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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倫理課程中之性騷擾與多元性別議題探討
- 以案例式教學為例
陳秀峯 ∗ 長榮大學兼任副教授

摘要
由於在通識教育中心開「職場倫理」課程多年，及曾在企業管理學系上過「企
業倫理」課程，思考以案例及議題方式進行「職場倫理」、「企業倫理」教學。
因性騷擾事件隨時隨地發生於社會上任何角落，其中尤其是發生在工作場所的案
例，常是上司以其優勢地位對下屬提出性或與性有關之要求，下屬為了生計，有
不得不屈服的情形。因此關於工作場所中的性騷擾問題潛藏著何種倫理問題，及
該如何面對、處理它，是不能忽略的性騷擾議題。然而基本上工作場所性騷擾屬
於職場內人力資源倫理範疇，無論是職場倫理或企業倫理課程都應將工作場所性
騷擾議題列入課程單元中，使修課學生對該相關議題有所瞭解，將來一旦進入職
場，如遭遇到性騷擾問題，才知道如何應對。又近年來社會對多元性別有對立的
論爭、有許多的迷思，在「職場倫理」課程中安排相關演講，透過講師與學生就
案例的對話，讓學生多瞭解該議題。本文先鳥瞰工作場所性騷擾議題、職場(或企
業)倫理教學重點，再檢視學生對個案與影片教學之課後回應，以檢視安排該等議
題為課程內容之必要性。
關鍵字：職場倫理、企業倫理、個案教學、性騷擾、多元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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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倫理課程中之性騷擾與多元性別議題探討-以案例式教學為例

Discussion on Sexual Harassment and Gender Diversity Issues in
Workplace Ethics Course - Taking Case Study Teaching for Example
By Show-Feng Chen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Abstracts
As teaching “Workplace Ethics” at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for many years and
“Business Ethics” at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for one year, case and issue
teaching were thought about and taken. As cases of sexual harassment occur almost anywhere,
they also happen all the time in the workplace. Among those cases, usually the boss took
advantage of his/her power to make sex or sex-related requests to his/her subordinates. For
making a living, subordinates often had to yield to the said requests. Therefore, how to confront
and deal with the issues of workplace sexual harassment is an issue could not be ignored. Then,
since workplace sexual harassment is involved in human resources ethical issues in the
workplace, and for the purpose that students could know and deal with the said issues in the
future workplace, workplace sexual harassment issue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curriculum of
Workplace Ethics courses and Business Ethics courses.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heated
controversy between the pro- Gender Diversity and the anti- Gender Diversity in our society,
and there are many myths too. In the "Workplace Ethics" course, lecture was arranged to let
students know the said issue more through dialogues between the lecturer and the student on the
cases. For the purpose of reviewing the need to arrange these issues for the course content, this
paper will overview issues on workplace sexual harassment and the teaching points of
Workplace Ethics and Business Ethics, then view the teaching situation of the said courses,
which included workplace sexual harassment cases and gender diversity discussions, and with
the aids of videos.

Keywords: Workplace Ethics, Business Ethics, Case Teaching, Sexual Harassment,
Gender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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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言
由於在通識教育中心講授「職場倫理」課程多年，及曾在企業管理學系講授
「企業倫理」的課程，思考以案例及議題方式進行「職場倫理」、「企業倫理」
教學，透過案例讓學生較易掌握主題，經過對話、討論，使學生較易瞭解重點。
又由於性騷擾事件隨時隨地在社會上及工作場所發生，尤其發生在工作場所的案
例中，很明顯地存在著權力不對等關係，常有上司以其優勢地位對下屬提出性或
與性有關之要求，作為下屬能夠繼續工作或升遷等之條件，下屬為了生計，不得
不屈服於上司的予取予求、不敢聲張求援，直至忍無可忍時才爆發出來的情形。
雖然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可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處理，但其前端問題即關於工作
場所性騷擾問題潛藏著何種倫理問題，及其後端問題即在事件發生之後，該如何
面對、處理它，是工作場所性騷擾議題所不能忽略的層面。
然而基本上工作場所性騷擾議題屬於職場內人力資源倫理範疇，無論是職場
倫理或企業倫理都必須面對倫理的相關問題，故應將工作場所性騷擾議題列入課
程單元中，以使修課學生對該相關議題有所瞭解，將來一旦進入職場，如遭遇到
性騷擾問題，才知道如何應對而不至於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
又因近年社會上對於多元性別議題，有嚴重對立的意見衝突與存在著對多元
性別的迷思，而特地在「職場倫理」課程中安排一次「多元性別與媒體再現」演
講，演講的進行方式亦是藉由討論個案與影片內容、分析其可能的形成原因，讓
學生有機會進一步認識多元性別。
本文以性騷擾議題為主軸，穿插多元性別議題，在文獻回顧之後，先鳥瞰工
作場所性騷擾議題、職場(或企業)倫理教學重點，再檢視學生對個案與影片教學之
課後回應，以檢視在職場倫理或企業倫理課程中安排性別相關議題之必要性。

3

陳秀峯

職場倫理課程中之性騷擾與多元性別議題探討-以案例式教學為例

貳、文獻回顧
一、職場倫理、企業倫理相關文獻
關於在職場中的倫理，邱茂城、王昭明、吳育昇指出「倫理」就是人與外界
之間的關係，亦即「應該如何做人或生活」的一切理想、原則及實踐 1；凡是有人
的地方，就有倫理存在的必要，倫理是一種傳承，它可維繫人際關係，可說明做
人的本分為何，也可使做事更有效率；倫理常與道德相提並論，二者皆為行為規
範的準則，且皆為社會安定的基礎及社會進化的根源，倫理乃人際互動應遵循之
規範，道德則係個人是非善惡判定之標準；法律亦屬行為之規範，係為維持社會
秩序而設，乃最低限度之道德，法律須明確而有共識，並具有強制性。職場倫理
是個人在職場工作時，對自己、對他人、對社會大眾及對工作本身所應遵循的行
為準則與社會規範。一個具有良好專業道德教養的人，應具有一般道德教養，並
對自己的專業工作領域，所涉及的倫理議題，有相當的認識。職場倫理受到重視
是近幾年的事，在1990年代後期，因社會環境變遷劇烈，在社會上，職業道德之
表現不如往昔，又因職業分工細密、專業程度增高，許多職業除專業技術外，尚
須兼具相關的道德內涵，故各大學開始關注專業倫理教育的內涵。又關於職場倫
理，丁志遠認為在現代的工商社會中，每個人都需要工作，凡在工作場合，就會
有職場的應對與職場的關係，就稱為「職場倫理」，亦可謂是職場中之人際關係 2。
就企業倫理之內涵，陳勁甫、許金田認為企業倫理基本上是一種人際或群際
間的適當行為規範，其表現在企業管理者對待利害關係人的決策準則或管理哲
學 3。「倫理」係指依倫理與正義為標準，判斷人類行為舉止的是與非，而「企業
倫理」則是擴充此等判斷標準之範圍，使其包含社會期望、公平競爭、人際關係
的運用、社會責任的意義、顧客權益的程度等。「企業倫理」是組織中引導決策

1
2
3

邱茂城、王昭明、吳育昇，《職場倫理與就業力》，頁 1。
丁志遠，《企業倫理》，頁 247。
孫震、許士軍審訂，陳勁甫、許金田著，《企業倫理-內外部管理與個案》，頁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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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行為之指導原則，亦是個人倫理道德的延伸，將倫理道德的規範應用在商業情
境中，以倫理道德的觀點來分析商業活動中所發生之問題。企業倫理之範疇與議
題可歸納為社會、企業及個人等三層面，在個人層面，探討個體在商業環境中之
道德行為與倫理決策取向，在企業層面，注重與內外部直接關係人之互動模式及
營運管理之倫理關係，在社會層面，則著重於與外部間接關係人的互動模式及倫
理關係，包政府、社區、環境、利益團體、媒體等 4。吳永猛、陳松柏，林長瑞也
提出「企業倫理」指的是正確及適當的企業行為 5，可分內、外兩大部分 6，企業內
部倫理指企業體內之個人行為的善惡基準，企業外部倫理則是在企業社會中，彼
此往來的道德規範。
就職場或企業倫理是否可以訓練傳授，Lida K. Treviño、Katherine A. Nelson
提出兒童及青年所發展的道德判斷，是經由與同儕、父母及其他具深厚影響力的
人際間之複雜社會化互動過程而來，此一發展至少持續到初期的成年期，事實上
研究發現20到30歲的青年人之倫理道德發展教育階段，比20歲以下年輕人更具有
倫理道德分析能力，因此對於受過專業訓練的員工，仍有機會影響其倫理道德分
析能力 7。對於企業倫理之教育目標，蕭武桐舉出畢曉普(T.R.Bishop)教授認為有四
項主要目標：(一)須提供學生企業倫理基本知識，包含倫理、道德及價值的觀念，
及倫理在企業世界的實務關係，(二)發展學生在一般或特定企業功能的認知能力，
參與在企業行動及決策時倫理應用的能力，(三)使學生能將倫理整合至問題解決與
決策的途徑，(四)使學生面臨多元角色責任與不同價值組合時，有認知及解決衝突
的能力 8，他認為企業倫理的教育是人文的教育及培養學生面對兩難困境時，有解
決問題的能力。
自前揭文獻可知「職場倫理」與「企業倫理」同樣是由「倫理」衍生而來，

4
5
6
7

8

同註 3，頁 12-13。
吳永猛、陳松柏，林長瑞合著，《企業倫理-精華理論及本土個案分析》，頁 7。
同註 5，頁 8。
Lida K. Treviño、Katherine A. Nelson 著，簡俊成譯，《企業倫理(第四版)MANAGING
ABUSINESS ETHICS(4/e)》，頁 16。
蕭武桐，《企業倫理-理論與實務(第二版)》，頁 3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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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有不同的著重層面，「職場倫理」以個人為重心，側重於個人在職場上，對自
己、對他人、對社會大眾及對工作本身所應遵循的行為準則與社會規範；「企業
倫理」則以企業為中心，其係組織中引導決策與行為之指導原則，將個人倫理道
德的規範應用在商業情境中，以倫理道德的觀點來分析商業活動中所發生之問
題，其範疇與議題可歸納為社會、企業及個人等三層面。二者同源異其偏重面向，
皆為可訓練傳授者，尤其有機會影響20到30歲的青年人的倫理道德分析能力，使
其能將倫理整合至問題解決與決策的途徑、增加其認知與解決衝突的能力，因此
探討該等倫理教學有其必要性與意義。

二、工作場所性騷擾等相關文獻
對於性騷擾是倫理道德議題，Lida K. Treviño、Katherine A. Nelson提出在大多
數情形，性騷擾都與浪漫無關，而是關於權力與公平的問題 9，因性騷擾不公平地
使工作滿意、人員的升遷與去留等，受到工作能力以外的因素之影響，故它是道
德層面的議題。John Fraedrich、Linda Ferrell、O.C.Ferrell指出與性騷擾有關的最主
要倫理議題是雙重關係（dual relationship）
，及不符合倫理的雙重關係（unethical dual
relationship）10，前者為擁有個人、親密及/或性關係的雙方，彼此間還有工作上的
關係，後者則是該段關係具有導致直接或間接利益衝突的潛在能力，或專業判斷
受到影響的風險。
就職場中的性騷擾之影響，陳勁甫、許金田表示隨著時代進步及兩性受教權
之平等與普及，女性投入職場之比例逐年增加，兩性平權議題引起關注與討論，
其中職場性騷擾事件最受矚目 11，因該種事件將對被害人、雇主、事業單位及整個
社會都有負面影響。
關於職場性騷擾之樣態，凱瑟琳‧麥金儂（Catharine A. MacKinnon）提到職

9

同註 7，頁 85-86。
John Fraedrich、Linda Ferrell、O.C.Ferrell 著(2014)、楊政學、俞慧芸編著(2015)，《企業倫理：
倫理決策訂定與案例(初版)》，頁 88。
11
同註 3，頁 15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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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性騷擾其實是結構問題，而不是個人問題。婦女受到性騷擾的經驗大約可分成
兩種形式，而兩者在界定上及實際工作環境中都有重疊的部分，第一種稱為「交
換條件式」（Quid Pro Quo），如被害女性對性騷擾屈從，即可藉此換得工作機會
的保障；第二種則是性騷擾已成為長期存在的一種「工作狀況」（a condition of
work），亦即敵意性工作環境 12。楊茹憶在1999年第四屆婦女國是會議也提到職場
性騷擾常見樣態，有性的交換、敵意的工作環境、性的循私、非公司員工的性騷
擾四種，根據台北市上班族協會的調查，(一)受訪的女性上班族中的51.9%表示完
全沒遇到職場性騷擾，0.9%回答經常發生，16.2%是偶而遇到；(二)另1.7%的受訪
男性上班族表示經常遇到性騷擾，58%是未曾發生過；(三)回答其服務單位有防範
性騷擾的規定者為12.4% 13。又，根據1111人力銀行最近的調查 14發現過半的上班
族(50.7%)曾經遭遇過職場性騷擾，經交叉分析性別發現，(一)依性別觀之，有6成8
女性在職場遭遇過性騷擾，男性則有近2成遭到職場性騷擾；(二)性騷擾的類型，
以有意的碰觸(67.6%)、言語騷擾(61.5%)比例最高，其次是侮辱、歧視態度與行為
(35.5%)、被盯著看(31.5%)及摟肩摳手(25.6%)；(三)發生性騷擾的地點，以辦公空
間(60.6%)最多，其次是公開場合(24.7%)，第三則是密閉式場所(16.0%)；(四)發生
性騷擾的時間場域，則以上班時間(65.7%)最多，其次才是下班以後(12.4%)和外出
洽公(6.8%)；(五)出手騷擾的人，以同事(33.0%)、老闆(22.7%)、直屬主管(14.5%)
比例最高。
就婦女對性騷擾經驗的親身感受，楊惠娣指出就像被強暴的婦女一樣，性騷
擾受害女性也會因而感到羞辱、被貶損、羞恥、窘迫、覺得自己低賤及憤怒難平，
稱為「被性騷擾症候群」
（Sexual Harassment Syndrome）15。台灣婦女資訊網就「女
12

13
14

15

凱瑟琳‧麥金儂著（1979）、賴慈芸、雷文玫、李金梅譯（1996），《性騷擾與性別歧視—職
業女性困境剖析》，頁 49、56-75。
楊茹憶，〈職場中的性別歧視與性騷擾〉，《第四屆婦女國是會議論文集》，（1999 年）。
1111 職場新聞，〈5 成上班族遭職場性騷擾 4 成 6 受害者隱忍〉，
https://university.1111.com.tw/zone/University/discussTopic.asp?cat=University&id=135698
（visited 2018.11.26）。
楊惠娣，〈性騷擾受害者之身心創傷症候群〉，【台灣法律網】（2002/7/3），
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area=free_browse&parent_path=,1,657,
&job_id=1890&article_category_id=277&article_id=1887（visited 2018.1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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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身安全」項中之「工作場所性騷擾」16，提及對被性騷擾者而言，性騷擾是一
種可怕的夢魘，沒有親身經歷者需有高度的同理心去理解當事人痛苦的心情，專
家指出，被騷擾者可能會有所謂「被騷擾症候群」的痛苦經歷，其可能出現下列
症狀：(一) 抑鬱、沮喪，睡眠與飲食模式改變，抱怨不明的頭痛或其他病痛而不
願上班工作，(二) 喪失自信心，工作表現一落千丈，(三) 無力感、無助感、和
脆弱感，(四) 對工作單位、職務，產生莫名的不滿或疏離，(五) 感覺與其他同
事的隔離，(六) 對兩性關係的態度與行為有所改變，(七) 無法集中注意力，(八)
害怕與焦慮，(九) 易與家人與朋友生齟齬，(十) 可能導致酗酒與藥物之成癮依
賴。在此種受害情緒下，自然無法坦然在工作場所發揮其職能，更有甚者將成為
焦慮不安心靈受創者，故此之際，對於受職場性騷擾之婦女當需給予其應有之救
濟與保護措施。
台灣婦女權益報告書指出「性騷擾」是一個跨文化的國際議題，且自古皆然，
而一般民眾對於性騷擾的認知，依然停留在只是輕微的性侵害案件，範圍包括黃
色笑話、肢體碰觸等枝節小事，因此一直不受社會大眾或專業體制重視 17。陳燕卿
也表示性騷擾是一個國際、跨古今、跨文化、跨種族的問題，一旦訴諸媒體，總
是引起社會高度關注，職場作為一個性騷擾操演的場所，其所產生的爭論除了人
身自由、人格尊嚴的破壞外，受騷擾者還須面臨職場生存與失業斷炊的困境 18。楊
聰財、魏兆玟同樣也指出性騷擾絕非個別性的問題，而是集體的政治、社會、經
濟、權力(利)、性別、階級的問題 19，因此應建立保障及伸張受害者權益之態度，
以予未來的生活及人權品質正面影響。
有關工作平等在立法階段，郭玲惠表示於我國男女工作平等法草案將在立法
院審議之際，參考德國第二男女平等法第十條包裹工作場所性騷擾保護法，該法

16

17
18
19

台灣婦女資訊網，〈女性人身安全：工作場所性騷擾〉，
http://taiwan.yam.org.tw/womenweb/workplace.htm （visited 2018.11.26）。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台灣婦女權益報告書（全集）》，頁 188-191。
陳燕卿，〈台灣職場性騷擾防治政策之分析〉，頁 375。
楊聰財、魏兆玟，〈性騷擾防治法實施后之職場相關文獻分析〉，頁 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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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雇主及主管機關之義務、被騷擾者有權向企業內或工作地點有管轄權者提出
申訴，而雇主及主管有義務審查申請及採取必要措施 20。她嘗試建議將性騷擾之預
防與救濟議題納入男女工作平等法。焦興凱指出兩性工作平等法草案的缺失，即
性騷擾之定義不明確，未必適合國內需求，將來可能產生適用上疑義；性騷擾防
治之實體與程序條款宜再加強，罰鍰額度降低將影響雇主採取事前防範與事後處
理措施之動機；有關鼓勵事業單位建構內部申訴處理制度部分不明確，尤其與外
部申訴機關間無橫向聯繫，有待補強 21。通過立法之後，性別工作平等法於第三章
「性騷擾之防治」中，規定「性騷擾」之定義，進而要求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
之發生，其受僱者達30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
在公共場所公開揭示。
近年我國在經過婦女團體及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不斷的努力奔走，兩性工作平
等法終於在2001年12月21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2002年3月8日正式施行，2008
年修正名稱為「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在其第三章明列性騷擾
之防治，使得職場性騷擾防治有了法規依據，嗣後關於校園性騷擾之防治，以2004
年制定之性別平等教育法 22為根據，另前述工作場所及校園以外之性騷擾防治部
分，則由2005年制定之性騷擾防治法 23規範。
從前述文獻中可看出職場性騷擾是關於權力與公平的問題，因其與工作能力
無關，卻成為影響受騷擾者之工作滿意、升遷、去留等的因素，故性騷擾是道德
層面的議題，對被害人、雇主、事業單位及整個社會都有負面影響。職場性騷擾
的態樣大致可分兩種形式，即交換條件與敵意性工作環境；遭到性騷擾者以女性
居多，她們感覺性騷擾是一種可怕的夢魘，並會因而感到羞辱、被貶損、羞恥、
窘迫、覺得自己低賤及憤怒難平。台灣婦女權益報告書指出「性騷擾」是一個跨
文化的國際議題，我國則以性別工作平等法給予救濟管道與保護措施。

20
21
22
23

郭玲惠，《男女工作平等法理與判決之研究》，頁 30-44。
焦興鎧，《工作場所性騷擾問題與法律對策》，頁 157-168。
性別平等教育法於 2004 年 6 月 23 日公布施行。
性騷擾防治法於 2005 年 2 月 5 日公布，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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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性別等相關文獻
關於性別，R.W.Connell提到在西方文化中大多數人都安於性別兩極化(gender
polarity)的二分法，例如男性穿皮夾克、長靴，身為男性也樂於培養出粗曠豪邁、
擔綱獨斷的氣質，反之，女性則穿蕾絲領、百褶裙，並樂意培養出溫柔婉約、言
聽計從的個性，而不喜歡此定位之性別模糊(gender-ambiguous)者，往往成為被鄙
視或嘲笑的對象；但性別模糊卻不罕見，有男性化的女人(masculine women)，也有
女性化的男人(feminine men)，更有女人愛上女人、男人愛上男人，有人愛皮夾克
也愛百褶裙，還有女人是一家之主、男人會帶小孩，並有女人從軍、男人擔任白
衣天使的情形 24。這種社會情況同樣也存在於東方社會，郭麗安等提及傳統社會將
性別歸類為男生和女生，並以此建構了男女生不同的特徵及行為模式，如果一個
人想要跨越性別界線，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就必須承受極大的社會壓力，
面對社會認同與自我認同的挑戰，甚至歧視、傷害或各式各樣的污名，如娘娘腔、
男人婆等 25。
對於因性傾向與性別認同不符合上述二分法所產生的歧視，楊辰昕 26表示聯合
國人權委員會在2007年3月26日會議上發佈的「日惹原則（Yogyakarta
Principles）」27，是有關國際人權法的條款應用在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相關事務的原
則，可謂為保障全球同性戀權利的憲章 28；又受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之影響，加速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與性騷擾防治法之誕
生 29。其中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給予歧視 30，性別平等教育
法明定不得因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31而有差別待遇。關於婚姻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W.Connell 著、劉泗翰譯，《性/別—多元時代的性別角力》，頁 17。
郭麗安、周維萱、張菊惠、劉嘉年、張歆祐編著，《性別、健康與多元文化》，頁 39。
楊辰昕，〈從社會正義倡議的角度評估台灣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實施〉2013，頁 3，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71770255（visited 2018.12.09）。
日惹原則，http://yogyakartaprinciples.org/principles-ch/（visited 2018.12.10）。
日惹原則，【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日惹原則（visited 2018.12.09）。
同註 26，頁 7。
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第二章「性別歧視之禁止」，第 7 條至第 11 條。
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第二章「 學習環境與資源」，第 12 條至第 1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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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權與多元家庭成家權的運動，簡至潔回顧台灣十多年來同志爭取婚姻權的歷
史，認為可以粗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 2006 年以前，當時婚姻權的推
動非常片段、零星；第二個階段則是在 2006 年蕭美琴立委主動提出《同性婚姻
法草案》後，當時同志與性別團體確曾一度集結欲將同性婚姻權與伴侶權放入運
動議程，但因為匯聚的人力和資源均不夠豐沛，後繼無力；第三個階段則是2008 年
底之後，婦女新知基金會再次舉辦平台會議並促成「伴侶盟」成立，經過一年多
的運作，終於成功匯聚法律專業人才的投入，展開新一波婚姻平權與多元家庭成
家權的運動 32，甚至將婚姻平權法案推到立法院，並已一審通過 33。目前即是處於
第三階段，比美國婦女解放運動及同志解放運動扮演樞紐腳色的1960年代到1970
年代 34，大約慢了40年左右。在美國，這些運動並未達成所有的目標，但卻造成了
深遠的文化衝擊，也成為當代性別研究的濫觴，政治上的改革也造成人類知識上
的劇變，儼然是一場知識改革 35。台灣也步上這種軌跡，因此多元性別已然成為不
再可視而不見的議題。
透過上述文獻，可瞭解多元性別議題的發展歷程，從不易跨越的傳統男女二
分法，演變到婚姻平權法案在立法院一審通過，其間在國際上有CEDAW、日惹原
則，在國內則有性別工作平等法等給予多元性別者保護，婚姻平權與多元家庭成
家權的運動也帶給社會文化上與知識上衝擊，多元性別已成為不可忽視的議題。

32

簡至潔，〈從「同性婚姻」到「多元家庭」－ 朝向親密關係民主化的立法運動〉(台灣人權學
刊第 1 卷第 3 期 2012.08.11)，頁 190-195，
www.taiwanhrj.org/get/2014012817544620.pdf/thrj_1_3_chien%20chi%20chieh.pdf (visited

20181209)。
林維新、黃金梅著，〈我國婚姻制度裡的性別歧視與多元成家方案之變革〉(環球科技人文學刊
第 22 期 2016.05)，頁 44，http://libwri.nhu.edu.tw:8081/Ejournal/AE01002203.pdf (visited 20181209)。
34
同註 24，頁 20。
35
同前註。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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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工作場所性騷擾議題
一、工作場所性騷擾之被害人多為女性
隨便開黃腔、任意碰撞他人身體等性騷擾問題在社會的各個角落都可以發現
其蹤跡，行為人可能是故意或不經意地就做出一些令人不舒服的舉動，此種不舒
服可能對受害人造成一度、二度甚至於終生性的傷害 36而感覺不舒服的受害者大多
數為女性 37，就此以下列表1為例，2014年度至2017年度申請調查結果成立性騷擾
事件人數的被害人中女性占95％上下，加害人中男性占近90%上下，統計數字顯示
女性被害人占絕大多數，加害人則是男性占絕大多數。又自媒體報導也可知被害
人以女性為主，例如退役軍官專挑胸大妙齡女搭訕性騷擾而被擊倒跪地求饒 38、夜
店掐女臀部男撂4國語求援 39、國二男鑽桌下掀裙窺女師內褲 40、搓女病患胸部色牙
醫起訴 41等態樣繁多，在工作場所也不乏性騷擾的報導，譬如女職員不爽提告老闆
愛的4連抱代價60萬 42、到職日老闆熊抱5分鐘卻辯稱擁抱是國際禮儀使女秘書嚇到
辭職 43、文件板拍護士翹臀醫師性騷擾起訴 44、下體頂俏護理師還襲胸醫師莊沒事
續看診 45、副總控老董強吻襲臀打嘴砲 46(此為較為罕見的職場上男對男性騷擾事
件)。因此工作場所性騷擾問題為性別平等議題的一環，也是重大的社會問題。

36

同註 15；同註 21，頁 196。
同註 13；同註 20。
38
張念慈，〈鹹豬手跪求饒這次踢到鐵板〉，《聯合報》，民國 99 年 10 月 11 日，A8 版。
39
潘姵如、涂豐駿，〈夜店掐女臀部男撂 4 國語求援〉，《蘋果日報》，民國 99 年 8 月 21 日，
A14 版。
40
王煌忠，〈國二男鑽桌下掀裙窺女師內褲〉，《蘋果日報》，民國 99 年 9 月 14 日，A6 版。
41
蔣永佑，〈搓女病患胸部色牙醫起訴〉，《蘋果日報》，民國 99 年 8 月 26 日，A12 版。
42
莊哲權，〈老闆愛的 4 連抱代價 60 萬〉，《中國時報》，民國 99 年 8 月 17 日，A8 版。
43
王勇超、魏斌，〈到職日老闆熊抱 5 分鐘〉，《蘋果日報》，民國 99 年 8 月 21 日，A8 版。
44
吳昇儒，〈文件板拍護士翹臀醫師性騷擾起訴〉，《自由時報》，民國 107 年 12 月 3 日，B4
版。
45
張議晨，〈下體頂俏護理師還襲胸醫師莊沒事續看診〉，《自由時報》，民國 107 年 12 月 3 日，
A10 版。
46
游明金，〈副總控老董強吻襲臀打嘴砲〉，《自由時報》，民國 104 年 1 月 28 日，B1 版。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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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申請調查結果成立性騷擾事件人數
年度

(作者整理)

被害人
總
人
數

%

男

%

加害人
女

%

不
詳

總
人
數

%

男

%

女

%

不
詳

2014

394

100 19 4.8 375 95.2

-

387

100 348 89.9 14 3.6

25

2015

445

100 6

1.3 439 98.6

-

438

100 411

1.1

22

2016

521

100 27 5.2 494 94.8

-

519

100 474 91.3 18 3.5

27

2017

500

100 22 4.4 478 95.6

-

497

100 426 85.7 36 7.2

35

93.8 5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網站）

二、工作場所性騷擾之處理依據
工作場所性騷擾議題屬於「人身安全」的一環，任何人都有不被侵犯身體安
全、身體自主的權利，為基本人權之一環，因此消除性騷擾是捍衛人身安全的一
個重要關鍵。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
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政府在「性別
平等政策綱領」之「人身安全與司法篇」47對於涵蓋性騷擾在內之人身安全議題，
提出政策及具體行動措施，使人身安全得以落實，同時在實務上之處理，則有性
別工作平等法為依據。
（一）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之「人身安全與司法篇」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以下簡稱「綱領」）在「人身安全與司法篇」所揭示的
基本理念與觀點為「平等尊重消除性別歧視與暴力」、「以性別觀點建構安全無
慮的環境」、「保障基本權益促使尊嚴發展」48。綱領舉出四個政策願景與內涵，
即「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與歧視」、「消除任何形式之人口販賣」、「建構安
全的生活空間」、「建立具性別意識之司法環境」49。綱領並就四個願景與內涵提
出對應的具體行動措施，其中關於工作場所性騷擾者如建構對性別暴力（性別歧
視、性騷擾、約會暴力、分手暴力等）零容忍之社會意識與教育、對於性騷擾累
47
48
49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台灣婦女權益報告書（全集）》，頁 65-74。
同前註，頁 67。
同註 47，頁 68-69。
13

陳秀峯

職場倫理課程中之性騷擾與多元性別議題探討-以案例式教學為例

犯與高危險犯之處遇與服務、推動企業參與防暴、性騷擾防治法之宣導與落實 50。
在「推動企業參與防暴」項目中 51，揭櫫政府應建立評選與獎勵機制，引導企
業參與暴力防治工作，以發揮企業社會責任；辦理企業講座、教育訓練及入場輔
導等，促進企業實施具有性別敏感度之員工協助方案，協助企業建立防暴機制與
相關服務方案，以推展企業員工安全照顧觀念；落實受暴者之職業訓練與就業協
助，推動支持性就業方案，協助受暴婦女實現經濟獨立。
在「性騷擾防治」項目 52，揭舉積極推動相關防治宣導與教育，以提升社會大
眾對性騷擾防治之認知；建置公務體系、國軍體系及民間企業相關之性騷擾申訴
救濟及保護管道，以落實工作場所之性騷擾防治工作；落實性騷擾三法各項防治
措施，職場、校園及一般性騷擾案件應有明確概念與處理流程。
（二）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法規
-- 以性別工作平等法為主
工作場所性騷擾的防治法規包含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就業
服務法（以下簡稱「就服法」）、性別工作平等法（以下簡稱「性工法」）等，
而在性工法（其前身為兩性工作平等法）通過之前，規範工作場所性騷擾的主要
依據為勞基法、就服法等 53。由於我國當時適用的現行法規不能有效處理及解決
工作場所性騷擾事件所引發各項爭議，在婦女團體極力鼓吹 54，並經十年的努力，
性工法終於在 2002 年 1 月 16 日公布，自同年 3 月 8 日開始施行，是目前處理工
作場所性騷擾之主要依據。
勞基法第 25 條揭示雇主對勞工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之待遇。就服法第 5 條規
定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性別、性傾
向…予以歧視；就服法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辦理就業歧

50
51
52
53
54

同註 47，頁 69-71。
同註 47，頁 71。
同前註。
同註 20，頁 153-163。
同註 21，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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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認定時，得邀請相關政府機關、單位、勞工團體、雇主團體代表及學者專家組
成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性工法第 1 條揭櫫其立法目的乃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
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其第 2 條表示公務
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該法。
性工法就性別歧視之禁止、性騷擾之防治、促進工作平等措施、救濟及申訴
程序均設有專章，另有罰則。於「性騷擾之防治」章提及性騷擾之定義，可認定
為性騷擾者，須符合下列二種情形之一：（1）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
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
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2）雇主
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
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
獎懲等之交換條件。前者即所謂敵意的工作環境，後者則以性為交換條件。該章
課雇主防治性騷擾行為發生之義務，其僱用員工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
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雇主知悉有性騷擾的情形時，
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在「救濟及申訴程序」章中，規定雇主的賠償責任、得建立申訴制度協調處
理責任、不得解僱或不利處分申訴員工，另規定提起申訴處理程序，及雇主、受
僱者或求職者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工作平等會之處分有異議時，得依訴願及行
政訴訟程序，提起訴願及進行行政訴訟。該章規定法院及主管機關對差別待遇事
實之認定，應審酌性別工作平等會所為之調查報告、評議或處分。
性工法之施行對於促進我國職場中之性別平等有重大貢獻，其影響所及乃啟
動消除以前在職場中被認為理所當然的性別歧視行為，使我國在職場上的性別刻
板印象有改變的契機，變成比較符合性別主流化的友善職場 55，也讓性別議題成為
全面性的公共議題，而不是僅止於女性的議題而已。

55

鄭津津，《性別工作平等法逐條釋義》，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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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職場倫理與企業倫理之教學重點
關於職場倫理與企業倫理課程之教學重點，以課程內容與教學策略二層面分述
如下：

一、職場倫理與企業倫理教學之課程內容
如前所述，企業倫理可以訓練傳授 56，並有四項主要目標 57：(一) 須提供學生
企業倫理基本知識，包含倫理、道德及價值的觀念，及倫理在企業世界的實務關
係，(二)發展學生在一般或特定企業功能的認知能力，參與在企業行動及決策時倫
理應用的能力，(三)使學生能將倫理整合至問題解決與決策的途徑，(四)使學生面
臨多元角色責任與不同價值組合時，有認知及解決衝突的能力。企業倫理既是可
以訓練傳授，同樣是與倫理議題有關的職場倫理也可經由教學而傳授。
依此觀點，職場或企業倫理課程之內容包含基本知識如倫理、道德與價值之
觀念、倫理在職場、企業領域中的實務關係等，及進一步的知識例如對職場、企
業的認知能力、倫理之應用能力、倫理與問題解決乃至決策之整合能力。
本課程因係職場倫理、企業管理課程之一環，為企業管理領域中的一個基礎
課程，提供使學生瞭解倫理的基本知識之外，更期待學生在職場、企業行動及決
策時，有應用倫理去解決問題與衝突的能力。

二、職場倫理與企業倫理之教學策略
為了使學生可在較輕鬆的氣氛裡中體認並學習到職場、企業倫理之重要性，
並對其將來求職、就職有所助益，近年來的教學策略已擺脫教師單方面講授的方
式，係以彰顯學生為學習主體，將教學重點擺在激發學生學習興趣，而設計活動
與討論之教學策略。
在課程中，除提供可供學生閱讀相關文獻與法規之外，能以情境案例為教材，
透過影音視聽教材如紀錄片、新聞報導、劇情片等傳達議題訊息，讓學生瞭解其
56
57

同註 7。
同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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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要反映的核心議題，並經由教師引導提出問題討論。不再採取說理性之教學，
而是運用各種實務案例，使學生能熱絡學習與主動探討相關問題，並提出心得感
言，讓學生能獨立思辨、分析，及辨識是非的多元教法。
本課程所採取之教學方式係案例式及對話式並結合理論與實務之教學法 58，以
學生為學習的主體，教師為在學習過程中幫助學生學習的推手。課程中所採用的
「案例」包括影片、親身經歷、媒體報導案例、判決等學生感覺身邊可能發生的
情節；
「對話」則涵蓋課堂內、外的老師與學生間、學生與學生相互間之對話，尤
其讓學生分組分擔課程單元報告，期透過對話交流意見而產生腦力激盪，使學生
對所討論的議題有認識，進而引起關心。
本課程期待經由以學生為主體而設計活動與討論之教學策略，將職場倫理、
企業倫理的內涵傳授給學生，達到學生有倫理、道德及價值的觀念，並進而具備
解決問題、衝突的能力之目標。

伍、工作場所性騷擾及多元性別議題與職場、企業倫理教學現場
因性騷擾與性別相關事件隨時隨地發生於社會上及工作場所，故「職場倫理」
及「企業倫理」課程都列入為教學的議題，在此僅以「企業倫理」課程之性騷擾
議題，及「職場倫理」課程之多元性別議題為例，呈現教學現場情形。

一、企業倫理課程
(一) 「人力資源倫理」單元之「性騷擾議題」案例式教學
依據前述教學策略，企業倫理課程係採用案例式教學，在進行「人力資源倫
理」單元時，就性騷擾議題，在個案部分，以「長庚醫院護士性騷擾案」等為例，
在影片部分，則以「北國性騷擾」（North Country）影片，讓同學在課堂上討論後，
並進行心得交流。
「長庚醫院護士性騷擾案」發生於1998年4月份，長庚醫院某醫師撫摸某護士
58

陳惠馨，〈創新與實踐—臺灣法學教育的改變嘗試（2007 年至 2011 年）〉，頁 25-26。
17

陳秀峯

職場倫理課程中之性騷擾與多元性別議題探討-以案例式教學為例

背部，並掐揉肩頸等部位，該護士當面怒斥其行為不當，對方回道：「我是給妳
面子，怕妳沒人摸」；同年8月份該醫生在為病人進行插管過程中強拉該護士的手，
該護士怒斥：「你幹嘛摸我」，對方竟說：「那讓妳摸回來嘛」，該護士隨即告
知護理長處理，同月份，該護士偕其夫向院方及台塑集團長庚醫院管理中心申訴，
皆無積極明確的回應，致使該護士受諸多流言所傷，遂於1999年12月，以林口長
庚醫院為敵意工作環境 59，不利於其工作而「自願」請調高雄長庚麻醉科；2000
年1月該護士向婦女新知基金會求助，在該基金會及其他婦女團體陪同下，向台北
地方法院提出民事訴訟，及向桃園縣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申訴 60。經過一年又七個
月的民事訴訟之後，高等法院做出最後判決：被告醫師必須賠償受害人四十五萬
元。這個賠償金額也創下國內性騷擾案例的最高紀錄，同時，該判決對職場性騷
擾具有指標性意義 61。
「北國性騷擾」62一片是2005年美國的電影作品，是首件由性騷擾集體訴訟案
的記實小說所改編的電影。其劇情大致為1989年，裘絲·艾米斯（莎莉·賽隆飾）為
擺脫對她施暴的丈夫，帶著二個孩子、回到她位在家鄉明尼蘇達州北部的娘家，
然裘絲的父母卻對她十分不諒解。裘絲在急需一份能養家餬口的工作時，受到任
職礦場的老朋友葛洛莉（法蘭西絲·麥朵曼飾）的鼓勵，加入皮爾斯鋼鐵公司女礦
工的行列，負責在採石場爆破礦砂。工作雖然艱苦繁重，但待遇穩定且不差，工
作夥伴多能成為日常生活中互相扶持的摯友。鋼鐵公司原僅僱用男性員工從事粗
重工作，但在兩性平等的法律上路後，為了避免觸法（未僱用一定比率之女性，
需付出罰金），而開始進用女性員工。當時，大部分的男性礦工對女性礦工都充

59
60
61

62

同註 12。
同註 3，頁 153-154。
長庚性騷擾案宣判 45 萬賠償金創新高，公視新聞網 ，
http://news.pts.org.tw/detail.php?NEENO=22710 （visited 2015.04.30）；長庚性騷擾判決對職場性
騷擾具指標意義，https://www.lawbank.com.tw/news/NewsContent_print.aspx?NID=11009.00
(20181208)。
北國性騷擾， 維基百科 ，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0%8D%E6%8A%97%E6%80%A7%E4%BE%B5%E7%8A%A
F （visited 2018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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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了敵意及輕蔑，在有意無意間長期對女性職員進行言語及肢體上的性騷擾，公
司高階對此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默許男性礦工所作所為而不處理女性員工申
訴。裘絲在礦場工作九年後，終於受不了上司漠視男同事的性騷擾行為，且在向
公司反應無效後，決定聘請律師對公司展開美國史上第一件性騷擾集體訴訟。歷
經十四年訴訟期間，裘絲不僅要對抗公司的迫害、面對其他女性礦工的不諒解與
排斥，更要面對與高中時期曾交往甚密的男同學巴比·夏普等男性礦工間的衝突及
工會的施壓。此案終結後，法院裁定頒發強制令要求鋼鐵公司制定性騷擾政策，
並建立性騷擾申訴管道，讓女性員工可以安心工作。
以上教材在「人力資源倫理」單元內，「長庚醫院護士性騷擾案」個案與輔
助教材「北國性騷擾」影片都涉及勞資關係議題、招募與甄選的歧視議題、升遷
的公平議題、性騷擾議題、薪酬公平議題、安全的工作環境議題中之性騷擾議題，
個案部分先由學生報告，再進行課堂討論，而輔助教材「北國性騷擾」影片則花
較多時間觀賞，再依情節所呈現之議題隨時進行討論。
(二) 選課學生的心得回饋
-- 以103-1的一個班級為例
在學生報告及討論「個案」的情形，58份學生的心得中，有多數未提及性騷
擾，僅22人提到性騷擾，其中7人只寫出「性騷擾議題」並無進一步的描述， 在
此將15位就性騷擾有描述的學生之心得彙整為表2，其內容大致可分為四個面向，
(A)女權之提升與性騷擾變多(7人)、(B)性別歧視(2人)、(C)面對性騷擾之態度(3
人)、(D)性騷擾之影響(3人)，可看出學生對於性騷擾之現象有某程度的瞭解。由此
也得知多數學生雖面對性騷擾「個案」
，其心得仍未提及性騷擾，隱含著其對性騷
擾報導無感的一面，如不將性騷擾議題列入課程，他們更不會注意到該議題。因
此性騷擾議題有必要列入課程中，讓學生在學時即能對隨時可能發生之該議題有
所注意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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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03-1級學生針對「個案」之課堂心得內容

(作者整理)

(A)女權之提升與性騷擾變多
1.

(2 人)
女性權利的上升，投入職場的女性漸漸增多，性騷擾問題更是變多。

2.

(3 人)
性騷擾議題:兩性受教權的平等與普及，例如長庚醫院護士性騷擾案。

3.

(1 人)
現今社會愈來越重視職場性騷擾議題，但在早期並未受到重視。

4.

(1 人)
職場性騷擾在早期認為這是一種婦女離家外出會遇到的事和付出的代價，但
不管是誰都保有對自己身體的自主權，早期女性受到高等教育並不多，都認
為發生事情是應該的，隨著女性普遍受到教育，女權運動的興起，情況才逐
漸改善。除了政府、公司的規範，最根本的是人的問題，即使有外在因素規
範，人本身的內在因素不加強，不管規範再強大，一樣會持續的傷害他人，
不管男女都一樣，性騷擾不一定會發生在女性身上，男性也是有可能的。

(B) 性別歧視
5.

(1 人)
有些人在求職時或任職時，總會碰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女性受到歧視、騷
擾，在工作的升遷並沒有與男性平等。

6.

(1 人)
如何處理並防治工作場所性騷擾問題，可說是成為現代勞工法及公平就業法
最熱門課題之一。

(C) 面對性騷擾之態度
7.

(2 人)
職場中女性遭性騷擾時，應該勇敢站出來，捍衛自己的權益，而公司的高層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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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有提出更好的機制與方法來避免防範公司內部發生性騷擾的情形。
8.

(1 人)
女性權利要保護，職場性騷擾要注意，不要有性別歧視或限制女性進入職場。

(D) 性騷擾之影響
9.

(2 人)
職場性騷擾事件受到最多的關注，因為職場性騷擾事件對被害人本身、雇主、
事業單位及社會產生負面影響。

10.

(1 人)
性騷擾事件更讓我們了解在職場上工作所帶來的潛在威脅及影響。

在看片段「北國性騷擾」影片的過程中，於出現明顯的議題時，就停下來討
論並確認該議題的情境。經過學生意見交流後，使同學更清楚該影片所訴求議題，
也瞭解在原來被定位為男性職場的礦場中，在未提起首件性騷擾集體訴訟案以
前，女性礦工被男性同事性騷擾是家常便飯，公司方面如何刻意忽視性騷擾問題，
女主角裘絲如何勇敢面對困境、說服同事支持集體訴訟，終於獲得歷史性的勝訴
而改變工作場所中對性騷擾之漠視局面，讓企業主必須預防性騷擾事件之發生，
進而讓受害者的權益可受到保障。以下為51份學生心得報告的彙整表，其內容可
從五個角度觀之，即 (A)女主角勇敢不忍氣吞聲(25人)、(B)不公平之受害者都是女
性(15人)、(C)漠視職場不平等之後果(6人)、(D)除性騷擾之外依舊存在著性別歧視
現象(4人)、(E)決策時需考慮「道德」層面的問題(1人)。幾乎半數的學生對於女主
角的勇敢奮鬥印象深刻，約三成學生提出在男權社會下，太多不公平的受害者都
是女性，且不敢說出來、受害終身，甚至有一人從該片看到人性對於追求財富與
權力的醜惡，而提到做決策時一定要考慮「道德」層面的問題。自這些學生心得
可看出還是有影像聲響、劇情的教材，較能引起大多數學生對性騷擾議題有感，
且引導其觀察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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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03-1級學生針對「北國性騷擾」之課堂心得內容

(作者整理)

(A)女主角勇敢不忍氣吞聲
1. (11 人)
片中出現了許多的職場性騷擾與性別歧視，從言語、肢體的性騷擾，到工
作上的不公平待遇，而在大家忍氣吞聲，冷眼旁觀的情況下，女主角為了
捍衛自己的人權而據理力爭，令人佩服。
2. (3 人)
片中女主角不同於時下女性，不似其他女性為了各種原因而忍氣吞聲，而
是勇敢的向不幸福的婚姻說不，女主角身兼著嚴父和慈母的角色，堅強的
獨自一人帶著孩子生活。面對公司對性騷擾的漠視，女主角決定對公司展
開一連串的訴訟。
3. (11 人)
女主角因為在礦場中所遭遇的性騷擾，於是她鼓起勇氣，控告鋼鐵公司的
漠視讓眾多女性遭受迫害，因而造就了美國史上第一件性騷擾集體訴訟
後，最終建立了性騷擾申訴管道，讓女性員工可以安心工作，有了更多的
保障。
(B)不公平之受害者都是女性
4.

(15 人)
在男權社會下，有太多的不公平，而受傷害的往往都是女性。即使是提倡
性別平等的現在，儘管有法律的保護，依舊是有很多的歧視存在著，而大
多女孩仍然不敢說出口，讓傷害跟隨著自己一生。

(C)漠視職場不平等之後果
5. (6 人)
不平等的職場對待，上層的視而不見，女性們連人活著的基本權利都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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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奪，若連公會甚至利益團體都漠視了這層出不窮的性騷擾案件，那社會
將日益敗壞。
(D)除性騷擾之外依舊存在著性別歧視現象
6. (4 人)
現今的社會，除了性騷擾以外，依舊存在著性別歧視的現象，例如男生賣
內衣、女生開貨車等等，但其實這些都不應該有男女之分的。
(E)決策時需考慮「道德」層面的問題
7. (1 人)
片中赤裸裸的揭露人性對於追求財富與權力的醜惡，一切都源自於「慾」，
如同一個決策者面對困難或抉擇時與道德之間的取捨，都將對這世界造成意料
不到的改變，所以做決策時一定要考慮「道德」層面的問題。

由上述學生的回饋可以知道在進行「人力資源倫理」單元時，如以個案為討
論教材與以「北國性騷擾」影片為輔助教材做一比較，顯然輔助教材因有畫面、
有情節，學生們的印象較深刻，其感想來得比平面案例更聚焦，影片的教學效果
更佳。學生看影片就知道什麼是「工作場所性騷擾」，其重點在於「權力」而不
是「性」，又明白所謂「人力資源倫理」，就是要遵守原則、堅持、分際等有形
及無形規範。教師較容易切入重點，引導學生討論，學生也較有感受及認知。
二、職場倫理課程
(一) 「職場性別平等、辦公室倫理」單元之案例式教學
由於近年以來多元成家相關的同志婚姻平權法案在立法院委員會初審，引起
社會的激烈議論，經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之釋字第748號解釋之後，確定必須以法律
保障同志婚姻，對於是否立法保障同婚議題的論爭正式告一段落，但對於究竟是
修改民法或以專法保障同婚，及同志議題是否成為學校教育的一環則仍議論不
休，乃至形成三個公投案(公投之結果該三案皆「未過關」)，因此在選舉暨公投的
投票日之前安排一次「多元性別與媒體再現」演講，讓選課學生有機會認識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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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秀峯

職場倫理課程中之性騷擾與多元性別議題探討-以案例式教學為例

性別，也藉此增進其媒體識讀的能力。
釋字第748號解釋 63指出民法親屬篇婚姻章規定「…未使相同性別二人，得為
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與憲法第22
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有違，並要求有關機關應於2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如逾期未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
或制定時，相同性別二人為成立上開永久結合關係，得依民法婚姻章規定，持二
人以上證人簽名之書面，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講師從性別平等教育法切入，告訴學生性別平等的內涵、性別特質、性別認
同、性傾向等觀念及其差異，於演講中舉了在廣告、偶像劇、影片裡所呈現的例
子，凸顯其中的性別刻板印象，例如歌仔戲中女扮男裝的小生，漫畫「亂馬1/2」
的主角遇到冷水就變女孩、遇到熱水就變男孩的忽男忽女情形，又在廣告中的英
雄角色都是男生、弱者則都是女生，及早期芭比娃娃的身材清一色是纖細苗條者，
現在的芭比娃娃則有不同的膚色與身材等多種變化。還以「snickers巧克力」短片，
引導與會者觀察片中橋段之內涵，例如主角在食用巧克力前，是以歌仔戲女裝出
現，他的朋友甚至還問「要不要叫你的阿嬤來打？」，來表示女生是柔弱的，阿
嬤則是無力、凋零感的代表。透過活潑的講解，讓學生認識到生理性別、性別氣
質、性傾向、性別認同之區別，也讓上課的學生體認到「尊重」之必要性，知道
如何解讀媒體所呈現的性別刻板印象，並建立自身的「媒體識讀自主性」。
(二) 選課學生的心得回饋
-- 以107-1的一個班級為例
演講當天出席的學生都相當認真聽講，41位學生普遍對於此次課程安排感到
非常滿意或滿意，而對於「請問您今天的收獲是什麼呢？ 有其他具體建議或對本
活動的建議嗎？」的問題，41位中之18位學生未另作文字表述感想，23位學生則
有作文字表述，其內容大概可分為(A)更了解性平相關知識(5人)、(B)更了解性別
63

釋字第 748 號 【同性二人婚姻自由案】，
https://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_1.asp?expno=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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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4人)、(C)更了解多元性別議題(6人)、(D)尊重多元性別(4人)、(E)收穫多(4人)、
(F)其他(2人)等，彙整如下(表4)：
表4：107-1級學生針對「多元性別與媒體再現」之課堂心得內容
(A)更了解性平相關知識
1.(2人)
對於性平法的各相關知識更了解
2. (2人)
了解很多關於性平的相關知識
3. (1人)
性別平等教育話題應該被關注
(B)更了解性別議題
4. (3人)
更了解關於性別的議題
5. (1人)
更認識”性”的議題
(C)更了解多元性別議題
6. (4人)
更了解多元性別的議題
7. (1人)
對於性別平等、性傾向、跨性別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8. (1人)
更了解現在的多元議題，以及社會上會逐漸走向開放的多元社會
(D)尊重多元性別
9. (1人)
我覺得我們要學著尊重別人的傾向，不要歧視、霸凌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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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人)
性別不同或性傾向不同也應該受到平等之對待
11. (1人)
尊重多元性別
12. (1人)
演講者辛苦了，其實覺得演講者講得那些人們還是沒有受到基本的尊重才會需
要這種演講，希望未來所有的人都能尊重彼此
(E)收穫多
13. (3人)
內容精彩、收穫多，感謝
14. (1人)
增加許多知識
(F)其他
15. (1人)
11/24投票去！
16. (1人)
牛刀小試了第3題，依題目的敘述…希望更改一下題目的敘述

彙整學生回饋的心得，可得知學生經由講師的說明更瞭解性平相關知識者5
人、更瞭解性別議題者4人、更瞭解多元性別議題者6人，進一步表示尊重多元性
別者4人，換言之，提及核心問題者共19人；有4人只概括地表示內容精彩收穫多，
更有1人表示「11/24投票去！」，似乎是因更瞭解多元性別議題而將去公投表達
自己的立場，最後一個意見是針對講師在演講開始時透過遊戲與他們對話，先邀
請學生玩多元性別相關題目的kahoot遊戲，因自己的答案與講師公布的答案不同所
作的感想回應。整體而言，該次演講內容已對學生產生影響，學生們對多元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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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更有感。

陸、結論
工作場所是社會的一部分，也是社會的縮影，社會上存在的現象，工作場所
也可能存在，例如性別歧視、性騷擾等。工作場所性騷擾隨時可能發生，是職場
倫理、企業倫理的一個考驗。性別平等綱領期待消除性別歧視，建立性別平等環
境，於其具體行動措施中要求民間企業建置性騷擾申訴救濟及保護管道，以落實
工作場所之性騷擾防治，可知工作場所性騷擾議題是一個重要議題，而對於將成
為明日職場成員的在校學生如何使其意識到此議題，則為職場倫理、企業倫理教
學之重點。
於職場倫理、企業倫理課程中，經由分析學生課堂心得，可看出學生對平面
性騷擾教材較不易有感，而對動態的相關影片、演講較易有感，因此有必要將時
事融入課程單元，採取案例式、對話式、理論與實務結合之教學方式，讓學生認
識、意識到自己是學習的主體，進而積極參與學習過程，再藉以特別邀請的講師、
適當的影片為輔助教學，使學生經由影像及劇情，較容易掌握核心問題、知悉如
何解決問題，並進而意識到社會上的多元性別議題也可能存在於工作場所，「工
作場所性騷擾」非不可解決的問題，它不僅可有事後解決之道，也可於事前預防
之，這更是性別工作平等法的宗旨。透過課程的進行，讓學生有這樣的認知，即
是本課程教學目的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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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作品在臺灣日治時期的翻譯與轉化
——以《語苑》雜誌為探討範疇＊
顧敏耀＊＊

摘要
《語苑》作為臺語書寫發展史上足以與基督教會羅馬字系統分庭抗禮的漢字
表達系統之代表刊物，其中總共刊載了共五十餘篇中國文學作品，文類幾乎都是
小說與散文，其中又以前者佔多數，尤其特別選譯了許多《包公案》與《藍公案》
之篇章，這些公案小說對於以警察為主要職業的閱讀對象而言，有助於瞭解漢文
化的辦案傳統以及漢民族的司法觀念，至於其他小說作品則有提升閱讀興趣之
效。另外，這些譯文在用字遣詞方面大致都能將原文轉化為流暢且精確之臺語，
只是在選擇對應之漢字時，偶有未臻完善之處，此乃臺語文字化在當時尚處於起
步階段所致，然而也已經充分呈顯了漢字在臺、日、中三地之間所發揮的重要聯
結作用。譯者方面，以在臺日本內地人士居多，包括小野真盛、東方孝義、野元
喜之次、水谷利章等，另有少數臺灣本島的福佬人與客家人。透過《語苑》上所
刊載的中國文學作品，可以看出這些作品由中國東渡流傳至日治時期的臺灣，透
過在臺譯者翻譯成臺語之際，所經歷的口語化、簡易化以及在地化的轉化過程，
在臺語漢字書寫發展史、臺灣漢學傳播與研究發展史、臺灣翻譯發展史等各個層
面都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臺語書寫、翻譯史、翻譯文學、文學傳播、漢字文化圈

＊

本文為筆者擔任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後研究員期間，參與許俊雅教授國科會計畫「東學、
西學、新學／『世界』建構與國族想像─日治時期臺灣翻譯文學的發展脈絡與特點」（編號
099-2811-H-003-009）的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發表於臺北大學中文系主辦「第五屆中國文哲
之當代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該工作期間，惠蒙許教授不吝點撥啟發，受益良多，謹致誠摯
謝意。此外，也承蒙本刊審稿委員提供許多具體而精闢之意見，由衷表示感謝。
＊＊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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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and Transi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to
Taiwan During Japanese-Governed Period: A Case Study of
“Yu-Yuan” Magazine
Ko, Bin-Yao
Ph.D. in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bstracts
As the representative magazine in Taiwanese writing history, which was comparable
to those of Christian Roman system, “Yu-Yuan” contained 56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mong them, most of the works belonged to novels and proses; particularly, it was
mostly composed of novel and being more specifically, works from “The Case of
Bao-Gong” and “The Case of Lan-Gong” were extensively selected in “Yu-Yuan”.
Stories from such novels mainly centered around the police officers, which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the readers to understand judicial traditions and the concepts of
Han society at that time and even to promote their interests in reading. For most of the
part, the translation was precise and concise; however, there was still some
imperfection in choosing the coordinative Han characters. Even though Taiwanese
words was on the early stage of its development, this magazine fully revealed the
importance of Han characters as the bridge of Taiwanese, Japanese and Chinese. Most
of the translators were Japanese and still a few of them were Hoklo and Hakka people.
By read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 “Yu-Yuan”, we could observe the progression of
colloquialism, simplification and localization during the translation. “Yu-Yuan”
provided significance in Taiwanese Han writing history, Taiwanese Han study and
communication history and Taiwa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Key words: Taiwanese Writing,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Literature,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Society of Han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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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臺灣從鄭氏時期以降，開始有許多中國文學作品被知識階層帶入流傳，清領
時期的臺灣文人更從中國文學吸取許多養分以創作具有本地色彩的文學作品。到
了日治時期，當局為了讓在臺官吏充分瞭解臺灣本地語言而發行了《語苑》雜誌，
讓臺灣首次出現了許多篇以臺語（少數以客語）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在文學翻
譯史、傳播史、影響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語苑》由設在臺灣高等法院的「臺灣語通信
研究會」創刊於 1908 年（明治 41 年）4 月，在 1941
年（昭和 16 年）10 月因為戰爭局勢日趨白熱化，
改為著重實與簡易的《警察語學講習資料》刊行，
《語苑》也從此正式停刊。該刊固定在每月 15 日
發行，總共發行了 34 卷 10 期，在所謂「語學」雜
誌（包括《臺灣土語叢誌》、
《臺灣語學雜誌》
、
《言
語と文學》等）當中，刊行時間最長，而有「臺灣
唯一の長命語學雜誌」1之稱。作品篇數共有七千
餘篇。主要提供給當時在臺灣的日本內地籍警察作
為學習臺灣語言的教材，內容以臺語（今或稱福佬
話）為主，兼及客語，少數篇章述及「高砂語」
（今
稱原住民語）以及「官話」（或稱「北京話」），內
容採用漢字記錄臺語，並且在每個漢字右側用片假
名與音調符號來標示讀音。

《語苑》第 2 卷第 8 號封面書
影，刊於 1909 年（明治 42 年）
8 月 15 日，是目前所能見到的
最早一期。

《語苑》現今主要典藏在國家圖書館臺灣分
館，可惜創刊號至第 2 卷第 7 號目前沒有館藏。該館在近年來將該刊列入「日治
時期期刊全文影像系統」數位資料庫的收錄範圍之中，可供各界檢索運用。
回顧目前關於《語苑》的研究成果，在專書方面，吳守禮《近五十年來臺語
研究之總成績》
（臺北：大立出版社，1987）曾提及該刊，給予極高評價，
「凡可
2
資學習實用臺語之文字無所不載」、「今已成為極可珍貴之語音資料」 。
學位論文方面，包括李尚霖《漢字、臺湾語、そして臺湾話文——植民地
臺湾における臺湾話文運動に対する再考察》
（東京：一橋大學言語社會科博士
論文，2006）、賴欣宜《日治時期臺灣語教科書之研究——以《臺灣語教科書》
為例》
（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所碩士論文，2010）、潘為欣《日
治時期臺語白話書寫與文字拼音系統關係之研究──以《語苑》、
《臺灣府城教會
報》為中心》（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所碩士論文，2011）等都有部
1
2

裏川大無，
〈臺灣雜誌興亡史（三）〉
，《臺灣時報》，1935 年 4 月，頁 107。
吳守禮，
《近五十年來臺語研究之總成績》（臺北：大立出版社，1987），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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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章節論及。
單篇論文方面亦有數篇，如羅濟立〈《語苑》から見た日本人による客家語
の学習研究：資料の内容と性格を概観〉（《地域文化研究》，第 5 號，2007 年 1
月，頁 1-20）、潘為欣〈客家語白話書寫的拾遺：
《語苑》的客籍通譯之作〉
（《第
十屆「客家研究」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
化研究所，2010）、楊承淑〈譯者的角色與知識生產：以臺灣日治時期法院通譯
小野西洲為例〉（《編譯論叢》，第 7 卷 1 期，2014 年 3 月，頁 37-79）等。
以上諸多關於《語苑》的前行研究，對於瞭解該刊的主要內容、譯者的相
關資料等頗有助益，本文則進一步將焦點集中於其中所刊載的中國文學翻譯作
品，探討其中出現的中國文學翻譯作品的主要文體與內容為何？為什麼會選譯這
些作品？這些作品的作者與譯者主要是誰？譯者作為理解原文的重要中介，其如
何運用臺語漢字來翻譯這些中國文學作品？其翻譯之特色如何？在翻譯過程中
有哪些更動與轉化之現象？這些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與刊載具有哪些特殊價
值？本文先從特別顯著的公案小說（《包公案》與《藍公案》）翻譯作品開始論述，
繼而是「經典古文與歷史故事」、「一般古典小說與笑話」
，依序爬梳並分析《語
苑》中的中國文學翻譯作品。

二、 包公案
在《語苑》當中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
中，以小說為大宗，其中又以公案小說最
突出，在公案小說中則以《包公案》出現
的次數最多。
《包公案》又名《龍圖公案》，
全名爲《京本通俗演義包龍圖百家公案全
傳》
，又稱《龍圖神斷公案》
，屬公案小說，
與《施公案》、《鹿洲公案》並稱為「三公
奇案」
，全書十卷，舊署安遙時編，其人生
平事迹不詳，實則該書應於輾轉流傳之
際，成於眾人之手，約成書於明代萬曆年
間，故事來源駁雜，常摭拾他人事蹟加以
附會，但是對後世的小說創作（如《三俠
五義》）
、傳統戲曲（如許多劇種都有的《鍘
美案》）以及民間信仰（臺灣亦有「包公廟」）
等各層面都產生深遠影響3。茲將《語苑》
〈多方面：支那裁判包公案：龍崛〉頁面，
刊載的包公案翻譯作品之相關資料列表如 《語苑》，1929 年 2 月。
3

曹亦冰，
《俠義公案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頁 138-152；馮不異校點，《包
公案》
（北京：寶文堂書店，1985），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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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

《語苑》篇名

《包公案》原題

譯者

日期

雜錄：包公案

第 64 則：聿姓走東邊

陳光耀

1910 年 2 月、7
月

2.

多方面：佛祖講和

第 1 則：阿彌陀佛講和

研究生

1918 年 7 月～12
月

3.

多方面：支那裁判包公

第 66 則：龍窟

井原學童

1920 年 3 月

案：龍崛

4.

多方面：支那裁判包公

1919 年 2 月 ～

第 77 則：扯畫軸

井原學童

1920 年 6 月 ～
1921 年 3 月

案：一幅相

5.

支那裁判包公案：一張字

第 78 則：審遺囑

井原學童

1921 年 8 月

6.

支那風俗裁判物語

第 32 則：二陰籤

服部壽次

1925 年 2 月 ～
1928 年 2 月

第 19 則：血衫叫街
第 15 則：龜入廢井

7.

包公裁き：審問石牌追出

第 74 則：石碑

賊贓

8.

趙雲石口述、

1929 年 8 月

譯者不詳

包公政談：辯白遺囑字、

第 78 則：審遺囑

趙雲石口述、

1929 年 9 月 ～

倩廚子做酒席

第 22 則：廚子做酒

廣中守譯

1932 年 11 月

《語苑》刊載的《包公案》臺語譯作中，後面三則特別標明是由趙雲石口述
而由廣中守等筆譯，其實，井原學童與服部壽次之譯作，也有可能獲得在地本島
人士的協助。譯者有以下數位：
一、陳光耀：目前僅知曾於 1910 年 2 月及 7 月在《語苑》發表臺語譯作〈雜
錄：包公案〉。
二、研究生：此筆名殆表示譯者正在研究臺語之意。
三、井原學童：此亦可能為筆名，寓居臺中，曾於 1912 至 1924 年間在《語
苑》先後發表卅餘篇臺日對照作品，包括〈城市與草地〉、
〈賴山陽〉、
〈文官普通
試驗二就テ〉、
〈憶ヲ主幹ノ許二馳ス〉、
〈支那裁判包公案：龍崛〉、
〈支那裁判包
公案：一幅相〉、〈支那裁判包公案：一張字〉、〈義犬的題目〉（三篇各有小題：
頭序、義犬報恩、犬魂報仇）、〈日臺尺牘研究錄〉等。
四、服部壽次：僅知曾於 1925 至 1928 年間翻譯〈支那風俗裁判物語〉。
五、廣中守：1942 年敘勳八等授瑞寶章4，1944 年敘從七位5，曾在《語苑》
於 1927 年 1 月編輯發表〈刑務用語〉，1929 年 9 月至 1932 年 11 月則發表譯作
4
5

《臺灣總督府官報》，第 56 號，1942 年 6 月 7 日，頁 39。
《臺灣總督府官報》，第 678 號，1944 年 6 月 18 日，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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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政談〉。
井原學童、服部壽次以及廣中守或皆任職於警察局及其他司法機構，因工作
所需而必須學習臺語，並且對於此類公案小說特別有興趣。茲將出現在《語苑》
中的第一篇包公案〈佛祖講和〉摘錄前半段，並與原文6並列為表格，以供比較：
原文

《語苑》翻譯版

話說德安府孝感縣有一秀才，姓許名獻

話講古早德安府的管內有一個孝感縣的所在、有一

忠，年方十八，生得眉清目秀，豐潤俊雅。 位秀才。姓許，名叫獻忠，年恰十八歲，生做真美。
目眉清氣相，目睭秀氣，精神又更雅氣。
對門有一屠戶蕭輔漢，有一女兒名淑玉，

此個許獻忠住在彼間厝對面、有一個刣豬的人姓蕭

年十七歲，甚有姿色，姑娘大門不出，每

7

日在樓上繡花。

七歲，生做真美，常常站在彼樓仔頂繡花。

，名叫輔漢，有一個查某子，名叫淑玉8，年恰十

其樓靠近街路，常見許生行過，兩下相看， 彼間樓近在大路邊，時時看著此個許獻忠二個各個
各有相愛的心意。

相愛看，各人有歡喜的意思。

時日積久，遂私下言笑，許生以言挑之，

看到真久的時候，二個遂有講話。此個許獻忠用話

女即微笑首肯。

去引誘伊，此個淑玉就頓頭應伊講好。

這夜，許生以樓梯暗引上去，與女攜手蘭

彼一暝昏，許獻忠夯樓梯暗暗扒進去，與此個查某

房，情交意美。

相牽手入去房間內，性情意思極其親密。

及至雞鳴，許生欲歸，暗約夜間又來。淑

雞啼的時候，許獻忠要落樓返去，與伊約，第二下

玉道：「倚梯在樓，恐夜間有人經過看見

昏要更來，此個查某即與伊講：
「夯樓梯扒上樓頂，

你。我今備一圓木在樓枋上，將白布一匹， 恐了下昏時有人對此經過，看見都不好。我已經備
半掛圓木，半垂樓下。你夜間只將手緊抱

辦一箍柴，一半放落樓腳。汝第二暝昏將手扭此個

白布，我在樓上吊扯上來，豈不甚便。」

白布。我住樓仔頂與汝鬥扭起來，好此即有利便。」

許生喜悅不勝，至夜果依計而行。如此往

此個許獻忠聽見此號話真正歡喜，照查某的法度來

來半年，鄰舍頗知，只瞞得蕭輔漢一人。

來去去，有半年的時候，隔壁厝邊都攏總知了，但
有此個查某的老父蕭輔漢不知。

忽一夜，許生因朋友請酒，夜深未來。

有一暝昏許獻忠，因為朋友請伊去食酒，半暝的時
候尚未到此間樓仔頂。

有一和尚明修，夜間叫街，見樓上垂下白

適好欲著一個和尚，名叫做明修，各暝昏時站在此

布到地。

街市沿路行，沿路得念經，看見此間樓仔頂放落一
塊白布垂落到土腳。

6

7
8

只道其家曬布未收，思偷其布，遂停住木

一想此間樓仔敢是曝布尚未收起去，心肝想要偷提

魚，過去手扯其布。忽然樓上有人弔扯上

此塊布，嘴內隨時無念經，默默行進前去，用手扭

去。

彼塊布，無張致樓仔頂有人在得，用手鬥扭。

原文內容採用「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第三輯‧公案小說」之《新鐫繡像善本龍圖公案》
（臺
北：天一出版社，1985）。
原文誤作「簫」。
原文誤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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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心下明白，必是養漢婆娘垂此接奸上

此個和尚心肝內得想，諒必是討客兄的查某垂落

去，任她弔上去。果見一女子，和尚心中

來，此個白布迎接客兄，隨伊的手被伊吊起去，吊

大喜，便道：
「小僧與娘子有緣，今日肯捨

到樓仔頂真正看見一個查某，心肝內大歡喜，隨著

我宿一宵，福田似海，恩大如天。」

此個查某即在得講：「小和尚與汝有緣份，今暝昏
被和尚一次站此睏，福氣真正大，功勞親像天。」

淑玉慌了道：
「我是鸞交鳳配，怎肯失身於

淑玉怒氣就罵伊即講：「我是親像鳳凰鳥的好緣

你？我寧將銀簪一根舍於你，你快下樓

分，那肯損壞此號身軀？」

去。」
僧道：「是你弔我上來，今夜來得去不得

和尚即講：「是你扭我起來，今暝昏能得來沒得

了。」即強去摟抱求歡。

去！」此個和尚強強去與伊抱得。

女甚怒，高聲叫道：
「有賊在此！」那時女

淑玉大怒氣，大聲叫喝：「有賊仔在此！」彼時淑

父母睡去不聞。僧恐人知覺，即拔刀將女

玉的父母攏總睏去無聽著，此個和尚恐了被人知，

子殺死。取其簪、耳環、戒指下樓去。

就拔起一枝刀，將此個查某刣死，伸手去提伊的簪
仔頭插、手指，隨時落樓腳去。

次日早飯後，其母見女兒不起，走去看時， 彼一暝昏到天光，蕭輔漢食早起食飯飽，無看見
見被殺死在樓，竟不知何人所謀。

查某子睏起來，扒上樓仔頂去看，看見

查某子

死在彼樓仔頂，不知被甚麼人刣死。心肝內著驚大
聲直直哭。
其時鄰舍有不平許生事者，與蕭輔漢道：

厝邊隔壁的人作一吓走來看，就與蕭輔漢講：「您

「你女平素與許獻忠來往有半年餘，昨夜

查某子與許獻忠來來去去有半年較加嘮！昨暝昏

許生在友家飲酒，必定乘醉誤殺，是他無

許獻忠住在朋友彼食酒，得確是醉酒來此樓仔頂，

疑。」

二個講笑科，無張致錯一吓手被伊刣死。」

蕭輔漢聞知包公神明，即送狀赴告：
「告為

蕭輔漢頂日仔有聽見包大人做官真正賢，隨時倩人

強姦殺命事：學惡許獻忠，心邪狐媚，行

寫一張告狀去告：「講是強姦刣死人的事情，歹人

醜鶉奔。覘女淑玉艾色，百計營謀，千思

許獻忠心肝無天良，品行真歹，看見阮查某子生做

污辱。

美，貪9心用計智要來蹧躂伊。

昨夜，帶酒佩刀，潛入臥室，摟抱強姦，

昨暝昏食酒夯刀，偷走入去阮查某子得睏的所在，

女貞不從，拔刀刺死。遺下簪珥，乘危盜

強強與抱得，將要強姦，阮查某子不肯應伊，伊拔

去。鄰右可證。

了一枝刀與伊突死，連彼的簪仔頭插續被伊偷提
去，厝邊隔壁的人要作干證。

托跡黌門，桃李陡變而為荊榛；駕稱泮水， 此個許獻忠身軀是秀才，親像龍變做海翁魚要食
龍蛇忽轉而為鯨鱷。法律實類鴻毛，倫風

人，看國家的法律無現，無照情理再行，因為如此

今且塗地。急控填償，哀哀上告。」

即緊來入告狀。」

是時包公為官極清，識見無差。當日准了

此時候包大人做官無食人的錢，才情又真正好，看

此狀，即差人拘原、被告和干證人等聽審。 見此張告狀，隨時准伊告，差人去吊被告參彼的干
證的人，無一點仔久都攏總到了。

9

原文誤作「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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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先問干證，左鄰蕭美、右鄰吳範俱供： 包大人在先問彼個干證的人，正傍的厝邊號做蕭
美，倒傍的厝邊號叫吳範，計計攏總在得講：
蕭淑玉在沿街樓上宿，與許獻忠有奸已經

蕭淑玉站在彼路邊的樓仔頂得住，參此個許獻忠有

半載，只瞞過父母不知，此奸是有的，並

一個通姦的事情半年較加嘮，但有騙

非強姦，其殺死緣由，夜深之事眾人實在

通姦的事情是實在的，若是講因為強姦刣死的因

不知。

端，三更半暝的事情，眾人得睏，那能知影。

父母不知

由以上原文與譯文之比較可知，
《語苑》對於包公案之翻譯大致上頗忠於原
文，包括故事地點（德安府孝感縣）、人物姓名（許獻忠、蕭淑玉、蕭輔漢、蕭
美、吳範等）與情節發展（男女戀愛、和尚殺女、男方遭誣等），幾乎都保持原
貌，只是略可看出其譯作的主要改動之處為：
第一、口語化。原文是書面閱讀之用的半文言小說作品，臺語其實也可以用
文讀音從頭到尾一字不改的念出來，不過如此一來則與《語苑》想要藉此教導非
以臺語為母語者學習臺語日常語言之宗旨相違背。因此，譯作便宛如說書人之口
述一般，將原文翻譯為白話之臺語，諸如「屠戶」改成「刣豬的人」
、
「甚有姿色」
改成「生做真美」、「簪」改為「簪仔頭插」、「戒指」改為「手指」、「為官極清」
改為「做官無食人的錢」
（臺語稱「貪官」為「食錢官」）
，甚至連語氣詞（如「嘮」
）
也照實寫出，儼然為「我手寫我口」之實踐。
第二、簡易化。原文有些詞句較為文雅雕琢，不止運用典故，還使用對偶修
辭，如「心邪狐媚，行醜鶉奔」
，如果按照字面翻譯殆為「心肝真惡質，又更風
騷，想要誘拐阮查某子對伊走」
，文中之「鶉奔」之典故出自《詩經‧鄘風‧鶉
之奔奔》
，因舊說《鶉之奔奔》為諷刺宣姜與公子頑之淫亂事，故後世便以「鶉
奔」代指私奔。不過此處譯文則將此二句簡易譯為：
「心肝無天良，品行真歹」，
亦能與上下文連貫而不悖於原意。
第三、在地化。例如原文出現的駢體文句：
「托跡黌門，桃李陡變而為荊榛；
駕稱泮水，龍蛇忽轉而為鯨鱷」
，在譯文則變作「此個許獻忠身軀是秀才，親像
龍變做海翁魚要食人」，原本是兩個譬喻，譯文不僅略其前者而僅擇取後者（此
屬「簡易化」的手法）
，且因為臺灣並不出產鱷魚，故僅取原文之「鯨」
（臺人十
分熟悉）而捨其「鱷」，並且把鯨魚正確的翻譯成臺語慣用詞「海翁魚」10，再
說出這項比喻的重點（「要食人」），十分淺顯易懂。
第四、合理化。原文敘述蕭母上樓見到女兒屍體之後，竟然只有「不知何人
所謀」即一語帶過，將其情緒反應之描述省略跳脫，讀來實在感到有違常情，但
是譯文則添入一句：
「心肝內著驚大聲直直哭」
，填補了原先的空隙與留白，使其
故事描述更為合乎人情而不至於令讀者感到突兀。

10

「鯨魚：一名海鰍，俗呼為海翁。身長數十百丈，虎口蝦尾；皮生沙石，刀箭不能入。大者
數萬斤，小者數千斤」，見胡建偉《澎湖紀略》
（臺北：大通書局，1987）
，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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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藍公案
《語苑》所刊載的公案小說翻譯，除了
《包公案》之外，還有《藍公案》
（原名《鹿
洲公案》）。其原作者為藍鼎元（1680 ～
1733），字玉霖，別字任庵，號鹿洲，福建
漳浦人，畬族。1703 年拔童子試第一，後
屢試鄉試不第。1721 年（康熙 60 年）隨族
兄南澳鎮總兵藍廷珍渡臺鎮壓朱一貴起
義，擔任幕友。期間屢次上書言事，包括：
南北路文武駐紮要害、官兵營汛添設更置、
臺鎮不可移澎湖、哨船之舵繚鬥椗各兵必不
可換、羅漢門及阿猴林等地不可棄等，閩浙
總督覺羅滿保均予以採納。1723 年年被舉
為優貢生，翌年北遊太學，隔年校書內廷，
分修《大清一統志》。1728 年（雍正 6 年）
受大學士朱軾之推薦，特授廣東普寧知縣，
三宅生譯〈三體文語：藍公案——兄弟訟
再兼署潮陽知縣，後因故遭革職，1730 年 田〉頁面，《語苑》，1921 年 3 月。
協助編纂潮州府志，翌年入兩廣總督鄂彌達
幕，不久便特授廣州府知府，到任不久病卒。著有《東征集》
、
《平臺紀略》
、
《鹿
洲初集》、《女學》
、《棉陽學準》、《鹿洲公案》等，《清史稿》將其列於〈循吏列
11
傳〉 。
《藍公案》原稱《鹿洲公案》
，又名《藍公奇案》
、
《公案偶記》
，記載了藍鼎
元在擔任廣東省潮州府的普寧與潮陽兩縣知縣期間（共一年餘）所經手處理的案
件，全書分為〈偶記‧上〉13 則與〈偶記‧下〉11 則，總共 24 則。其情節十分
曲折離奇，不遜於其他像《包公案》之類的公案小說，可視為文言小說中的軼事
類小說；然而審案內容卻又人事地物與經過卻又照實記載，被收入《四庫叢書》
的「史部‧傳記類」，可說兼具文學與歷史的雙重價值12。茲將《語苑》刊載的
《藍公案》作品共 9 則（集中於該書上半部的〈偶記‧上〉）表列如下：

11

藍國榮，
《藍鼎元研究》
，高雄：高雄師範學院國文所碩士論文，1989；顧敏耀，
〈藍鼎元傳記
資料考述——兼論其〈紀水沙連〉之內容與意涵〉，
《成大中文學報》
，第 42 期，2013 年 9 月，
頁 137-182。
12
侯忠義，
《藍鼎元和他的《鹿洲公案》
》，
《明清小說研究》，2002 年第 2 期，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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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篇名

原題

譯者

日期

多方面：鹿洲裁判——死丐

第 8 則：死丐得妻子

上瀧諸羅生

1920 年 4 月

第 11 則：兄弟訟田

三宅生

1921 年 2 月～4 月

第 8 則：死丐得妻子

三宅生

1921 年 5 月～7 月

第 4 則：幽魂對質

三宅生

1921 年 8 月～12 月

第 3 則：邪教惑民

三宅生

1922 年 1～4 月

第 5 則：葫蘆地

三宅生

1922 年 5～7 月

第 9 則：賊輕再醮人

三宅生

1922 年 8～11 月

第 7 則：龍湫埔奇貨

三宅生

1924 年 1 月～7 月

第 6 則：沒字詞

三宅生

1924 年 8 月～1925 年

得妻子

2.

三體文語：藍公案——兄弟
訟田

3.

三體文語：藍公案——死乞
得妻子

4.

三體文語：藍公案——陰魂
對質

5.

三體文語：藍公案——邪教
迷人

6.

三體文語：藍公案——葫蘆
地賊案

7.

三體文語：藍公案——更嫁
的人賊亦看輕伊

8.

三體文語：藍公案——龍湫
埔的奇貨允趁大錢

9.

三體文語：藍公案——無字

1月

的告呈

其譯者有二人，殆皆在臺日本內地人士。其一為上瀧諸羅生：亦署名「上
瀧生」、
「上瀧南門生」，
「上瀧」是其姓氏，而名字待考。初居嘉義，後遷至臺南
南門附近。曾於 1916 年至 1927 年間在《語苑》發表作品 12 篇，包括〈雜話〉
、
〈面白い對照〉、〈料理小話〉
、〈鹿洲裁判：死丐得妻子〉
、〈糞埽堆〉
（其一至其
五）、〈本年施行普通文官試驗土語筆記問題を見て〉、〈論人愛〉。
三宅生：偶亦署名「三宅」，寓居臺南，曾在 1920 年至 1928 年間在《語苑》
發表臺日對照作品共 78 篇，包括〈論勤儉〉、
〈論節儉〉、
〈韓文公廟的故事〉、
〈三
體文語〉
（皆取材自《鹿洲公案》，共 31 篇）、
〈酒精〉
（與冬峰生合譯）、
〈舊慣用
語〉（共 16 篇）、〈臺灣的の神佛〉（共 15 篇）、〈廟祝問答〉（共 8 篇）、〈訴冤〉
（共 4 篇）等。
茲將《語苑》首次刊載《藍公案》之作品，即〈死丐得妻子〉之原文13與上
瀧諸羅生之譯文、三宅生之譯文並列比較，如下表所示：

13

原文內容採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十一輯」藍鼎元《鹿洲公案》
（臺北：文海出版
社，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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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上瀧諸羅生譯文

三宅生譯文

有鄭侯秩之妻陳氏，以迫

普寧縣城南薰坊的保正，鄭

有一個鄭侯秩的妻，陳氏，來告人

死夫命來告

侯秩的妻陳氏，來告講

命，講是

夫

夫被人迫死，

去被人強迫死的告狀。
云其夫充南薰坊保正，因

給伊收起來，問伊的因由。

夫是南薰坊的保正，因為要叫蕭

蕭邦武匿契抗稅，恨夫較

講鄭侯秩因為藏蕭邦武的

邦武稅契，蕭邦武抗拒，不肯獻出

論，

契，想要漏稅，叫伊賠償致

契卷來稅，阮夫參伊較鬧，伊不止

恨。

怨恨，

於十一月十三日，統率囚

有一暝，邦武

歹子李獻

在十一月十三日帶若多兇惡的人，

徒蕭阿興、李獻章、蔡士

章、蕭阿興、蔡士顯、莊開

蕭阿興、李獻章、莊開明，彼幾個，

顯、莊開明等，擁家抄

明等來圍厝，被伊遇著，打

挨入阮厝，要搶物刣人，將阮夫圍

殺，將夫叢毆垂斃。

到要死，

得打，打到要死要死。

無地逃生，投河而死。現

走出去投水死，講是現時身

阮夫要走避伊，無路可逃生，遂跌

今屍在峽山都大壇溝邊。 屍置在峽山郡大壇溝邊。

落溪內，被水淹死，現時身屍，在
峽山都大辰溝邊。

余心疑之，然不得不為

鹿洲即隨時叫人去驗屍，

我聽見此號話，不得不著去驗屍查

驗訊也。其子鄭阿伯果

問，我即准伊告，講要為伊相驗。

駕船載屍以來，立往相

陳氏的子，鄭阿伯，果然，駛一隻

驗。

船去載死屍，來要請驗，我隨時去
為相驗。

雖遍體並無他傷，而指

看見彼個指甲塞到全土，實

甲泥沙，實為投河確據。 在是投水死的，

徧身軀，雖然是無甚麼傷痕，指甲
卻有入土砂，實在是投水淹死，得
確的證據

然竊疑蕭邦武等五家，

不拘心內暗靜在疑，蕭邦武

皆貿易樸民，無無故叢

人，攏在做生理，攏是扑實的百姓，

毆一人之理。

無因無端，党人若多的來打一個

此五

人，打到俾伊走落水去死。敢無此
號情理。
且侯秩身充保正，而邦

而且鄭侯秩，身充保正，在前的縣

武等五家連連被竊。在

官，姓魏的任內，攏有告在案，在

前令魏君任內，各控就

要就保正、跟究窃盜的人，卻是有

保究盜則有之。

此號事情。

余下車即為比緝，刻日

我到任了後，就比差要拿賊，限日

追贓，亦無至今始共毆

追贓，賊亦拿未有，贓亦追未來，

迫下水之理。

此滿即合作夥來打伊，追到俾伊落
水去死，那有此號事情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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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殘屍口頰無存，無從

不拘攏無看見被人打的傷

況兼此個身屍，無何原全、嘴、及

辨別真偽。

痕，而且自投水死的日算

嘴頰攏爛無去，無處去辨14 是真的

起，尚未過十日，身屍爛了

抑是假的，

了，沒認得面貌。
而自十三日被毆下水，

打算上少亦經過有半月日以

自十三日被打走落水，全無一人知

何無一人知覺，至今始

上的身屍，

影，到今仔日即來告，設使十三日

來控告？即使十三日溺

落水淹死，此滿是二十一來在相

死，距今廿一日相驗，

驗，算起來未滿十日離無若久，照

未滿旬日，何以屍首腐

紀綱不應該此趕緊就爛，按怎死人

爛，竟似半月有餘？亦

的頭殼，能腐爛到如此，恰親像是

不應若是之速。

死有半月外喇咧。

窮詰其偽，阿伯不服，

尚即問伊，據

妻陳氏及

稱屍在水浸，速朽為宜。 子阿伯辯白講，身屍浸水久

即叫阿伯來問，直透辯駁伊的白
賊，阿伯不認服，講身屍浸在水裡

啊，所以較快爛，

的確能快爛，如此即著麼。

再問邦武等五人，皆不

尚

更問蕭邦武

能自為置辯。而陳氏、

時真悽慘，給看的人都流目

分訴，陳氏，與阿伯二人，一人一

阿伯利口喋喋，披麻執

滓。被告幫五

嘴，講到一片的情理，穿麻衫，夯

杖，子哭其父，妻哭其

此個對反干乾戇戇沒曉講

孝杖，子而哭

夫，一時哀痛慘苦之情

其，所以然親像有影的欸。

一時哀怨悽慘的情景，能到俾彼號

形，幾令旁觀鐵石亦為

所以人攏總講是邦武

鐵石做的人亦流出目屎來的欸。

墮淚。

個人害死不免僥疑。

然余心終不以為然也，勒

鹿洲認真看邦武

令阿伯母子自行備棺收

條直，更

鹼。

恐驚畏有誣告冤枉的事情，

妻哭夫、

子哭父，一

彼個人，參

彼五

五個人真

厝是做生理人，

五人，遂攏沒曉得可

父，妻而哭

夫，

不拘我的心內在想，到底不敢信講
有此號事情，強使阿伯

母子，自

己備辦棺材對收斂。

恬恬記在心肝，在先叫陳氏
母仔子去收斂身屍，續教伊
著帶孝送伊出山。

因為藍鼎元學養深厚，其《藍公案》之遣詞用字屬於雅正之文言文，而非
如《包公案》那般介於文白之間，在翻譯之際便增加許多難度。因此便出現兩個
主要現象：

14

原文誤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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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略譯。由上表可看出，上瀧諸羅生之譯文，對於原文頗予簡化，省略
不少段落，例如原文的「然竊疑蕭邦武等五
家，皆貿易樸民，無無故叢毆一人之理，且
侯秩身充保正，而邦武等五家連連被竊。在
前令魏君任內，各控就保究盜則有之。余下
車即為比緝，刻日追贓，亦無至今始共毆迫
下水之理」這一大段在上瀧的譯文中都被略
去。
二、誤譯與改譯。如原文「因蕭邦武匿
契抗稅，恨夫較論」
，上瀧則譯為「講鄭侯秩
因為藏蕭邦武的契，想要漏稅，叫伊賠償致
恨」
，頗有不知所云之感。可能就在上瀧的譯
文刊出之後，讀者曾有所反應，故隔年又刊
出三宅生的譯文，相較之下則顯得較為穩當
合適，例如這段原本誤譯之段落，三宅生便
改譯為：「因為要叫蕭邦武稅契，蕭邦武抗
拒，不肯獻出契卷來稅，阮夫參伊較鬧，伊 小野真盛譯〈讀書欄（其七）：荀子〉頁
面，《語苑》，1909 年 9 月。
不止怨恨」，便十分文從字順，亦與原意相
符。

四、 經典古文與歷史故事
在《語苑》當中刊載了不少中國古代的經典散文作品，其中包括寓言（出
自《孟子》
、
《韓非子》
、
《莊子》
、
《淮南子》等）
、歷史故事（出自《二十四孝》、
《史記》
、
《舊唐書》
、
《新唐書》等）以及其他已經成為膾炙人口的經典古文作品
（如韓愈〈祭十二郎文〉、蘇軾〈前赤壁賦〉
、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等），年
代最早的是春秋戰國諸子之作，最晚是清末曾國藩（1811～1872）所作的〈討粵
匪檄〉，其中少數是篇幅較長的作品，如〈祭十二郎文〉連載數次才刊完，大部
分屬於短篇之作。茲將各篇資料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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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原作者或出處

譯者

日期

1.

讀書欄（其七）：荀子15

荀子

小野真盛

1909 年 9 月

2.

讀書欄（其十）
：荀子（勸學篇） 荀子

小野真盛

1909 年 12 月

3.

漢文講義：十二郎ヲ祭ル文

小野真盛

1911 年 11 月 ～

韓愈

1912 年 9 月
16

4.

漢文講義：雜說四

韓愈

小野真盛

1912 年 11 月

5.

十思疏

魏徵

小野真盛

1914 年 4 月

6.

漢文講義：孫子‧兵勢第五

《孫子》

小野真盛

1914 年 5 月

7.

漢文講義：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小野真盛

1914 年 8 月

8.

漢文講義：自陳訴表

郭子儀

小野真盛

1915 年 2 月

9.

漢文講義：桃花源記

陶淵明

小野真盛

1916 年 12 月

10.

漢文講義：前赤壁賦

蘇軾

小野真盛

1917 年 12 月

11.

賽翁的馬17

《淮南子》18

坂也嘉八

1918 年 1 月

12.

漢文講義：補蛇者說

柳宗元

小野真盛

1918 年 6 月

13.

漢文講義：酒味色論

魯共公

小野真盛

1918 年 7 月

14.

多方面：無題錄19

莊周

東方孝義

1919 年 5 月

20

21

15.

多方面：漁夫ノ利

《戰國策》

東方孝義

1919 年 12 月

16.

多方面：轍鮒ノ急

莊周

東方孝義

1919 年 12 月

17.

多方面：苗ヲ助ケテ枯ニ至ラ

孟子

東方孝義

1919 年 12 月

三宅

1920 年 3 月

渡邊剛

1921 年 12 月

22

シム
18.
19.

韓文公廟的故事23
多方面：故事二十四孝（一） 有

《新/舊唐書》
24

《二十四孝》

孝感動天

15

即〈勸學篇〉
。
該文開頭即「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
17
即成語「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之典故。
18
出自《淮南子‧人間訓》
。
19
即「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之故事。
20
即「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之故事。
21
出自《戰國策‧燕策二》
。
22
即「揠苗助長」。
23
文中記載韓愈因諫迎佛骨而遭貶潮州，繼而在當地驅逐鱷魚，為民除害的整個經過，其內容
與劉昫等《舊唐書》
、歐陽修等《舊唐書》中的〈韓愈列傳〉相關內容大致符合，如「憲宗遣
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為夷法灼體膚，委珍貝，
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
（中略）
。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
、
「初，愈至
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
，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
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曰︰（中略）
。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
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
（《新唐書‧韓愈列傳》
）。
24
關於「二十四孝」最早起源於晚唐五代，在敦煌文書當中已有〈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
後由郭居敬剪裁編輯成《二十四孝詩》
，流傳漸廣之後，又有人為該書搭配插圖，改書名為《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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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多方面：故事二十四孝（二）

郭居敬

渡邊剛

1922 年 2 月

郭居敬

渡邊剛

1922 年 2 月

郭居敬

渡邊剛

1922 年 4 月

郭居敬

渡邊剛

1922 年 5 月

郭居敬

渡邊剛

1923 年 7 月

本身飲藥湯
21.

多方面：故事二十四孝（三）
咬指頭仔心肝痛

22.

多方面：故事二十四孝（四）
穿單頷衫順老母

23.

多方面：故事二十四孝（五）
為著父母去負米

24.

多方面：故事二十四孝（六）
取鹿乳奉養父母

25.

貪小失大（客人話：海陸）

韓非

羅溫生

1925 年 1 月

26.

討粵匪檄

曾國藩

小野真盛

1933 年 7 月

27.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小野真盛

1936 年 1 月

28.

貨殖傳の一節

司馬遷

小野真盛

1936 年 11 月

在這 28 篇作品當中，共有 6 位譯者，其中翻譯最多作品的是小野真盛（1884
～？），號西洲，大分縣人，1903 年任臺中地方法院通譯，翌年轉任臺北地方法
院通譯，1907 年再調臺南地方法院通譯。1919 年任華南銀行囑託，不久便調任
臺灣銀行囑託。1924 年任警察官司獄官練講習所講師、1932 年任高等法院通譯。
翌年，任第二回長期地方改良講習會講師。1934 年改任臺灣總督府法院通譯，
翌年任臺灣總督府警察及刑務所職員語學試驗委員，同年調臺灣總督府評議會通
譯。1937 年升敘高等官五等、從六位。1940 年敘正六位，不久又敘勳五等，授
瑞寶章25。公餘之暇，勤於著述，在 1909 至 1941 年間於《語苑》發表了多達 500
餘篇的作品，諸如〈警察官對民眾注意一百首〉
、
〈警察官語學講習自習資料〉等，
在 1906 至 1911 年間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1918 年於《臺灣時報》也都發表
過多篇古典漢詩文。編著有《警察官對民眾臺語訓話要範》（臺北：臺灣語通信
研究會，1935）、《臺語和譯修養講話》（臺北：臺灣語通信研究會，1936）、《續
臺灣語虎の卷》（臺北：警察語學講習資料發行所，1942）。
其他譯者還有：坂也嘉八（？～？），寓居於羅東，曾於《語苑》發表 5 篇
作品：包括 1916 年 9 月的〈假鬼假怪〉、1917 年 5 月的〈彼算不着〉、8 月的〈閑
話〉、12 月的〈祕法傳授二條〉以及 1918 年 1 月的〈賽翁的馬〉。
東方孝義（？～？）
：石川縣人，來臺擔任臺灣總督府警部26，1923 年任臺
十四孝圖》
，並且在傳抄之際也對文字進行修改潤飾，使其文學價值有所提升，數百年來在民
間以及文人階層之中皆頗為膾炙人口。其內容包括了：孝感動天、戲彩娛親、鹿乳奉親、百里
負米、齧指痛心、蘆衣順母、親嘗湯藥、拾葚異器、埋兒奉母、賣身葬父、刻木事親、湧泉躍
鯉、懷橘遺親、扇枕溫衾、行傭供母、聞雷泣墓、哭竹生筍、臥冰求鯉、扼虎救父、恣蚊飽血、
嘗糞憂心、乳姑不怠、滌親溺器、棄官尋母。
25
唐澤信夫編，《臺灣紳士名鑑》
（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年）
，頁 92。
26
《府報》
，第 3047 號，1923 年 9 月 22 日，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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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教官27，後又兼臺灣總督府警部、臺北州警部，
1926 年兼臺灣總督府屬28，1927 年轉任臺灣總督府法院通譯29，1933 年敘勳八等
授瑞寶章30，1935 年敘從七位31。1937 年任河川取締職員講習會講師32，1939 年
敘勳七等授瑞寶章33，翌年敘正七位34。1943 年敘高等官六等35，同年敘勳六等
授瑞寶章36。期間亦曾多次受聘為普通試驗臨時委員37。主持《臺灣員警協會雜
誌》之「語學」專欄，著有《臺日新辭書》（1931）與《臺灣習俗》（1942）。
三宅，應即三宅生，見前文所述。
渡邊剛（1889～？）：宮城縣名取郡人，1910 年（明治 43 年）由臺灣總督
府巡察練習生被派任為臺中廳巡察，1920 年任總督府法院通譯，兼臺中地方法
院通譯。1928 年轉調臺南地方法院嘉義支部。1930 年退職後，從事代書。1932
年被後歷任嘉義市宮前町會長、嘉義市會議員、白河食鹽「賣捌人」
（即批發商）
、
嘉義市出征軍人家族後援會理事、嘉義商工會議所議員、嘉義市宮前區長等職
38
。在《語苑》發表的作品篇數多達 60 餘篇，包括實用性的〈國勢調查用語〉、
〈戶口調查用語〉
、
〈度量衡檢查用語〉
、
〈警衛用語〉
、
〈簡易警察用語〉等，以及
較具文學性的〈故事二十四孝〉等。
羅溫生（？～？）39，臺中人，四縣客家人（臺中州內的客家人主要聚居於
東勢、石岡、新社、國姓、魚池等地），兼通日語及客語，為臺灣語研究會成員，
曾於《語苑》發表二篇作品：1924 年 12 月的〈年ハ暮レムトス〉以及翌年 1 月
的〈貪小失大〉。
以上這六位譯者之中以小野真盛與東方孝義兩人最具代表性，二者皆為日
治時期臺語研究界的重量級人物。以下先將小野真盛〈春夜宴桃李園序〉之譯文
與李白之原文表列對照如下：

27

《府報》
，第 3055 號，1923 年 10 月 3 日，頁 4。
《府報》
，第 3770 號，1926 年 4 月 3 日，頁 20。
29
《府報》
，第 154 號，1927 年 7 月 17 日，頁 55。
30
《府報》
，第 1807 號，1933 年 5 月 12 日，頁 50。
31
《府報》
，第 2407 號，1935 年 6 月 5 日，頁 23。
32
《府報》
，第 2925 號，1937 年 3 月 10 日，頁 17。
33
《府報》
，第 3760 號，1939 年 12 月 16 日，頁 48。
34
《府報》
，第 3916 號，1940 年 6 月 19 日，頁 58。
35
《臺灣總督府官報》，第 366 號，1943 年 6 月 24 日，頁 110。
36
《臺灣總督府官報》，第 459 號，1943 年 10 月 12 日，頁 63。
37
《府報》
，第 2351 號，1935 年 3 月 30 日，頁 71；
《府報》，第 2644 號，1936 年 3 月 27 日，
頁 55；
《府報》，第 2943 號，1937 年 3 月 31 日，頁 76；《府報》，第 3244 號，1938 年 4 月 2
日，頁 8；《府報》
，第 3547 號，1939 年 4 月 6 日，頁 14；《府報》，第 3852 號，1940 年 4 月
5 日，頁 26。
38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
（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頁 471。
39
推測可能是溫姓父親入贅予羅姓母親，故雖以「羅」為姓，然而刻意取名「溫生」，而「羅」
與「溫」兩姓，在臺灣皆以客籍居多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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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原文

小野真盛譯文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 彼個天地親像萬項物的客店，光陰親像一百代過去的人客，
百代之過客。
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

一世人那親像睏夢咧，歡喜是無若久，所以古早人日時

燭夜游，良有以也。

迌無到額，下昏時點火續落去

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

天地將彼好的文章俾咱做，住此個桃仔、李仔花開真多花

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

園內。此的兄弟大家做夥住此飲酒。

迌，

樂事。
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 此的小弟的才情那親像謝靈運的小弟惠連彼賢。總是我能
獨慚康樂。

吟詩做歌，獨獨見誚沒親像謝靈運。

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

賞花未了，講話講得真爽快。開此個好的筵席40，坐住花的

坐花，飛羽觴而醉月。

中間，對此個好的月的下腳，大家相敬酒，

不 有 佳作 ，何 伸 雅懷 ？如 詩 不

若無做好的詩，那能得可心肝爽快。若是詩做沒好，就要

成，罰依金谷酒數。

照彼的石崇金谷園罰酒三杯。

小野真盛不愧為臺語文翻譯之名家，整篇譯文十分流暢，保留了原作之逸
興遄飛與瀟灑豪氣，對於古典漢語中的詞彙也都能找到合適的臺語詞與其對應，
例如「逆旅」之於「客店」
，
「過客」之於「人客」
，
「游」之於「 迌」等，文中
典故（如「惠連」
、
「康樂」
、
「金谷酒數」等）也恰如其分的將解釋融入譯文之中，
符合關聯翻譯理論學者 Ernst-August Gutt 所揭櫫：「成功的譯文就是原交際者的
意圖和受體的要求在認知環境方面與源語相似」41之翻譯基本原則。
同樣是臺語專家的東方孝義所翻譯的四篇都是中國先秦時期的寓言，皆為
一般人成為耳熟能詳的典故，茲將其中的〈苗ヲ助ケテ枯ニ至ラシム〉之譯文與
原文表列對照如下：
孟子原文

東方孝義譯文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

孟子有講，宋國有一個人，煩惱田裡的稻仔，攏無甚麼大。

芒芒然歸。

伊就一糢一糢，用手與伊拔被伊較高起來，直直走回來
厝，

謂其人曰：
「今日病矣，予助苗長

共人講：
「今仔日我看見田裡的稻仔攏不大，不止煩惱，我

矣」

卻有想著一個法度，可幫助伊大欉。」

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後生聽見如此，就趕緊走去看。啊啊，彼個被伊拔的稻
仔，都攏乾乾去了。

東方孝義之譯文並非逐字逐句的精確式的翻譯，譬如原文的「今日病矣，予
40
41

原文誤做「蓆」。
吳海霞，
〈關聯翻譯理論在英漢翻譯實踐中的應用〉
，
《安慶師範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
，第
30 卷第 5 期，2011 年 5 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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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苗長矣」
，如果按照字面上應該翻譯成：
「今仔日足悿〔tiam〕矣，我幫助彼的
蘡〔iN〕大欉啊」，但譯者卻將其改寫成頗為自得而故做神秘之態，顯得更為生
動而可笑。此外，孟子為鄒國人，即今山東省鄒縣，先秦時期當地的主要農作物
是黍稷菽麥而非稻子42，但是東方孝義則直接將原文之「苗」譯為臺灣主要的農
作物「稻仔」，此亦屬在地化之表現。

五、 一般古典小說與笑話
在《語苑》中的中國古典小說除了特別凸顯的公案小說之外，亦有其他一般
的短篇小說作品以及極短篇體裁的笑話，創作年代最早的是南朝吳均（469～520）
的《續齊諧記》
，繼而有唐人沈既濟（？～？，約八世紀前後）的〈枕中記〉
、宋
人小說〈梅妃傳〉
、明人浮白齋主人的《雅謔》
，其餘八篇皆為清人作品，包括清
初蒲松齡（1640～1715）的《聊齋誌異》三篇與褚人獲（？～？，約 17 世紀前
後）的《隋唐演義》一篇，清中葉的沈起鳳（1741～？）《諧鐸》一篇，清末的
俞樾（1821～1907）《一笑》三篇，可見當時譯者在取材時對於清代作品頗多著
意。茲將各篇作品表列如下：
篇名
43

原作者

譯者

日期

1.

遊戲的漢文：一緩一躁

俞樾

不詳

1914 年 6 月

2.

近視眼

俞樾

不詳

1914 年 6 月

3.

一知半解

俞樾

不詳

4.

支那小說：怪女幽蘭（上、

1914 年 6 月
45

蒲松齡

小野真盛

1917 年 6 月、7 月

浮白齋主人47

東方孝義

1919 年 8 月

蒲松齡

鷺城生

1922 年 5 月～11

下）44
5.
6.

多方面：無題錄46
48

多方面：羽衣

月
49

7.

邯鄲一夢 （海陸音）

沈既濟

五指山生

1922 年 10 月

8.

多方面：唐朝楊貴妃傳50

趙雲石口述

野元喜之次

1924 年 3 月～1926
年3月

9.

多方面：唐朝田兄弟51

吳均

林番祥

42

1924 年 11 月、12

李根蟠，
《中國農業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7）
，頁 60。
出自俞樾《一笑》
，後二篇同。
44
出自蒲松齡《聊齋誌異‧封三娘》。
45
署名「草」，殆即「草庵」
，小野西洲之號。
46
內容為漢武帝與東方朔之故事。
47
本文出自晚明成書之浮白齋主人《雅謔》
，該作者之真名則有以下數種說法：馮夢龍、許自昌、
卞文瑜、李漁，至今學界仍有爭論。
48
出自蒲松齡《聊齋誌異‧竹青》
。
49
出自蒲松齡《聊齋誌異‧枕中記》。
50
主要根據宋人小說〈梅妃傳〉等鋪陳敷衍。
51
出自吳均《續齊諧記‧紫荊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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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10.

酒仙

褚人獲

竹塹生

1925 年 2 月～7 月

11.

臺語和譯：楊貴妃の生涯53

趙雲石口述

小野真盛、水谷

1928 年 11 月 ～

利章等

1932 年 11 月

彭水金

1931 年 8 月

12.

銷夏特輯：佳人の奇緣

沈起鳳

這 12 篇的譯者，除了前文曾提及的小野真盛與東方孝義之外，還有；鷺城
生，偶僅署名「鷺城」
，殆即其姓氏，寓居臺北，通曉福佬話與客家話，曾在 1922
年至 1923 年間於《語苑》發表數篇作品，包括〈實用客人口語法〉共 14 篇、
〈羽
衣〉
、
〈烈士吳鳳〉
、
〈奇妙八犬傳〉
（落伍生寫前三集，鷺城生續寫其四與其五）。
五指山生：可能為客籍文人，居於新竹北埔，通曉日語、臺語及客家話。五
指山海拔 1062 公尺，位於今竹東、北埔、五峰三鄉鎮交界之處，山形有如五指，
日治時期曾獲選為全臺十二勝之一，為北臺著名山岳54，作者殆因為寓居該山附
近，乃以其為筆名。他在 1922 年於《語苑》曾發表二篇文章：
〈文ノ成份二就テ〉
與〈邯鄲一夢〉。
野元喜之次：或署野元、野元生，初任臺灣總督府法院通譯，1918 年改調
臺南地方法院任職，1930 年敘勳八等授瑞寶章55，1932 年擔任臺南州警察官乙
種臺灣語試驗委員，同年敘正八位，同年又敘勳七等授瑞寶章，1937 年敘正七
位。對臺語研究頗具熱忱，曾於 1919 年至 1937 年間在《語苑》發表百餘篇作品，
包括連刊數期的〈雜語集〉
、
〈仿民事訴訟〉
、
〈隨句話〉等專欄，以及同樣連載多
月的〈唐朝楊貴妃傳〉
、
〈臺南州警察官乙種臺灣語試驗問題〉
、
〈警察官福建語講
習資料〉等。
林番祥（？～？）
：恆春人，通曉臺語與日語，曾於 1924 年 11 月與 12 月在
《語苑》的「多方面」專欄發表譯作〈唐朝田兄弟〉。
竹塹生（？～？）：真實姓名不詳，殆即今新竹市（古稱竹塹）人，通曉臺
日語，曾於 1925 年 2 月至 7 月在《語苑》發表譯作〈酒仙〉。
水谷利章（？～1932）：號寥山，1895 年來臺，時任憲兵，寓居臺北城內，
因有感於臺語對於本身職務的重要，所以透過與本島知識份子筆談等方式開始自
習臺語，翌年進入第一屆臺灣語速成學校就讀，受業於姬野憲兵隊通譯以及艋舺
秀才黃克明，畢業之後分派至各地憲兵屯所任職並兼掌通譯，1898 年轉任職於
本島人商會、
《臺中新聞》報社，後又歷任陸軍幕僚、軍法會議通譯，1905 年任
臺灣總督府法院通譯，1922 年兼任臺灣總督府警察及監獄職員語學試驗委員（迄
1924 年止），1923 年敘勳六等授瑞寶章（原為從七位勳七等），1926 年敘正七位，
52
53
54
55

出自褚人獲《隋唐演義‧第 82 回‧李謫仙應詔答番書 高力士進讒議雅調》。
主要根據宋人小說〈梅妃傳〉等鋪陳敷衍。
范明渙總編纂，《北埔印象（鄉志）
》（新竹：北埔鎮公所，2005）
，頁 133。
《府報》
，第 1058 號，1930 年 9 月 14 日，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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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兼補臺北地方法院通譯，翌年任普通試驗臨時委員，同年任臺灣總督府
警察及刑務所職員語學甲種試驗委員，1932 年升敘高等官五等，同年敘從六位，
不久又敘勳五等授瑞寶章，但不幸就在當年過世56。目前所見的著作有發表於《臺
灣教育會雜誌》的〈專門家より見たる臺灣語研究者〉
（1916）以及發表於《語
苑》的〈支那官場成語集〉
（1925 年連載）、
〈支那風俗裁判物語〉
（1925 至 1926
年連載）、
〈甲科語學研究資料〉
（1928 年）、
〈音調の解〉
（1928 年至 1929 年連載）、
〈漢文證書の解釋〉（1929 年至 1931 年連載）等。
彭水金（？～？）
：今新竹人，通曉臺語與日語，擔任通譯，1923 年通過臺
灣總督府普通文官試驗，先後任職於臺北地方法院新竹支部與於新竹郡役所。
1940 年以「二十年以上續勤ノ者」
（「保持全勤二十年以上」）獲得總督府褒賞57。
公餘之暇亦能提筆創作，曾於 1931 年在《語苑》發表譯作〈銷夏特輯：佳人の
奇緣〉，同年於《臺灣日日新報》發表古典詩作〈壽黃永盛君令堂七旬晉一〉，1935
年於《臺法月報》發表〈粟單（原註：谷單）に就て〉，其餘生平待考。
笑話在《語苑》之中亦屢見不鮮，具有增加趣味性的功用，可以吸引讀者閱
讀，其中來自清末名儒俞樾《一笑》之三篇作品〈一緩一躁〉
、
〈近視眼〉以及〈一
知半解〉，其譯文與原文表列對照如下：
俞樾原文

《語苑》譯文

甲性遲緩，乙性躁急。相遇於途，各低頭而揖， 甲的做事情趖趖，乙的做事情急急。在路裡相
甲揖別而起，已失乙所在。回顧，則乙在其後

遇，各人俯頭作揖，甲作揖了起來，已經不知

呼甲曰：「君尚在此歟？吾適往十里亭送客而

乙對何位去，回頭看乙在後壁，乙叫甲講：
「汝

歸也。」

尚有在此？我適去十里亭送人客返來。」

有二人短於視，而皆諱言之，喜以目力自多。

有二個人攏近視，攏不欲人講伊近視，欲凸風

一日，聞某家於神廟掛匾，乃先偵知其字。是

伊的目睭光。有一日，聽見某麼家，要去廟裡

日入廟，一人仰視曰：
「美哉，
『赫耀聲靈』四

掛匾58，就預先探聽彼個字，彼一日入去廟裡，

大字也！」一人曰：「尚有小字，君未之見，

一個仰頭起來看，講：
「真美嗬，
『赫聲濯靈』

乃『某月日某書』也！」正共誇詡，旁有一人

四個大摸字。」一個就講：「尚有細字的汝尚

問曰：
「兩君云何？」告以所見，其人笑曰：
「匾

未看見，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寫的。」二個

尚未掛，何處有字？」

適在凸風，邊仔有一個人問講：「您二位在講
何貨？」

二個就講

所看到的，彼個人聽

了，笑講：「匾都尚未掛，何位有字？」
有富家子問教師：
「一字如何寫？」老師答：
「一

有一個富額人的子，問

畫。」富家子問：
「二字如何寫？」老師答：
「二

樣寫？」

畫。」富家子問：
「三字如何寫？」老師答：
「三

怎樣寫？」

畫。」富家子大悟曰：「天下之字可一以貫之

字按怎樣寫？」

56
57
58

《府報》
，第 1612 號，1932 年 9 月 1 日，頁 2。
《府報》
，第 4073 號，1940 年 12 月 22 日，頁 101。
原文誤作「扁」，後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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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講：「一字按怎

先生講：
「一畫。」更問：
「二字按
先生講：
「二畫。」更再講：
「三
先生講：「三畫。」伊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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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適其父欲延一書記，托之友。富家子曰： 曉悟，講：「天腳下的字，可以識一項就能使
「何必多費？吾優為之。」父甚喜。一日，使

得」
。適適

其書柬招一姓萬者。久之不得，父屢使人促

得確著如此加用所費？我做能得到。」

之，子恚曰：「何字不可姓，乃必姓萬，吾畫

真歡喜。有一日，使伊寫批叫一個姓萬的人

之半日，尚未得其半。」

來，寫真久寫沒得出來，
趕，

老父要倩一個記數， 後生講：
「那
老父

老父屢屢叫人與伊

子怒氣即講：「儘彩字不好姓，姓到一

字萬字，我畫半日，畫尚未一半。」

譯文充分掌握臺語的特殊用詞，例如將「性遲緩」譯為「做事情趖趖」
，
「性
躁急」譯為「做事情急急」
，又能疊字，又能兩相映襯對偶，頗有趣味。
「喜以目
力自多」則譯為「欲〔ai〕凸風伊的目睭光」
，
「富戶子」譯為「富額人的子」
，
「何
字不可姓」譯為「儘〔chin〕彩字不好姓」
，皆能得其精要。
惟於當時對於臺語漢字的選定頗參考日文漢字與讀音之配對法——日文之
漢字讀法有「音讀」
（おととく）與「訓讀」
（くんとく）之別，音讀是日語受漢
語影響之讀音，例如「中国」讀為「ちゅうごく」之類；訓讀則是將日語原本之
讀音搭配一個表示相同或相似意義的漢語字詞，例如「どこ」對應於「何処」之
類。《語苑》中的臺語漢字選定頗有類似「訓讀」之處理手法，傾向於注重漢字
之書面表達更甚於考究語音與漢字之間的密合程度。現今的臺語用字則頗有更
動，如前引譯文中出現的「事情」已改為「代誌」
，
「返來」改為「轉來」
、
「尚未」
59
改為「猶未」
、
「何處」改為「叨位」
、
「何貨」改為「啥貨」等 ，選定之漢字與
語音本身較為貼近。

六、 結語
《語苑》作為臺語書寫發展史上足以與基督教會羅馬字系統分庭抗禮的漢
字表達系統之代表刊物，其中總共刊載了共五十餘篇中國文學作品，幾乎皆屬小
說與散文，其中又以前者佔多數，尤其特別選譯了許多公案小說。在用字遣詞方
面大致都能將原文譯作流暢且精確之臺語，只是在選擇對應之漢字時，頗與現今
常見之用法不同。關於這部期刊的中國文學作品譯作之特殊性與重要性，略可分
為如下幾個面向：
第一，關於譯者與讀者：《語苑》的譯者與讀者都以日本內地人佔大多數，
在翻譯、閱讀與學習臺語之際，同屬東亞漢字文化圈的背景便成為可資利用的基
礎／先備知識，採用漢字並且借用日本的訓讀經驗以翻譯或記載臺語譯作便為順
理成章之事。此外，因為譯者與讀者都是任職於警察局或司法機構之中，自然而
然的特別留意於廣泛流傳於漢人社會中的公案小說。
第二，關於載體本身：
《語苑》創刊的宗旨主要是讓當時的在臺日籍基層官
59

運用「臺語／華文線頂辭典」
（http://210.240.194.97/iug/Ungian/soannteng/chil/Taihoa.asp）之查
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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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主要是警官）能夠熟悉臺灣在地之語言，以便於施政、溝通與聯繫，若選錄
文學作品則是借重其故事性與趣味性，俾能能提升讀者在學習語言時的興趣，故
文體之選擇自然以小說最受青睞。
第三，關於時代背景：日本統治臺灣之初，頗費心於舊慣習俗之整理與調
查，1901 年（明治 34 年）由臺灣總督府成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邀請岡
松參太郎、愛久澤直哉、織田萬等學者專家，就各專業領域進行調查與編纂工作，
並且將調查結果出版成書，包括《臺灣私法》
、
《清國行政法》
、
《調查經濟資料報
60
告》及《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等 。在《語苑》當中刊登這些中國古典文學作
品，亦能使其主要的讀者群體（日本內地人士）藉此認識臺灣在地文化當中的傳
統漢文化部分。
第四，關於臺語漢字書寫發展史：臺語因為本身就含有不少非漢語的成
分，並且在發展過程當中更進一步吸收了其他語言進來，因此要完全用漢字記載
時便容易有窒礙難通、方枘圓鑿之情形，從清領時期在各地方志書當中開始陸續
用漢字記載臺灣此地之特殊語詞（如地名、物產、風俗等），到了日治時期則由
在本國已經受過基礎漢文教育的日籍文士進一步研究審定，當時臺籍文士亦有少
數進行此項研究者（如連橫撰寫《雅言》61），將臺語漢字書寫表現系統更往前
推進一步。當然，前修未密，後出轉精，戰後迄今又有更進一步的提升與發展，
惟日治時期之奠基亦功不可沒。
第五，關於臺灣漢學傳播與研究發展史：臺灣原為南島語族（Austronesian
或 Malaypolynesian）的生活領域，漢學（Sinology）的傳播與研究要從明鄭時期
開始萌芽，當時不只有「海東文獻初祖」沈光文的來臺，亦有「全臺首學」臺南
孔廟的設立，到了清領時期更是透過科舉考試與學校教育等方式，產生了更多研
讀漢學卓然有成之士人（最具代表性的是清領末期的吳子光），亦有不少鼎鼎大
名的漢學研究者來臺仕宦（如「詩經三大家」之一的胡承珙便於 1821 年任臺灣
兵備道）62，此時期是臺灣漢學傳播與研究發展史上的重要階段。到了日治時期，
一般刻板印象可能認為當時臺灣的漢學已經進入蟄伏期，的確，日治時期的臺灣
隨著新式教育與現代性觀念的引入而以西學居於標竿與核心之地位，然而藉助著
現代化的傳播與印刷媒體，漢學在臺灣的傳播與發展毋寧獲得不少正面而積極的
動力，這在以日籍人士為主要讀者群體的雜誌《語苑》都有不少中國古典文學作
品刊載亦可略窺一二。
第六，關於臺灣翻譯發展史：臺灣的原住民（包括清代所謂之「生番」及
60

鄭政誠，
《臺灣大調查：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
，臺北：博揚文化，2005。
連橫於其《雅言》（臺北：大通書局，1987）即云：「臺灣文學傳自中國，而語言則多沿漳、
泉。顧其中既多古義，又有古音、有正音、有變音、有轉音。昧者不察，以為臺灣語有音無字，
此則淺薄之見。夫所謂有音無字者，或為轉接語、或為外來語，不過百分之一、二耳。以百分
之一、二而謂臺灣語有音無字，何其傎耶！」（頁 2）
。
62
顧敏耀，
《臺灣清領時期經學發展考察》
，
《興大中文學報》
，第 29 期，2011 年 6 月，頁 193-212。
61

54

遠東通識學報 第十三卷第二期 P.33-57

「熟番」）族群類別極為多元，雖然皆屬南島語族，然而在漢人移居之前，諒必
在各個原住民語族之間，即有通曉二種以上語言的原住民翻譯人員存在。荷西時
期出現了學會臺灣原住民語之神職人員，還曾經出版過西拉雅語的〈馬太福音〉
和〈約翰福音〉。明鄭與清領時期在各個原住民部落往往都有「通譯」以協助經
商或政令推行。清領時期因為迴避制度的施行，來臺文官大致皆由閩粵二省以外
派來，在施政或審判之際，更是需要翻譯人員63。至於當時具有代表性的翻譯作
品則為黃叔璥《臺海使槎錄》所記載的「番歌」64。清領末葉開放傳教之後，臺
灣的基督教長老教會開始運用羅馬字將不少西方文學作品、聖經故事或是神學著
作翻譯成臺語（刊於《臺灣府城教會報》、《臺灣教會報》等65）。到了日治時期
非但將許多西文著作之日文譯本帶入臺灣，還出現了將西文或日文著作翻譯成淺
近文言或是華語白話文之譯作（刊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
《臺灣民報》
、
《風月
報》等），更有如《語苑》這般將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翻譯成臺語漢字者，臺灣的
翻譯發展已然邁入了百花齊放的嶄新階段。
總而言之，透過《語苑》上所刊載的中國文學作品，可看出這些作品飄洋渡
海來到日治時期的臺灣並且翻譯成臺語白話文之際，所經歷的口語化、簡易化以
及在地化的轉化過程，並且在臺語書寫史、臺灣漢學發展史以及臺灣翻譯史等各
個層面都有重要的意義。

63

在清末來到臺灣的馬偕博士曾如此描述衙門開庭之實況：「滿大人由他的隨從護著坐轎子來
到，進入衙門大廳坐正，又邊站著通事（原註：翻譯官）。因為是滿大人，從中國來的，就理
該不懂得本地話，所以旁邊必得有個通事……滿大人經由通事來審理被告」
，見氏著《福爾摩
沙紀事》（臺北：前衛出版社，2007），頁 98。
64
《臺海使槎錄》中的「番歌」收錄於〈番俗六考〉之中，譬如在其中的〈北路諸羅番一〉當
中收錄的〈灣裏社誡婦歌〉云：
「朱連麼吱匏裏乞（娶汝眾人皆知）
，加直老巴綿煙（原為傳代）
；
加年呀嗄加犁蠻（須要好名聲）
，拙年巴恩勞勞呀（切勿做出壞事）
，車加犁末礁嘮描（彼此便
覺好看）！」
（括號中皆為原註）
，是用漢字的官話語音來記載當時平埔族的歌謠，雖有譯音不
夠精確之缺點，然而亦為珍貴之記錄。
65
目前皆已收錄於「臺灣白話字文獻館」
（http://www.tcll.ntnu.edu.tw/pojbh/script/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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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を概観〉，《地域文化研究》，第 5 號，2007 年 1 月，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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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起雲湧的年代—台灣武裝抗日概論
陳英仕
遠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一八九四年中日之間爆發了史稱的「甲午戰爭」，無能自大的滿清政府，面
對經過明治維新洗禮，完成近代化改造，力圖富國強兵的日本，無疑是以卵擊石，
勝負立判。戰敗的清政府只得割地賠款，與日談和，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簽
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議定割讓台灣、澎湖及所屬島嶼給日本，開啟了
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五十餘年的悲慘命運。無辜受累的台灣人民成為清政府的代
罪羔羊，一場長達半世紀的反殖抗日運動，就此在台灣各地陸續展開。而台灣的
武裝抗日大抵以日本殖民統治的前二十年為界，本文將之分成：一八九五年五月
至十一月以台灣民主國為中心的抗日活動、一八九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二年五月
的游擊武裝抗日及一九○七年七月至一九一五年五月的民族革命三階段，依序論
述之。

關鍵詞：甲午戰爭、武裝抗日、抗日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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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ime of Disturbances
–An Introduction to Taiwanese Armed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Ying-shih Chen
Far East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Abstract
Sino-Japanese war, the famous battle broke out between Qing Empire of China
and Japan in 1895. China was defeated by Japan which has just completed its
self-improvement based on t he western ideological trend, the so-called Meji
Restoration. Due to the failure in war, the Qing Empire was forced to accept a harsh
and humiliating treaty in Shimonoseki Negotiation on April 17th, 1895. Qing China
ceded the full sovereignty of the islands of Taiwan and Penghu to Japan in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 Afterward, Taiwan had been under Japanese rule for more than fifty
years. The innocent Taiwanese people became the scapegoat for the incompetent Qing
Dynasty. Taiwanes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rule had started all over the island and
lasted for almost half a century. The armed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rule occurred
mostly during the first 20 years of colonial rule,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defense of the Republic of Formosa from May to November of 1895;
guerilla warfare following the collapse of the Republic from December of 1895 t o
May of 1902; and the final nationalism revolution from July of 1907 to May of 1915.

Keywords: Sino-Japanese War, Armed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ree Stages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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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歲次甲午，中日之間爆發了史稱的「甲午戰爭」。顢頇無能，腐敗自大的滿
清政府，加上積弊已久，羸弱貧病的國勢軍力，面對經過明治維新洗禮，完成近
代化改造，力圖富國強兵的日本，無疑是以卵擊石，勝負立判。戰敗的清政府只
得割地賠款，與日談和，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
鴻章和明治維新的功臣，也是當時日本的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為兩國的全權代
表，在日本本州下關（又稱馬關）的春帆樓旅館，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
議定割讓台灣、澎湖及所屬島嶼給日本。一紙合約，開啟了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
五十餘年的悲慘命運。黑暗與專制時代降臨，無辜受累的台灣人民成為清政府的
代罪羔羊，一場長達半世紀的反殖抗日運動，就此在台灣各地陸續展開。而台灣
的武裝抗日大抵以日本殖民統治的前二十年為界，本文將之分成：一八九五年五
月至十一月以台灣民主國為中心的抗日活動、一八九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二年五
月的游擊武裝抗日及一九○七年七月至一九一五年五月的民族革命三階段，依序
論述之。

貳、曇花一現的台灣民主國（1895 年 5 月-11 月）
未經台灣人民同意便割讓台灣予日本的這一舉措，使聞風後知的島內人民莫
不群情激憤，猶如晴天霹靂。隨即，不論是正在北京會試中的台灣舉人，抑或台
灣士紳，皆透過各種管道向上訴願陳情；甚至冀望以英、俄、德、法等列強的干
預力阻清廷割讓台灣，但木已成舟，台灣紳民終究無力回天。一八九五年五月十
日，日本政府任命海軍大將樺山資紀為首任台灣總督，準備強制以武力接收台
灣。不甘成為戰爭祭品的台灣紳民，在對清廷絕望之餘力圖獨立自救，加之法軍
將校與唐景崧商談護台之事時建言：「為中國爭回土地則難，為台灣保民則易。
必須台自立，有自主之權。」1遂籌組「台灣民主國」
，並於五月二十五日推舉原
1

苑書義、孫華峰、李秉新主編：《張之洞全集》
（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 8 月），第
8 冊，
「電牘」
，見「唐撫台來電」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午刻到，頁 6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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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巡撫唐景崧為總統，建號永清，定藍地黃虎為國旗，任丘逢甲為副總統兼義
勇軍統領，劉永福為台灣民主國大將軍，並設議院，推舉北部豪紳林維源為議長，
但林堅辭不受；同時派舉各部主管，整肅武備，以待與來侵的日軍周旋。五月二
十九日，日軍在交割手續尚未完成之際，即由台灣東北角的澳底登陸，在守軍不
戰而潰的情況下，一路勢如破竹，進占基隆；另一方面，前線的殘兵敗將在退回
台北城後，開始四處劫掠，加上領導者唐景崧、丘逢甲、林維源、林朝棟等相繼
棄台內渡，台北城頓時陷入無政府狀態。這時，一鹿港人辜顯榮自請為日軍進城
的馬前卒，紳商代表亦有相迎之意，故而於六月七日，日軍兵不血刃地進駐台北
城。六月十七日，樺山資紀在原巡撫衙門廣場舉行「始政典禮」，之後旋揮軍南
下，但此後征途，卻遭各地義民軍奮勇反擊，雙方在桃園、中壢、楊梅、大嵙崁
（大溪）
、三角湧（三峽）
、新竹、苗栗、彰化、斗六、嘉義等地發生了大小數十
次的激戰，其中又以彰化八卦山之役最為慘烈，在敵眾我寡，兵力懸殊的不利因
素下，義軍統領吳湯興、黑旗軍統領吳彭年皆於是役捐軀。
自台北失陷，唐景崧棄逃，在台南仕紳的懇請下，原駐紮鳳山的劉永福為穩
定軍心民情及抗日局勢，答應移駐台南，擔負起中、南部抗日運動領導重任，惟
不受「台灣民主國」總統一職。「劉氏重新部署中、南部之行政和防務，並設置
糧臺，發行官銀票和股份票，用以籌措糧餉和軍需。惟終因財政困難，以致未能
積極支援新竹、彰化等地抗日軍事」 2。義民軍雖曾在大莆林（大林）協助黑旗
軍大敗日軍，迫使日軍退回彰化，暫阻其攻勢，然十月初，日軍近衛師團在北白
川宮能久親王率領下，由彰化再度南侵直指台南，及嘉義淪陷，台南情事頓時告
急。十月十日日軍混成第四旅團從布袋嘴登陸；第二師團亦於十月十一日由枋寮
登陸，與近衛師團對台南成三面包夾之勢。劉永福眼見大勢已去，且「糧餉既乏，
內地全無接濟」 3，又其時台南「富紳多逃廈門，人心驚惶，風聲鶴唳，草木皆

2
3

黃秀政等著：
《台灣史》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2 月）
，頁 170。
吳德功：
《讓台記》
，收入陳支平主編：
《台灣文獻匯刊》
（北京：九州出版社；廈門：廈門大學
出版社，2004 年 12 月），第 6 輯第 7 冊，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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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日本吉野戰船又泊安平港外，內外交困」 4。故劉氏乃於十九日深夜，喬裝
易服，率舊部親信乘英輪棄台而去，潛逃廈門；此消息一傳開，台南彷若昔日台
北翻版，上演混亂失序的劇碼，紳民驚慌無措，紛紛攜眷到港口，欲搭船離台避
禍，而「岸上兵勇，肆刼財物，自相爭殺，舖戶均各閉門」 5。見此煉獄之狀，
台南紳民決議循台北模式，迎請日軍入城彈壓；二十一日，日軍暢行無阻地進駐
台南城。十一月十八日總督樺山資紀宣告「全島悉予平定」。台灣民主國的徹底
瓦解，象徵著台灣正式改朝換代，從此落入日本的殖民統治。
事實上，台灣民主國可說是為阻日軍佔領台灣之下倉促創立的，內部組織尚
不健全，而領導者的心態更影響其成敗。許極燉認為：「在台清官祇因受清廷寵
恩俸祿，心目中只知對封建王朝愚忠，很少有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存在，亦自難期
他們會有什麼志節懿行了。」 6這點從唐景崧致張之洞的電文內容中便可得到印
證：
「崧為民劫迫，無計脫身，權宜留此。」7自認擔負台灣民主國總統一職乃「不
得已允暫主」 8，並預告「俟事稍定臣能脫身」 9。在台灣非吾鄉，吾鄉在彼端的
國族認同下，能對這些在台清官寄予什麼厚望呢？所以當他們發現情勢不對，立
即想盡辦法相繼內渡就不難理解了。故在此階段，真正與日軍交戰的「幾乎全是
台灣子弟兵的義勇」10，他們奮死守護家園、不容外族侵犯的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参、遍地開花的游擊武裝抗日（1895 年 12 月-1902 年
5 月）
台灣民主國的覆沒並沒有澆熄台民抗日的火熱種子，就在日軍歡喜全島底定
準備迎接新年的同時，殊不知另一波抗日風潮正在北、中、南三地伺機而動。當

4

同前註，頁 227。
同前註，頁 230。
6
許極燉：《台灣近代發展史》
（台北：前衛出版社，1996 年 9 月）
，頁 180。
7
同註 1，見「唐撫台來電並致各省」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未刻到，頁 6416。
8
同註 1，見「唐撫台來電並致各省」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四日丑刻到，頁 6411。
9
同註 1，見「唐撫台致總署電」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未刻到，頁 6411。
10
同註 6，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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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清官軍殘部相繼內渡後，為了捍衛國土家園，保護親友免受異族侵略蹂躪，故
以本地義民為主的抗日武裝行動繼之而起。
概括而言，這一時期在台灣島上的抗日運動可分為北、中、南三地個別視之。
據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載：

當時在台灣北部的抗日首領主要有：
（一）深坑的陳秋菊 （二）錫口（松
山）五分埔的詹振 （三）八芝蘭（士林）的賴唱 （四）北投的楊勢 （五）
金包里的許紹文、許石、林烏棟 （六）淡水的簡大獅、蔡伯（七）大屯
山的盧錦春（八）宜蘭三貂堡的林李成、林大北、徐祿（九）宜蘭二圍的
林維新、林火旺；宜蘭三叉坑的王秋鴻、須錄英（十）大嵙崁的簡玉和（十
一）三角湧的蘇力（十二）新竹平鎮的胡嘉猷等人，各自統領義民戰士數
百或數千人，於一九八五年秋，由林李成主謀，共推胡嘉猷負責總指揮，
大家約定在十二月三十一日除夕，以大屯山上舉火為號，各路一起行動，
擬在翌日元旦會攻台北城。 11

不料，這次的圍城計劃事前即被日軍偵得，因此宜蘭一路的義民軍不得不提前起
義，及三十一日大屯山火號一舉，各路群起會攻台北城。但在日軍增援和敵我火
力懸殊下，克復台北計劃終歸失敗，我方傷亡慘重。隨後日軍展開報復性的討伐，
許多無辜百姓慘遭殺害，房屋亦被焚燬，僅宜蘭一地「至一月二十八日被誅戮者
約一千五百人，燒毀家屋一萬所，宜蘭平原大半已成灰燼」 12。
事後，胡嘉猷、蘇力、林李成等幾名此波抗日首領相繼密渡上海、廈門等地，
其餘者化整為零，以深山為根據地，採游擊戰術，持續不斷地偷襲日軍，使之應
接不暇。一八九七年五月八日，亦即《馬關條約》規定台灣住民選擇國籍期限的
最後一天，由台北地區抗日首領簡大獅、陳秋菊、徐祿、詹振等率領，義民軍再
11
12

史明：
《台灣人四百年史》（美國：蓬島文化公司，1980 年 9 月），上冊，頁 402-403。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洛林總監譯：
《台灣抗日運動史》
（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0 年 8
月）
，第 2 冊，頁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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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揭竿而起，二度圍攻台北城與日軍展開激戰，然總督府早有防備，起義仍以失
敗收場，抗日軍傷亡慘重。
在中部方面，則以簡義、柯鐵為首所建立的「鐵國山」武裝抗日最有規模。
一八九六年六月十四，簡、柯二人聚集中部各路抗日軍，以雲林大坪頂為基地，
推簡義為首，改元「天運」
，號召義民一千餘人，宣誓起義。隨後，初襲斗六街，
並與日軍交戰，皆獲勝果；但此舉卻惹惱了殖民者，官方立即從台中增派兵力支
援，且在雲林大肆掃蕩，不分青紅皂白瘋狂地屠戮燒掠。就在雲林支廳長松村雄
之進聲稱「雲林管下無良民，把順良的村莊斷定為土匪窩，進行焚燒」13的情況
下，自六月十七日起至二十三日止，七日之間，日軍先後焚燬民房四千九百二十
五戶，禍及五十餘村落，至於無端被殺的百姓更是無法統計 14，寫下台灣抗日使
上慘絕人寰的一頁，史稱「雲林大屠殺」。
對於日軍在雲林慘無人道的暴行，鐵國山義民莫不義憤填膺，旋即在六月二
十八日襲擊林杞埔並佔領憲兵屯所；三十日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擊戰攻佔了斗
六街；七月二日至四日，鐵國山義民和台中、彰化、嘉義等地的義民到處襲擊日
本守備隊，殺死憲兵警察多人。七月七日，劉獅、楊勝率領鐵國山義民軍六百餘
人，長驅攻擊鹿港街，日軍一面應戰一面向總部請求支援；尤讓當局想不到的是，
由辜顯榮從保甲壯丁團改編而成的日方守軍「別動隊」
，竟臨陣倒戈向日軍開火，
使日軍頓時腹背受敵，陷入危急。消息傳到台中，日軍第二旅團司令部立即派遣
「討伐隊」再次進行掃蕩，陸續收復員林、北斗、斗六，重開雲林支廳，發布安
民告示。十四日，日軍從三路會剿林杞埔，義民軍潰退鐵國山。十八日，討伐隊
派兩個隊猛攻大坪頂，下午成功進佔，義民軍被迫徹入內山。在此同時，總督府
為了消解台民對先前日軍屠殺焚村的仇恨，乃派遣內務部長古莊嘉門到斗六，辦
理招撫、賑貧、戶口調查等三件事，並透過辜顯榮、陳紹年等買辦紳士向鐵國山
義民軍進行招降，千方百計，但僅於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招降了簡義及其隨
13
14

同前註，第 3 冊，頁 691。
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洛林總監譯：《台灣抗日運動史》
，第三冊，頁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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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者鄭芳春、陳一昌二人。
簡義歸順後，柯鐵即被鐵國山部眾共推為「奉天征倭鎮守台灣鐵國山總統各
路義勇軍」，繼續領導抗日。台灣總督乃木希典為防鐵國山義民軍坐大，乃於一
八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以軍憲警編成混合大軍，不計犧牲對鐵國山
發動總攻擊，終在優勢的火力下，於二十六日佔領鐵國山。失去抗日基地的義民
軍遂退至深山，化整為零，採游擊戰策略，在中部地方多次襲擊憲兵警察駐所。
其後，雲林鐵國山武裝抗日系統，歷經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台中縣軍事大掃蕩和一
九Ｏ二年五月眾多抗日首領及戰士被誘降殺害；加上未投降者或逃亡大陸，或相
繼被捕，方使中部抗日戰事暫告段落。
至於台灣南部地區的武裝抗日，「是日本割據台灣時，抵抗最為持久者。一
八九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日軍登陸台南僻地後，各地志士即起義頻仍。以抗日據
點言，台灣南部地區實較北、中部為多，其領袖亦多」 15。《台灣人四百年史》
載：
台南縣以嘉義為中心，阿里山山脈（前山山脈）縱貫南北，其東面的內山
地帶更是緊接三千公尺高峰聳天的中央山脈，山岳溪谷與斷崖絕壁參差其
間，這乃是南部抗日義民軍絕好的作戰基地。因此，該地區的居民幾乎是
從初就奔走抗日，以致義民軍經常四起且頻繁出擊西部平原的嘉義地方，
並延至下淡水溪下游的鳳山、阿緱地方。在這南部地區最盛名的抗日首領
即有：（一）溫水溪地區的黃國鎮、林添丁、李欺頭（二）十八重溪地區
的阮振（三）蕃仔山地區的陳發、蔡愛（四）鳳山下淡水溪左岸地區的陳
魚、郭騰、簡慶、魏開、張石定（五）鳳山下淡水溪右岸的鄭吉生（六）
阿緱地區的林小貓等，並且各地首領皆保有密切的連繫，竟使守備南部地
方的日軍當局顧此失彼而疲於奔命。 16

15
16

柯惠珠：
《日據初期台灣地區武裝抗日運動之研究》
（高雄：前程出版社，1987 年 4 月）
，頁 126。
同註 11，頁 420-421。
66

遠東通識學報 第十三卷第二期

P.59-86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即台灣全島被日軍佔領後不出二個月，溫水溪後大埔羌仔寮
的黃國鎮，旋招請後大埔的葉裕，竹仔林的李烏貓，三界埔的張德福、張頭筐，
南門外街的許萬枝，白芒埔的陳貓甓、陳祥，枋仔林的陳蕃仔，赤蘭埔的黃乞食，
二佃的何咲，大士烏的葉通等，歃血為盟，十二人結為異姓兄弟，號稱「十二虎」
，
立誓共同抗日。
一八九六年七月十日，黃國鎮乃召集溫水溪地區的各地抗日義民，並連合了
十八重溪橫山的阮振，共率義民軍八百餘人，大舉圍攻嘉義城。時守城日軍甫為
雲林鐵國山義民軍所敗，故退守城內。黃國鎮遂率義民軍將其團團圍住，直至五
日後被日方援軍敗於八掌溪邊，方使各路義軍化整為零，散歸於溫水溪的抗日基
地。黃國鎮徹回後大埔之後，乘著日軍集中兵力對付鐵國山之機，大肆擴張勢力
範圍，至一八九七年一月，嘉義東堡的四十九個村莊均受他掌控，不但組織聯庄
自衛、支配各村庄的總理庄長等地方士紳，並透過他們征糧抽稅以充軍餉武器。
後來黃國鎮乾脆自稱為皇帝，定年號為「大靖」，獨立於日本統治之外，經常率
領義民軍襲擊嘉義各地的警察派出所和辦務署，並善於利用時勢，鼓動一般百姓
加入抗日行列 17。
另外，同在嘉義，以溫水溪南邊的蕃仔山為抗日基地的陳發，組織三、四百
人的抗日軍，自一八九五年五月甲午戰爭後，即時常出沒於麻豆、六甲，襲擊日
軍。後來陳發同黃國鎮與日軍作戰時，不幸於一八九六年二月被日軍捕殺。陳發
死後，蕃仔山抗日義民軍乃歸蔡愛、蔡雄統領，之後又有田廷、胡細漢出面領導，
從一八九七年一月起至一九ＯＯ年，義民軍依恃蕃仔山地勢險要，對日軍展開游
擊戰，多次痛擊日軍。最後因台南縣下的抗日勢力逐一被日軍消滅，以致蕃仔山

17

一八九八年二月，第四代總督兒玉源太郎到任後，於六月改正台灣地方官制，但嘉義已廢止
縣政，改隸台南縣。黃國鎮立即抓緊機會，放出了「日本將放棄台灣」的風聲，竟使嘉義地方
的民心漸起動搖。同年五月黃國鎮乃連合內埔的郭金水及凍仔腳的林添丁等，趁此襲擊北港埔
姜崙等各地的警察派出所。同年九月黃國鎮與林添丁，各率抗日義民一百人，合攻嘉義東保三
層崎，擊斃了日軍指揮官千葉少尉以下一六名，而後退回基地。又在同年十月當總督府開始徵
收「地方稅」（地租附加稅、戶稅及其附加稅等）之際，黃國鎮看出台灣人的不滿，即動員一
般百姓參加襲擊店仔口辦務署（十月二十日）
、店仔口竹仔門警察派出所（十月三十日）
、塩水
港辦務署（十一月三十日）等。參見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
，上冊，頁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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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日義民軍也隨之四散崩解。
除了嘉義之外，再往南的鳳山地區有鄭吉生、魏開、陳魚；阿緱（屏東）地
區有林小貓所領導的抗日活動。
一八九六年五月十三日，陳魚聯合魏開、黃臭、張石定等，於觀音山抗日基
地，擊斃來犯的日軍數人；同月二十五日，坑仔庄的黃臭等百餘名義民軍，再度
進攻鳳山大樹腳的日軍守備隊，殲敵十餘人後才退回坑仔庄。此外，南部抗日首
領鄭吉生於一八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廣邀鳳山地區的抗日同志陳魚、林春、郭騰、
黃國成、簡慶等，共率五、六百名義民據於鳳山港東下里，時常出擊日軍的電信
隊、營宿等。迄一八九八年，下淡水溪左岸的陳魚、楠梓坑山豬窟的魏開、坑仔
庄的黃臭、張石定等該區的抗日首領，「因受嘉義黃國鎮把嘉義東保（山地）的
四十九個村庄完全控制於勢力範圍之內的自治區的訊息的鼓舞」18，乃展現大團
結氣象，以下淡水溪左岸的阿公店為據點，各自率領義民軍在三月至十二月間連
續襲擊了阿公店、阿里港、彌陀、赤崁、阿蓮等地，又在台南、鳳山之間打游擊，
不幸的是，魏開在交戰過程中，陣亡於台南縣。
若論及南部地區的抗日首領中，最令殖民者頭痛者，非活躍於阿緱、潮州的
林小貓莫屬了。日人形容他「身材短小，目不識丁，但為人機敏，治家理財的才
能在諸匪中很罕見」19。其抗日功績，與北部的簡大獅及中部的柯鐵（虎）同被
台灣人所讚譽，素有北獅、中虎、南貓之說，並稱為「抗日三猛」。林小貓又名
林少貓，本名林義成，世居阿緱。自一八九五年日本據台後，即召集義民攻擊日
軍於阿緱、潮州之間。一八九七年一月十日，下淡水溪左岸觀音內里田寮的抗日
首領鄭吉生會同林小貓等集合六百餘人，從東港道進攻鳳山，惜為守備隊所敗，
退往下蚶莊（東港郡管內）20。同年二月十一日，鄭吉生因所持槍械走火，自傷
腳部出血甚多而身亡。鄭吉生死後，林小貓繼之而起，聚其殘部，承其抗日遺志，

18

19
20

郭弘斌：
《偉大的台灣人：日據時期台灣史記》
（台北：台灣文藝復興協會，2005 年 4 月）
，頁
156。
同註 12，第 3 冊，頁 831。
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洛林總監譯：《台灣抗日運動史》
，第 3 冊，頁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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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即於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起至同年十一月間，率領義民軍連番襲擊阿緱、
潮州、內埔等地。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林小貓不畏正值雷厲風行的軍事
大掃蕩，仍聯合由林天福為總指揮的客家庄民，和萬金庄、赤山庄、清仔墘庄等
原住民系台灣人，同福老人，共一千餘義民攻入潮州城，打死辦務署署長，並焚
燒辦務署及憲兵屯所。同月二十九日，林小貓再度號召因大掃蕩而南下避禍的抗
日首領及其部屬一千餘人圍攻恆春城，佔領城外的虎頭山與城內的守軍對峙，直
到日方援軍趕到恆春，在內外夾擊的不利情況下，義民軍才於三十一日退散。
為了抑制南部此起彼落的抗日活動，一八九八年十一月，總督兒玉源太郎下
令在台中、台南二縣同時展開軍事大掃蕩。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三旅團長高井出
發到新營庄，指揮第一次台南管內山區討伐隊伍，直至十二月十二日在後大埔一
帶進行搜索後，才解散了第一次討伐隊，據日方統計「各隊前後共斬殺土匪六百
六十七人，生擒二百零六人」 21。第一波掃蕩行動結束後，「台南縣知事認為討
伐的威力可以震懾民心，雖不能在貫徹法令、徵收租稅方面盡如人意；但因南部
鳳山、阿公店、番薯寮一帶匪情頻傳出現不穩，所以與旅團長協商開始進行第二
次討伐」22。於是第二波掃蕩從十二月二十日起，迄二十七日止。總結日方這二
次的討伐，掃蕩了嘉義、曾文溪、溫水溪、十八重溪、蕃仔山、下淡水溪左岸等
地區，稍後又平定了阿緱、潮州、恆春的武裝抗日民變，依據官方對當地民眾受
損傷亡的統計報告指出：

被殺二千零五十三人，傷者不計其數。房屋被燒毀者中，全部燒毀二千七
百八十三戶，半燒毀三千零三十戶。房屋財產被燒毀和畜禽損失合計約折
時價三萬八千餘圓。 23

其中，日軍在阿公店以激烈殘酷的「清庄」方式，對該地展開慘無人道的大屠殺
21
22
23

同註 12，第 3 冊，頁 802。
同前註，第 3 冊，頁 803。
同前註，第 3 冊，頁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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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焚毀，造成當地居民嚴重傷亡，史稱「阿公店大虐殺事件」，此等殘暴手段，
也招來在台灣的多國傳教士聯合投書香港《每日新聞》，痛斥其暴行。
再觀兒玉源太郎自一八九八年二月繼任為台灣總督後，一方面頒布「匪徒刑
罰令」
，依「法」對抗日份子大討伐、大屠殺；另一方面軟硬兼施，或動之以情，
或誘之以利，擬以「欺瞞」手段為「招降政策」，瓦解台灣人的抗日意識，使之
歸順。而義民軍常因據處深山僻地，故於持久抗戰下，時有彈糧不足、孤立無援
等問題，加之領導階層智識普遍不高，缺乏謀略與組織能力，因此當日軍以武力
威逼利誘時，投降歸順者漸多。
如上所述，總督府決定從一八九八年開始先對北部，繼之對中南部（台中、
台南二縣）的抗日義民軍實行討伐、招降雙管齊下的兩面策略。值此形勢比人強
的情況底下，於一八九八年八月始，至同年十月止，北部的陳秋菊、林火旺、盧
錦春、簡大獅先後投降；一八九九年三月，雲林四大頭（柯鐵、張呂赤、賴福來、
黃才）、嘉義的黃國鎮和林添丁；四月，十八重溪的阮振；五月，阿緱的林小貓
等人，在所提要求為日本當局接受後，亦相繼下山歸順。但論者指出：

當時的台灣島內各地情形千差萬別，也確有一些抗日隊伍抵御不住惡劣生
存環境的考驗而真歸順，但此類真歸順者均為小規模的武裝集團，其影響
力其實並不怎麼廣泛。在台灣島內名震一時的各大武裝集團則與此不同，
他們都是在相繼與日本殖民者簽署類似的協議書後，以媾和的心態來「歸
降」的。因此，他們提出的條件十分傲慢，依照其歸順條件，他們將是權
傾一方的特權階層，不僅擁有自己的武裝，還有自己的地盤，享有地方自
治權和罪犯審判權，形成事實上的武裝割據狀態，在這種割據狀態下，日
本殖民者在台灣的統治顯然是不完整的。 24

相對的，日本當局接受抗日首領苛刻的歸順條件時，也「假借為土匪生計所需，
24

陳小冲：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五十年史》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 9 月）
，頁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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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們交出人員的花名冊，從而了解其內情，同時獲取了土匪的政治名薄，該政
治名簿裡即便是無名鼠輩也貼上了照片，以備萬一之變」25。質言之，日方的招
撫政策不僅暫緩了抗日風潮，亦起到瓦解抗日士氣、掌握抗日組織言動之效，實
為一箭雙雕。而歸順的抗日首領，則像罪犯般被嚴密的監視與檢驗著，但他們也
藉此換得喘息之機，暗中互通聲氣，圖謀再起。如北部的簡大獅及其部屬降敵後，
被日本當局驅趕於北部山中從事開鑿道路的勞動，但只經過一個多月，簡大獅因
憤慨日本警察的橫暴，乃發檄文號召昔日抗日同志，再度揭竿起義。但由於計劃
事先暴露，以致北部首領林李成、盧綿春、簡大獅、林火旺等人或戰死或被捕處
死。其後，北部遂不再有大規模且有組織的抗日武裝行動。
類似北部先順後反的情形亦發生在中、南部。故總督府為徹底消滅抗日勢
力，自一九ＯＯ年起，以歸順者不守規律為由，突襲中部抗日軍，並於一九Ｏ二
年五月二十五日以殘忍的騙殺手段，在斗六、林杞埔、崁頭厝、土庫、他里霧、
下湖口等各支廳所舉行的「歸順典禮」上，以機關槍掃射被設計前來的歸降者。
就這樣，各地的歸順典禮會場計有張大猷等二六Ｏ名抗日首領及其部屬與支持者
慘遭集體射殺。又在南部方面，再度起義的鐵國山抗日首領黃國鎮，亦於一九Ｏ
二年三月被來攻的日軍擊斃於後大埔；同年四月，林添丁、阮振先後被殺。再者，
阿緱地區的林小貓自歸降後，即在後壁林從事開墾並經營製糖業，並無反抗意
圖，但對殖民者來說，林小貓的存在猶如芒刺在背。因此，在各地討伐告終後，
由總督府下令於一九Ｏ二年五月三十日突襲林小貓住宅，然突襲行動失敗，日軍
繼以猛烈砲火轟擊，隨後血洗林家，林小貓身中五槍身亡，「在其周圍還發現已
死匪徒四十一人，匪婦二十五人，兒童屍體十具」26，如此無差別之屠殺，足見
日軍之殘暴。林小貓既滅，日軍旋即在鳳山、阿緱二廳所轄管區內繼續搜索、掃
蕩林小貓部屬及其他抗日軍，昔日抗日首領或與林小貓有親交者，多數慘遭殺害。
林小貓的戰亡，意味著南部地區武裝抗日隨之式微，也代表了自一八九五年
25

鶴見佑輔：《後藤新平傳》（東京：太平洋協會出版部，昭和 18 年）
，頁 156，轉引自陳小沖：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五十年史》，頁 38。
26
同註 12，第 4 冊，頁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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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九Ｏ二年，為期八年的台灣初期武裝抗日運動，終告一段落。
綜觀此一階段台人武裝抗爭失敗的原因，首先是敵我雙方武力和兵源的懸
殊。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迅速發展現代化國防武力，擁有精良的武器裝備，配合訓
練有素的軍隊及憲警；對照臨時招募、倉促編成、缺乏戰鬥經驗且武器落後的台
灣武裝抗日團體，不消交戰自是敗象已現，這樣的結果是可以預期的。其次，由
上述可知，台灣武裝抗日組織遍及北中南各地，既缺乏統一的指揮和行動，又沒
有跨域的合作和協調，幾乎都是各自出擊，造成力量分散，以致讓殖民當局能從
容不迫的由北到南，逐一剿滅各路武裝抗日勢力。最後，是殖民當局招降策略的
奏效與武裝抗日集團的變調。面對台灣人民一再武裝抵抗，總督府也調整對應策
略，除了以優勢武力征伐掃蕩之外，一方面也透過御用紳士與買辦對抗日團體利
誘招降，允諾既往不究且提供生業維繫內部運作，又制定「匪徒刑法令」，並頒
布「保甲條例」做為制衡工具。「但這些各地抗日勢力投降後，總督府仍不肯相
信，必去之而後快，因而又進行討伐搜查，殺戮或處刑」 27。至於抗日集團的質
變，陳小冲則言道：「殖民地抗日隊伍為了生存，不得不採取強制手段以獲取補
給，由此而與當地民眾發生衝突，招致民眾的厭惡，民眾反而迎合殖民者的討伐，
以免災禍。」 28因此，抗日的領導者在接受招降後，既被削其戰力，又失民心，
迨時機成熟，歸降者旋又被視為「土匪」，以「刑法令」處置，這種結局應是他
們在接受招降之初始料未及的吧！

肆、反剝削反壓迫的民族革命（1907 年 7 月-1915 年 5
月）
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樺山資紀在台北舉行「始政典禮」，由於是時島內
存有台灣民主國的抗日運動，總督府為了有效彈壓反抗風潮，乃於即刻起實施軍
政。台灣總督以軍政長官身份，由中央政府授予殖民地統治權，並以其所裁決之
27
28

同註 6，頁 235。
同註 24，頁 47。
72

遠東通識學報 第十三卷第二期

P.59-86

軍令為統治上之法源依據，同時承認其臨機專行之權，使台灣總督在對殖民地人
民的統治上，得以貫徹其專制政治的性質。
經歷了八個餘月的軍政時期，至翌年三月三十日結束，改行民政。日本國會
並於是日發佈法律第六十三號（關於應該在台灣施行的法令之法律），簡稱「六
三法」。「六三法」全文共六條，第一條即明定：「台灣總督在其管轄區域內，得
制定具有法律的效力之命令。」 29據此，總督遂集軍事、行政、司法、立法四權
於一身，以近乎獨裁的方式，對台灣進行高壓的殖民統治。另一方面，由於日本
將台灣視為其國民經濟的重要出路，因此，為了有效的掌控台灣各項資源以便日
後能供其所用，總督府陸續展開一系列的調查工作、制度改革與基礎工程。其中，
一八九八年九月開始的土地調查與一九一Ｏ年至一九一四年為期五年的林野調
查，開啟了日本資本家來台掠奪、侵吞土地和林野資源的通路。然而，誠如史明
所言：

台灣人大多是以農業為生活的基本，佔總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大眾，或佔
少數的地主階級與農產品加工業者也同樣，都是依靠「土地」為生存手段
（生產手段）。因此，這不可缺欠的生存手段如被他人所佔，或農業生產
受到蹂躝，其生活立即遭到重大的打擊，甚至陷於破產的深淵。再者，台
灣本來就是依靠開拓土地起家的一個殖民地社會，「土地」不但是在這生
活上佔主要地位，同時也是歷代祖光的墳墓之地，所以台灣人熱愛鄉土的
觀念不但不落人後，還勝過有餘。 30

但在總督府刻意保護下，日本資本家的黑手逐漸延伸到台灣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
層面；加上嚴密的警察系統，不僅深入基層，監控人民生活，還介入地方事務，
與資本家沆瀣一氣，聯合壓榨台灣人民，助其吞併土地及山林。這樣的結果，破
29

30

轉引自黃靜嘉：《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及其影響》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3 年 10 月）
，頁 92。
同註 11，頁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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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了台灣人民原有的社會生活，致使他們面臨生存危機，無形中加深了與日本殖
民者的矛盾衝突。而中國辛亥革命的成功，尤鼓舞了台灣人民反政治壓迫、反經
濟剝削的決心，抗日意識再次高漲，於是一九Ｏ七年，台灣掀起了另一波抗日風
潮。一九Ｏ七年至一九一五年間，以台灣中、南部為中心，先後發生了大小十餘
起的反殖民民族革命事件。茲就此期重大之武裝抗暴事件分述如下：

一、北埔事件
（一）領導者：蔡清琳
（二）起義時間：一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三）起義原由及經過：北埔支廳月眉庄住民蔡清琳，因不滿總督府與欲獨占樟
腦事業的日本資本家「賀田組」勾結，助其壓迫山地原住民同胞，又在對大嵙崁
的原住民討伐失敗後，擬以台灣人隘勇赴援攻打之。乘此隘勇不滿情緒，蔡清琳
一面散播中國軍隊將再登陸台灣的消息，一面指揮何麥賢、何麥榮兄弟召集隘勇
一百餘人及原住民二十四人，於一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起義，連續襲擊多處隘
勇分遣所及大平警察派出所。並於十五日上午攻入北埔支廳，殺死日本官吏、警
察、家眷及日本人住民共五十七人，北埔日本人亦可謂全滅矣。
（四）事件結果：蔡清琳率領起義的隘勇、腦丁及響應加入的原住民同胞二百餘
人，本欲乘勝直接進軍新竹城，但途中遠見日軍隊伍即至，知事已不濟，乃急向
北埔退走。蔡清琳逃入山中，藏身在大隘社頭目趙明政家裡，趙怨蔡誑言，讓眾
人涉險，遂殺之。繼之，日軍及警察隊進入北埔及其管內各地，搜捕起義人士，
有八十一人被殺。十二月十二日，總督府在北埔開臨時法院，何麥賢等九人被判
死刑，課以行政處分者九十七名，另有三名以不起訴被釋放。全案至十二月二十
八日才告結束。

二、林杞埔事件（竹林事件）
（一）領導者：劉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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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義時間：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三）起義原由及經過：位於南投廳的林杞埔山地竹林，自滿清據台以來，就未
有明確的所有權，凡附近居民，只要繳少許的稅金，皆可自由上山採伐以貼補家
計。然而總督府自一九○八年，將嘉義、竹山、斗六等廣至一萬五千甲的竹林收
歸官有，再以「委託經營」的名目，放領給剛設立在林內庄的「三菱製紙廠」。
三菱製紙廠即在警察的強力庇護下，侵佔該山地並大舉伐木，僅留一小部分，放
領給庄中的紳士，使之成立「竹林組合」，准其自由進出採伐，但卻嚴格禁止一
般庄民採伐，違者動輒遭巡視人員毆打，或被捉到警察派出所以竊盜罪問擬。庄
民賴以維生的竹林被強佔，多次向總督府抗議陳情均被置之不理，其憤懣之情漸
次高漲，一觸即發。南投廳沙連堡羌仔寮庄住民劉乾，見其勢可用，遂乘此時機，
假藉神佛指示，自任總指揮，率當地庄民及鄰近村人起義。於一九一二年三月二
十三日，襲擊林杞埔的頂林警察派出所，駐地的二個日本警察及一個台灣人巡查
補皆被殲滅。
（四）事件結果：劉乾想乘勝再襲擊林杞埔支廳，便命劉賜率隊赴援先發的友黨，
然劉賜等起義庄民於途中，經庄人林玉明告知此行絕無勝算之下而潰散。劉乾得
知事敗，亦匿入山中。林杞埔支廳與南投廳在接到警報後立即派遣警察大隊及壯
丁團入山搜索。同年四月七日，總督府在南投支廳開設臨時法院，劉乾等抗日義
士被判死刑者八人，無期徒刑者一人，有期徒刑者三人，無罪一人。

三、土庫事件
（一）領導者：黃朝
（二）起義時間：未及起義即失敗
（三）起義原由及經過：嘉義廳大埤頭庄住民黃朝及其同伴黃老鉗以做苦力謀
生，在工作中經常受日人監督欺壓而與他們起衝突。由於不滿日人的橫覇，又受
到中國辛亥革命的影響和先前林杞埔事件的刺激，兩人乃利用當地人民信奉玄天
75

陳英仕

風起雲湧的年代—台灣武裝抗日概論

上帝的迷信，假藉神意，收攬人心。黃朝繼而聲稱玄天上帝敕令他為「台灣國王」
，
其後更宣告神意：「謂如不信神，大陸陷落水火繼至，悔之莫及；而且近日中，
中國可能派兵一百萬人來援，台灣革命一定可以成功。」 31
（四）事件結果：黃朝假藉神意籌謀革命的計劃，被當地區長張兵、保正張加高、
甲長張龍所悉，在「保甲連坐制」的懼禍心理下，密告警察。一九一二年六月二
十七日，日人巡查與台灣人巡查補同行至黃老鉗家，命黃朝與集會中數人同往派
出所。黃朝於所內持菜刀砍傷日警，自己與信徒等全被逮捕。九月三日經台南地
方法院審理，黃朝被判死刑，其他，無期徒刑者二人，有期徒刑者十二人，行政
處分一人。

四、苗栗事件
辛亥革命成功的推翻滿清，建立民國，這對仍處於異族統治下的台灣人民而
言無疑是一大鼓舞，激發其民族意識，對台灣抗日運動亦產生了重大的啟示和影
響。時有居住於新竹廳苗栗羅福星者，在台北、基隆、桃園、新竹等地籌謀起義
抗日；另在中南部的台中、南投二廳及台南等地也相繼發生多起抗日事件。後來
被警察逮捕的抗日義士共九百二十一人，總督府將他們全部集中在苗栗臨時法院
審判，並將之與羅福星革命合在一起，稱為「苗栗事件」。

（一）羅福星起義事件
１、領導者：羅福星
２、起義時間：未及起義即失敗
３、起義原由及經過：羅福星出生於印尼的巴達維亞（今雅加達），一九Ｏ三年
隨祖父來到台灣，居住在新竹廳苗栗一堡田寮庄。從印尼到台灣，羅福星深切體
悟到日本殖民下台灣人所受的壓迫與痛苦，使他萌生強烈的抗日意識。日後，羅

31

李汝和主修：
《台灣省通志》
（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 年 6 月）
，卷 9，
「革命志抗日篇」
，
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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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星加入「同盟會」，投身革命軍。迨辛亥革命成功，羅福星於一九一二年十二
月八日再度來台，以台北大稻埕為活動基地，時常往來台北、苗栗之間，宣傳革
命主旨、招集同志，決以革命手段，驅逐日人，光復台灣；並透過自己的關係，
由中國取得軍械、子彈。另一方面，羅福星與華僑黃光樞、江亮能，及台灣籍之
謝德香、傅清鳳、黃員敬等結為革命同志，以「華民會」
、
「三點會」
、
「同盟會」、
「革命黨」名義在各地招募黨員，凡入黨者皆須繳交黨費；而其起義密商處，則
設於羅福星舊識吳覺民所投宿的北門外大瀛旅館。就這樣，羅福星等遂以苗栗為
中心，而在新竹、桃園、台北、基隆諸地廣招同志，積極籌劃抗日事宜。
４、事件結果：就在羅福星於北部致力準備起義抗日的同時，台灣中南部也相繼
發生組織抗日事件，加上新竹廳大湖支廳有六枝槍遭竊取，迫使日警於一九一三
年十月至翌年三月在全台展開大搜索和大檢舉。早在日警開始大檢舉之前，羅福
星即察覺局勢不穩，於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便已逃至淡水支廳，藏身於農民
李稻穗家。但不幸於同月十八日，羅福星及其同志周齊皆為日警所捕，起義行動
遂胎死腹中。

（二）關帝廟事件
１、領導者：李阿齊
２、起義時間：未及起義即失敗
３、起義原由及經過：台南廳關帝廟住民李阿齊，其父李達在日軍侵台時曾領導
義民軍武裝抗日，失敗後被日軍所殺。因此，李阿齊對日人深惡痛絕，一心為父
報仇。他居無定所，經常出入番界。一九一三年夏間，李阿齊頻繁往來關帝廟支
廳及大目降（台南縣新化鎮）支廳各地，宣傳抗日。他佯稱在番界已駐有抗日義
民七八百名；又假藉神意，指示抗日之舉必定成功，如此在五甲庄（關廟鄉五甲
村）獲十餘名庄民支持。
４、事件結果：李阿齊決定在一九一三年農曆十月中起義，先襲五甲庄，經關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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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攻台南城。但日警先一步探得消息，故李阿齊未及起義，就於同年十月被日警
破獲。

（三）東勢角事件
１、領導者：賴來
２、起義時間：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日
３、起義原由及經過：苗栗三堡圳寮庄住民賴來，於一九一二年與同志謝石金密
渡上海，目睹中國辛亥革命成功，受到極大鼓舞。翌年賴來返回台灣，積極準備
抗日，計劃先襲擊東勢角支廳，奪取槍彈後再直搗葫蘆墩（台中縣豐原市）、大
湖、苗栗等地。於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日拂曉，以賴來為首，率領謝石金、詹墩、
李文鳳、張阿頭、謝水旺、江阿呆、詹勤等人攻入東勢角支廳，殺死日警二人，
台灣人巡查捕一人。
４、事件結果：賴來、詹墩皆於是役被伏於暗處的日警所殺，起義軍也因此潰散。

（四）大甲、大湖事件
１、領導者：張火爐
２、起義時間：未及起義即失敗
３、起義原由及經過：台中廳揀東下堡阿厝庄住民張火爐，受中國辛亥革命成功
之影響而矢志起義驅逐日人。一九一三年三月，張火爐結合同志組織革命黨，得
黨員四十七名，以台中廳大甲鐵砧山腳庄(台中縣外埔鄉鐵山村)及新竹廳大湖下
罩蘭庄(苗栗縣卓蘭鎮)為基地，準備待時機成熟，即由大甲及大湖二地同時起義。
４、事件結果：舉事前即被日警偵得而失敗。

（五）南投事件
１、領導者：陳阿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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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起義時間：未及起義即失敗
３、起義原由及經過：台中廳揀東上堡水底寮庄住民陳阿榮，富有民族意識，向
來不滿日人對台民之欺壓，遂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影響下，於一九一二年十月，在
南投、埔里及東勢角等地宣傳抗日，招募黨員，得隘勇徐香等八十五名同志，擬
待時機成熟一舉向南投進攻。
４、事件結果：起義前即遭檢舉而失敗。

總督府自一九一三年十月至翌年一月止的大搜索、大檢舉，共逮捕抗日嫌疑
者五百三十五名。一九一四年二月十六日，總督府在苗栗開設臨時法院，將苗栗
事件為首者之羅福星、關帝廟事件為首者之李阿齊、東勢角事件為首者之賴來、
大湖事件為首者之張火爐、南投事件為首者之陳阿榮等，及其所屬黨員、參與起
義抗日者共九百二十一名，集中苗栗臨時法院審判。同年三月三日，臨時法院開
庭宣判，計被判死刑者二十名，有期徒刑者二百八十五名，行政處分四名，無罪
三十四名，在檢察庭受不起訴處分者五百七十八名。
這一連串的事件之中，多數未及起義即遭日警破獲，使諸多抗日志士難免有
「出師未捷身先死」之慨。但他們在失敗後面對刑罰時，皆表現出從容就義、視
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實為台灣抗日史留下悲壯的紀錄。

五、六甲事件
（一）領導者：羅臭頭
（二）起義時間：一九一四年五月七日
（三）起義原由及經過：就在苗栗事件結束後的二個月，嘉義六甲復有起義事件
發生，領導者為嘉義廳店仔口支廳南勢庄（台南縣白河鎮）住民羅臭頭。他因不
堪日警壓迫，遂偕妻避居六甲支廳管內的烏山（台南縣六甲鄉）中。羅臭頭富有
強烈的民族意識，為了驅逐日人，光復台灣，他時常下山物色抗日同志，結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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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大坵園庄（六甲鄉大坵村）的陳條榮。一九一四年四月，羅臭頭遷居大南勢
庄，誦經禮佛兼談兵書。一夜，占得自己在起義事成之後當上「台灣皇帝」，乃
加緊召募同志；又得六甲支廳羅獅、羅陳兄弟加入，加上陳條榮四人，商定擬於
一九一四年七月舉事。五月五日，他們從店仔口支廳大埔派出所內盜取槍彈，卻
也驚動了日警展開大搜索，時勢危急下乃不得不提前起義，以期先發制人。故於
五月七日夜，羅臭頭等召集同志十餘名，襲擊大坵園、王爺宮二派出所，適兩地
員警皆不在而徒勞無功。繼之，眾人向六甲支廳進發，一路得自動參加的民眾七、
八十名。六甲支廳接獲情報後急派警察隊前往處理，雙方於八日夜遭遇於王爺宮
造林地，隨即開戰。交戰結果，日警隊長被射殺，但義民軍亦因不支而分散退入
山中。羅臭頭見大勢已去，因不願被捕受辱，故同羅陳、羅其才自盡，其他李岑
等九名義士力戰而死，剩下被捕者計一百餘名。
（四）事件結果：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總督府於台南地方法院依匪徒刑罰
令開庭審判；一九一五年二月十二日宣判，計死刑八名，無期徒刑四名，有期徒
刑十名，無罪一名，行政處分十一名，在檢察庭受不起訴處分者六十八名。

六、西來庵事件
（一）領導者：余清芳
（二）起義時間：一九一五年七月六日
（三）起義原由及經過：西來庵事件又稱為噍吧哖事件或余清芳事件。此事件「其
範圍之廣泛，抗戰之猛烈，及犧牲之慘重，在台灣反日行動中，實為最大之一
次」32。推究其發生原因，則與當時的國際環境與島內形勢有著密切的關係。正
如史明所言：

一九一五年的國際形勢，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爆發在歐洲，中國大陸的辛亥

32

同前註，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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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遂告成功，在亞、非地區的反殖民地鬥爭也正在發展，同時在台灣島
內，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己經過了二Ｏ餘年，其殖民統治成為根深蒂
固，日本大資本也從資本浸透逐漸轉為獨佔階段，因此，其對台灣、台灣
人的壓迫與剝削乃更加深廣。在另一方面，台灣人大眾對這外來統治者的
反抗鬥爭就如上述（按：指一九Ｏ七年北埔事件以來的起義），也愈來愈
頻繁及愈成大規模，而且每次都給被壓迫者的台灣人大眾帶來巨大的流血
犧牲，但台灣人愈遭挫折愈為堅強，加上在這時候偶而有了日本在野的自
由主義者板垣退助來台鼓吹自由思想，倒也給予台灣的青年人起了鼓勵著
追求自由人權的若干作用。 33

在此一時代背景下，生於阿緱（屏東街），後來跟隨父母遷居台南廳長治二圖里
後鄉庄五五一號(高雄縣路竹鄉後鄉村)的余清芳，乙未割台時，他年值十七，曾
加入武裝抗日團體，雖然抗戰失敗，卻絲毫不減其反日決心。及一九一一年，余
清芳結識了台南市西來庵董事蘇得志和大潭庄（台南縣歸仁鄉）區長鄭和記（按：
鄭因信神，故辭區長而任西來庵董事），三人遂以西來庵為秘密據點，共商抗日
大計。在蘇、鄭二人的協助下，余清芳逐漸深入西來庵成為領導，並藉修建廟宇
之名義，籌募革命經費。一九一五年初，在台中組織革命黨的羅俊 34，經余清芳
同志張重三的介紹，南下台南與余清芳密會。二人志同道合，達成共識，由余清
芳負責南部，羅俊負責中北部，各自招募黨員、宣傳起義，待時機成熟，即南北
同時舉事。後余清芳又得同志林吉介紹，入山會晤江定 35，得其支持，相約以余

33

同註 11，頁 442。
羅俊為嘉義縣他里霧（斗南）住民，他曾設帳講學，學過醫，一九 OO 年參加義民軍抗日，
失敗後密渡中國，其間曾潛返台灣，卻見家破人亡且處境危險，乃再渡中國。一九一四年八月，
有台南人陳全發祕至廈門，向羅俊告知余清芳準備革命之事，羅俊遂於十二月中旬回台，隨即
造訪舊日同志，籌謀起義。
35
江定乃台南廳楠梓仙溪里竹頭崎庄隘寮腳住民，曾任該地區長二年有餘，後因襲斃庄民而遁
逃山中。一九 OO 年，江定以游擊方式，率義民與日軍戰於嘉義廳後大埔。翌年三月，日軍在
台南廳南庄殺死二名嫌疑者，誤以為其一是江定，實則江定已乘機脫走，結廬於後堀仔山中，
並糾合甲仙埔隘勇及六甲事件中的抗日殘黨。江定隱居山中十餘年，廣聚同志，如山內王般自
成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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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芳為主，江定居副，俟起事之日，當率眾下山殺敵以和之。其後，余清芳以西
來庵為中心，一面向信眾宣傳日本暴政，喚起民族精神；一面分發神符、咒文，
謂持之可以避彈，並假籍神意，宣告革命一定成功，以堅定眾人抗日決心。另外，
羅俊及其同志亦在中北部招兵買馬，而江定在山中所聚集之抗日同志，也日漸增
多。綜觀革命黨員遍散於台北、台中、南投、台南、嘉義、阿緱各廳，尤以接近
山地之處特多。余清芳見時機將至，遂以「大明慈悲國大元帥」名義揭出告示，
號召大眾驅日復台。然而，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基隆開往廈門的「大仁
丸」船上，日警逮捕了蘇東海，並搜出一封欲向同志示警之密信，余清芳起義計
劃因而曝光，總督府立即展開全台大檢舉、大搜捕。余清芳知事跡敗露，乃入山
與江定研商對策，羅俊及其二名同志卻不幸於一九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嘉義
東堡竹頭崎庄尖山的森林中被捕。及至七月六日，一隊革命軍與日警在台南廳噍
吧哖支廳牛港仔山交火，雙方各有死傷；七月九日，由余清芳親征，襲擊甲仙埔
支廳，其他則分成數隊攻打多處日警派出所及駐在所，計殺日人三十餘名。八月
二日夜半，余清芳再率革命同志三百餘人襲擊噍吧哖支廳南庄派出所，擊斃日警
及其家眷二十餘人。其後，余清芳、江定領革命軍一千餘名據虎頭山，準備襲擊
噍吧哖支廳，但在日本當局動員軍警猛攻夾擊下，終於不支，於六日下午，放棄
陣地，分散退入山裡，此役約有三百名義士陣亡。日軍見勢，隨即圍山搜索，義
民軍被殺或被捕者不計其數。接著，日本當局設下狠毒的誘殺詭計，聲稱赦免歸
降者，實則將他們集體射殺，予以掩埋，「據傳說，至少有五、六千人中其毒手
而殉難」 36，史稱「噍吧哖大屠殺」。
（四）事件結果：八月二十三日，余清芳併其他七名同志遭日警設計逮捕，總督
府隨即於台南開設臨法院，自八月二十五日開始審判，至十月三十日終結。被告
共一千九百五十七名，其中被判死刑者有余清芳、羅俊、蘇得志、鄭和記、張重
三等多達八百六十六人，此等判決立即遭到日本國會議論。於是，台灣總督乃藉
大正天皇登基之機宣布大赦，因而被判死刑的義士，除去已受刑的九十五人，其
36

同註 11，頁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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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七百七十一人得減為無期徒刑。另外，江定亦在日警的誘降手段下，於一九一
六年四月末下山向噍吧哖支廳自首。至五月一日止，被誘騙而下山歸降的抗日義
士共有二百七十二人。誘降既畢，總督府旋即現出暴虐原形，將歸順者或逮捕覊
押，或祕密坑殺。迨六月二十日，總督府假台南地方法院審判江定以下五十一人；
七月二日宣告審判結果，江定以下三十七人被處死刑，其他處有期徒刑者有十四
人。
一九一五年的西來庵事件，無疑是自一八九五年「台灣民主國」領導台民抗
日以來最慘烈的一役，從此以後，台灣不再有大規模的武裝抗日行動，改以政治、
文化、文學運動方式，繼續抗日。但正如羅福星在就義之前於獄中所寫下的〈絕
命詩〉 37：

獨立彩色漢旗黃，小萬橫磨劍吐光；齊唱從軍新樂府，戰雲開處陣堂堂。
海外煙氛突一島，吾民今日賦同仇；犧牲血肉尋常事，莫怕生平愛自由。
槍在右肩刀在腰，軍書傳檄不崇朝；爺娘妻子走相送，笑把兵事行解嘲。
背鄉離井赴瀛山，掃穴犂庭指顧間；世界腥羶應滌盡，男兒不識大刀還。
彈丸如雨砲如雷，喇叭聲聲戰鼓催；大好頭顱誰取去，何須馬革裹尸回。
勇士飛揚唱大風，黔顱皆厭我獨雄；三百萬民齊奮力，投鞭短吐氣如虹。
青年尚武憤精神，睥睨東天肯讓人？三州區區原弱小，莫怕日本大和魂。
軍樂揚揚列隊過，天朗風清感慨多；男兒開口從軍樂，同唱台疆報國歌。
東來客族據吾藩，驅逐夷蠻我國尊；白種更傳黃禍說，何難今日此爭存。

面對日本這一橫暴且行高壓統治的外來殖民者，誰願寧喪自由而甘居其下？明知
對抗的是組織精良、訓練有素、武器先進的日本軍警，但先民們同仇敵愾、不畏
犧牲，本著頭可拋、血可灑而志不可短、國不可失的勇者精神，齊心協力、前仆
後繼起義抗日二十載，冀能驅逐日禍復我台灣。惜哉！反日抗暴未能竟功。
37

引自郭弘斌：
《偉大的台灣人:日據時期台灣史記》
，頁 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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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第三階段台灣武裝抗日運動再起的原因，係一九○二年五月年林少貓被
滅後，日本殖民政權至此確立了在台統治基礎，直到一九○七年十一月北埔事件
爆發，這五年多期間，是自割台以來難得的平靜。然隨著殖民政權的穩固，緊接
而來的是日本引進資本企業對台進行經濟搾取，相對的剝奪感當然激起民怨。另
一方面，為了有效防止民變、掌控民情，殖民當局佈設了嚴密的警察網絡，從鄉
村到都市，從平地到山間，警民衝突時有所聞。除此之外，一九一一年中國辛亥
革命的成功也對其後台灣的抗日運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堅定台人驅逐異族的
決心，可惜多數事件均在事前因計畫洩漏或遭檢舉告密而失敗收場。值得注意的
是，較前兩期武裝抗日運動特殊之處，在於此階段出現不少假託神諭、利用迷信
與群眾的無知來遂行革命目的者。即便如此，仍不能否定他們反經濟剝削、反政
治壓迫的動機和被捕後慷慨赴義的氣魄。
隨著日本統治在台灣的逐步確立，總督府大力推行剿撫併用的殖民策略，各
種同化政策紛紛出籠。在敵我軍力懸殊，武裝抗爭徒增傷亡的慘痛歷史經驗下，
台灣人民開始改變抗日方式，擬以合法的形式，開展政治運動、文化運動與新文
學運動，藉以啟迪人心，喚起民族自覺，也意謂台灣的反殖運動走向非武力抗爭
時期。

伍、結語
蓋成立「台灣民主國」
，實為危急之下的權宜之計，
「今已無天可籲，無人肯
援，臺民惟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臺政。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國，作何辦理。」38
目的在爭取國際同情，對日施加壓力，求得重回祖國契機。其後，雖有一些紳商
與日合作，甚至選擇開城迎敵，謀得顯榮；也看到許多清朝舊部不戰而降、棄台
而去；但也有如吳湯興等民間自組的義軍，矢志「願人人戰死而失臺，決不願拱
手而讓臺」者，本著民族精神，捍衛鄉土、與台存亡、死戰到底，相形之下，其
抵抗精神，令人動容，為第一階段的武裝抗日寫下可歌可泣的一頁。
38

連雅堂：《台灣通史．獨立紀》
（台北：黎明文化，2001 年 4 月）
，上冊，卷 4，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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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二階段游擊武裝抗日，乃肇始於台灣民主國覆亡後，日本統治勢力逐漸
擴大，以致台日衝突加劇、矛盾日深，台灣人民對殖民者的不滿，成為此後相繼
蜂起抗日的導火線。這階段的領導者多為地方豪強、綠林角頭、農礦業主，他們
或基於鄉土意識，或為捍衛既有利益，於北、中、南糾集部眾獨立作戰。歸其敗
因，主要是各組織間缺乏強而有力的統籌又鮮少跨區合作、相互支援，以致總督
府得以在一面鎮壓一面招降誘殺的策略下各個擊破，最終遭全面殲滅。
至於第三階段前仆後繼的民族革命武裝抗日運動，主要是殖民者對台人的經
濟剝削與強取豪奪造成。在不堪壓迫的情況下，激起反日意識再度高漲，再加之
中國辛亥革命成功的鼓舞，更加深欲一舉將日人驅逐出台的決心。因此在一九○
七至一九一五的九年間，以台灣中、南部為中心，先後發生十餘起抗日革命。值
得注意的是，這階段有不少起事者以神諭之名號召群眾，今日看來，或許對其嗤
之以鼻，視為迷信無知，然比起那些政權轉換之際，倉皇內渡的官紳來說，儘管
最終結果仍告失敗，但這些革命的領導者，或於頹勢中自殺或在被捕後慷慨就
義，其無懼從容的氣魄，不僅讓日人動容，也展現出台人不畏強暴、勇於犧牲的
精神。隨著「台灣人武力抗日規模最大、時間最長」 39的「西來庵事件」結束，
也意味長達二十年的台灣武裝抗日運動畫下了句點。
所謂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日據時期的先民們，為求自主獨立，拋頭顱灑熱
血，以生命為代價，只為驅逐外患，復我民族尊嚴。職是之故，當我們回看這頁
浴血的武裝抗日史，當知民主得來不易，理應珍惜。

39

同註 6，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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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Dao De Jing and
Pre-Socratic Philosophy
Steven Marsh
Assistant Professor ,Chang J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Abstract
An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Lao Zi’s Dao and Pre-Socratic Philosophy.
The Dao De Jing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hilosophical books ever written in
China. Over the years, scholars and thinkers have differed in their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ext and what it emphasized, but the ideas developed in the book have
influenced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through the centuries. This paper would
like to take a look at the Dao in the Dao De Jing and compare it to the notions of
Logos and Apeiron as an underlying substance or arche put forth by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Heraclitus and Anaximander respectively. The aim is to see if there is
any universality to early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s well as contrast the way the
thought about cosmology and ontology developed between two different traditions.

Key Words: Arche, Dao, Logos, Ape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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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道與先蘇時期哲學的分析與比較
馬强(Steven Marsh)
長榮大學應用哲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道德經》是中國最重要的哲學作品之一。多年以來，學者和思想家已經
提出對於文本不同的解釋及其重點何在，不過在《道德經》所發展出來的觀念，
已經影響了中國哲學以及不同國家的文化。這篇論文試圖審視《道德經》中「道」
的概念與先蘇哲學家赫拉克利圖斯、阿那西曼德，對於基質或始源(Arche)問題，
所各自提出的邏各斯(Logos)、非限定(Apeiron)進行比較。目的在於理解是否對於
早期哲學思想是否存在任何的普遍性以及兩種不同傳統所發展出的宇宙論與本
體論思想上的對比。

關鍵字：始源、道、邏各斯、非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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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n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Dao De Jing and
Pre-Socratic Philosophy

I would like to attempt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some of
the early pre-Socratic notions of the arche and the Dao in the Dao De Jing. Both Lao
Zi and the early Greek thinkers could be said t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molding of
their respective traditions. I would specifically like to look at the apeiron in the
Anaximander fragment as well as the logos developed by Heraclitus and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m with the Dao in the Dao De Jing. The aim is to see what sort of
process may have gone into developing early notions of the beginning of
phenomenon and see what is both similar and dissimilar across traditions.

In going about a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of two cultures, the writer invariably must
begin with what is closer and more familiar. Often times this means we are too close
to our own subject making us subjective in the endeavor. This means in looking into
another tradition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for comparison, we tend to look at what
seems familiar to us. While investigat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 came
upon many Confucian concepts that were hard for me to come to terms with, as they
seemed at variance with what I thought philosophy was all about. In Daosim,
however, I came up against the notion of the Dao in Lao Zi’s Dao De Jing and found
something I could use as a springboard to understand Chinese philosophy more
thoroughly. The Dao as an eternal principle was what attracted me to the arduous
task of trying to compare such divergent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s such as the west
and China.
Thus I would like to try and offer a comparison from the alternative viewpoi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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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with the notions of Dao, aperion, and Logos.

In the course of investigating these ideas, I found that many scholars emphasized the
practical side of Chinese thought. Chinese thinkers, including Lao Zi, were not
interested in finding abstract principles per se, as much as they were in ordering
society. Their endeavors might have led to abstract principles, but the motivation as
such was not with speculative thinking for its own sake. That being said, the early
Greeks however were also a pragmatic people. In fact any culture must have its
practical side as it is a byproduct of people collectively creating and developing ways
of life. How did the notion of philosophy as a systematic reflection on life take hold in
the west that led to a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tradition? Perhaps looking at the
early ideas of the Dao, apeiron, and logos can help shed some light on why the
traditions developed they ways they did.

Early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 was borne out of a need in chaotic times as a
reflection on ways to bring societal order. The search for order was prevalent in early
Greek thought as well with the notion of ‘physis. 1 The necessary prerequisite for
such a search in the west is in divorcing oneself from the mundane aspects of
ordinary life. 2
This seems to indicate that early Greek philosophy and Chinese thought had two
different starting points. Greek thinkers coined the term ‘philosophy’ a love of
wisdom or pursuit of truth that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pragmatism.3
1

Kahn, Charles H. The Art and Thought of Heraclitus, page 19 “The Greek conception of the Natural
World as Kosmos, an orderly arrangement whose structure could be rationally understood.”
2
Guthrie W.C.,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ume I, page 31 “History supports this conclusion,
for it was after the provision of the chief necessities not only for life but for an easy life that the search
for this intellectual satisfaction begin.” (Quoting Aristotle)
3

Ibid, page 31 “…the love of knowledge and truth for their own sakes which the Greeks possessed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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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son science never developed in China could very well be because of th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reflective thinking. Chinese thinkers would have never considered
the fulfillment of material life as a prerequisite for speculative thought, but for the
Greeks this was the only way to stand over the world and find its causes. Early
Chinese thinkers had more of a humanistic aspect to their contemplations, trying to
find the place of man in the universe thus providing people with order in everyday
life.

In Chinese thought, pragmatism has always been about how to make the lives of
human beings better. Lao Zi’s overall philosophy in the Dao De Jing deals with how to
make life better for all people. In the process, I believe Lao Zi ‘backed into’ a first
principle tha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and more open than the early Greek notions of
the arche. In making a comparison, I would first like to look at Anaximander’s notion
of the aperion and Heraclitus’ notion of the logos and then compare them to Lao Zi’s
notion of the Dao.

II A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of Dao with Aperion and Logos
A. Arche

strongly and embodied in their own word philosophia. Philosophy (including pure science) can only be
hampered by utilitarian motives, since it demands a greater degree of abstraction from the world of
immediate experience wider generalization and a freer movement of the reason in the sphere of pure
concepts than submission to practical ends will allow. That practical purposes may also be served in the
long run, if free reign is given to the flights of pure scientific speculation, is true but irrelevant.
Philosophy did not arise from the demands for the necessities of amenities of human life. Rather was
the satisfaction of those demands a precondition of its 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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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problem with attempting to make a thorough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of Lao
Zi’s thought with that of early Greek thinkers is finding complete materials. Although
the man Lao Zi and his book remain somewhat of a mystery till this day, the copy of
the Dao De Jing now available is at least viable for research purposes. There are only
fragments left from some early Greek philosophers and, as with the case with
Anaximander, sometimes only a single fragment for insight into thought. Thus we are
somewhat limited regarding the scope of our comparison when it comes to looking
a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ao, logos and aperion.

Early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were concerned with finding an underlying arche, a
basic material cause that could explain all things that existed. The Greeks were like
other great civilizations in that they moved gradually away from mythical
explanations into developing a more philosophic vision of the universe. This was
indeed a gradual process that did not affect all sectors of Greek society, but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these thinkers were providing a fresh outlook. Guthrie says that early
Greek philosophy and science started with a belief that there is order within all
phenomena. 4 It is interesting that Guthrie mentions that ‘philosophy and science
start with the bold confession of faith…that orderliness underlies all phenomena,’ as
faith or intuition is the beginning of a scientific tradition that demands rationality. In
Lao Zi’s thought, we can easily see intuition involved in finding the order of things; as
an agricultural society people were tied to the ground and found a way to survive by
4

Ibid, pages 44-45 “A world ruled by anthropomorphic gods of the kind in which their contemporaries
believed-gods human in their passions as well as their outward form-was a world ruled by caprice.
Philosophy and Science start with the bold confession of faith that not caprice but an inherent
orderliness underlies the phenomena, and the explanation of nature is o be sought within nature itself.
They did not discard in a generation all preconceptions arising from a mythical or anthropomorphic
outlook. Mankind has not done that yet. But so far as we can see, they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were the first to make investigations in the faith on which all scientific thought is bared, that the
bewildering confusion of phenomena conceals a framework which is radically simpler and more
orderly, and so capable of being grasped by the human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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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uiting the changes of nature and seasons. But while the changes happen around
us, we intuit an unchanging principle behind the flux. Fung You-lan says:

“Though things are ever changeable and changing, the laws that govern this change
of things are not themselves changeable. Hence in the Lao Zi the word ‘chang’ is
used to show what is always so, or in other words, what can be considered a rule.” 5

Keeping in mind that Lao Zi and the early Greek thinkers could have been searching
for a basic order that was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 of the world of phenomena, I
would first like to look at the notion of Anaximander’s ‘aperion.’

B. Aperion

Anaximander along with Thales and Anaximenes were all thinkers considered part of
the Milesian philosophical school. Aristotle commented that they were the creators
of the idea of a material of natural universe.6 They were thus called ‘Physikos’ or
natural philosophers. They were dedicated to finding an arche which could be
considered the source of universal order or basic principle. This was to be a material
source as in ancient Greece the arche was considered as such, not as any abstract
notion. 7 Thales felt the arche was water while Anaximenes considered it to be air.
This made it remarkable that Anaximander came up with the ‘aperion’ or unlimited
as arche. During a time when natural philosophers held firm in the belief of
supernatural deities, the positing by Anaximander of an unlimited ‘aperion’ was an
5

Fung Yu-lan,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page 97 “雖然萬物都永遠可變, 在變, 可是
萬物變化所遵循的規律本身不變。所以【老子】裡的 ‘常’ 字表示永遠不變的東西, 或是可以認
為是規定的東西。”
6
Op Cit, Guthrie, Volume I, page 43
7
Ibid, pag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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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turning point for Greek thinking. The etymology of the word is made up of
the alpha negative followed by the root work peras. It gives the notion of unlimited
by space or time. 8

The interesting thing here is that while other arche in themselves necessitate a
beginning, Anaximander was giving us the possibility of a beginning that in and of
itself was not subject to constrictions:

“The arche of all things cannot itself have an arche-a beginning-because then not it
but that further arche would be the ultimate one. And what has no arche, and has no
ending, is aperion, for an arche would be a limit. So in effect says Aristotle (Physics,
263b7)” 9

However the notion that the aperion carried the connotation of spatial infinity for
Anaximander could be rejected as anachronistic according to F.E. Peters. 10 Aristotle
contends though that the aperion involved ‘a perduration in time’ so as to allow the
process of beginning and destruction.

Guthrie mentioned previously that the arche of early Greek thinking was to be
considered a physical manifestation, in Aristotle we see a consistent interpretation of
8

Hussey, Edward, The Pre-Socratics, page 17 “The word aperion is a negative adjective in the neuter
form from the noun peirar or peras. The noun has various applications in early Greek, most of which
can be summed up by saying that the peras of X is that which completes X in some respect or marks
the completion of X. So ‘to aperion’ is ‘that which cannot be completed,’ without any necessary
specialization to a spatial or temporal sense. But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senses were the most natural
for it to bear at this time, namely: ‘spatially unbounded’ and ‘ending in time.’
9
Op Cit, Guthrie, Volume I, page 84
10
Peters F. E., Greek Philosophical Terms, page 19 “Aristotle includes in his Physics a lengthy
discussion of the various meanings of the word (aperion) some of which, e.g. spatial infinity, may be
rejected as being anachronistic to Anaximander’s thinking. What is involved in his idea of aperion is
perduration in time, an infinite supply of basic substance “so generation (genesis) and destruction
(phthora) not fail. (Aristotle Physics iii, 2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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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rion. Perhaps a closer look at Anaximander’s fragment could help us shed some
more light:

“Out of things 「namely, the opposing powers」from which their generation comes,
into these again does the destruction of things take place, in accordance with what is
right and necessary, for they make amends and pay the penalty to one another for
their aggression (adikia, injustice) according to the ordinance of time.” 11

From this fragment we see Anaximander’s view of the process of change within the
realm of the unbounded (aperion). In this realm, things continually change and pass
through the gradual struggle of opposites. 12

For Anaximander, the flux inherent in things is a process of struggle, as opposite
forces vie against each other. The aperion keeps this process going, perhaps
providing the unlimited ‘stuff’ that is needed in the process. 13 The idea then is that
there is a hostility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specific beings, one that
needs to be paid for the injustice incurred. The aperion, however, would have to
remain neutral in the hostilities, as it is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 from which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ccurs. 14
11

Op Cit, Kahn, page 18
Op Cit, Guthrie Volume I, pages 84-85,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nd perishing is circular.
Perishing does not mean vanishing into nothingness, but changing into a different form of matter. This
circularity, symbolized by Anaximander as the alteration of ‘injustice’ and ‘reparation’ seems to have
been central in his thought.”
13
Op Cit, Peters, page 19 “It is possible that Anaximander visualized this huge mass of material that
surrounds our kosmos (Aristotle Physics I 187a) as a sphere without limit, i.e., beginning or end, in that
sense as well.
14
Op Cit, Guthrie Volume I, pages 86-87, “Owing to his belief in the inherent hostility and ‘injustice’
of these, any single one of them, far from serving as a source of being to the rest, would prevent it
altogether. A primitive stuff must be, so to speak, neutral in these hostilities, and must therefore have no
definit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own. It must hold, inactive in the first place and suspended as it were in
solu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ll the future opposites, which in due course were to be, in the
significant word which probably his own, ‘separated off’ (or ‘out’) from it, here we may find, in all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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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going into a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Lao Zi’s Dao
and Anaximander’s aperion, I would first like to look at another important arche in
pre-Socratic thought, Heraclitus’ logos and then proceed with a contrast and
comparison of the three.

C. Logos

Strictly speaking, Heraclitus was also a member of the Milesian school; although
other early Greek writers and thinkers influenced his thought, he was opposed to
what they had to say. He didn’t like being considered part of any school of thought
and he was none too optimistic about the ability of the common man to think
reflectively about life. One thing he did have in common with other Milesian thinkers,
however, was his quest for an underlying arche that ordered the universe and for him
it was the logos: 15

“Although this account (logos) holds forever, men ever fail to comprehend, both
before hearing it and once they have heard. Although all things come to pas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ccount, men are like the untried when they try such words and
works as I set forth, distinguishing each according to its nature and telling how it is.
But other men are oblivious of what they do awake, just as they are forgetful of what
they do asleep.” 16

probability, the chief reason why he called his arche simply ‘the aperion.’ There was no perata in it
between the hot, the cold, the wet and the dry.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a cosmos, the opposites as such
could said to be as yet non-existent, because they were indistinguishable mingled.”
15
Op Cit, Kahn, see General Introduction
16
Ibid, page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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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in this fragment that Heraclitus mentions the eternal logos. The logos is the
reason everything changes and eventually passes. It is also very hard for the common
man to grasp. The symbol Heraclitus uses for the logos is fire, a material symbol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other Milesian thinkers.

“The ordering, the same for all, no god nor man has made, but it ever was and is and
will be: fire ever living. Kindled in measures and in measures going out.” 17

The use of a material symbol to interpret eternal truth was a special trait of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It wasn’t until Plato and Aristotle did there emerge subtler
descriptions of eternal truth.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were nonetheless important. Heraclitus’ notion of the logos was tied in with a
material symbol, but had in it something beyond mere matter.

“The material aspect of logos is fire. It follows that divine reason as its purest is hot
and dry. Though not a mere symbol for an abstraction, ‘fire’ represents for Heraclitus
the highest and purest form of matter, the vehicle for soul and mind, or rather soul
and mind themselves, which in a more advanced thinker w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any matter whatsoever.” 18

The idea here is that while Heraclitus was onto something, he was still a product of
his times and so could not completely divorce an eternal truth from a material notion.
Heraclitus was critical of not only other thinkers, but of the poets as well as they
were looked upon as sages by the early Greeks.
17
18

Ibid, page 45
Op Cit, Guthrie, Volume I, page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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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er of most is Hesiod. It is him they know as knowing most, who did not
recognize day and night, they are one.” 19

“Homer was wrong when he said ‘would that conflict might vanish from among gods
and men!’ For there would be no attunement without high and low notes nor any
animals without male and female, both of which are opposites.” 20

Heraclitus was after a different type of wisdom, a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poets
concerning the makeup of the world was too rudimentary. Hesiod created a myth
about night and day that went against Heraclitus’s notion that everything was one,
which was why he attacked the poet. What is more interesting from this fragment
was that war was not conflict in Heraclitus’ estimation, but rather the harmony of
opposites. Heraclitus took Homer to task that ‘conflict might vanish from among gods
and men,’ as to him the end of conflict would be the end of the phenomenal world.
This natural theory was similar to Anaximander’s notion, but Anaximander saw
conflict in opposites as a need to pay for ‘injustice’ caused, while Heraclitus saw
struggle as ‘justice.’

“One must realize that war is shared and conflict is Justice, and that all things come
to pass in accordance with conflict.” 21

For Heraclitus, the notion of war was a common one and the essence of war came

19
20
21

Op Cit, Kahn, page 37
Ibid, page 67
Ibid, page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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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eternal logos. 22

This is why one of Heraclitus’s fragments read:

‘They do not comprehend how a thing agrees at variance with itself; it is an
attunement turning back on itself, like that of the bow and the lyre.” 23

The existence of the bow and the lyre appear to be harmonious and stable, but when
they are used there appears a fierce struggle taking place. In fact, the apparent
harmony for Heraclitus was a turning back against itself (palintropos harmonie). If
the tension gives way on the bow or the lyre, they break and lose their essence,
which is the analogy Heraclitus makes for all of existence.24

The struggle of the opposites is not a harmonious one. The notion is the same in
both Heraclitus and Anaximander though one sees the struggle as just, the other as
unjust.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phenomenal world in both thinkers is not a
metaphysical one. Generally speaking, the pre-Socratic thinkers went in search of an

22

Op Cit, Guthrie, Volume I, pages 447-448 “War is common because the logos that is the law of all

becoming is a law of strife, of simultaneous opposite tensions. That strife is universal follows from the
assumption that whatever exists is in change with the added assumption that all change is strife. In
saying that justice (or right) is strife he probably shows himself aware also of Anaximander’s teaching,
which branded the warfare if the opposites as a series of acts of injustice. On the contrary, retorts
Heraclitus, it is the highest justice.”
23
Op Cit, Kahn, page 65
24
Op Cit, Guthrie, page 449 “By the very fact of being opposites, they must be pulling opposite ways,
resisting all the time. Heat and Cold, wet and dry, do not cooperate, they are mutually destructive.
From their constant strife there may result a temporary harmonia, but equally well a disharmony like
disease. The causal factors are the same in both cases. If the perfectly proportioned blend, it is only
because the warring opposites have reached a state of equal tension or balance of power in which
neither has the upper hand. Rest, cessation of effort, would mean the opposite of kosmos, for it would
result in the falling apart of the opposites, whose union in an ‘adjustment of opposite tensions’-locked,
as it were, in an internecine struggle-is what keeps in being the world as we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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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anent principle, not a transcendent one, which is why it is easy to see that they
used material notions as the underlying arche for the world of phenomena.

With this outline of the notions of aperion in Anaximander and logos in Heraclitus,
we can now turn our attention to a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with Lao Zi’s notion of
Dao.

D. Contrast and Comparison of Dao with Logos and Aperion

Before starting a comparison of the Dao with these two concepts from pre-Socratic
philosophy, I would like to go over my method in trying to look at two seemingly
disparate cultural backgrounds. I have taken Fung Yu-lan’s notion that there is a
common element to cultures and societies that allow us to see them as universals. In
his book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Fung outlines what he calls the
permanent and changeable in Chinese philosophy. 25Fung contends that science and
industrialization came into China, bringing the country into the modern world. He
asks the question “if Chinese philosophy has been so linked with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Chinese people, does what has been expressed in Chinese
philosophy possess validity only for people living under those conditions?” 26

This question is interesting in that it assumes the universality of science while
considering what is universal and particular to Chinese philosophy. During Fung’s
time, the notion that science was the universal way to look at the world was taken as
a matter of fact. Nowadays, in the light of the problems that science has brought us
25
26

Op Cit, Fung, pages 27-28
Ibid, page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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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ite its many benefits, perhaps it is time to reassess this notion. Again, it is my
view that while Confucianism may be the particular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 of
Being, Daoism, due to the inherent openness of the Dao, can become a universal
response, applicable not only in the Chinese world but the western one as well.

Science is a particular western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 of Being and its roots can be
traced to the important pre-Socratic thinkers who chose to view the arche of the
universe as a material object.

In the Dao De Jing, Non-Being or the indefinite, very non-scientific notions, are tied
in with Being as we see in Chapter One:

“The Dao that can be told is not the eternal Dao; the Name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the eternal Name. The nameless is the beginning of heaven and earth; the named is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

This notion of the nameless is something that early Greek thinkers probably could
not have fathomed. The most famous case being Parmenides’ statement that “Only
Being is; not-being cannot be.” Here in the Dao De Jing, we see that Non-Being not
only is, it is more basic and essential than beings themselves. Fung analyzes this
difference and sums up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early Greek and early
Chinese thinking:

“When a stud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begins to study Western philosophy, he is
glad to see that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lso mad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Being and
Non-being, the limited and the unlimited. But he feels rather surprised to fin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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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ek philosophers held that Non-Being and the unlimited are inferior to Being
and the limited. In Chinese philosophy the case is just the reverse. The reason for this
difference is that Being and the limited are the distinct, while Non-being and the
unlimited are indistinct.” 27

Not all Chinese philosophy was concerned with the Non-being and the unlimited; in
fact the notions can be attributed first to the Dao De Jing. The Dao is the same as the
‘nothing,’ indistinct and nameless, and as such unlimited. In early Greek philosophy,
such a notion would be unheard of. The western scientific tradition itself is a
development of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things or beings, while the indistinct or
unlimited laid out in the Dao De Jing contributed to a very different mindset in China.

Despite the fact ‘wu 無’ is a negative word in Chinese, it has very positive
connotations in the Dao De Jing, as when it is related to the Dao, it is limitless. When
Aristotle interpreted Anaximander’s aperion, we essentially see the same meaning.
Aristotle said that the highest arche itself could not be limited otherwise it would be
lower than other things. In this way, linguistically speaking, the aperion and the Dao
are similar. The Dao is the ‘nameless’ (無名), which is a negative description of
something that cannot be limited or restricted. The word aperion in ancient Greek
carries the same meaning as the ‘a’ is a negative prefix with the root of the word
‘peras’ meaning a limit or boundary. Thus ‘aperion’ means without boundary or limit.

Essentially, though the aperion and the Dao differ in one very important aspect. For
Greek thinkers, the arche was always a material notion even in the case of

27

Ibid, page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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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ximander. Peters says that “…what is involved in the idea of aperion is
perduration in time, an infinite supply of basic substance ‘so generation (genesis) and
destruction (phthora) not fail’ (Aristotle, Physics III, 203b)…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Anaximander visualized this huge mass of material that surrounds our kosmos
(Aristotle, ibid. 203b) as a sphere, and so without limit, i.e., beginning or end, in that
sense as well.” 28

The Dao is the nameless, “when we look at it, we do not see it and call it the invisible.
When we listen to it and do not hear it, we call it the inaudible. When we touch it
and do not find it, we call it the formless.” (Dao De Jing Chapter 14)

The difference here as we will also contrast with the logos for Heraclitus is that even
though Anaximander posits an unlimited notion of the arche, it still is “visualized as a
large mass that surrounds the kosmos” or an “infinite supply of basic substance.” The
very fact that it can be visualized or seen as an infinite source of substance is
markedly different from the Dao that cannot be seen, listened to or touched. Lao Zi’s
notion of an “arche” is an immaterial one as opposed to the material aspect in
Anaximander.

In looking at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Heraclitus and Lao Zi, we see that both found
an eternal principle among the ever-changing world of phenomena. In a few places
in the Dao De Jing, Lao Zi uses the word ‘chang 常’ or eternal to describe the Dao:

“The Dao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the eternal Dao, the name that can be named is
not the eternal name.” (Chapter )
28

Opt Cit Peters F.E., Greek Philosophical Terms A Historical Lexicon, pag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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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o is eternal and has no name. Though simple in nature, no one in the world
can master it.” (Chapter 32)

Intuition of the Dao is also eternity:

“To know the eternal (chang 常) is enlightenment.” (Chapter 16)

“To know harmony means to be in accord with the eternal. To be in accord with the
eternal means to be enlightened.” (Chapter 55 translation by Wing-tsit Chan)

Heraclitus also calls the logos ‘eternal’ (aiei):

“Although this account (logos) holds forever, men ever fail to comprehend, both
before hearing it and once they have heard. Although all things come to pas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ccount, men are like the untried when they try such words and
works as I set forth, distinguishing each according to its nature and telling how it is…”

For Heraclitus the logos is eternal and for Lao Zi the Dao is eternal; these notions
both came from observing the changing world around them and finding that if
change is to occur and be understood, it must be done against a backdrop of
something that doesn’t undergo change. Heraclitus was known for his famous
statement “everything is in flux” and within that flux the logos stays fixed. In the
above fragment he states ‘although all things come to pas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ccount…” meaning it is the logos that orders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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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 Zi also says the Dao is an all-pervading principle that transcends the flux of the
phenomenal world:

“…it operates everywhere and is free from danger. It may be considered the mother
of the universe. I do not know its name; I call it Dao. If forced to give it a name, I shall
call it Great. Now being great means functioning everywhere. Functioning
everywhere means far-reaching. Being far-reaching means returning to the original
point.” (Chapter 25 translation by Wing-tsit Chan)

In their cosmological outlook, both Heraclitus and Lao Zi saw an underlying order in
the world of flux. However, their philosophies differed in the way the treated
opposites. Wang Bo points this out as such:

“Lao Zi and Heraclitus had similar ideas regarding the ordering of the world. Lao Zi’s
notion of ‘fan反’ includes the meaning of ‘opposition’ and ‘return.’ The most basic
meaning of the ‘logos’ indicates the opposition and struggle that keeps fire or the
myriad of things in existence. However, in comparison, Lao Zi emphasizes the return
as a harmonious process while Heraclitus the process of struggle and opposition in
reaching order” 29

While Heraclitus and Lao Zi may have has a similar view in finding the eternal, they
were different types of thinkers. One very salient feature of the philosophy in the
29

王博, 【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pages 243-244 “…老子和赫拉克利特對世界秩序的認識是很相
似的; 老子以所謂『反』包含著『對立』及『返回』兩種意義，而『羅格斯』最根本的意義是指
火及萬物內部的對立和鬥爭。不過，比較起來，老子強調復歸即返回與和諧，而赫拉克利特則重
視通過對立面之間的鬥爭所達致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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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o De Jing is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humility to the man of the Dao:

“I have three treasures. Guard and keep them:
The first is deep love, the second is frugality, and the third is not to dare to be ahead
in the world. Because of deep love, one is courageous. Because of frugality, one is
generous. Because of not daring to be ahead of the world, one becomes the leader
of the world. Now, to be courageous by forsaking deep love, to be generous by
forsaking frugality, and to be ahead of the world by forsaking following behind-this is
fatal.” (Chapter 67 translation by Wing-tsit Chan)

Heraclitus differed from Lao Zi in that he was an aristocrat that was given over to
obscure writing. Later ancient writers claimed he was a pessimist and snob who
deliberately wrote in obscure language to restrict readers who were worthy and
willing to make an effort to understand his philosophical message. 30

Further elucidating Wang Bo’s point, unlike Lao Zi, who contended the harmony of
opposites, Heraclitus advocated the cosmic order was one that depended on eternal
flow, tension and strife, the logos is symbolized by fire: “all things are changed for
fire and fire for all things” In essence, the logos is the principle that embodies strife,
without strife in the world, all things would cease to exist. 31

Lao Zi, on the other hand, symbolizes the Dao with water, a lowly, humble and
harmonizing notion:

30
31

See Wheelwright Phillip, Presocratics, pages 64-68
See Brumbaugh, Robert Sherrick, The Philosophers of Greece, page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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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is good; it benefits all things and does not compete with them. It dwells in
(lowly) places that all disdain. This is why it is so near to Dao.” (Chapter 8 translation
by Wing-tsit Chan)

III Conclusion
In comparing disparate traditions, there is always the problem of certainty when it
comes to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there is the same spirit or meaning behind ideas.
While there ar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to concepts such as “what underlies
phenomenon” or “what is the beginning of all things,” the basic curiosity behind
these questions seems to transcend both peoples and eras. The underlying
assumption is that while we have different cultural approaches to what constitutes
philosophy, the questions that philosophy proposes are a concern of all mankind
throughout the ages. I have endeavored to thus take a look at some of the ideas that
were prevalent in early Greek and Chinese thought in order to glean some insight
into what sort of temperament and spirit underlie the two traditions. More
specifically, taking the Dao and aperion as examples was meant to show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that were taken in coming to terms with ideas that could be
considered part of cosmology and ontology. I chose to look at the aperion from the
Anaximander fragment in particular and compare it to the Dao in the Dao De Jing, as
I wanted to see if perhaps there was a similar tendency to posit a non-material arche,
which would have been different from other Presocratic notions that saw the
underlying substance of things as material. In the Dao De Jing, Lao Zi equates the
Dao with “nothing,” which is not a void or nihil, but rather the beginning of all things.
After reading some of the commentaries on the nature of the aperion, however, it
seems that even though it was a notion of an arche without boundaries, it st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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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ains the idea of an eternal substance from which the myriad of things draws upon
for existence. The Logos put forth by Heraclitus has been compared with the Dao in
the Dao De Jing more thoroughly than the idea of aperion by many scholars. While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s well, the notion of Logos in tied with fire, giving it more of a
substance base than that of the Dao in the Dao De Jing. By using sources from both
traditions and going over their implications, I hope the reader will be inspired to look
into this aspect of philosophy even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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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選擇與學業恆毅力之研究：
以南部某國立大學為例

張訓譯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博士班

摘要
本研究探討南部某國立大學之學生的科系選擇與學業恆毅力之間的關連性。
本研究使用立意抽樣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共有 690 人填答，經篩選後有效問卷
為 682 份。本研究的統計方式包括：描述性統計分析、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與迴歸分析。主要研究發現為：科系選擇方面，男性會受到「就業因素」與「現
實因素」的影響；碩士生會受到科系選擇的四項因素所影響；父母親教育程度越
低，越容易影響到學生科系選擇的四項因素。學業恆毅力方面，性別為「男性」、
就讀「管理學院」
、學制為「碩士」
、父親教育程度在「專科」以及母親教育程度
在「國中小」的學生在學業恆毅力的表現最佳。經由科系選擇與學業恆毅力之迴
歸分析後發現，科系選擇中的「個人心理」
、
「就業因素」與「現實因素」對學業
恆毅力有顯著相關；而科系選擇中的「社會因素」則和學業恆毅力呈現負相關。

關鍵字：科系選擇、學業恆毅力、國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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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ce of Major and Academic Grit：
Case Study of National University in South

Syun-Yi, Chang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h. D Student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evance of the departmental choices and Academic Grit
of students at a national university in south.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by intentional
sampling. A total of 690 respondents were surveyed and 628 va lid questionnaires
were screened. The statistical methods of this study include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t-test, single-factor variance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main
findings are: in terms of department selection, men are affected by "employment
factors" and "reality factors"; The master's degree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four factors
selected by the department; the lower the level of parental education, the easier it will
affect the four factors of student department selection. In terms of academic grit,
students with a g ender of "male", a " management school", a " master's degree", a
father's education at the "specialist" and a mother's educa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have the best performance in academic perseverance. Through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epartment selection and academic persevera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individual
psychology", "employment factor" and "reality factor" in the department selection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academic grit; "Social factors" a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academic grit.

Keyword: Choice of Major, Academic Grit, Nation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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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高等教育受到 2002 年教育改革的影響，高等教育機構的數量不斷增加，
即使近年來教育部開始研擬大學整併與退場機制，高等教育機構的數量仍然有
157 所（教育部，2018）
。自從高等教育機構擴充之後，達到了每個人都能上大學
的目標，雖然改善了過去大學入學門檻過高的問題，但同時也產生了許多的教育
問題。張訓譯（2017）探討南部某國立大學甄試入學的過程後發現，大學入學中
的個人申請會受到家庭背景與文化資本的影響，也就是說學生會進入什麼類型的
學校就讀，看的不是學生個體內在的目標與動機，而是家庭背景的影響力。多元
入學的實施主要是打破過去聯考所帶來的一試定終身問題，目的是希望讓學生能
夠透過多元且不同的管道來選擇適合就讀的大學和科系，然而多元實施後的結果
卻成了階級劃分的重要依據，私立大學與國立大學清楚區分出勞動階級與菁英階
級（張宜君、林宗弘，2015）。
大學擴充除了造成階級再製的問題之外，目前最大且難解的問題是大學生整
體素質與程度普遍低落的問題（王盈勳，2015）。根據天下雜誌（2011）調查顯
示有 78%的大學教授認為現在大學生的用功程度與上課禮儀等比 10 年前要來的
差。會造成這樣的原因其來有自，現在大學生的翹課、打工、上課睡覺以及感情
問題複雜難解，自然影響到學校中的學習效果（張芳全，2017；吳佳蓁，2014；
鄭照順，2011；陳世佳，2009）。會造成這樣的問題除了外在的社會環境，當初
學生從高中職升大學時的科系選擇也相當重要，有些學生為了能夠進入頂尖大學，
選擇該校的冷門科系；有些則是為了迎合家長的期望而選擇該科系，不同的選擇
動機則會造成不同的學習成果。
王秀槐、黃金俊（2010）指出甄選入學者較分發入學者傾向依據內在動機選
擇科系，在大學期間也較投入課業，畢業時的學習成果較佳。也就是說，科系選
擇的結果越傾向學生內心所想要的系所，就會付出越多的時間與努力來達成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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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要求。過去的研究皆從入學管道或科系選擇的角度來探討學生的學業成就
（王麗潔，2012；謝小芩、林大森、陳佩英，2011；林大森，2010）。多數的研
究只看前後的因果關係，而忽略了中段的部分，美國心理學者 Duckworth, Peterson,
Matthews, & Kelly（2007）提出的恆毅力（Grit）的概念，指出如果能夠成功，除
了智力以外，靠的就是長期的目標與堅忍不拔的熱情與毅力。雖然臺灣的高等教
育機構數量眾多，但是要完成大學的學業並拿到畢業證書，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
恆毅力才能夠達成，當一位學生對於其選擇的科系毫無興趣時，學士學位對他來
說只是一個文憑；對於其選擇的科系相當興趣時，就會花費時間解決學習的過程
中所遇到的問題與困難，未來更可能繼續往上發展。

貳、文獻檢閱
臺灣社會從古至今受到科舉制度的影響，要能夠在社會上競爭就必須要先取
得優秀的學歷，對於大多數的學生來說，能夠進入頂尖或是國立大學就讀，就是
未來成功的保證。目的是引導我們前進的重要因素，也能幫助我們在人生中產生
意義（Andrews, 2011）。高中生以考上大學為目的，而考上大學之後又以畢業為
目標，我們的人生不同的時刻皆有著不同的目標驅使我們不斷的向前行，有了目
標就必須付出相對的努力才能實踐，否則將會成為空談。現代人都說大學的學歷
沒有用，學歷貶值與學歷高中化，以及大學生滿街跑等等，高等教育機構尚未擴
充之前，大學之門相當狹窄，是為精英教育。高等教育機構擴充之後，大學不再
是精英教育，而是大眾教育，所有的人都能進入大學就讀，讀大學不再是社會中
少數人的權利。轉型後的大學教育除了提高錄取率，同時入學考試也開始改為多
元入學（秦夢群，2004）。多元入學實施之後，科系的選擇就不再像過去聯考透
過志願的選填來分發，而是能夠依照學生自己的興趣與未來發展能力來選擇適才
適所的校系，對於其學業的專注與努力程度將會超乎預期。因此，本研究將探討
科系選擇與學業恆毅力之間的關聯。

一、科系選擇因素與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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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升大學時的選擇對於學生來說可以說是影響一生的階段，許多人在接受
完大學教育之後就不再繼續升學，因此大學時的科系選擇與其所學有可能就是未
來謀生的重要技能。依據「臺灣高等教育資料庫」大一新生調查資料顯示，大約
有超過三分之一（35%）的學生認為他們所選擇的科系不符原來的期望，有近四
分之一（22%~23%）的學生想要轉系（王秀槐，2006）。學用落差與志趣不合的
現象長期存在於高等教育中，原因在於臺灣的教育重視的是學術方面的訓練，不
論是一般大學或者是科技大學，理論重於實務的現象相當嚴重。另一方面，高中
階段的考試與升學壓力使得學生無法完整探索自己的興趣，當面對大學琳瑯滿目
的科系時，無法作出正確的選擇。另外，多元入學實施之後，社會大眾更期望將
子女送往頂尖大學或是國立大學，也因此社會上衡量一位社會新鮮人的成就大多
來自於畢業學校與其在校表現，為了能夠滿足社會條件與兼顧未來發展，選擇大
學時大多數人會傾向選擇聲望高且前段的大學，並選擇其熱門科系就讀（王秀槐、
黃金俊，2010）。當高中生在進行科系選擇時，會經過定向（Predispositions）、搜
尋（Search）與抉擇（Choice）三個階段，在多方因素影響下，完成就讀學校的
選定，即稱為大學選擇（鍾宜真，2013）。探討科系選擇時，Southerland（2006）
認為學生的升學選擇是屬於計量模式（Economic Model）
，也就是說學生決定是否
繼續就讀大學，其關鍵在於所就讀大學所獲得的利益是否大於未就讀大學。Young
和 Reyes（1987）則認為大學的科系選擇會受到家長與同儕期望的影響。心理學
模式（Psychological Model）模式強調的是個人特質在科系選擇過程中的影響力，
舉凡人格、動機、意向、成長歷程、家庭背景、對環境的反應、適應力等其他心
理因素均會反映在學生的科系選擇中；社會學家則是認為個人的抱負將決定其未
來的社會地位及聲望，因此社會與環境模式（Soc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odel）
模式認為社經地位、種族、競爭機會、大學聲望與其它社會因素皆會對個人科系
選擇產生社會壓力（羅婉綺，2007）。臺灣的社會環境中，升學與科系選擇的重
大決定皆是經過商討後才決定，而商討的對象可以是家中的父母親或親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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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師長、同儕或朋友。大學生的科系選擇面向方面，羅婉綺（2007）整理國內外
學者的研究後歸納出影響學生選擇科系因素可分成以下六類：第一：個人背景面
向（父母親的教育程度、職業類別、性別等）；第二：個人心理面向（興趣、學
術科能力、生涯規劃等）
；第三：社會面向（社會價值觀、重要他人等）
；第四：
就業面向（科系未來發展潛力、就業機會、未來薪資）；第五：現實面向（先選
校再選系、分數落點、學費）；最後是學校性質面向（公私立別）。
科系選擇的相關研究方面，林筠諺（2010）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的選校和
選系會受到的他人建議、發展考量、學校和科系等層面的影響。曹春隆（2001）
研究發現家長的社會階級以及對資訊的敏感度和多元管道等皆可能會影響學生
選擇科系。銀慶貞、陶宏麟、洪嘉瑜（2015）使用「台灣高等教育整合資料庫」
2003 年入學與其 2006 年大四的大學生資料分析大一不同管道入學者的科系選
擇、大三學業投入、以及大四的學習成果與滿意度後發現，甄選入學者對科系選
擇較為確定，大學期間也較投入課業，畢業時的學習成果較佳、同時對自我學習
與學校環境較為滿意。隨著教育機會的提高，女性受教育的機會也和男性相同，
但是女性比較會選擇傳統的人文社會科學，比較容易進入就業市場（鄭語謙，
2016）。鄧至平（1995）也指出學系聲望是學生考量學系的因素之一。Cohen 和
Hanno（1993）的研究則是提到學生先前的學習經驗也會影響學系選擇。Beggs、
Bantham 和 Taylor（2008）整理影響學生選擇就讀學系的因素有資訊來源和影響
（含他人影響、學系文宣）、畢業後的工作性質（含穩定收入、工作發展、就業
保障）
、對該學系有興趣並適合就讀、主修特性（含學系聲望、較易取得學位等）。
科系選擇對於初入大學的學生來說事關重大，不只影響到大學四年的學習，更是
未來的發展狀況。然而，大多數人的科系選擇卻受到外在與內在因素的影響，因
此進入大學之後是否能夠維持其學業與熱情正式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

二、學業恆毅力與相關研究
2016 年由天下出版《恆毅力：人生成功的究極能力》一書，這本書的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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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美國賓州大學心理學教授 Angela Duckworth，原文書名為《Grit: The Power of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恆毅力一書中即指出優秀和聰明並不見得最成功，而
除了天份和努力之外，持久的熱情和堅持的毅力才是成功的致勝關鍵。一般我們
都認為只有聰明的人才能拿到成功人生的入場券，而 Duckworth（2016）指出天
份不是成功的保證，取而代之的是找到熱情，並將心力投注其中，才是更加關鍵
的因素。
1900 年代智力理論興起時，人們即將智力視為未來成就的重要因素，而許
多 的 研 究 也 顯 示 ， 智 力 確 實 能 夠 有 效 的 預 測 個 人 的 未 來 成 就 （ Blackwell,
Trzesniewski, & Dweek, 2007; Gottfredson, 1997）
。而智力不只能夠預測個人在學校
的學業表現，還能夠預測未來的收入、生涯發展和工作表現等等（Bridgeman,
Jenkins, & Ervin 2000; Kuncel, Hezlett & Ones, 2004）
。除了我們傳統所知道的認知能
力外，有些研究上也發現，控制智力因素後，有許多可以預測個人成就的非認知
因素，包括：剛強的性格、堅持的動力與努力、對自己能力所展現的信心以及達
成目標的企圖心等等（Duckworth et al, 2007; Howe, 1999, Terman& Oden, 1947）
。而
Duckworth & Quinn（2009）透過對於成功人士的訪談與觀察後，根據歷史文獻與
實證研究後提出恆毅力（Grit）一詞，並在控制多項認知能力後，發現恆毅力確
實可以預測學生的學習成就。恆毅力不同於智力的原因在於恆毅力是促使個人努
力工作並堅持長遠目標的能力，是克服挑戰和完成巨大目標時的一種堅持
（Duckworth et al, 2007）
。恆毅力所代表的也是一種數十年如一日的熱情，即使途
中遭遇失敗、逆境和瓶頸，恆毅力的性格會把實現成就的過程當成一場馬拉松，
其優勢是持久的耐力，對於別人來說可能是應該放棄或重新選擇新目標的訊號，
如失望和厭倦，但是具有恆毅力的個體會選擇堅持到底（Duckworth, Peterson,
Matthews, & Kelly, 2007）。從上述對於智力與恆毅力的文獻可以發現，我們過去
所認為的智力並不是影響一個人成功的必要條件，而恆毅力才是未來成功的致勝
關鍵。Duckworth 等人（2007）指出恆毅力包含兩個向度，分別為「對感興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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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一致性」與「堅持的毅力」
。
「對感興趣事物的一致性」指的是一旦目標設立
投入感興趣的事物，即使後續可能出現新的想法、新鮮事務甚至是瓶頸挫折也不
會輕易改變。「堅持的毅力」指的是為了某項目標而長年奮鬥努力，即使遇到重
大挫折或挑戰也不放棄，甚至會越挫越勇，是ㄧ種努力戰勝重重難關的毅力。
有關恆毅力的研究方面，Duckworth et al（2007）對數千名的高中生進行調查，
並對美國西點軍校、全國拼字比賽冠軍等進行觀察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無論在
何種情況下，比起智力、學習成績或長相，恆毅力都是預測成功最可靠的指標。
另外，Duckworth, Quinn, & Seligman（2009）對 1248 名西點軍校的學員進行恆毅
力的研究結果發現，恆毅力能夠預測學員完成嚴格夏季訓練的情形，具有恆毅力
的學員在訓練中比較不容易退學。Duckworth et al（2011）對青少年的追蹤研究也
發現，高恆毅力的青少年選手比低恆毅力的青少年選手更有可能進入下一場比賽。
而 Strayhorn（2013）的研究結果也發現，恆毅力與黑人大學生的 ACT 得分呈現
顯著正相關。蔣虹、呂厚超（2017）以 756 名學生為對象，研究未來時間洞察力、
堅韌性（註：Grit 中國有些翻譯為堅韌性）與學業成績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
示未來消極和未來迷茫的學生對學業成績的預測呈現顯著負相關；未來堅持和未
來計劃對學生學業成績的預測呈現顯著正相關。馬玉洁、李傳（2016）以 1269
名高校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意志力（註：Grit 中國有些翻譯為意志力）的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意志力可以作為一種遷移的能力，不僅會影響學生的學業成就，還
會影響學生畢業後的職業發展。Morgan（2016）對一所大學的運動員進行了學業
和運動表現之間的研究，結果顯示恆毅力可以增加個人的發展和運動表現。
上述有關恆毅力的相關研究，所表現出來的是為達成學習目標，所表現出來
的堅持與熱情。當有了學習的目標之後，將不會受到外在事物的干擾，並隨時在
課業上展現出高度的熱情與毅力，即是所謂的「學業恆毅力」
（鄭伊茹，2017）。
學業恆毅力的概念不關乎智力的高低，而是學生的努力程度，當學生越喜歡自己
所選擇的科系時，即使課業上遇到重重難關仍然可以解決，完成自己意想不到的
結果。張訓譯（2018）以過去曾是流浪教師的正式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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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流浪教師即使長年代理代課，教師甄試年年失利，但是仍然維持對於教育的熱
情，努力到最後一刻永不放棄，最終順利成為正式教師。雖然現在的大學學歷如
同高中學歷般容易取得，只要有選課、修課、考試基本上都能夠拿到學分，根本
不需要什麼學業恆毅力，但是我們會發現目前的社會中存在「學歷」與「學力」
兩種說法，學歷比較偏向來學校拿學分和畢業證書，而學力則是經過ㄧ般努力過
後的成果。恆毅力雖然無關智力高低，但是我們會發現，智商高的人不一定具有
恆毅力的特質，而具有恆毅力特質的人通常都是智力普通的ㄧ般人。因此，本研
究想要探討科系選擇的方式是否會影響到其學業恆毅力的發展，當一位學生心甘
情願選擇自己喜歡的科系時，是不是會比家長和師長逼迫選擇的科系要來的認真，
遇到困難與挑戰時更勇於面對與解決，而不是過一日算ㄧ日，為的就是最終拿到
畢業證書。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首先確認研究方向與主題，接著進行研究文獻的之蒐集與整理做為研
究架構與假設之依據，並參酌過去學者的問卷進行各變數的操作型定義，並發展
出本研究適用之問卷，接著利用回收之問卷進行資料分析與解釋，最後根據分析
結果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 1。

背景變項
性別
科系
學制
父母親教育程度
畢業學校類型

科系選擇
H1

個人心理
社會因素
就業因素
現實因素
H2
圖 1：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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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設
本研究依據前言與文獻探討，可對南部某國立大學學生之科系選擇與學業恆
毅力提出以下假設：
H1：不同背景變項之大學生在科系選擇方面有顯著差異。
H2：不同背景變項之大學生在學業恆毅力方面有顯著差異。
H3：不同科系選擇之大學生與學業恆毅力方面有顯著影響。

三、研究對象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南部某國立大學之大學部學生 6,527 人（國立中正大學
教務處，2018）為研究母群體，資料蒐集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蒐集。由於測
量時間為大學暑假期間，故本研究選擇採用網路問卷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黃添
進（1999）指出網路問卷會產生研究群體代表性與身分掌控不易的問題。網路問
卷身份掌控問題，本研究將正式版之網路問卷放於南部某國立大學學生所設立之
臉書（Facebook）專頁，該專頁有經過嚴格審核機制，非該校學生無法加入。另
外，為了排除重複填答，將要求填答者提供 E-mail 以便篩選重複作答者。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編製之「大學生科系選擇與學業恆毅力之調查問卷」，本問卷編製
主要參考羅婉綺（2007）與鄭伊茹（2017）等研究並依照現實狀況加以修改之後
形成問卷，內容包含「基本資料」
、
「大學生科系選擇量表」
、
「大學生學業恆毅力
量表」三個部份。除了基本資料外，其餘量表皆採用李克特（Likert）四點量表，
意見依「非常不符合」、「不符合」、「符合」、
「非常符合」，分別給予 1、2、3、4
分。預試問卷填答人數為 50 人，經信度檢驗後形成正式問卷，正式問卷分為「大
學生科系選擇量表」23 題、「大學生學業恆毅力量表」15 題，合計 38 題。正式
問卷共得到 690 份回覆，無效樣本 8 份，共得到 682 份有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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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統計分析
根據文獻探討及本研究目的而建構假設，對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級、父
母親教育程度、畢業學校類型）分別檢測在科系選擇與學業恆毅力方面是否有顯
著差異，進而推論兩者之間的關係與影響狀況。為達研究目的，本研究使用的統
計方法有敘述性統計、信度分析、t 檢定、ANOVA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迴歸分
析，統計分析採用 SPSS 22.0 For Windows 中文版電腦套裝軟體進行正式問卷的分
析與處理。

六、研究限制
（ㄧ）研究樣本的限制：
本研究以南部某國立大學之學生研究對象，但限於經費與人力，未能對所有
大學的學生進行抽樣，故以此結果推論大學學生的科系選擇與學業恆毅力將會產
生偏誤。全臺灣的大學有 157 所，公私立大學的資源與所在地區不同也會產生影
響，故無法將研究結果推論到其它大學之學生。
（二）研究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所採用的問卷調查方式為受訪者自行填寫問卷的調查研究方式。這樣
的研究方法會受到社會期望或其它主客觀因素的影響，而產生測量上的誤差。另
外，考量到問卷測量的時間為大學暑假期間，採用網路問卷的方式讓學生填答，
導致推論結果有限（李政忠，2004）。

肆、研究結果
一、構面的信度分析
信度表示問卷量表的一致性程度，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係數表示。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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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ity）則為一個測驗能夠測出其預測的目標程度，測驗的正確性與真實性。
由表 1 之信度分析表中，兩大構面之信度最高.892、最低.745，表示信度達到「不
錯」的信度標準。總體內部一致性係數.843，具可接受之信度。構面信度表如表
1。

表 1：構面信度表
構面

大學生科系選擇

子構面

題數

信度

個人心理

5

.748

社會因素

6

.825

就業因素

6

.892

現實因素

6

.754

15

.745

學業恆毅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樣本分析與敘述性統計資料
表 2 為本研究之樣本分析，從中可以發現，性別分面女性最多，389 人，佔
57%；科系方面社會科學院最多，197 人，佔 28.9%；學制方面大學最多，490 人，
佔 71.8%；父親教育程度大學最多，194 人，佔 28.4%；母親教育程度高中（職）
最多，264 人，佔 38.7%；畢業學校類型國立最多，576 人，佔 84.5%。
表 3 為敘述性統計資料，大學生科系選擇方面，「就業因素」的得分最高，
其平均得分為 2.86，總體現況平均分數為 2.73，屬於中間偏高；學業恆毅力方面，
總體平均數為 2.63，屬於中間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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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樣本分析
背景項目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男性

293

43%

女性

389

57%

文學院

92

13.5%

理學院

92

13.5%

社會科學院

197

28.9%

工學院

126

18.5%

管理學院

90

13.2%

法學院

45

6.6%

教育學院

40

5.9%

大學

490

71.8%

碩士

192

28.2%

國立

576

84.5%

私立

106

15.5%

國中小

112

16.4%

高中（職）

136

19.9%

專科

148

21.7%

大學

194

28.4%

研究所以上

92

13.5%

國中小

103

15.1%

高中（職）

264

38.7%

專科

93

13.6%

大學

175

25.7%

研究所以上

47

6.9%

性別

科系

學制

畢業學校類型

父親教育程度

母親教育程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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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敘述性統計分析
構面

大學生科系選擇

子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個人心理

2.64

0.51

社會因素

2.71

0.57

就業因素

2.86

0.70

現實因素

2.73

0.54

總

2.73

0.49

2.63

0.33

體

學業恆毅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三、假設一：
「不同背景變項之大學生在科系選擇方面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使用「性別」
、
「科系」
、
「學制」
、
「畢業學校類型」
、
「父母親職業」與
「父母親教育程度」六個背景變項分析學生在「個人心理」
、
「社會因素」
、
「就業
因素」與「現實因素」方面的科系選擇之相關性，以驗證假設一：「不同背景變
項之大學生在科系選擇方面有顯著差異」。
（一）男性在科系選擇方面會受到「就業因素」與「現實因素」的影響
本研究將學生性別與科系選擇作差異性分析，如表 4。發現就業因素與現
實因素會影響到學生的科系選擇。不同性別的學生在就業因素方面之 t 值為 4.604，
達顯著水準（p <.05）
，經事後比較發現男性學生在考慮就業因素高於女性學生。
另外，不同性別的學生在現實因素方面之 t 值為 3.388，達顯著水準（p <.05）
，經
事後比較發現男性學生在考慮現實因素方面高於女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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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性別不同的學生在科系選擇因素之差異性
背景變項
個人心理

社會因素

就業因素

現實因素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男

2.68

.52

女

2.61

.50

男

2.70

.46

女

2.71

.63

男

3.01

.65

女

2.76

.72

男

2.81

.46

女

2.67

.58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T值

事後比較

1.749

無

-.314

無

4.604***

1>2

3.388**

1>2

*p<.05 **P<.01 ***P<.001

（二）碩士學生在科系選擇方面會受到「四項因素」的影響
本研究將學生學制與科系選擇作差異性分析，如表 5。發現科系選擇的四項
因素皆會影響到碩士學生的科系選擇。不同學制的學生在個人心理方面之 t 值為
-5.241，達顯著水準（p <.05），經事後比較發現碩士學生在個人心理因素方面高
於大學學生。不同學制的學生在社會因素方面之 t 值為-2.965，達顯著水準（p <.05），
經事後比較發現碩士學生在社會因素方面高於大學學生。不同學制的學生在就業
因素方面之 t 值為-11.007 達顯著水準（p <.05）
，經事後比較發現碩士學生在就業
因素方面高於大學學生。不同學制的學生在現實因素方面之 t 值為-12.324，達顯
著水準（p <.05），經事後比較發現碩士學生在現實因素方面高於大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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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學制不同的學生在科系選擇因素之差異性
背景變項
個人心理

社會因素

就業因素

現實因素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大學

2.58

.39

碩士

2.80

.71

大學

2.67

.44

碩士

2.81

.79

大學

2.69

.60

碩士

3.30

.75

大學

2.58

.40

碩士

3.09

.6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T值

事後比較

-5.241***

2>1

-2.965**

2>1

-11.007***

2>1

-12.324***

2>1

*p<.05 **P<.01 ***P<.001

（三）國立學校畢業的學生在科系選擇方面會受到「就業因素」與「現實因素」
的影響
本研究將學生畢業學校類型與科系選擇作差異性分析，如表 6。發現科系選
擇的社會因素與就業因素會影響到學生的科系選擇。不同畢業學校類型的學生在
社會因素方面之 t 值為 3.131，達顯著水準（p <.05）
，經事後比較發現國立學校畢
業的學生在考慮社會因素方面高於私立學校畢業的學生。不同畢業學校類型的學
生在就業因素方面之 t 值為 4.104，達顯著水準（p <.05）
，經事後比較發現國立大
學畢業的學生在考慮就業因素方面高於私立學校畢業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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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畢業學校類型不同的學生在科系選擇因素之差異性
背景變項
個人心理

社會因素

就業因素

現實因素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國立

2.65

.44

私立

2.61

.80

國立

2.73

.52

私立

2.55

.77

國立

2.91

.62

私立

2.61

1.01

國立

2.74

.49

私立

2.64

.74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T值

事後比較

.676

無

3.131**

1>2

4.104***

1>2

1.782

無

*p<.05 **P<.01 ***P<.001

（四）父親教育程度不同的學生在科系選擇方面之差異性
本研究將父親教育程度不同的學生與科系選擇做差異性分析，如表 7。發現
科系選擇的四個因素皆會受到父親教育程度的影響。個人心理方面的 F 值為 4.780，
達顯著水準（p <.05）
，經由事後比較發現父親教育程度國中小以及研究所以上的
學生在受到個人因素影響方面高於父親教育程度在高中（職）的學生。社會因素
方面的 F 值為 13.829，達顯著水準（p <.05）
，經由事後比較發現父親教育程度在
國中小以及專科的學生，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高於父親教育程度為高中（職）、
大學以及研究所以上的學生。就業因素方面的 F 值為 11.541，達顯著水準（p <.05）
，
經由事後比較發現父親教育程度在國中小的學生，受到就業因素的影響高於父親
教育程度為高中（職）
、專科以及大學的學生。現實因素方面的 F 值為 8.513，達
顯著水準（p <.05）
，經由事後比較發現父親教育程度在國中小的學生，受到現實
因素影響高於父親教育程度為高中（職）、專科以及大學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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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父親教育程度不同的學生在科系選擇因素之差異性
背景變項

個人心理

社會因素

就業因素

現實因素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小

2.75

.36

高中（職）

2.53

.74

專科

2.65

.36

大學

2.58

.51

研究所以上

2.76

.40

國中小

2.94

.34

高中（職）

2.47

.93

專科

2.82

.41

大學

2.68

.43

研究所以上

2.64

.33

國中小

3.19

.40

高中（職）

2.68

.74

專科

2.91

.79

大學

2.72

.74

研究所以上

2.95

.50

國中小

2.97

.50

高中（職）

2.61

.67

專科

2.67

.50

大學

2.69

.57

研究所以上

2.76

.81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F值

4.780***

13.829***

11.541***

8.513***

事後比較

1>2
5>2

1>4>5
3>2

1>3>4

1>4
3>2

*p<.05 **P<.01 ***P<.001

（五）母親教育程度不同的學生在科系選擇方面之差異性
本研究將母親教育程度不同的學生與科系選擇做差異性分析，如表 8。發現
科系選擇中的個人心理、就業因素與現實因素會受到母親教育程度的影響。個人
心理方面的 F 值為 18.768，達顯著水準（p <.05）
，經由事後比較發現母親教育程
度在國中小以及研究所以上的學生，受到個人因素影響方面高於母親教育程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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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
、專科以及大學的學生。社會因素方面的 F 值為 3.326，達顯著水準（p
<.05），經由事後比較未達顯著。就業因素方面的 F 值為 40.940，達顯著水準（p
<.05），經由事後比較發現母親教育程度在國中小以及研究所以上的學生，受到
就業因素的影響高於母親教育程度為高中（職）、大學以及專科的學生。現實因
素方面的 F 值為 18.681，達顯著水準（p <.05）
，經由事後比較發現母親教育程度
在國中小以及大學的學生，受到現實因素影響高於母親教育程度在高中（職）與
專科的學生。

表 8：母親教育程度不同的學生在科系選擇因素之差異性
背景變項

個人心理

社會因素

就業因素

現實因素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國中小

2.80

.44

高中（職）

2.53

.59

專科

2.43

.29

大學

2.70

.47

研究所以上

3.05

.26

國中小

2.64

.67

高中（職）

2.77

.66

專科

2.56

.35

大學

2.68

.47

研究所以上

2.82

.29

國中小

3.41

.33

高中（職）

2.82

.67

專科

2.35

.89

大學

2.77

.61

研究所以上

3.29

.30

國中小

3.09

.26

高中（職）

2.62

.67

專科

2.56

.42

大學

2.67

.45

研究所以上

2.70

.07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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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8***

3.326**

40.940***

事後比較

1>2>3
5>2>3

不顯著

1>2
5>2>4>3

1>2
18.681***

1>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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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假設二：
「不同背景變項之大學生在學業恆毅力方面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將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在學業恆毅力方面做差異性分析，如表 9。發現
各個變項皆有顯著差異。不同性別的學生在學業恆毅力方面的 t 值為 5.253，達
顯著水準（p <.05）
，經事後比較發現男性比女性更具有學業恆毅力。不同科系方
面的 F 值為 13.010，達顯著水準（p <.05）
，經由事後比較發現管理學院的學生在
學業恆毅力方面高於社會科學院、理學院、教育學院與法學院的學生。不同學制
的學生在學業恆毅力方面的 t 值為-10.137，達顯著水準（p <.05），經由事後比較
發現碩士班的學生比大學部的學生更具有學業恆毅力。不同畢業學校類型的學生
在學業恆毅力方面的 t 值為-.506，顯示出不同畢業學校類型的學生在學業恆毅力
方面無顯著差異。父親教育程度方面的 F 值為 10.153，達顯著水準（p <.05）
，經
由事後比較發現父親教育程度為專科的學生在學業恆毅力高於父親教育程度在
國中小、高中（職）、大學以及研究所以上的學生。母親教育程度方面的 F 值為
79.063，達顯著水準（p <.05），經由事後比較發現母親教育程度為國中小的學生
在學業恆毅力高於母親教育程度為大學、專科、高中（職）以及研究所以上的學
生。

表 9：不同背景的學生在學業恆毅力之差異性
背景變項
性別

科系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男

2.71

.37

女

2.57

.28

文學院

2.71

.30

理學院

2.55

.17

社會科學院

2.58

.30

工學院

2.78

.39

管理學院

2.72

.44

法學院

2.43

.03

教育學院

2.48

.17

T 值/F 值

事後比較

5.253***

1>2

13.010***

5>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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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數

標準差

大學

2.56

.21

碩士

2.82

.47

畢業學

國立

2.63

.30

校類型

私立

2.65

.45

國中小

2.67

.36

高中（職）

2.64

.48

專科

2.74

.26

大學

2.58

.23

研究所以上

2.49

.20

國中小

3.06

.43

高中（職）

2.52

.27

專科

2.53

.11

大學

2.63

.24

研究所以上

2.51

.08

學制

父親教育程度

母親教育程度

組別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T 值/F 值

事後比較

-10.137***

2>1

-.506

無顯著
差異

10.153***

3>1>2>4>5

79.063***

1>4>3>2>5

*p<.05 **P<.01 ***P<.001

五、假設三：
「不同科系選擇之大學生與學業恆毅力方面有顯著影響」
以迴歸分析檢驗科系選擇之個人心理、社會因素、就業因素、現實因素與學
業恆毅力之關係，結果如表 10。結果顯示，在考慮其它變項下，個人心理和學
業恆毅力有顯著關係，𝛽 =.21, p <.001，表示個人心理因素越高，學業恆毅力的
表現也越高。社會因素和學業恆毅力有顯著關係，𝛽 =-.29, p <.001，表示社會因
素越高，學業恆毅力的表現就越差。就業因素和學業恆毅力有顯著關係，𝛽 =.23,

p <.001，表示就業因素越高，學業恆毅力的表現也越高。現實因素和學業恆毅力
有顯著關係，𝛽 =.21, p <.001，表示現實因素越高，學業恆毅力的表現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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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科系選擇與學業恆毅力之迴歸分析
學業恆毅力

B

R

SE B

個人心理

.14***

.03

.21***

社會因素

-.12***

.02

-.29***

就業因素

.10***

.02

.23***

現實因素

.13***

.03

.21***

2

𝛽

.22

Adj R

2

.22

F

50.162***

df

（4, 677）

注：n=682

*p<.05 **P<.01 ***P<.001

伍、結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南部某國立大學之大學生在科系選擇與學業恆毅力之現況
與相關情形，經過回收之 682 份問卷統計分析後，研究結果如下：
一、本研究假設驗證結果，H1 和 H2 的差異性分析結果為「獲得支持」
，H3 的迴
歸分析「獲得支持」。表示科系選擇與學業恆毅力之間存在相關性。
二、科系選擇方面，男性會受到「就業因素」與「現實因素」的影響；碩士生會
受到科系選擇的四項因素所影響；國立學校畢業的學生會受到「社會因素」
與「就業因素」的影響；父母親教育程度越低，越容易影響到學生科系選擇
的四項因素。
三、學業恆毅力方面，性別為「男性」、就讀「管理學院」、學制為「碩士」、畢
業學校為「私立」
、父親教育程度在「專科」
、母親教育程度在「國中小」的
學生，學業恆毅力的表現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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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由科系選擇與學業恆毅力之迴歸分析後發現，科系選擇中的「個人心理」、
「就業因素」與「現實因素」對學業恆毅力有顯著影響；而科系選擇中的「社
會因素」則和學業恆毅力呈現負向影響。
從上述的結論可以發現，科系選擇方面，大多數的學生會受到「社會因素」
與「就業因素」的影響，且碩士會受到四項因素的影響，表示在現代目前的社會
中，如果要選擇科系就要納入更多的考量，但是在大學擴充以後，學歷高中化的
現象越來越嚴重，大多數人讀大學就是為了能夠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因此才會
將就業納入考量，而社會因素就是開始考慮到大學的聲望以及未來的競爭機會。
當學制越高時，考慮的面向也會越多，像是碩士班，碩士班不像大學是通才教育，
而是專注於某個研究領域，因此報考碩士班時還要考慮到個人的興趣與未來生涯
規劃以及該校的師資結構與課程安排等等。學業恆毅力這部分是從美國心理學者
Angela Duckworth 所提出之恆毅力（Grit）的概念所延伸出來的，也就是說如果具
備熱情與堅持，將會對學業有所助益，畢業於私立學校的男性管理學院碩士班學
生，且父親教育程度在專科、母親教育程度在國中小的學生學業恆毅力較佳，另
外在迴歸分析也發現，除了社會因素之外，其它三項因素對於學業恆毅力有顯著
的正相關。顯示出如果有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科系，才是真正具有熱情與堅持，
對於學業與成績才能持之以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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