋事實，替自己脫罪
之嫌。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242。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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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張麗俊（1868-1941）雖未納妾，但與情婦徐氏妹感情甚篤，兩人相交
長達 28 年。由於徐妹本為他人婦，初期兩人來往十分隱密，後來徐氏與張麗俊
家人日漸熟識，便時常至張家小住；又由於徐妹之夫後來不住家中，張麗俊也將
徐妹之家視為他在葫蘆墩（豐原）之公館。徐妹過世後其喪葬幾乎全由張麗俊負
責，可見兩人愛戀之深。 46 情婦之外，張麗俊也常與煙花女子相往還，從昭和
10 年（1935）5 月 14 日的日記，即可略窺其交往複雜的程度：
晴天，往豐原漫遊，到詹氏好方，探問震災人物無損之幸。他又言姜氏綉又
來問，欲適我，我之意如何。坐有頃，別到林氏員方，仍問仝上。他數年前
與我有舊，因戲謔之言激我，後又紹介游氏菊來伴我，因與顛倒一番。有頃
出，在富春園午餐。午后欲歸，王氏香又留偃午，三時乃歸。今日俱與女流
盤桓，何奇遇之多也。47
可見張麗俊猶如萬人迷一般，極受豐原當地女流青睞。
事實上，傳統文人多將周旋於眾美人之間，視為風雅之舉，林癡仙、蔡啟運
（1855-1911）、莊雲從（1884-1925）、施梅樵等人均以沈湎酒色聞名。林癡仙
常出現於妓筵歡飲中，身不離席，口不絕談，48 與莊雲從、陳懷澄、張棟梁、蔡
啟運、林仲衡（1877-1940）、林瑞騰諸詩友聚會時，也總會招藝妓到場彈唱，49 故
在其詩作中，有大量自述酒色生涯或與妓唱和之作品，不無逞才與自命風流之用
意；50 蔡啟運則被描述成「每對鶯花倍有情，到處春風詩酒樂。」施梅樵也以「賦
性風流，不拘小節」著稱，他稱自己「英雄第一無聊賴，日日銜杯對美人」。51 據
曾受教於施梅樵的葉榮鐘回憶，施梅樵執教於書房時，下午常常宣布停課，原因
是他要召妓；而其屋內也常有半老徐娘逗留。 52
46

47

48
49
50

51
52

許雪姬，〈張麗俊生活中的女性〉，收於臺中縣政府文化局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2005），頁 69-121。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臺中縣政府文化局，2004），頁 53。
林幼春，〈叔父癡仙先生無悶草堂詩存序〉，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上冊，頁 7。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 年 8 月 18 日、26 日，未刊稿。
廖振富，〈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
士論文，1996），頁 143-149。
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 103-105。
葉榮鐘，〈我的青少年生活〉，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頁 33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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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文人之聚會每不乏藝妓侑酒唱曲助興，例如謝道隆自築生壙後，每逢佳
期輒邀詩友前往吟詠，其間總有藝妓相陪，林載釗（1884-1928）乃賦詩笑稱：
「侑酒墳前有麗姝，玉山醉倒遣花扶。不知百歲神遊後，依舊風流似此無。」53 大
正 15 年（1926）11 月，稻江著名詩妓貞花前來臺中，吳子瑜為此特別邀集櫟社
諸友，召開臨時擊鉢會，以一睹佳人風采，貞花更特別作〈貞花遊東山贈子瑜〉
詩。 54 此外，出外訪友、踏青也會攜妓同行，昭和 5 年（1930）3 月林獻堂與林
資彬、洪元煌（1883-1958）等人同遊草山，即有藝妓繡鳳、阿桂作陪，共作一
日清遊。 55
由於時常出入溫柔鄉，在傳統文人之詩集中常見歌詠藝妓之豔詩，林仲衡即
有贈與寶卿、美琴、圓圓、花月痕等不同校書之詩作，也有描寫在葫蘆墩、彰化、
鹿港等地尋歡之作品。56 林維朝（1868-1934）於明治 35 年（1902）作詩贈秀枝
女校書，詩中言：「年來最怕惹相思，邂逅逢卿不自持。露水姻緣寧註定，胡為
一件便情癡。」遣詞用字頗為露骨。57 明治 45 年（1912）也贈詩與芍卿女校書，
對其淪落風塵之境遇頗為同情：「一朵梨花帶雨寒，紅綃時染淚痕斑。憐卿薄命
遭淪落，再抱琵琶舊調彈。」 58
在《東寧擊鉢吟》中充斥著以從良妓、妒妓、病妓、詩妓、俠妓、醉妓、瞽
妓、啞妓、老妓、雛妓、歌妓等各式各樣妓女為題材之擊鉢詩作。 59 1930 年創
刊於臺南之《三六九小報》更闢「花叢小記」專欄，60 每期介紹一位藝妓之生平
事略和容貌特徵，多數並附有照片。在此種環境下，容貌出眾並具有才學之名妓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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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林載釗，〈題謝頌臣先生生壙其三〉，收於王建竹主編，《臺中詩乘》（臺中：臺中市政府，1976），
頁 181。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臺中縣政府文化局，2004），頁 117。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1），頁 98。
林仲衡，《仲衡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 186、187、202。
林維朝，〈壬寅二月贈秀枝女校書〉，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臺北：國史館，2006），
頁 172。
林維朝，〈賦贈芍卿女校書〉，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詩文集》，頁 230。
曾孝雲編，《東寧擊鉢吟前集》（臺北：龍文出版社，2006），頁 18、32、44-45、51、72、73、75、
101、250、269、270；曾孝雲編，《東寧擊鉢吟後集》（臺北：龍文出版社，2006），頁 30、107-108、
283。
「花叢小記」後來數度易名為「花間瑣語」、「花國芳訊」、「花叢琴韻」、「青樓瑣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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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傳統文人愛慕及追求對象，傳說藝妓葉香與林癡仙曾有一段情，而為人津津
樂道；61 臺北藝妓王香嬋更先後與羅秀惠（1865-1943）、謝介石（1878-1946）、
連雅堂（1878-1936）滋生情愫，最後下嫁謝介石，易名香禪，成為滿洲國外交
部總長夫人及駐日大使夫人。 62
隨著時代演進，聲色場所的形態也產生變化，1930 年代出現新興的咖啡館，
成為名人雅士時髦的聚會場所，《三六九小報》曾載：「……尋芳買醉，現已舍
酒樓而趨咖啡店矣。燈紅酒綠，粉膩脂香，燕瘦環肥，左宜右有。群花招展，肉
屏風也。蠻腰巧折，天魔舞也。唱片妙響，流行曲也。心身陶醉，五色酒也。時
代人之官能。於是乎享樂之亂舞，盛哉咖啡店，尖端時代之寵兒也。」63 有美酒
美色，又能聽到流行曲，難怪咖啡館成為熱門之去處。
服務於咖啡店之女服務生稱為「女給」（女招待），工作是端送飲料和食物，
並且免費陪客人同席談天，於是女給繼藝妓之後，成為文人追逐之目標，林鷺洲
曾詠女給，云：「人前未敢苦相留，宛轉歌聲略帶羞。形跡生涯娼妓異，不容雲
雨在樓頭。」64 言其格調較高，賣藝不賣身，與娼妓迥然有別。《風月報》及其
前身《風月》，內容便是以女給之贈詠及寫真為主。紗籠奧稽女給美惠子曾被如
此形容：「身軀瘦小，肌膚映玉，聰慧活潑，酒籌歌板，壓倒群芳，其應酬手腕，
女給中堪稱第一。」65 昭和 9 年（1934）10 月臺中東本願寺住持藤澤辦謝恩會，
更招日臺咖啡女給同往參拜，以表示日臺名花之融合；66 翌年，女給甚至在臺中
公會堂聯合演劇，據說人眾擁擠，幾無立錐之地，67 由此可見當時女給受歡迎的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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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雲萍，〈無悶草堂詩存未收作品舉略〉，收於楊雲萍，《南明研究與臺灣文化》（臺北：臺灣風
物雜誌社，1993），頁 596-597。
廖毓文（漢臣），《謝介石與王香禪》（臺北：南華出版社，1956）；邱旭伶，《臺灣藝妲風華》
（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頁 160-170。
《三六九小報》282（昭和 8 年 4 月 23 日），頁 4。
林鷺洲，〈女給〉，《詩報》276（昭和 17 年 7 月 24 日），頁 20。
晴雨，〈美惠子〉，《風月報》19（昭和 10 年 8 月），頁 4。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
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 388。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
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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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獻堂（1881-1956）常偕友至臺中月宮、紅風車、西湖、富士等咖啡館飲
酒休憩，某日特地前往大屯咖啡尋找蔡季蓀之女、賴宗棠之媳，因賴、蔡兩家原
為富戶，家道中落後，蔡女無法謀求溫飽而淪落為女給，林獻堂深感可憐。68 又
有一次在月宮咖啡勸女給桃戒煙，而桃聞言後立刻不吸，林獻堂大為感佩，隔年
再度相見時，對其大為褒獎。69 上述事例，顯示咖啡館是文人常去的社交場所，
不過林獻堂在娛樂應酬之餘，仍表現出比常人多的人道關懷。
傳統文人常出沒歡場，因此若對衛生措施稍有閃失，極易感染隱疾。林癡仙
就曾為淋病所苦，他在明治 39 年（1906）6 月 18 日之日記寫道：「淋痔復發，
加以頭暈眼花，頗覺委頓。」70 坦承自己罹患淋病，並且說是復發，可見之前早
有病史。此後他每日均至臺中安田稻實的醫院看病，服用藥丸，並以外用藥水及
藥膏擦拭，71 甚至禁飲冰水，以免藥效不彰。72 經過一番折騰，至 30 日總算大致
復原，遂停止用藥。73 不過數日後病情又急轉直下，這次他改往臺中醫院求醫，74
至 7 月 18 日才正式痊癒。 75 為求徹底斷根，癡仙於痊癒後又買淋油來服用，持
續服用一週後才停止。76 故他曾作詩自嘲道：「風流誤我費針砭，藥裏床頭日日
添。」 77
當癡仙至臺中醫院接受治療時，碰巧遇見林獻堂也在醫院，蓋與癡仙均受淋
病之苦也，78 兩人在這種場合巧遇，是否尷尬外人不得而知，不過由此可知，林
獻堂早年也頗風流浪漫。葉榮鐘曾說林獻堂年輕時常駐足於臺中之秦樓楚館，甚
至在好友的慫恿下到豐原去作狎妓之遊， 79 這與他中晚年時處理男女關係的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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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284。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310；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
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312。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 年 6 月 18 日，未刊稿。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 年 6 月 20 日、22 日、23 日、24 日，未刊稿。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 年 6 月 25 日，未刊稿。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 年 6 月 30 日，未刊稿。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 年 7 月 10 日，未刊稿。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 年 7 月 18 日，未刊稿。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 年 7 月 19 日、28 日，未刊稿。
林癡仙，〈病中戲作〉，收於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上冊，頁 178。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06 年 7 月 10 日，未刊稿。
葉榮鐘，〈臺灣民族運動的領導者：林獻堂〉，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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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顯然有別。 80
張麗俊則於昭和 7 年（1932）感染梅毒，導致跨下生橫絃，行步不便，拖延
年餘，後至醫院手術方癒。81 最慘的是，當時他已步入老年，卻染此少年人不名
譽之病症，因此，住院時有部分親友不願前來探視。對此張麗俊頗感委屈，他認
為自己雖然風流，但所交往的婦女均具有一定的地位和條件，並非不顧名譽品格
的無恥之人。82 風流與下流之別，他心中其實是有一把尺，然而即使相交之婦女
經過選擇，仍招引惡疾上身。
綜合上述，傳統文人認為為人妻者應該賢淑、貞節，然己身卻畜養婢妾，甚
至流連風月場所，造成嚴以待妻、寬以律己的現象。對此，正房妻子似乎只有隱
忍一途，因為嫉婦為七出之律之一。舉例而言，蔡啟運雖已有一妻兩妾及兩女婢，
但仍陶醉於青樓美色。其妻林次湘，雖富有文采也能詩，只能將無奈之心情寄託
於文字，其〈調外〉一詩寫道：「一樹梨花獨挺姿，驚風耐雨幾多時。無情最是
痴蝴蝶，忙裡尋春過別枝。」 83 即是其無言的抗議。
不過，男性擁有三妻四妾乃臺灣社會舊俗，即使像蔣渭水這般的新知識份
子，身旁也有紅粉知己陳甜相伴；直到現今，臺灣仍有部分名人妻妾成群，例如
王永慶、孫道存、金鐘影帝雷洪等人。因此，在沈迷女色方面，傳統文人並非特
別迂腐的群體。

三、女性觀的改變
上述對婦女的傳統觀念，隨著時代之進步，慢慢出現變化。在 1920 年代的
各種文化啟蒙運動中，不少新知識份子開始關注婦女議題，例如大正 12 年（1923）

80

81

82
83

林獻堂終身未納妾，但晚年與林家女傭施秀玉滋生情愫，秀玉並替其產下一子。不過獻堂的生活大
抵仍算嚴謹。林博正主講、林蘭芳紀錄，〈說我霧峰林家〉，《臺灣文獻》57: 1（2006 年 3 月），
頁 76-77。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九）》（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臺中縣政府文化局，2004），頁 236-237、261-263、265-266。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270-271。
林次湘，〈調外〉，收於鄭鵬雲編，《師友風義錄》（臺北：廣文書局，1981），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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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化協會將「尊重女子人格」一款列入其年度新設事業中，84 其後並於全臺
各地舉辦數次以討論婦女問題為主軸之大型演講會。85 《臺灣民報》中觸及婦女
問題之文章數量也極多，對婦運人士及相關活動之報導也很熱心。86 傳統文人如
林幼春，本身即為臺灣文化協會協理及《臺灣民報》社長，鄭汝南（1876-1933）、
洪元煌、蔡惠如、陳貫（1882-1936）、林載釗、林仲衡曾任文協理事，王學潛
（1868-1927）、黃欣（1885-1947）、楊仲佐（1875-1968）、魏清德（1886-1964）、
林子瑾（1878-1954）曾為評議員， 87 思想多少會受到衝擊。
此外，部分文人因曾赴國外旅遊，視野也更為開闊，林維朝於明治 40 年（1907）
前往東京參觀博覽會，發覺日本婦人或肄業於學校，或從事於農工商業之間，各
有職事，無異男人，究其因皆是不纏足之故，故回臺後大力鼓吹婦女解纏。林維
朝並提出纏足有四大害：一、女子身軀柔弱，纏足後必大傷元氣，是以纏足會導
致傷身；二、女子原有操持家務之責，纏足後行走尚且需人攙扶，無法親操井臼，
是以纏足會妨礙其職務；三、若遇戰爭或火災，纏足之女子由於寸步難移，必無
法逃難，是以纏足會傷其生命；四、纏足者無能力耕作於田間，是以纏足會妨礙
農事。 88
林獻堂於昭和 2 年（1927）5 月偕其二子攀龍、猶龍展開歐美之旅，曾至英
國眾議院旁聽，驚覺議員中有 8 名女性，其中一人甚至是女優（女明星）。89 又
從報上得知，該名明星議員在議會夏季休會期間，仍舊重返舞臺，繼續其演藝事
業。90 當時，臺灣非但婦女無參政權，遑論向來被視為玩物之女優能獲選為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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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化協會本部，〈臺灣文化協會會報〉，《臺灣民報》2: 4（大正 13 年 3 月 11 日），頁 15。
〈（臺灣近情）彰化盛開文化演講〉，《臺灣民報》3: 3（大正 14 年 1 月 21 日），頁 3；〈婦女問
題大講演〉，《臺灣民報》116（大正 15 年 8 月 1 日），頁 9；〈通霄大甲的婦女講演〉，《臺灣
民報》117（大正 15 年 8 月 8 日），頁 8；〈基隆婦女問題講演會〉，《臺灣民報》135（大正 15
年 12 月 12 日），頁 6。
楊翠，《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頁 23。
林柏維，《臺灣文化協會滄桑》（臺北：臺原出版社，1993），頁 75-77，表五為臺灣文化協會歷任
幹部名單。
林維朝，〈東遊紀略（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850（明治 40 年 11 月 1 日），頁 4。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
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 140；林獻堂，〈環球遊記〉，收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
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頁 296。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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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因此林獻堂頗感訝異，認為這是東西方特異之處。至丹麥時，則注意到當
地政府為婦女設有特別教育機關，教授烹飪術及家政學，是以丹麥婦女個個都持
家有則，烹飪技術也超等絕倫。91 英國婦女可出任民意代表、女優有社會地位、
丹麥設立婦女學校等情形，均促使其反思臺灣婦女之處境。
整體而言，傳統文人已日漸重視與婦女有關之議題，崇文社 92 多次徵文之主
題均與女性有關，描寫新時代女性之漢詩作品也為數不少。茲略述傳統文人之婦
女新觀念如下：
首先，重視女子教育。明治 28 年（1895）起，日本藉由〈高等女學校章程〉
和〈高等女學校令〉之發佈，正式將婦女教育納入教育體系。同時，日本透過在
北京發行的中文報紙《順天時報》，將女子教育理念傳播至中國。京師大學堂總
教習服部宇之吉則多次向慈禧太后進言興辦女學之重要性。93 在臺灣方面，日治
之後，女子教育正式列入學制，大正 8 年（1919）女子教育設施正式確立，設有
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大正 11 年（1922）進而設立高等女學校、家政學校等。 94
由於總督府之宣導，傳統文人逐漸體認女子教育之重要，常在報章雜誌上發
表相關言論。崇文社社長黃臥松（1876-1944） 95 即云：「嗚呼！二十世紀號文
明，人生最患無教育，學問豈在重男兒，旦夕咿唔勤閨閣，化行俗美不待言。」96
其他崇文社社員，如憂開民認為，法之女子，已登高而倡自由之論；墨之女子，
且上書而求參政之權。女權發達之程度，與國力成正比，我國若未能順應時事潮
91

92

93

94
95

96

林獻堂，〈環球遊記〉，收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
頁 392。
崇文社：原本只是一個祭祀文昌帝君的神明會，1917 年彰化塾師黃臥松因憂心道衰文敝，乃募集社
員，重修倉頡、沮誦牌位，於春、秋兩季，祭拜文昌帝君、倉頡等神明。翌年「因憤慨風俗頹壞，
人心不古」，黃臥松遂與賴和、吳貫世倡議徵文，召集以彰化為中心的中南部文人正式籌組該社，
以黃臥松為社長，經費由地方人士自由樂捐。其徵文活動持續至 1941 年，長達 25 年之久。施懿琳，
〈日治中晚期臺灣漢儒所面臨的危機及其因應之道：以「崇文社」為例（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一年）〉，
收於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頁 272-273。
陳姃湲，《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臺北：稻鄉出版社，
2005），頁 78-80。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頁 58-70。
黃臥松：彰化人，號筆俠，幼時曾拜陳百川為師，後為漢文塾師。一人獨撐崇文社大局，每月徵文
的投稿，都由其親自謄錄，並聘請文宗，詳加評審。日治後期易名為廣本富松。蘇秀鈴，〈日治時
期崇文社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中國文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 70-76。
黃臥松，〈南投廳下阿冷社蕃婦躂馬斯那威〉，《廖孝女詩集附二蕃烈婦》，收於黃臥松編，《彰
化崇文社十五週年紀念圖》（嘉義：蘭記書局，1931），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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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使女子接受教育，將為外族所陵迫。97 王文德則倡言女子不受教育將有不孝
舅姑、不知廉恥、不知勤儉、無才德、無智慧、失忠義之虞；若受教育則可開其
知識、長其才力、有大家風範。98 署名有慨者也云，女子若受教育，其妒悍之性、
暴戾之氣和驕淫偷惰之習，將潛移默化於不自知。 99
因此傳統文人家中之年輕女子不乏接受新式教育，甚至赴日留學者。林獻堂
之女林關關 9 歲即赴日本，寄居嘉納治五郎家，自此在日本受教育，直到就讀淑
德高等女學校二年級，因祖母念孫心切而回臺，繼續在長榮女中完成高中學業，
畢 業 後 入 東 京 女 子 大 學 就 讀 ， 二 年 級 時 又 應 祖 母 之 要 求 而 回 臺 ； 100 莊 嵩
（1880-1938）之姪女施翩翩也於 8 歲時就學東京，據稱考試常名列前茅。 101
謝雪漁（1871-1953）之長篇文言通俗小說〈日華‧英雌傳〉中的女主角李
麗君，除外貌絕代外，17 歲即自大學畢業，平時也涉獵歐美新書，在現代學科的
新知上較諸男性毫不遜色。此外，該小說中之女性人物，幾乎全是接受新式教育
之才女，例如前川壽子，畢業於女子大學；大野美子就學於日本美術學校；奈良
通子是御茶水女子大學之高材生等。 102 顯示在謝雪漁心中，理想女性典範為接
受過新式教育者。
女性傳統文人也了解女子接受教育之重要性，張李德和（1893-1972）在長
女張玉英赴日本就讀女子大學前夕，對於女兒不讓鬚眉深以為傲，並勉勵其學成
歸國後能報效故鄉，吟道：「乘風不讓男兒志，破浪偏誇奼女胞。無限前途須自
重，學成歸顯故山岰。」 103 黃金川（1907-1990）對傳統社會以女子無才是德之
觀念，甚有異議，其〈女學生〉一詩充分流露其想法：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二林憂開民，〈女子教育論〉，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卷 2，收於黃哲永、吳福助主
編，《全臺文》（臺中市：文聽閣，2006），第 32 冊，頁 136-137。
王文德，〈女子教育論〉，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卷 2，收於黃哲永、吳福助主編，
《全臺文》，第 32 冊，頁 140-143。
北斗有慨，〈女子教育論〉，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卷 2，收於黃哲永、吳福助主編，
《全臺文》，第 32 冊，頁 138。
濟南基督長老教會編，〈故高林關關女士告別禮拜〉（臺北：濟南基督長老教會，1996）。
莊嵩，〈哭表姪女施氏翩翩並序〉，收於莊嵩，《太岳詩草》（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 69-70。
林淑慧，〈女體與國體：論謝雪漁之日華．英雌傳〉，《中國文學研究》24（2007 年 6 月），頁 132-133。
張李德和，〈長女留學臨別賦示〉，收於江寶釵編，《張李德和詩文集上》（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2000），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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詎甘綉閣久埋頭，負笈京師萬里遊。雌伏胸愁無點墨，雄飛迹可遍寰球。
書深莫被文明誤，學苦須從哲理求。安得女權平等日，漫將天賦付東流。104
大意為女子不甘長守綉房，遂赴京師遊學從師。女子該憂愁的是胸中無點墨，遂
屈居人下，如果能奮發有為，足跡便可遍及寰宇。然而，目前女權仍不振，只能
期待來日可一展身手，發揮天賦所長。顯示其頗具雄心壯志，對當時婦女遭受束
縛之處境極為不滿。 105
第二，提倡男女平等。王則修認為國家之戶口中，男女各居其半，若重男而
輕女，則國家產生半數無用之人，即少半數有用之人，而家何能富？國何能強？106 陳
永諧進一步主張女子應有參政權，強調：「男子有參政權，女子亦有參政權，夫
然後全國之內，無一人不得其平，舉國之人，無一人不得其所。有平等之民，斯
為平等之國。」 107
李逸濤（1897-1921） 108 則透過其創作之通俗小說，來傳達對女性自主行動
權和男女平等的重視。李氏作品〈劍花傳〉中之中國俠女劍花，不畏夜半瓜田李
下之嫌，應允與男主角尚武相見，並曰：
……妾常恨男女授受不親一語，遂使無量數之有用女子，沈埋於黑暗地
獄三千餘年，生育井臼而外，殆無完全之資格，□（案：字跡模糊無法
辨識）影響夫社會。自男女平等之義，盛傳於歐美以來，支那亦已漸脫
其羈絆，吾輩正思為支那一開其風氣，豈復為此齷齪態！109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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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黃金川，〈女學生〉，收於陳黃金川，《金川詩草》（臺北：陳啟清先生慈善基金會，1991），頁
36。
陳黃金川著、鄭文惠等評註，《金川詩草百首鑑賞》（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頁 26-28。
王則修，〈女子教育論〉，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卷 2，收於黃哲永、吳福助主編，
《全臺文》，第 32 冊，頁 152。
陳永諧，〈國民性涵養論〉，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卷 1，收於黃哲永、吳福助主編，
《全臺文》，第 32 冊，頁 8。
李逸濤：名書，號亦陶、逸濤山人，逸濤為其字，臺北人。1882 年從臺北名士邱亦芝學，頗受栽培。
長而嗜學，博覽金石，尤通史、漢。1896 年入臺灣新報社，此後或入或出，擔任記者近 20 年。曾三
度前往中國，寓居廈門，但生活境遇並未獲得改善。一生著作涵括詩、文、小說，但以小說知名於
世。篤信佛教，為瀛社成員。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臺灣通俗小說的女性形象：以李逸濤在《漢
文臺灣日日新報》的作品為討論對象〉，《臺灣文學學報》5（2004 年 6 月），頁 9-14。
逸濤山人，〈劍花傳〉，《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696（明治 40 年 5 月 1 日），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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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文字透露出李逸濤力主男女平等，且女性應走出家庭，對國家社會奉獻心力
之前衛想法。 110
在男女平等基礎上，不少文人檢討納妾蓄婢習俗，陳材洋（1868-?）111 認為
蓄妾會引發家庭風波，養婢會導致主婦虐待，皆是不重人道之生成平等也。112 唐
尹璿 113 也云，婢女聽主婦指揮，任家人勞役，晏眠早起，與犬馬同流，應實行
解放，以重人權。114 張達修（1906-1983）115 進而提倡一夫一妻制，認為蓄妾之
家庭頻生變故，為妾者「或入門見妒，狐媚取容，陰懷奪嫡之計，暗蓄覬覦之心。
或工讒掩袖，效武曌之行為，置毒俎中，師驪姬之故智，鼓釁房帷，舒其毒害。」
臺人應引以為鑑。 116 林獻堂由於家族成員大多妻妾成群，更是經常目睹蓄妾之
弊害，例如其堂兄林澄堂亡故後，其妾簡輕煙和賴麵為了分財產，竟連鐤甕、碗
盤、椅棹等也互相爭奪，引發一場風波； 117 其弟林階堂之妻施金紗曾要求生活
費用每月增加 60 圓，不料階堂竟大怒，以最下流的言語怒罵之，幾至動粗。林
獻堂不禁感嘆：「唉！有妾之家庭無處無此風波，可不慎哉！」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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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臺灣通俗小說的女性形象：以李逸濤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作品為討
論對象〉，頁 22-23。
陳材洋：名湛恩，字材洋，鹿港人。光緒年間中進彰化縣學為生員，日治後為鹿港大冶吟社社員。
蘇秀鈴，〈日治時期崇文社研究〉，頁 88。
陳材洋，〈舊慣取捨論〉，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卷 5，收於黃哲永、吳福助主編，
《全臺文》，第 34 冊，頁 36。
唐尹璿：彰化人，崇文社創立次年，黃臥松曾與其共同倡議徵文，為推動地方文風的重要人物，為
古月吟社成員。蘇秀鈴，〈日治時期崇文社研究〉，頁 80。
唐尹璿，〈養苗媳及蓄婢弊害論〉，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卷 1，收於黃哲永、吳福
助主編，《全臺文》，第 32 冊，頁 32-33。
張達修：號篁川，別署少勳、醉草園主人，南投鹿谷人。19 歲學詩文經史於王則修，後加入南投南
陔吟社。1928 年應坪頂庄林宗慶之聘，於庄中教授漢文。三年後，至集集設教。後因王則修之薦，
赴日為神戶富商莊玉坡書記，因莊氏經商失敗，乃返臺擔任臺灣新聞社編輯。1942 年至上海，戰後
始返臺。戰後歷任臺中女中教員、竹山初中校長、彰化縣政府秘書、彰化自來水廠廠長、臺灣省政
府民政廳秘書、南投縣文獻委員會委員、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委員等職。1963 年創立中興吟社。張淑
玲，〈臺灣南投地區傳統詩研究〉（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
文，2003），頁 105-106。
張達修，〈寵妾弊害論〉，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卷 8，收於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
臺文》，第 35 冊，頁 1153。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頁 180、182、183。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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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獻堂對於為妾者之人格也頗為尊重。昭和 7 年（1932）霧峰一新會 119 成
立之初欲遴選委員時，有人推薦洪浣翠出任，然因洪氏是林瑞騰之妾，乃引發林
資彬、林陸龍等林家保守族人之反對，反對理由為妾沒有當委員的資格。林獻堂
對此頗不以為然，極力替洪浣翠辯解，指出蓄妾制度雖然不好，不過這是傳統文
化的缺失，並非是妾本身的罪過，浣翠雖然為妾，其人格也當被尊重。 120
同時，也有人質疑詩會時召妓陪酒之風習，陳梅峰（1857-1937）121 斥責侑觴
之妓「體態妖嬈，言詞伶俐，其媚人之伎倆，比九尾狐而尤精；取人之資財，較
一點紅而更狡」，呼籲文人學士以莊重為節性妨淫之本。122 尤養齋（1867-?）123 也
指出邀妓侑觴有淫蕩人心、敗壞風俗、貽害身家等弊端，宜返古風，革除豪華奢
侈之習，使風俗人心日臻良善。124 筆名百舌籠者認為全臺聯吟大會與其在臺中公
會堂舉行，並招藝妓陪酒，不如在臺中公學校舉行，借用童子捧茶攤箋為宜，125 也
是一種反省。王達德（1897-1957）126 對於為貧所驅而淪為娼妓者更是深表同情，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霧峰一新會：1932 年 3 月 29 日由林獻堂長子林攀龍創立，以提昇農村文化為目的。宗旨是「促進霧
峰庄內之文化而廣布清新之氣於外，使漸即自治之精神，以期新臺灣文化之建設。」主要活動分為
一般的文化活動，如日曜講座、辯論會、讀書會，設一新義塾，教授漢文、日文；在社會活動方面
有老人慰安會、兒童親愛會、青年座談會、婦人茶話會等，並舉辦各種體育活動，直到 1937 年七七
事件才結束。許雪姬，〈霧峰一新會的成立及其意義〉，收於臺中縣政府文化局編，《中臺灣鄉土
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2005），頁 9-16。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119。
陳梅峰：澎湖湖西鄉沙港人，1882 年考上秀才。一生致力於國學之傳承，除在廈門、高雄旗津開館
授徒外，在沙港開杏園堂私塾數十年。1900 年獲紳章，1903 年任澎湖廳參事，翌年任第六區區長，
1905 年辭職，1923 至 1932 年任湖西庄庄長。西瀛吟社成員。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353。
陳梅峰，〈矯正邀妓侑觴之弊論〉，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卷 2，收於黃哲永、吳福
助主編，《全臺文》，第 32 冊，頁 187-188。
尤養齋：1867 年生，鳳山阿猴人，名和鳴，養齋為其字，清光緒間廩生。日治後設帳教讀，1899 年
聘為阿猴公學校教師，1914 年乞休。1924 年設立屏東「礪社」，寓砥礪學術之意。配有紳章。陳漢
光編，《臺灣詩錄》（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頁 1165；蘇秀鈴，〈日治時期崇文社研
究〉，頁 84。
尤養齋，〈矯正邀妓侑觴之弊論〉，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卷 2；收於黃哲永、吳福
助主編，《全臺文》，第 32 冊，頁 182-184。
《臺南新報》8653（大正 15 年 3 月 14 日），頁 10。
王達德：字守三，號瘦鶴，又號潤堂，梧棲人。父王資深為清末秀才，惜早逝。年 14，因家貧，乃
往外為傭。年 20，受聘為臺灣新聞社漢文記者。記者任內，曾赴中國和日本遊歷，分別撰成遊記〈漫
遊大陸日記〉和〈東遊鴻爪〉於《臺灣新聞》連載。退社後受林獻堂知遇，延攬入彰化銀行為秘書。
1947 年加入櫟社，也名聞於畫壇，曾擔任臺灣書道聯盟鑑查員、臺中州支部審查員，遺留不少墨跡。
1996 百年冥誕時，其子王炯如為其編《瘦鶴詩書集》，共 320 頁。王達德，《瘦鶴詩書集》（臺中：
九荷山房，1996），頁 3、5、243-287、29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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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細民謀生匪易，當局對此類可憐女性若無妙策加以處理，日後墮落風塵的
女子恐怕會更多。 127
此外，部分文人不再重男輕女，女兒若有才華也引以為榮。吳子瑜之獨生女
吳燕生（?-1976）因能詩，頗有乃父之風，故深受寵愛，子瑜常帶其出席櫟社詩
會，並讚其「掌珠女勝兒豚犬，不愧延陵舊世家。」 128 意指成器之女兒遠勝不
肖之兒子，一樣能延續家學風範。吳燕生戰後曾代表臺灣參加第二、三屆世界詩
人大會，成為頗負盛名之女詩人。 129
不過傳統文人對婦女之看法原就存在個別差異，並非人人均隨著時代有所改
變，例如林獻堂原對婦女即有較為開明的觀念，而櫟社社友張棟梁則較保守。文
協於昭和 2 年（1927）2 月修訂會則時，張棟梁便極力反對男女平等之條款，他
告訴林獻堂，既主張男女平等，若他有 10 甲土地，豈非必須分 5 甲給予女子不
可，否則就是不平等；而且臺灣婦女甚為驕悍，若再主張平等，則將不可收拾。130
但林獻堂告訴他，以財產來解釋男女平等實為謬誤，闡釋平等應以人格為著眼
點，若視婦女為人，就要尊重其人格，此才是平等之大意；而婦女驕悍，是其未
受教育所導致，並非不能平等之原因。 131 昭和 8 年（1933）陳懷澄曾以「男女
不平等」為題，在「霧峰一新會」之日曜講座發表演說，鼓吹男女不平等為當然，
又言女性善嫉妒而好虛榮。當時在臺下的林獻堂聽了大為駭異，為免聽眾誤解，
急忙上臺進行補述。林獻堂指出男女不平等皆由制度、習俗使然，非智能之不能
平等；次說明制度平等、機會平等之重要，以闡明平等原則，方才散會。 132 由
此可見傳統文人之間看法之不同。
第三，肯定職業婦女。自 1930 年代以降，臺灣民眾對於職業婦女之成就已
不吝給予肯定，此從杜水金、柯明點、梅素英、蔡阿信等女醫師被列入《臺灣人士
鑑》，133 黃鶯、陳全美、莊采芳、顏世保等女醫師被列入《臺灣紳士名鑑》，134 即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王達德，〈東遊鴻爪〉，收於王達德，《瘦鶴詩書集》，頁 302。
吳子瑜，〈長女燕生志在中國詩以助之〉，收於王建竹主編，《臺中詩乘》，頁 223。
鍾義明，《臺灣的文采與泥香》（臺北：武陵出版社，1992），頁 170。
張棟梁之意為，臺灣女性向來驕縱強悍，如果實行男女平等，女性勢必爬至男子頭上，則男女關係
將更不和諧，局面恐難以收拾。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頁 65。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 120。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昭和十八年版，頁 69、103、25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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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證。這些女醫師與男性名流平起平坐、共同列名，顯示臺灣社會對於女性所
應扮演角色之認定已有所轉變。
傳統文人頗為注意職業婦女，並以此作為吟詠之題材。周文俊 135 曾以〈職
業婦女〉為題賦詩，顯示職業婦女已是當時頗受矚目之新族群，他吟道：「炊事
從茲仗小姑，獻身社會不能無。妾家自有扶持願，薄俸還堪助丈夫。」 136 雖然
炊事必須依賴小姑，似有虧主婦之職守，但頗為肯定其獻身社會，並以薪資幫助
丈夫養家。當時少數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成為醫生，由於仍屬鳳毛麟角，自然成
為傳統文人讚嘆之對象。劉崧甫 137 以為女醫師之出現，是男女平等的結果，因
為「今日女權推並等，杏林莫怪有桃花。」 138 許水金 139 則推崇女醫師之醫術，
他云：「術有華陀仁董奉，蒼生應拜似觀音。」 140 此外，即使是社會地位較低
之護士，如果兢兢業業，也能獲得文人的肯定，楊存德 141 即形容護士：「情同
慈母轍臨床，助檢寒溫好處方。最是留神觀病勢，婆心無暇顧梳妝。」 142
至於電話接線生和車掌，也引起文人莫大之興趣。電話接線生和車掌是臺灣
開始有民用電話和公車後才出現之新職業，應徵者需具備公學校畢業學歷，143 但
有志者甚眾，錄取不易。昭和 8 年（1933）臺北汽車欲甄選 10 名臺日籍女性車
掌，應徵者達 100 人以上，以致落選者超過三分之二。144 涵卿有〈交換姬〉一詩，
云「玉手纖纖按電筒，路途雖遠話能通。願較女士須留意，莫誤將西接到東。」145
期許她們即使做簡單之接線工作，也應兢兢業業，不出差錯。茂松則曰：「年少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頁 50、56、63、117。
周文俊：字國彬，嘉義義竹人。賴子清編，《臺灣詩醇》（臺北：蘭記書局，1935），頁 222。
賴子清編，《臺灣詩醇》，頁 222。
劉崧甫：1898 年生，字曉峰，臺中北斗人。漢學修習後，入二林公學校，1918 年畢業，同年 4 月任
九塊厝保甲聯合會書記。1920 年任大城庄會計役，1922 年辭職。1924 年起，連續 8 年任庄協議會員。
1932 年任《臺灣新聞》北斗駐在記者，1938 年任《高雄新報》二林出張所所長。1939 年當選民選協
議會員。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昭和 12 年版，頁 422；
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312。
劉崧甫，〈女醫〉，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311。
許水金：字涵卿，新竹人。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167。
許水金，〈女醫〉，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167。
楊存德：字達三，新竹市人。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182。
楊存德，〈看護婦〉，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182。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頁 217。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頁 220。
涵卿，〈交換姬〉，《詩報》167（昭和 12 年 12 月 19 日），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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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耳聽聰，為傳電話遍西東；時時姊妹分班守，免得宵來語未通。」 146 描述
電話接線生日夜輪班之情景。在車掌方面，失名云：「行止頻教負職任，左持車
券右收金。憐她嬌小知生計，堪作車中模範箴。」 147 描述車掌盡忠職守，忙著
收票及收零錢，堪為模範。曉庵則曰：「長裙短髮衣開襟，轆轆聲中倩影臨。昇
降有權休賤視，七香車上載千金。」 148 直言車掌負責乘客上下公車之權，也不
應賤視。由此可見，走出家門之婦女慢慢獲得傳統文人認同。
嘉義文人余塘（1870-1948） 149 之次女余奇花也投入職場，教授裁縫。奇花
畢業於東京品川區目黑杉野女學院家政系，1942 年在嘉義市開設「嘉義服裝洋裁
講習所」，設帳授徒，余塘對此欣慰有加，可見其已體認婦女如學有專長而具相
當才幹，是一件可喜之事。 150
第四， 贊同 女子體 育。 體育是 指以 身體活 動為 手段的 教育 ，語出 英文 之
physical education，直譯為身體的教育。廣義的體育與體育運動涵意相同，包括
身體教育（即狹義的體育）
、競技運動、身體鍛鍊三方面。151 若以體育活動（physical
activity）來看，臺灣民眾是接受日本統治以後才開始涉獵新式的、西式的、現代
式的體育活動。
隨著公學校設立體操課程，臺灣女性開始接觸體育。不少學校最初實施遊戲
或戶外活動等簡便之運動，激發女學生的體育興趣，例如遠足、修學旅行、登山、
團體操等。其後，課程進化為體操與競技訓練，使女學生的身體日趨強健，養成
運動習慣，甚至代表學校參加校際、地方或全臺性田徑賽或球賽，不再是深居閨
閣、弱不禁風之女子。 152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茂松，〈交換姬〉，《詩報》167（昭和 12 年 12 月 19 日），頁 10。
失名，〈女車掌〉，《詩報》110（昭和 10 年 8 月 1 日），頁 9。
曉庵，〈女車掌〉，《詩報》110（昭和 10 年 8 月 1 日），頁 9。
余塘：號蓮舫，字武巒，嘉義人。乙未之變後，舉家遷往臺斗坑，自行搭建茅屋竹社，名為「息園」，
任童蒙師，為羅山吟社社員。後任警視廳書記，又獲得鴉片販售證和照相許可證。終生開設私塾，
教授漢學，戰後順天堂醫院院長張進通、醫學博士許世賢等人均受教於門下。其遺墨散見於嘉義多
所寺廟或大行號中。賴彰能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頁 245-246。
賴彰能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頁 245-246。
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4），頁 350-351。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2000 年 6
月），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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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傳統文人主張女子應接受體育訓練，因女子體弱多病，必有忝中饋之
職，若因病而不孕，則會妨礙國民之繁衍，即使受孕，孱弱之身軀也斷不能生產
強壯之子女。尤其臺灣小康以上之家女性，大多役使婢妾，身體未嘗勞動，積弱
之餘，禍延其子，以致臺人體格常遜於日人，故女子體育不可或緩。 153 王文德
即云，若教女子以體操，育以運動，則其才力能得舒長，也能去除多病之身。154
李逸濤在其小說中，對於女俠、女英雄等具有「強者」之姿之健女們，特別
尊崇與讚嘆。例如在〈不幸的女英雄〉中，描述貧女張氏以傘、以鐵棒痛逞匪徒
之氣概，彰顯女性不畏強權惡勢的英勇形象，即是對強健婦女之歌詠。 155
部分開明的傳統文人對婦女的運動表現給予喝采。例如林仲衡曾前往臺中公
園，看到婦女不僅能騎自行車，還能泛舟、騎馬，不禁讚嘆「女流體育誰爭及」。
同時，也因自己只知埋頭讀書，在體育方面不及婦女而覺得汗顏。156 昭和 10 年
（1935）7 月，黃水沛（1884-1959） 157 出席廈門中華中學女子籃球選手來臺歡
迎會之後， 158 也認為文明教育不應只注重文事，若要講求武備，首先要重視體
育；而女子以籃球強身，將來可為國家生下健兒，堪稱黃金母。 159 張麗俊曾數
次前往豐原女子公學校觀看女子運動會，雖然在日記中對運動會之項目和內容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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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峰山主人，〈女子教育論〉，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卷 2，收於黃哲永、吳福助主
編，《全臺文》，第 32 冊，頁 145-146。
王文德，〈女子教育論〉，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卷 2，收於黃哲永、吳福助主編，
《全臺文》，第 32 冊，頁 142-143。
李逸濤小說中的俠女們，除擁有強健的身體，不畏強權外，更爭取婚姻愛情的自主，勇於離開父親，
走出家庭，進而投入社會，為公共大事盡心盡力。這些特質都與足不出戶，弱不禁風，依偎在父親、
丈夫身邊，埋首家庭終生的傳統女子迥異。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臺灣通俗小說的女性形象：以
李逸濤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作品為討論對象〉，頁 24-25、31。
林仲衡，〈臺中公園泛舟即事〉，收於林仲衡，《仲衡詩集》，頁 157-158。
黃水沛：字春潮，臺北大龍峒人。1903 年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國語部，後任臺北郵便局事務
員達 9 年。1912 年任三井物產會社社員，1920 年在臺北組織臺北興殖株式會社，任專務取締役。1925
年組織臺北州米穀商同業組合，任專務理事。1934 受大日本米穀會表彰。漢學造詣深，擅長漢詩五、
七古和律詩，1917 年組織星社，執其牛耳。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頁 131-132。
廈門中華中學女子籃球隊於 1935 年 7 月 3 日抵臺，4 日起與北二高女、靜修女中、北一高女等女校
籃球隊進行友誼賽，8 日起至臺中、臺南、屏東等地參觀，14 日離臺。〈女子籠球選手廈門から來
征臺北高女生と試合〉，《臺灣日日新報》12664（昭和 10 年 7 月 3 日），頁 2；〈廈門中華中華［學］
女子部籠球選手抵臺照既定日程比試〉，《臺灣日日新報》12666（昭和 10 年 7 月 5 日），頁 4。
黃水沛，〈中華中學女子籃球選手歡迎會感作〉，收於黃水沛，《黃樓詩》（臺北：龍文出版社，
1992），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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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著墨，但也無批判之意，顯然也接受女性從事運動之風氣。 160
第五，鼓勵女性文人創作。異於過去視無才女子為有德之觀念，許多傳統文
人開始欣賞富有文采之女性，並且不吝給予獎勵扶持。趙文徽（1854-1927）161 曾
指導藝妓王香禪習詩，授以《香草箋》，香禪便朝夕詠誦、刻意模仿，而以「詩
妓」聞名遐邇。 162 王香禪也曾向連雅堂請益詩學，連雅堂告其運典構思、敷章
定律應先學玉溪，遂以《義山集》授之， 163 後香禪讀之大悟，詩風為之一變，
連雅堂便常刊登她之詩作於其創辦之《臺灣詩薈》上，並且對其才學多所讚美，
稱譽王香禪之詩斐然成章。 164
大正 13 年（1924）臺北吳瑣雲女士邀集同志設立漢文研究會後，因其以女
流之身出面結社，社會上對其存有疑慮者頗多，但連雅堂認為今日之女子非復舊
時之女子，應與男子同負社會盛衰之責，況且研究漢文尤為正當，故深嘉其志，
而祝其會之成。165 張李德和入選臺展後，166 林玉書（1882-1965）也獻上誠摯的
祝福，譽其「才華飄逸女青蓮，吟筆靈兼畫筆妍。譽播金閨留粉本，藝垂玉版染
蒼煙。」並確信臺灣之巾幗界已經開始揚眉吐氣。 167
林獻堂鼓勵婦女向學更是不遺餘力，曾於大正 14 年至 15 年（1925-1926）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等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六）》（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臺中縣政府文化局，2002），頁 426；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等編，《水竹居
主人日記（七）》，頁 126。
趙文徽：號一山，又號劍樓，臺北板橋人。年少時鄉前輩賴洪喜其為人爽朗，令從之習詩文、長短
句。曾應科舉，惜落第，遂無意仕進，從此潛心岐黃，行醫教讀於家。日治後遷居大稻埕，設帳授
徒，署其塾曰「劍樓」，四方從學者頗眾。曾迺碩總纂，王國璠編纂，《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賢德
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頁 188-189。
連橫，〈餘墨〉，收於連橫編，《臺灣詩薈》，上冊，頁 100；邱旭伶，《臺灣藝妲風華》，頁 163。
《義山集》為唐朝詩人李商隱的詩集。李商隱（約 813-858），字義山，號玉溪生，懷州河內（今河
南泌陽）人。連橫以《義山集》授王香禪，是希望她以李商隱為師。
連橫，〈餘墨〉，收於連橫編，《臺灣詩薈》，上冊，頁 100。
連橫，〈餘墨〉，收於連橫編，《臺灣詩薈》，上冊，頁 180。
張李德和於 1933 年以畫作「庭前所見」，參加臺灣教育會主辦的第七回臺展，第一次獲得入選。1936
年再以「木瓜」，再度入選第十回臺展。1938 年以「閑庭」，入選臺灣總督府文教局主辦的第一回
府展。1939 年以「蝴蝶蘭」得第二回府展特選， 翌年第三回府展再以「扶桑花」也得特選，1941
年第四回府展仍以「南國蘭譜」獲得特選。因連續三屆獲得特選，1942 年第五回府展以「鳳凰木」
參展時，便獲得「無鑑查推薦」特點，而轟動臺灣畫壇。賴彰能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
頁 256-257。
林玉書，〈祝德和女史臺展入選〉，收於林玉書，《臥雲吟草》（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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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在霧峰分別舉辦「霧峰婦人國語漢文研究會」及「婦女研究會」，傳授當地
婦女漢文與日語等一般知識。 168 當時林瑞騰之妾洪浣翠以擅吟詠聞名，作品曾
收於《臺灣詩薈》中， 169 連雅堂曾誇其詩「無語不香，有詞皆秀」，並說「其
錦囊，時貯佳句。」170 林獻堂常與洪浣翠切磋詩學，並與林瑞騰同步其韻。171 當
他得知洪氏有心深入研究漢文，也深表贊成，並加以勉勵； 172 並借予《飲冰室
文集》及林琴南翻譯之小說，供其研究學問。 173
林獻堂與澎湖蔡旨禪（1900-1958）也有一段淵源。旨禪早年曾問學於陳梅
峰，並師事宿儒陳錫如，174 國學基礎甚佳。大正 11 年（1922）與其師陳梅峰等
12 人，於高雄設閨秀詩社，名「蓮社」。大正 13 年（1924）在故鄉澄源堂教漢
文，後到彰化平權軒執教，頗有聲望。同年以〈澎湖文石〉參加西瀛吟社之徵詩，
獲掄冠元。書畫也負盛名，持扇奉箋求其書寫者為數不少。175 昭和 2 年（1927）
旨禪至霧峰林家頂厝擔任家庭教師，乃與林獻堂成為詩友，林不僅為其改詩，也
常和其詩，故詩藝日益精進。她前後在霧峰滯留 6 年，昭和 9 年（1934）想至中
國廈門美術學校研習美術，但欠缺經費，幸獲林獻堂資助百金方得以成行。176 昭
和 14 年（1939）旨禪再隨呂鐵州學畫，每年束脩 120 圓，也由林獻堂獎資助。177
總之，蔡旨禪能在文壇及畫壇有一席之地，林獻堂實有功焉。

168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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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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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賴志彰編撰，《臺灣霧峰林家留真集：近、現代史上的活動 1897-1947》（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
部，1989），頁 172-175。
洪浣翠的「繡餘雜詠」收於《臺灣詩薈》第 19 號；「詠物四首」收於《臺灣詩薈》第 20 號。詳見
連橫編，《臺灣詩薈》，下冊，頁 422、493。
連橫，〈餘墨〉，收於連橫編，《臺灣詩薈》，下冊，頁 482。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頁 101。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213。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299。
陳錫如：名天賜，字錫如，號紫髯翁，為澎湖宿儒。1920 年倡設「旗津吟社」，1923 年設塾於高雄
時，曾邀旗津吟社、東港研社、屏東礪社社員共創「三友吟會」。1928 年受聘為高雄苓洲吟社社長。
著有《留鴻軒詩文集》。蘇秀鈴，〈日治時期崇文社研究〉，頁 92。蔡旨禪有〈喜晤錫如先生蒙錄
收門下賦此誌感〉一詩：「公門桃李滿庭隅，別有修桐十二株。愧我飛飛簾外燕，也隨鸞鳳上高梧。」
收於蔡罔甘，《旨禪詩畫集》（臺北：龍文出版社，2001），頁 10。
蔡罔甘，《旨禪詩畫集》，書前作者介紹；魏秀玲，〈蔡旨禪及其《旨禪詩畫集》研究〉（臺北：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5），頁 14-34；許雪姬總編纂，《續修澎湖
縣志卷十四人物志》（澎湖：澎湖縣政府，2005），頁 104。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 186、204。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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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男性主編之詩集常收錄女性文人的作品。黃洪炎編《瀛海詩集》收
有李如月、王秋蟾、高璧如、張寶蓮、 178 鄭張寶釵、 179 魏芸香、林素芳、高春
梅、 180 張珊如、黃金川、鄭月嬌之漢詩； 181 曾笑雲編之《東寧擊鉢吟前集》和
《東寧擊鉢吟後集》特別在作者中闢「閨秀」一欄，王香禪、林次湘、洪浣翠、
吳燕生、石中英（1889-1980）、 182 張李德和、黃金川、蔡旨禪等人之姓名列於
其中， 183 可見女性文人受到重視。
第六，鼓勵妻女參與公眾活動。由於林獻堂的觀念開明，其夫人楊水心乃成
為活躍之婦女，昭和 7 年（1932）2 月曾前往香港、廈門旅遊，184 昭和 12 年（1937）
2 月更至東京遊歷，185 雖然楊水心出國有他人作陪，旅途中也有人招待，但出國
目的並非陪同夫婿，在當時實不多見。此外，她也時常到臺中參加「臺中婦女親
睦會」之活動，且擔任理事。 186 該會係臺中地區著名紳商之夫人所結成，包含
醫師郭東周夫人、陳炘夫人謝吻（後改名謝綺蘭）、體仁醫院院長陳朔方夫人、
陳逢源夫人郭希韞、 187 彭華英夫人蔡阿信等，用意在聯絡感情交換知識，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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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寶蓮：新竹人，為張純甫之女弟子，其父品三氏為名畫家。寶蓮漢學造詣頗深，其所有題作，雖
鬚眉也無多讓。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166。
鄭張寶釵：號韻蘭，新竹人。故貢生張迪吉之姪孫女，自少受其薰陶，博學經史，擅填詞。父早沒，
依寡母刺繡，母為清代江蘇總督林紹年之胞妹，故深得家學淵源。嫁詩人鄭香圃。黃洪炎編，《瀛
海詩集》，頁 194-195。
高春梅：字雪芬，出身臺南望族。其先代皆以儒醫，有聲於時。父高燦榮也喜吟詠，為「留青吟社」
成員。春梅自幼雅好文學，師事臺南名宿韓子明秀才，也參加霧峰「漢詩習作會」，受林獻堂、傅
錫祺之指導，詩益有進境。後因林獻堂之介紹，與莊幼岳結婚，實為詩壇之一段佳話。作品集為《雪
芬吟草》。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頁 248-249。
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10、127、154、166、194、206、236、336、344、398、411。
石中英，字儷玉，號如玉，臺南人，出身府城巨室「石鼎美」。設有「芸香閣書房」以授徒，又組
「芸香詩社」，招集女子切磋詩學。早歲習醫，志在活人。1929 年離臺赴閩，任職漳州地方醫院，
與臺北呂伯雄結褵。戰後返臺，晚年仍與寓臺文士吟詠不輟，作品集為《芸香閣儷玉吟草》。石中
英撰、呂伯雄編，《芸香閣儷玉吟草》（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書前作者介紹。
曾孝雲編，《東寧擊鉢吟前集》，作者姓名錄；曾孝雲編，《東寧擊鉢吟後集》，作者姓名錄，頁 10。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 83、90。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 66。
許雪姬，〈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女性日記：由陳岺、楊水心日記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16（2008 年 12 月），頁 243-244。
郭希韞：臺南人，1909 年畢業於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後任教於臺南第二公學校，當時臺灣的女
教師仍如鳳毛麟角。1913 年元月嫁陳逢源。謝國興，《亦儒亦商亦風流陳逢源（一八九三～一九八
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 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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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生活之進步。 188 昭和 5 年（1930）10 月 7 日，臺中婦女親睦會成立當天，
楊水心擔任議長一職，由於楊氏先前缺乏主持會議的經驗，前二天乃先在家中預
演，由林獻堂及其子林猶龍指導， 189 可見林獻堂對於家中婦女參與公共事務抱
持積極肯定之態度。除楊水心之外，楊雪霞（林雲龍之妻）、陳淑寬（林烈堂之
妻）、林碧霞（林烈堂次女）、林呂雨（林垂明之妻）、吳素貞（林資彬之妻）
等霧峰林家女性也參與臺中婦女親睦會， 190 顯示其家風相當開放。
林獻堂本身也出席「臺中婦女親睦會」的活動，昭和 5 年（1930）年底，他
親赴臺中市民館的會場發表專題演講，講題為「婦人之天職」，認為相夫、教子、
治家、交際為婦人的四大要務，共講 90 分鐘； 191 隔年（1931）2 月，婦女親睦
會假霧峰林家開會，楊水心致開會詞後，獻堂引導與會婦女至萊園登樓拜墓，並
在考槃軒前休憩，由於尚有時間，獻堂乃談小說，講《佛國寶》一段；192 9 月該
會召開一週年總會，獻堂也出席，並以「忍耐」為題發表演講， 193 持續以行動
支持這個婦女團體。
此外，在林獻堂主導的「霧峰一新會」中，霧峰林家婦女多居要職，楊水心
為顧問，林陸龍之妻楊素英為學藝部委員，林資彬續絃妻吳素貞、林烈堂次女林
碧霞、林攀龍之妻曾珠如均曾任社會部委員。該會開設的「日曜講座」，自昭和
7 年（1932）起至昭和 11 年（1936）止，至少舉行 200 回，每週一次的講座通常
都安排一男一女兩位講員，因此女性演講者至少佔一半。女講員的講題多與婦女
議題有關，例如「現代婦人之主張」、「男女平等」、「婦女教育之必要」等，194 顯
示如林獻堂這般的開明傳統文人，不但鼓勵女性參加公眾活動，也給女性公開演講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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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人智識階級團結！臺中婦人親睦會成立〉，《臺灣新民報》333（昭和 5 年 10 月 4 日），頁 3。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頁 332；楊水心，〈楊水心
日記〉，1930 年 10 月 5 日，未刊稿。
張耀錡提供，〈昭和五年拾月七日臺中婦女親睦會發會式紀念〉相片，收於林獻堂著，許雪姬、何
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書前照片部分。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頁 415。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
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1），頁 64。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 304。
李毓嵐，〈霧峰一新會與婦女教育〉，發表於臺灣研究會主辦，「第四屆臺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
──日據時期臺灣的文化與社會運動，1921-1928」論文（臺北：臺灣研究會，2006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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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男女社交公開的拒斥
儘管傳統文人有前述觀念上之革新，然而其對婦女之衣著及在公開場合之行
為舉止仍持較為保守的看法。1930 年代是所謂「跳舞時代」，西方之社交禮儀跳
舞，也流行於臺灣。在宴會場合，隨著留聲機宣洩而出的西式音樂，男男女女相
擁起舞蔚為時尚。據報載，當時都會青年多沈醉於跳舞，大稻埕的年輕仕女每於
夕陽西斜之際，熱狂舞蹈，跳舞俱樂部、跳舞研究會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195 林
幼春描述當時舞會之情況如下：
長裙短袖大方家，楊柳隨風勢不差。更著弓彎時樣履，果然步步印蓮花。
將迎又拒雉情驕，欲集翻翔燕舞超。贏得座人心骨醉，一時迴抱沈郎腰。196
形容跳舞的女子穿著長裙短袖之服飾及高跟鞋，猶如楊柳般隨風搖擺，搖曳
生姿；同時一手抱著男性舞伴，又迎又拒，讓人看得心醉。或許因為如此，有關
參加跳舞研究會之青年男女關係淫亂的醜聞不時傳出，引起地方當局之重視。197
傳統文人因受儒家思想薰陶，對於此種社會新風尚多半持較為保留的態度。
以見多識廣、曾至歐美旅遊之林獻堂為例，昭和 2 年（1927）他曾至柏林咖
啡店之跳舞場，只見音樂一奏，男女一對一對即相擁而舞，甚至有年輕女子跳舞
時面頰倚男子之肩，忘情唇吻，令他大開眼界。尤其當時柏林婦女之服裝流行短
至膝上，跳舞時若轉身稍急，或被微風吹動，其衣裙掀起，不免春光外洩，林獻
堂覺得真是難看。 198 其後至漢堡參觀跳舞場時，竟有少女兩人來邀舞，林獻堂
因素未練習，唯有敬謝不敏，少女被拒後頗現愧赧之色。林獻堂以為西方習俗之
跳舞，皆男子主動邀請女子，少有女子求之男子者，該名少女可能因其為東方人，
又未有舞伴可共舞，故特別前來周旋，不料竟被拒絕，可能以為林獻堂看不起她。

195
196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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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市藝妓，熱狂跳舞，月謝金十五圓〉，《臺灣日日新報》11094（昭和 6 年 3 月 3 日），頁 4。
林幼春，〈跳舞詞〉，收於林幼春，《南強詩集》，頁 53。
〈跳舞場許可再調查，當局取締規則起草中，因須摩子事件一頓挫〉，《臺灣日日新報》11222（昭
和 6 年 7 月 10 日），頁 4。
林獻堂，〈環球遊記〉，收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
頁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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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林獻堂頗感過意不去，但他真的不擅舞技，也無能為力。 199
林獻堂在日內瓦與旅居當地之林小眉（1893-1940）200 聚會時，因小眉夫人 201
曾於荷蘭受高等教育，能說 5、6 國的語言，又擅長跳舞，故晚餐後同赴跳舞場。
小眉力勸林獻堂跳舞，但獻堂認為自幼所受男女授受不親之舊禮教，至今尚盤據
腦中，突然改變觀念，男女相抱於大庭廣眾之中跳舞，實無此勇氣，故自笑冬烘
而拒絕之。 202 可見林獻堂無法拋開傳統的舊觀念，接受此種西式風俗，對於學
習跳舞也毫無興趣。但長年居住歐洲之林小眉，觀念已經改變，認為跳舞只是一
般社交禮節，無須大驚小怪，其夫人也擅長跳舞。
其餘文人對於跳舞的看法，多半與林獻堂類似。林仲衡認為跳舞女子在光天
化日下，公然迴轉身軀，擁抱男伴，行為有違倫常；而跳舞場所中追求自由戀愛
之青年男女雙雙相擁起舞，在他看來就如同野鴛鴦一般。 203
張麗俊則認為男女在公開場合之行為宜遵守分際，他曾在車中遇見殷戶林尊
五與一娼女名阿好者，互相調情、頻送秋波，便斥其為「儼然一對野鴛鴦」，並
說滿車之人見兩人如此顏厚，直欲絕倒。 204 因此，他對於男女相擁起舞更是無
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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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獻堂，〈環球遊記〉，收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
頁 385；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頁 222。
林小眉：名景仁，字健人，板橋人，板橋林家第二房林爾嘉長子。終生未受正規教育，但有傲人的
詩才及通日、英、法三國語文。曾任株式會社新高銀行董事、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監事，並主持家
族企業訓眉記，後因故經營失敗，乃隨父母赴瑞士 7 年。1931 年得鄒魯之介，謁安徽省主席兼豫鄂
皖邊區剿匪總司令劉鎮華於新鄉，被任為豫陝晉邊區綏靖督辦公署上校參議。1932 年滿洲國成立後，
任外交部政務司歐美科科長。許雪姬，〈是勤王還是叛國：「滿洲國」外交部總長謝介石的一生及
其認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7（2007 年 9 月），頁 95-96。
林小眉夫人為南洋蘇門答臘橡膠王張煜南之女。莊國土，《中國封建政府的華僑政策》（廈門：廈
門大學出版社，1989），頁 258。
林獻堂，〈環球遊記〉，收於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
頁 419。
林仲衡，〈觀跳舞感作〉，收於林仲衡，《仲衡詩集》，頁 172；，其詩云：「斗大琉璃照壁光，九
宵仙樂奏霓裳。此身似入迷樓去，但見天魔舞一場。雙飛雙宿野鴛鴦，戀愛齊來跳舞場。莫羨傾城
傾國色，蓋棺同是臭皮囊。」林仲衡，〈聚英樓觀跳舞作〉，收於林仲衡，《仲衡詩集》，頁 177，
其詩云：「聚英樓畔墮鞭多，奈此張嬌李豔何。一種冶遊心各異，他人跳舞我狂歌。偎紅倚翠春光
好，醉舞奚愁玉山倒。白晝公然不怕人，迴身宛轉向郎抱。」。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水竹居主人日記（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
中縣政府文化局，2000），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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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 7 年（1932）6 月 26 日晚間，張麗俊於豐原「豐國樓」參加生平唯一
的一場跳舞會。當日他至「豐國樓」參加「沙鷗聯吟會」詩會，得知晚間有跳舞
會，便留下觀看。不料舞會開始後，張氏一見便大為駭異，因所謂跳舞會，是每
回有妙齡女子 5 人與少年男子 5 人互相攬住，在樓上進退周旋盤桓。張麗俊不禁
嘆曰：「歐洲以此跳舞為文明，男女授受且不親，似此互相擁抱，體統何在，可
謂文明極而變野蠻矣，此風何以吹入臺灣矣，若長此以進，男女不近於禽獸者幾
希矣。」 205 隨後即搖頭拂袖離去。
雖然張麗俊生性風流，鎮日與歡場女子周旋嬉戲，但男女公然擁抱起舞，他
仍認為是完全無法接受的行為，故以野蠻、禽獸等字眼斥責此種風氣。然以今日
觀點視之，張麗俊顯然對於男女關係有兩套標準。
當時臺灣都市中不乏穿著西式摩登洋裝、舉止較開放、熱中出席舞會之年輕
女性，被稱為「黑貓女」。對於黑貓女之穿著打扮，張純甫（1888-1941）形容
云：「股健裙用短，腕脆袖則寬。衣衫不嫌薄，白玉映中單。無領開襟胸，坦懷
出心肝。每蕩少年魂，亦耐眾人看。」 206 表示她們短裙低胸之裝扮，每使少年
郎心神蕩漾。張友石 207 也指責跳舞場所將二十世紀之摩登女子聚集於一堂，其
衣著暴露，「露胸襟弗捉，羅袖不須長」，恐有害於風化； 208 陳伯犀「豔看社
交態，廿紀少年狂」之詩句則譴責豔舞女子以豔粧麗服勾引年輕男性； 209 洪玉
明 210 則認為跳舞是日本之末俗，造成世風世風日下，男女舉止輕佻。 211
在傳統文人眼中裡，黑貓女無異是亡國妖孽，紛紛表達譴責之意。鄭坤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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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94-96。
張純甫，〈五月雨〉，收於黃美娥編，《張純甫全集詩集》（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8），下
冊，頁 17-18。
張友石：為創辦於 1935 年的新竹「三孝人家」詩社社員。賴子清，〈古今臺灣詩文社（二）〉，《臺
灣文獻》11: 3（1960 年 9 月），頁 90。
張友石，〈跳舞女〉，收於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後集》，頁 268。其詩云：「廿紀摩登女，風流
燦一堂。蹁躚相握手，窈窕共偎香。樂奏隨人轉，聲喧引客狂。露胸襟弗捉，羅袖不須長。」
陳伯犀，〈跳舞女〉，收於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後集》，頁 268。其詩云：「脉脉同趨附，輕盈
萃一堂。舌如鶯巧轉，掌待燕輕翔。何必垂羅袖，猶須映電光。豔看社交態，廿紀少年狂。」
洪玉明：字夢樓，臺北人。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後集》，頁 1。
洪玉明，〈跳舞女〉，收於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後集》，頁 253。 其詩云：「鬥草驚春豔，妙
齡舞細腰。珊珊迷客醉，娓娓惹魂銷。但覺風情重，罔知世道澆。瀛東傷末俗，男女尚輕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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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1959） 212 之〈黑貓女〉一詩寫道：「烏員名少女，獸化在年輕。白壁失
貞操，黃金易愛情。族分家豹類，技學野狐精。得勢添威武，胭脂虎忽成。」213
將這些時髦女性描寫成容易喪失貞操之拜金狐狸精。薛玉田 214 之看法亦然，他
有〈時世粧〉一詩傳世：「極巧窮工筆莫描，香閨舉動亦輕佻。分明鄭衛風行日，
裙襖釵細色色嬌。」215 批判這些濃妝豔抹之女子舉止輕浮，猶如鄭魏遺風再現。
由於西風東漸，許多良家婦女辮髮長垂、革履洋裙之衣著與娼妓無異，導致
清濁不分、貴賤無別，陳錫如乃大聲疾呼，良家婦女所衣之服、所飾之裝須與娼
妓相反。 216 王則修也對居家婦人和深閨少女，「與妓女鬥新妝，競翻入時之花
樣；與娼婦爭嬌豔，徒為媚世之妖狐」之現象深感憂慮，提出建議：「故今日者，
欲端婦人之風化，革女界之陋習，必自為夫者戒其婦，使之長短合度，勿為妖冶
之可羞；為父者斥其女，使之寬窄合宜，勿為冶容之可醜。」 217 然而，傳統文
人之呼聲仍難以抵擋社會之時尚。
此外，不少傳統文人反對戀愛結婚。1920 年代以降，臺灣不少具有留學經驗
的新知識份子，在日本接觸到從明治初期以來由歐美東傳的戀愛思潮，而主張自
由戀愛。 218 彭華英基認為，兩性之解放與互相理解，是產生和諧家庭與理想社
會之前提條件。因此承認女性之人格，解放她們，提倡基於戀愛的自由結婚是當
務之急。 219 陳崑樹主張，未基於戀愛所建立之家庭，會產生家庭不合、痛苦等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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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坤五：字友鶴，號虔老、駐鶴軒主人。乙未之役時，隨父返回故鄉福建漳浦，畢業於漳浦中學，
父亡後，舉家返臺，居於鳳山九曲堂。1902 年任臺南地方法院鳳山出張所通譯，1920 年任大樹庄庄
長，1924 年離職。1924 年 6 月以「雞聲茅店月」畫作在東京榮獲第五回日本畫會主辦東洋藝術院賞
金牌。曾主編《臺灣藝苑》、《光復新報》、《原子能新報》等刊物，1944 年出版《鯤島逸史》，
為以臺灣歷史為主軸的章回小說。戰後 1946 年任省立高雄第一中學國文科教師，也任教省立屏東女
中，1950 年退休。林翠鳳，〈鄭坤五及其《九曲堂詩集》初探〉，收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日
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頁 37-51。
鄭坤五，〈黑貓女〉，收於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頁 410。
薛玉田：字種藍，屏東人。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前集》，作者姓名錄。
薛玉田，〈時世粧〉，收於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前集》，頁 187。
陳錫如，〈婦女服裝分別論〉，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卷 5，收於黃哲永、吳福助主
編，《全臺文》，第 34 冊，頁 704-705。
王則修，〈婦女服裝分別論〉，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卷 5，收於黃哲永、吳福助主
編，《全臺文》，第 34 冊，頁 700-701。
洪郁如，《近代臺灣女性史：日本の植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東京：株式會社勁草書房，
2001），頁 186-187。
彭華英，〈臺灣に婦人問題があるか〉，《臺灣青年》1: 2（1920 年 8 月），頁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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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而家庭失和會影響到個人工作之效率，進而導致民族全體之不幸。因此各
種社會改造，應從改革因襲傳統之婚姻開始。 220 不過，傳統文人的想法卻與新
知識份子不盡相同。
吳鴻森指出，西方由於風俗和家族組織與東方不同，人人具備獨立之精神，
故能經由戀愛而自由結合，但東方則不然。男女交往時「往來之情書，滿口之吾
愛，自動車中之跟隨，學校門外之站班，藉公園為桑間濮上，以旅館作花燭洞房，
怪狀奇形，見之令人作嘔。」若結婚徒講自由，實啟淫亂之風，公妻團和多夫會
必將創設成立。 221 筆名漢橋者也認為，王化起自家庭，結婚一旦自由，則家庭
制度先壞，來日有不堪設想之虞。且男女自為配合，如牝牡相誘，何以異於動物
乎？ 222 張純甫認為近來青年多仿效西歐，提倡自由戀愛，但是女性往往受到欺
瞞，還是父母之命及媒妁之言比較安全。 223 作詩曰：「青年比比襲西歐，戀愛
精神醉自由。有力黃金尚無力，勸君此後莫輕投。」 224 勸告青年切莫效法西歐
風氣而自由戀愛。
林獻堂對於自由戀愛也有所保留，林紀堂（1874-1922）三子林松齡與其妻
神長倉敏子雖因戀愛而結合，但兩人之長子林慎一發燒時，敏子竟可以棄之不
顧，而外出與男子飲酒行樂，甚且聽說夜間招男子來其宅已不止一次，故林松齡
決定要離婚。225 兩人於 1938 年 9 月 21 日辦妥離婚手續，敏子取得 7,000 圓贍養
費後，同意斷絕與林松齡及所生二子之一切關係。 226 對此林獻堂感慨再三，嘆
道：「噫！自由結婚之結果亦如是也。」 227 「噫！自由戀愛，自由結婚，自由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陳崑樹，〈婚姻を論ず〉，《臺灣青年》3: 1（1921 年 7 月），頁 38-40；陳崑樹，〈根本的婚姻革
新論〉，《臺灣青年》3: 5（1921 年 11 月），頁 37。
吳鴻森，〈自由結婚之得失論〉，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卷 7，收於黃哲永、吳福助
主編，《全臺文》，第 35 冊，頁 971-972。
基津一漢橋，〈論自由結婚之得失〉，黃臥松編，《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卷 7，收於黃哲永、吳
福助主編，《全臺文》，第 35 冊，頁 968-969。
張純甫，〈五月雨〉，收於黃美娥編，《張純甫全集詩集》，下冊，頁 17-18。
張純甫，〈聞小魯兄如夫人端午日服毒自殺賦此吊之並慰小魯〉，收於黃美娥編，《張純甫全集詩
集》，下冊，頁 52。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 223。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頁 234、239。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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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使人感慨無量。」 228 言下之意還是媒妁之言較牢靠。
不過，並非所有文人觀念均如此保守，署名寄客者便認為自由戀愛是天生自
然之事，反而批評當時社會存在的婚姻論財及將新娘當成商品買賣之現象，其詩
曰：「自由戀愛本先天，何事姻婚計論錢。惡習未除人事苦，大安兌販擬三千。」229
女性文人詩人蕭金珠、石中英更是嚮往自由戀愛之浪漫。蕭金珠詠道：「兩人意
愛卻黃金，惟有真誠情自深。請看鴛鴦雙此翼，白頭到老不僥心。」 230 認為惟
有自由戀愛才有真誠的愛情，兩人方能比翼雙飛、白頭偕老。石中英曾與鹿港詩
人陳子敏（1887-?）231 結婚，但因子敏風流薄倖，遂決定掙脫婚姻枷鎖，主動發
佈離婚訊息，其後不畏世俗眼光與小她 11 歲的呂伯雄交往，兩人引以為知音，
最後結為夫妻，展現其勇於追求自身幸福的新女性作風。 232 筆名騰飛者即讚其
「生來巾幗冠英豪，動地驚天意氣高。」 233
由前可知，傳統文人雖鼓勵女性就學、就業和參與公眾活動，但仍認為男女
之間宜保持適當距離，女性的裝扮也不宜冶艷暴露。因此，對於男女社交、自由
戀愛等社會風氣多採取排斥的態度，甚至視之為毒蛇猛獸，並未隨時代的進步而
改變，在開放中仍有較為保守的一面。

五、結論
傳統文人最初大多以傳統道德標準要求女性，認為三從四德是賢內助必備之
條件，同時，夫死之後必須守節，不幸遭辱須以身殉。因此，具備貞、孝、節、
烈德行之女子常成為其歌頌之對象。然而傳統文人本身卻三妻四妾，且以出入風
月場所為風雅，詩會時不乏藝妓侑酒助興，在其作品中常見歌詠藝妓之豔詩，男
女雙方地位相差懸殊。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頁 239。
寄客，〈人身買賣〉，《臺南新報》8016（大正 13 年 6 月 15 日），頁 5。
蕭氏金珠，〈自由戀愛〉，《詩報》114（昭和 10 年 10 月 1 日），頁 8。
陳子敏：鹿港人，為施梅樵門生，鹿江詩會、大冶吟社成員。顏育潔，〈石中英、呂伯雄其人其詩
探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語言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18。
顏育潔，〈石中英、呂伯雄其人其詩探究〉，頁 18-24。
騰飛，〈送別儷玉女士渡廈有感〉，《詩報》60（昭和 8 年 6 月 1 日），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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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至 1920、30 年代，由於受到現代思潮的影響，臺灣社會瀰漫著文化啟蒙、
改革陋習、打破傳統的意識與聲浪，婦女解放運動開始出現，不少新知識份子開
始關注婦女議題，在此種氛圍下，傳統文人的視野更為開闊，女性觀也出現轉變。
他們漸次體認女子受教育的重要，家中之年輕女性遂能接受新式教育；並提倡男
女平等，檢討納妾蓄婢、詩會召妓陪酒之舊習；也認同職業婦女及擅長運動之女
性，開明如林獻堂者甚至資助女性文人，並鼓勵家中女性參與公眾活動。
然而，傳統文人是一個龐雜的群體，雖對漢文有共同的熱愛，但思想觀念仍
存在個別差異，有人較進步，有人較為保守，例如同為櫟社中人的張棟梁和陳懷
澄仍抱持男女不平等之觀念。同時，為文論說與實際行為之間仍存在落差，因此
納妾、出入風月場所的習慣並未隨之淘汰，直至戰爭時期舉辦的詩會仍可見藝妓
侑酒。例如 1943 年 7 月 16 日，林獻堂組織之「金曜會」 234 舉行定期聚會，櫟
社友人傅錫祺、吳子瑜、張棟梁、張賴玉廉以來賓身份出席，晚餐作擊鉢吟時，
即請藝妓豔紅前來侑酒唱曲。 235 其次，傳統文人對於衣著西化、舉止較開放之
摩登女性仍多持負面看法；跳舞等社交場合中之男女肢體接觸也被其視為有違風
化，對於自由戀愛也不表贊成。
此外，贊成女子受教育、主張男女平等者，仍大多固守傳統男主外、女主內
之觀念，認為女子讀書後方能有良好之婦德，才能興國齊家、強國強種，在此基
礎上即可尊重其人格，並非鼓勵女子與男子齊頭並進，在社會上一爭雌雄。此種
看法一如中、日、韓三國之知識份子，當國家面臨加入近代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之
課題時，認知到惟有新式婦女之參與方能建立現代化之國家。不過，他們期待的
新式婦女角色卻是以優秀母親的身份來撫養並教育兒女，以培養良好國民之「賢
妻良母」，因此才重視婦女教育，藉以灌輸婦女足夠教育兒女之知識與教養。236
234

235
236

金曜會：由林獻堂邀集林家子弟、使用人和對詩學有興趣者組成的團體，1943 年 3 月 5 日第一次集
會，原名「漢詩習作會」，因於每週五定期聚會，又稱「金曜會」。成員包括林春懷、王寶書、林
金生、林培英、林資瑞、蔡柏樑、莊銘瑄、林正昌、楊天佑、高春梅等人。以讀書和作詩為主，所
讀之書為《史記》各列傳。會員並立規約，規定每週集會時交出詩作，最少一首，違者須出金 1 圓
以作會費。此會共進行 33 回，同年 10 月 22 日最後一次集會後解散。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
園先生日記（十五）一九四三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8），頁
89、354。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五）一九四三年》，頁 249。
陳姃湲，《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份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頁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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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觀念以今日眼光視之，可謂拘泥於性別刻板印象而有其侷限。
總結而言，日治時期傳統文人的女性觀雖有較為狹隘之處，但已出現不少進
步的新思維，因此，傳統文人是一個隨著時代演進而調整自己步伐的群體，具有
相當的現代性，絕非是過去刻板印象中迂腐、守舊的頑固份子。

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女性觀

123

引用書目
〈林癡仙日記〉，未刊稿。
〈楊水心日記〉，未刊稿。
《三六九小報》，昭和 8 年。
《風月報》，昭和 10 年。
《詩報》，昭和 8、10、12、17 年。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0 年。
《臺南新報》，大正 13 年、大正 15 年。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0 年、昭和 6、10 年。
《臺灣民報》，大正 13 至 15 年。
《臺灣青年》，大正 9 至 10 年。
《臺灣新民報》，昭和 5 年。
國立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鄭貞女輓詩》（出版不祥）。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國語傳習所明治三十年年末報告書」，《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明治 31 年，
15 年保存。
中國大百科全書編輯部（編）
1994

《中國大百科全書》。北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王建竹（主編）
1976

《臺中詩乘》。臺中：臺中市政府。

王振勳
2004

〈櫟社詩人的社會意識與女性態度之研究〉，《朝陽人文社會學刊》2(1): 1-35。

2008

《林獻堂的社會思想與社會活動新論》。臺北：稻田出版有限公司。

王達德
1996

《瘦鶴詩書集》。臺中：九荷山房。

石中英（撰）、呂伯雄（編）
1992

《芸香閣儷玉吟草》。臺北：龍文出版社。

江寶釵（編）
2000

《張李德和詩文集》。臺北：巨流圖書公司。

李毓嵐
2006

〈霧峰一新會與婦女教育〉，發表於臺灣研究會主辦，「第四屆臺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日
據時期臺灣的文化與社會運動，1921-1928」論文。臺北：臺灣研究會。

卓意雯
1993

《清代臺灣婦女的生活》。臺北：自立晚報社。

林幼春
1992

《南強詩集》。臺北：龍文出版社。

124 臺灣史研究•第十六卷第一期
林玉書
1992

《臥雲吟草》。臺北：龍文出版社。

林仲衡
1992

《仲衡詩集》。臺北：龍文出版社。

林柏維
1993

《臺灣文化協會滄桑》。臺北：臺原出版社。

林淑慧
2007

〈女體與國體：論謝雪漁之「日華‧英雌傳」〉，《中國文學研究》24: 119-152。

林博正（主講）、林蘭芳（紀錄）
2006

〈說我霧峰林家〉，《臺灣文獻》57(1): 73-95。

林翠鳳
2000

〈鄭坤五及其《九曲堂詩集》初探〉，收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
論文集》，頁 37-51。臺北：文津出版社。

林癡仙
1992

《無悶草堂詩存》。臺北：龍文出版社。

林麗月
1998

〈孝道與婦道：明代孝婦的文化史考察〉，《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6: 1-29。

林獻堂（著），許雪姬、何義麟等（編）
2001

《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林獻堂（著），許雪姬、呂紹理等（編）
2003

《灌園先生日記（六）一九三三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林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
2003

《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林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
2001

《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林獻堂（著），許雪姬等（編）
2000

《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2001

《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2004

《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2004

《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2004

《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2004

《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2008

《灌園先生日記（十五）一九四三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林獻堂先生紀念集編纂委員會（編）
1974

《林獻堂先生紀念集卷二遺著》。臺北：文海出版社。

林耀亭
1992

《松月書室吟草》。臺北：龍文出版社。

邱旭伶
1999

《臺灣藝妲風華》。臺北：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女性觀

125

施梅樵
2001

《梅樵詩集》。臺北：龍文出版社。

施懿琳
1997

〈由反抗到傾斜：日治時期彰化文人吳德功身份認同之分析〉，《中國學術年刊》18: 317-344。

2000

《從沈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

施懿琳、楊翠
1996

《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彰化：彰化縣立文化中心。

洪郁如
2000

〈日本統治初期士紳階層女性觀之轉變〉，收於若林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論
文集》，頁 255-281。臺北：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

2001

《近代臺灣女性史：日本の植民統治と「新女性」の誕生》。東京：株式會社勁草書房。

張淑玲
2003

〈臺灣南投地區傳統詩研究〉。臺北：私立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論文。

張靜茹
2006

《上海現代性．臺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臺北：稻鄉出版社。

張麗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
2000

《水竹居主人日記（一）》。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政府文化局。

張麗俊（著），許雪姬、洪秋芬、李毓嵐（編）
2002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政府文化局。

2002

《水竹居主人日記（六）》。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政府文化局。

2004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政府文化局。

2004

《水竹居主人日記（九）》。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政府文化局。

2004

《水竹居主人日記（十）》。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政府文化局。

莊國土
1989

《中國封建政府的華僑政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莊嵩
1992

《太岳詩草》。臺北：龍文出版社。

許雪姬
2005

〈張麗俊生活中的女性〉，收於臺中縣政府文化局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頁 69-121。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

2005

〈霧峰一新會的成立及其意義〉，收於臺中縣政府文化局編，《中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論

2007

〈是勤王還是叛國：「滿洲國」外交部總長謝介石的一生及其認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文集》，頁 9-16。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
究所集刊》57: 57-117。
2008

〈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女性日記：由陳岺、楊水心日記談起〉，《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16:
227-250。

許雪姬（編）
1998

《霧峰林家相關人物訪談紀錄》，下厝篇。臺中：臺中縣立文化中心。

126 臺灣史研究•第十六卷第一期
許雪姬（總編纂）
2005

《續修澎湖縣志卷十四人物志》。澎湖：澎湖縣政府。

連橫（編）
1977

《臺灣詩薈》。臺北：成文出版社。

陳姃湲
2005

《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女教育：知識份子對「賢妻良母」的改造》。臺北：稻鄉出版社。

陳素雲（編）
2006

《林維朝詩文集》。臺北：國史館。

陳黃金川
1991

《金川詩草》。臺北：陳啟清先生慈善基金會。

陳黃金川（著）、鄭文惠等（評註）
1997

《金川詩草百首鑑賞》。臺北：文史哲出版社。

陳漢光（編）
1971

《臺灣詩錄》。臺中：臺灣省文獻委員會。

傅錫祺
1992

《鶴亭詩集》，上冊。臺北：龍文出版社。

曾孝雲（編）
2006

《東寧擊鉢吟前集》。臺北：龍文出版社。

2006

《東寧擊鉢吟後集》。臺北：龍文出版社。

曾迺碩
1997

《連橫傳》。南投：臺灣省文獻委員會。

曾迺碩（總纂）、王國璠（編纂）
1988

《臺北市志卷九人物志賢德篇》。臺北：臺北市文獻委員會。

游鑑明
1988

《日據時期臺灣的女子教育》。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

2000

〈日治時期臺灣學校女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 1-75。

黃水沛
1992

《黃樓詩》。臺北：龍文出版社。

黃臥松（編）
1931

《彰化崇文社十五週年紀念圖》。嘉義：蘭記書局。

黃臥松（編）
2006

《百期彙刊崇文社文集》，收於黃哲永、吳福助主編，《全臺文》，第 32-35 冊。臺中：文聽
閣。

黃洪炎（編）
1940

《瀛海詩集》。臺北：臺灣詩人名鑑刊行會。

黃美娥
2001

〈日治時代臺灣遺民詩人的應世之道：以新竹王松為例〉，收於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論文集編
輯委員會編，《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論文集》，頁 233-260。臺北：樂學書局。

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女性觀

127

2003

〈帝國魅影：櫟社詩人王石鵬的國家認同〉，《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4: 222-246。

2004

〈二十世紀初期臺灣通俗小說的女性形象：以李逸濤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作品為討論對
象〉，《臺灣文學學報》5: 1-48。

2004

《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北：麥田出版社。

2006

〈差異╱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1895-1937）〉，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8: 81-119。

2007

《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論》。臺北：國立編譯館。

黃美娥（編）
1998

《張純甫全集詩集》，下冊。新竹：新竹市立文化中心。

新高新報社
1937

《臺灣紳士名鑑》。臺北：新高新報社。

楊雲萍
1993

〈無悶草堂詩存未收作品舉略〉，收於楊雲萍，《南明研究與臺灣文化》，頁 596-597。臺北：
臺灣風物雜誌社。

楊翠
1993

《日據時期臺灣婦女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臺北：時報文化出
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葉榮鐘
1995

《臺灣人物群像》。臺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廖振富
1996

〈櫟社三家詩研究：林癡仙、林幼春、林獻堂〉。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論文。

廖毓文
1956

《謝介石與王香禪》。臺北：南華出版社。

臺灣新民報社（編）
1937

《臺灣人士鑑》，昭和 12 年版。臺北：臺灣新民報社。

蔡依伶
2007

〈從解纏足到自由戀愛：日治時期傳統文人與知識份子的性別話語〉。臺北：國立臺北教育大
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蔡罔甘
2001

《旨禪詩畫集》。臺北：龍文出版社。

蔡培火（著）、張漢裕（編）
2000

《蔡培火全集（一）家世生平與交友》。臺北：吳三連臺灣史料基金會。

鄭喜夫
1997

《連雅堂傳》。臺中：臺灣省文獻委員會。

鄭虛一
1992

《虛一詩集》。臺北：龍文出版社。

鄭鵬雲（編）
1981

《師友風義錄》。臺北：廣文書局。

128 臺灣史研究•第十六卷第一期
盧德嘉
1960

《鳳山縣采訪冊》，臺灣研究叢刊第 73 種。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

興南新聞社（編）
1943

《臺灣人士鑑》，昭和十八年版。臺北：興南新聞社。

賴子清
1960

〈古今臺灣詩文社（二）〉，《臺灣文獻》11(3): 74-100。

賴子清（編）
1935

《臺灣詩醇》。臺北：蘭記書局。

賴志彰（編撰）
1989

《臺灣霧峰林家留真集：近、現代史上的活動 1897-1947》。臺北：自立報系文化出版部。

賴柏舟（編）
1951

《鷗社藝苑初集》。嘉義：鷗社。

賴紹堯
2001

《悔之詩鈔》。臺北：龍文出版社。

賴彰能（編纂）
2004

《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嘉義：嘉義市政府。

濟南基督長老教會
1996

〈故高林關關女士告別禮拜〉。臺北：濟南基督長老教會。

環鏡樓主人
1920

《環鏡樓唱和集》。臺北：臺灣日日新報社株式會社。

謝金蓉（編）
2005

《蔡惠如和他的時代》。臺北：國立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謝國興
2002

《亦儒亦商亦風流陳逢源（一八九三～一九八二）》。臺北：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鍾義明
1992

《臺灣的文采與泥香》。臺北：武陵出版社。

顏育潔
2004

〈石中英、呂伯雄其人其詩探究〉。高雄：國立中山大學中國語言學系研究所碩士論文。

魏秀玲
2005

〈蔡旨禪及其《旨禪詩畫集》研究〉。臺北：國立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碩士論文。

蘇秀鈴
2001

〈日治時期崇文社研究〉。彰化：國立彰化師範大學中國文學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

鷹取田一郎
1916

《臺灣列紳傳》。臺北：臺灣總督府。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Vol. 16, No. 1, pp.87-129, March 2009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Notions of Female Held by Traditional Literati
in Coloni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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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late 1920s, self-awareness began to sprout among the female in
Taiwan. As a result, more and more women joined the labor force an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started to take root. Traditional literati commonly
held a stereotypical image of female as being deeply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and hence,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How such perspective changed and evolved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new era merits further exploration.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notions of female held by traditional literati as expressed in their poems, prose
and diaries.
Traditional literati inherently expected high moral norms from female, often
eulogizing virtuous women of chastity, filial piety, integrity and courage; while
they themselves kept concubines and mistresses and frequented brothels, showing
double standards.
From the 1920s, their notions of female gradually became more advanced.
They began to emphasize female education, advocate gender equality, recognize
the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female, support physical education among female,
honor female literati, and encouraged female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activities.
Nevertheless, there was still discrepancy among the literati, with the majority still
clinging to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the male is the breadwinner, the female is the
homemaker”. They adhered to the belief that the objective of female education
was to turn them into “capable wives and good mothers” and the purpos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mong female was for them to produce healthy children. Such
notions revealed that their perspectives still remained narrow and confined.
Keywords: Traditional Literati, Notions of Female, Lin Hsien-tang, Chang Li-jun,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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