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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對社會的關注與省思  

 

儒家哲學的重點擺在對現實社會生活的關注上，因此，自古以來的儒者將解

決現實社會問題和實踐人生的理想作為一生的終極目標，因此無論發而為聲、行

而成文，皆反映當時的社會問題，期望透過反映民意，以達到「經世致用」的理

想，而這樣的特色同樣地表現在純甫的詩文作品當中。其實，從前述各章探討純

甫的經學、史學以及子學的研究情形來看，其中除了展現他個人的學術研究成果

外，更該注意的則是這些學術研討背後所具有的實用價值。誠如其詩〈古史詠〉

其二十所言： 

 

人間學問任無窮，吾道區區一貫中。物質精神兩難處，且安身命是豪雄。

１ 

 

純甫以孔子「吾道一以貫之」２來自勉學術研究，認為縱使不能窮究學問內涵，

無法「兼善天下」，但藉此以安身立命，仍是豪雄。因此，在《張純甫全集》中，

對於社會層面的關注與省思的作品亦不在少數，諸如產業資本化、勞農民運動、

民商法規、文學社團、社會風氣等方面，他都曾加以考察，不但充分反映當時的

社會問題，也提醒了西風東漸對於文化風俗的影響，藉此積極地提出經世改革的

方案，顯現「經世濟民」的懷抱。 

 

第一節 對民生問題的反省  
 

                                                 
１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古史詠〉其二十，頁 34。 

２  見《論語‧里仁》第十五章（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西元 1997年版），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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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甫當時除了內受日本殖民帝國的高壓統治外，外又面臨西方文化的衝擊，

因此，民生經濟起了重大的變革。３由於統治者大力地推行經濟資本化的政策，

一方面積極刺激農業生產量，另一方面又無情地剝削勞、農民的成果，社會貧富

懸殊更加嚴重，純甫有感於此，乃引古為論： 

 

舜起隴畝，稷教稼穡。先王致治，以農作則。詩三百篇，重惟耕織。七月

豳風，熙皞翼翼。今乃非然，士貪封殖。機械文明，人工蠶食。賈豎操權，

貧富懸隔。民生飄搖，用圖改革。⋯⋯４ 

 

此詩除反映當時臺灣社會所出現的各種現象，也道出異族統治之下的臺灣人民漸

趨於功利。這樣的情形也見於〈汗漫吟〉中： 

 

南北炭與冰，東西狼與虎。金銀大低昂，商戰驟風雨。財閥制人命，何必

刀與斧。如何自營士，背公忘禦侮。飾貌虛有表，寧脫謀生苦。慕外盲以

從，後塵步終古。溢流不返源，竭澤可立睹。５ 

 

詩中描寫人民受到日本財閥殖民的壓迫，生活條件處處受制，而社會興起崇尚富

貴、盲目追求外來文化的風氣，純甫除站在儒者的立場關心這些社會現象之外，

更積極地提出以下幾項主張： 

 

                                                 
３ 在日本殖民臺灣的初期，即積極展開經濟資本化的路線：於西元 1904 年實施幣制改革，1905

年完成土地調查，1908 年縱貫鐵路開通、並且建築基隆與高雄兩通商港，以上政策使得臺灣

民生經濟起了重大的變革。參見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臺灣銀行經濟

研究室編印，西元 1956年版），頁 6。 

４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萬生李翁吊辭〉，頁 98。 

５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汗漫吟〉其九，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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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倡均富思想  

 

中國社會的貧富懸殊問題，一直以來是儒者關注的重點。孔子說道：「丘也

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６，可見儒家重視社會財富分配的問題。日治時期的臺灣社會貧富懸殊情形亦相

當嚴重，純甫就曾記錄道： 

 

⋯⋯寺門丐成列，哀聲求喜捨。頗得婦女憐，擲錢動盈把。一婦金飾兒，

飾亡怨而罵。富貧尚隔懸，所均亦已寡。７ 

 

這是純甫對於社會財富不均所抒發的感慨，然而，造成此現象的直接原因，是因

為日本政府在臺灣遂行其殖民政策並鼓勵資本主義的活動，使得臺灣的產業資本

化情形日趨擴展，造成財富逐漸向少數的日本財閥或臺灣的資產階級集中。８市

場經濟逐漸為產業資本家所壟斷，社會貧富的懸殊情形也就日益擴大。純甫對此

殖民經濟政策所帶來的後果，感到相當地憂心，因而透過詩文，直接把當時臺灣

社會中因商業壟斷而產生的貧富懸殊問題血淋淋地呈現出來，他說道： 

 

壟斷罔市利，久忘什一旨。殺頭豈所愁，蝕本真欲死。令以禁制成，法為

貨賄弛。巨賈常逍遙，細民已瘡痏。微末博蠅頭，徘徊道途累。大者罰兩

金，小者鞭幾箠。願鞭不願罰，寒廚正待米。嗚乎竊國侯，母（疑作「毋」）

                                                 
６  同註 2，見《論語‧季氏》第一章，頁 146。 

７  《張純甫全集》第一冊「詩集」（上），〈挈眷基津即事〉，頁 216。 

８  同註 3。參見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所言：臺灣在日據時期以前，僅停留在

單純的外來商業貿易活動，此稱之為「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掠奪型態；及至日本殖民時期由

於政府為保障投資安全所實施的各項基礎事業，例如：治安的安定、土地及林野的調查、權

度及貨幣的統一等，臺灣的資本活動型態大為發展，各種企業相繼設置且擴大經營，臺灣的

經濟發展逐漸走向資本主義化，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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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比比是。９ 

 

詩中直指資產階級在政府商業政策的保護下肆其聚斂，與之成為強烈對比的，則

是廣大民眾必須在專制政府和財閥商業壟斷下夾縫中求生存，因此難免產生許多

社會問題。 

然而，無論是日本專制政府或是依附於執政當局的臺灣資產階級，均無情地

進行其剝削行為，使得臺灣民眾的經濟生活水準日益低下，於是純甫提出社會財

富均等的訴求： 

 

熙之策維何？抑奢華之習，減稅費之繁，嚴官吏之防，泯貧富之階；使生

活程度日低，衣食物價日平。一會社之設，不使富者專其利；一工廠之立，

不使富者專其權。凡貧民子弟有一藝之長，片才之善，因宜而錄用之，不

必問其出身之若何？而富人子弟亦必計才藝而平情位置之，是貧者自能奮

其心力，富者亦自勞其智慮，否則必致貧富易位。且必使其知尚廉恥禮義

以重道德，知分貪鄙卑陋以別貴賤。重道德則不重勢利，分貴賤則不分貧

富，則貧者自不肯鋌而走險，富者自不肯貪而居鄙。如此，貧者不待富者

之救濟，而能自安其生活矣；富者不必救濟貧者，而能自完其責任矣。何

有貧富不均與懸隔哉？若但以區區之賑恤而謂為救濟，亦未也已！１０ 

 

純甫在文中提出「抑奢華之習，減稅費之繁，嚴官吏之防，泯貧富之階」等建議，

明顯反映純甫對於典籍涉獵以及留意歷史經驗的態度，他將社會貧富懸殊的問題

歸咎幾個原因，即社會風氣日益奢華、賦稅繁重且官商勾結以及社會階級牢不可

破等幾個問題。因此，純甫乃提出以下訴求： 

 

（一）提倡儉樸的社會風氣 

                                                 
９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汗漫吟〉其八，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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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甫曾舉家移居基隆，所過的生活是「粗蔬淡飯自食力，竹頭木屑皆棄材。

出入作息不識知，吟讀之外何有哉？」１１相對地，在他筆下所寫雨都基隆的夜生

活則是「大廈重樓地鋪金，肥馬輕車風捲陌。長袖善舞弱肉食，羽衣妖鬟爭承色」

１２，這樣日漸奢華的生活方式與傳統純樸的農家生活大相逕庭，正顯示臺灣社會

貧富懸殊的日益擴大。純甫面臨這樣的社會現象，也不禁感慨道： 

 

遺櫂宵深泊萬華，掠舷燈火似飛霞。垂簾榭曠閒宜坐，貸席船幽醉可家。

未免黃金擲虛牝，幾曾白璧有微瑕。尋常行樂吾甯儉，安步同歸尚未奢。

１３ 

 

純甫認為，當時社會為了追求奢華的物質享受而流於功利，終至富者暴斂其財，

而貧者傾家蕩產的地步。因此，要解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首先應該從心理上革

除奢靡的生活態度，這就要回歸儒家道德的傳統觀念，才能解決人心的坎陷。但

他並不認同西方社會法律制度，而是呼籲發揚傳統禮法。他說道： 

 

白日稠人處，常聞叫殺人。不償乃多死，繁法那能循。羅網癡愚入，金錢

間隙頻。此中有德禮，始足道齊民。１４ 

 

誠然，純甫體會到物質欲求的無止境，只會讓人心墮入無妄，而一時的社會救濟

卻只能治標，唯有從道德層面、精神價值的提升上努力，才是斧底抽薪之法。正

如他在〈貧民墜落救濟策〉所建議： 

 

                                                                                                                                            
１０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貧民墜落救濟策〉，頁 8。 

１１ 《張純甫全集》第一冊「詩集」（上），〈一醉行〉，頁 224~225。 

１２ 《張純甫全集》第一冊「詩集」（上），〈一醉行〉，頁 224~225。 

１３ 《張純甫全集》第一冊「詩集」（上），〈中秋夜舟泊萬華率成〉，頁 224。 

１４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白日〉，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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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必使其知尚廉恥禮義以重道德，知分貪鄙卑陋以別貴賤。重道德則不重

勢利，分貴賤則不分貧富，則貧者自不肯鋌而走險，富者自不肯貪而居鄙。

如此，貧者不待富者之救濟，而能自安其生活矣；富者不必救濟貧者，而

能自完其責任矣。何有貧富不均與懸隔哉？１５ 

 

純甫表現出儒者對於社會現象的省思，其觀點正是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１６的規範價值，重申儒家文化對

穩定社會所具有不容忽視的力量。 

 

（二）贊同民商自治 

 

日本政府以「六三法」來治理臺灣，擴展臺灣總督的權力，使其兼具有行政

權、立法權、司法權和軍事權，可以以獨裁的方式來遂行其殖民統治政策。１７因

而使日治時期的臺灣人民長期受到不平等的壓制，無法爭取基本的生存權利。尤

其面臨種種不合理的賦稅制度，以及官方刻意袒護日本財閥的經濟剝削，臺灣基

層人民的生活毫無保障可言。於是開始一連串的社會運動，從大正 9 年（西元

1920 年）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舉行「六三法撤廢運動」後，又有林獻堂（1881

─1959）、蔡惠如（1881─1929）、蔡培火（1889─1983）、林呈祿（1886─1968）

等人歷經十五次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其目的皆欲殖民政府修改不公平

的法律條文。１８ 

                                                 
１５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貧民墜落救濟策〉，頁 9。 

１６ 同註 2。見《論語‧為政》第三章，頁 16。 

１７ 參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臺灣省通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西元 1986年版）卷首

下「大事記」，頁 109。                                                                                                                                                                              

１８ 參見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北：晨星出版社，西元 2000年版），頁 74~220。

文中提到在民國初年在臺日人伊藤政重與來往日臺間的人士我懋正者，時常鼓勵臺灣知識界

起而抗拒臺灣總督無限權力，終於促成了大正 9年在東京臺灣留學生舉行的「六三法撤廢運

動」。雖然該項社會運動終因意見紛歧而不了了之，卻刺激了林獻堂、蔡惠如、蔡培火、林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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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甫反對極端的社會主義運動，但是，他也認為日本殖民政府應該改變繁複

的賦稅制度，嚴格禁止官商勾結，這樣才能讓臺灣的人民生活安定，降低貧富懸

殊。所以，當臺灣總督府迫於民意，於大正 11年（西元 1922年）十月公布「民

商法」時，詩人行文表達其讚許之意： 

 

我臺民商法既於本元旦實施，而詩錄即同時刊行，豈不以當局能納民於春

風和煦中也哉？⋯⋯豈善政入人易乎？抑小民望治急乎？縱不能一一探

輿情所向，而其為自治制施後第一著快舉則不可掩。１９ 

 

文中對於日本殖民政府制訂對臺灣民商經濟的保護作法，感到相當樂觀，除了稱

頌其具「春風風人」之美意，並且認為這是殖民政府對臺政策「善意」開端，因

此，純甫參與臺北瀛社的徵詩活動，賦「臺灣民商法施行所感」，公開歌頌道： 

 

殖民政策何其紛，規模至今纔備美。自治共學開端倪，民律商權隨步履。

況復古俗擇善從，婚姻相續難同軌。群稱田督洽輿情，我道田男明治

理。⋯⋯民商之法古所無，東漸自是歐風靡。就中治產破產篇，即欲豫防

夫奸宄。倘能兼顧舊憲章，再使民風重廉恥。領土庶幾得延長，潤色千秋

統治史。２０ 

 

純甫以為，政府若能持續關心民意，適時修正對臺灣的殖民經濟政策，兼顧舊有

的典章制度，那麼，臺灣社會的安定性必然指日可待。 

 

                                                                                                                                            
祿等人歷經十五次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欲使臺灣總督之特別立法權，改由臺灣議會

去審查，強調賦予臺灣住民參政權之必要。在十餘年的請願過程中，其間在大正 12年更爆發

「治警事件」以及在大正 14年發生「二林事件」，可見當時臺灣人政治意識的漸趨抬頭，不

過整個請願活動仍慘遭官憲的壓迫以及報紙言論的圍攻，於是在昭和 9年迫於情勢而告停止。 

１９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民商法詩錄小引〉，頁 36。 

２０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臺灣民商法施行所感〉，頁 27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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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破社會階級，強調用人唯才 

 

除上述兩項主張之外，純甫認為解決臺灣社會貧富的懸隔問題，最根本的作

法還要打破根深蒂固的社會階級觀念。這種自古以來的門閥觀念，才是造成富者

愈富、貧者愈貧的主要原因，加上日本殖民政府統治，使得廣大的貧民除了必須

和原有的大地主爭取生存空間外，還必須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就學、就業機會被

日本弟子優先佔有。這樣的情形在純甫的詩文中亦可見一斑，純甫有〈就學難〉

詩道： 

 

入學良非易，千人考試時。最佳官子弟，其次賈居奇。２１ 

 

千金寄附人，學力寧須驗。猶憶春秋闈，貧賤名多占。２２ 

 

課堂屋崔巍，生徒服窈窕。可憐貧家兒，從此卒業少。２３ 

 

詩中表達他對長期以來貧富懸殊所造成的差別待遇看法，官商子弟佔有極大的優

勢，而貧家子弟卻永世不得翻身，無怪乎貧富懸隔難以打破。純甫認為，即使是

在西方民主思潮的影響下，臺灣人開始有選舉的參政權力，但是，這不過只是讓

富者的勢力伸及政治舞台，他寫下臺灣第一次選舉後的心得： 

 

事非親歷那能知，選舉佳名重一時。何處能容強項令，滿街多見折腰兒。

今朝運動先支費，異日酬償定藉資。若要頑廉與懦立，糊封考試法差宜。

２４ 

 

                                                 
２１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就學難〉其一，頁 68。 

２２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就學難〉其三，頁 68。 

２３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就學難〉其六，頁 69。 

２４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選人〉其一，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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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的結果，必然加劇官商勾結，換湯不換藥的結果只會讓貧民的生活更沒有機

會，社會財富更集中於少數的政商財閥手中。 

因此，純甫相信打破社會階級觀，使所有人不必擔心身份背景的限制，那麼，

這才是解決社會經濟的斧底抽薪之道。他闡釋道： 

 

一會社之設，不使富者專其力；一工廠之立，不使富者專其權。凡貧民子

弟有一藝之長，片才之善，因宜而錄用之，不必問其出身之若何？而富人

子弟亦必計才藝而平情位置之。２５ 

 

雖然這樣的理想不免流於空論，因為位居社會上流者都是既得利益者，想要說服

他們釋放自己原有的優勢是難上加難，但純甫以一儒者悲天憫人的觀點，希望每

一個人都能盡其才能、己利利人，才是徹底解決當前社會貧富懸殊問題的根本之

道。 

 

二、強調農業本土化  

 

日治時代臺灣是一種典型的殖民地經濟模式，純然以殖民地的自然資源與人

力培植宗主統治國的工業發展。２６所以在「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大原則下，

臺灣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著重在提高農產品的生產量及供輸日本國內的需求。具

體地說，發展臺灣的經濟是為日本宗主國提供原料和廉價的勞工。因此，殖民時

期臺灣總督府有系統地推廣有利於日本國之農作物的品種改良與生產，其中以蓬

                                                 
２５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貧民墜落救濟策〉，頁 9。 

２６ 當時日本控制臺灣的殖民地經濟大體上採取兩種策略：一、由臺灣總督府代表日本宗主國的

權力滲入臺灣經濟活動的所有部門，如對糖業的「原料採購區域制」、對稻穀生產的「水源的

控制」、對工礦業的「財政專賣制」等措施。二、提高臺灣農業對日本本國經濟依賴性與負擔，

讓臺灣成為日本的糧食供應地，尤其是軍需用品及時間性作物的供應。參見蔡文輝《不悔集

──日據時代台灣社會與農民運動》（臺北：簡吉陳何基金會，西元 1997年），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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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米和砂糖製造最為重要，如此也使得臺灣的農民大多投入於稻米和甘蔗的種植

行列。２７ 

然而，在日本殖民政府政策實施之下，可耕地多為財閥與日本官員所有，至

於佔臺灣總人口數半數以上的大群稻農和蔗農卻擁有不到三分之一；而且，隨著

臺灣經濟的資本化，農民必須配合會社的稻米、甘蔗、茶葉等收購制度，使得農

民幾乎與農奴無甚差別。２８因此，廣大的農民在辛勤耕作時除了憂心天候的變化

之外，收成時又必須面臨殖民政府與大型財閥的種種剝削，使得農民生活日益窮

困。純甫關注這些農民的生計問題，因此感慨地陳述道： 

 

五月芒種雨，六月無乾土。萬一言如聖，七月火燒莆。雨暘弗時若，田園

那堪睹。昨歲米穀賤，竹州虛倉庾。農家糴米食，所出逾所聚。或又稱貸

益，何論舊業戶。今年價漸高，群擬有小補。力穡望年豐，未計終身苦。

２９ 

 

春風餘一日，梅雨猶須待。今歲稻病熱，耕夫未光彩。浪說米價高，好況

有幾載。我雖研田荒，自愛不知悔。３０ 

 

純甫在詩中針對農民辛勤工作卻往往得不到應有的利潤而深感同情，也披露當時

殖民政府與大地主之間的相互勾結情形，所有的政策實施只是圖利財閥，卻無助

於農民生活的改善，終於迫使農民不得不起而反抗。 

大正元年（西元 1912年）南投廳發生的「林圯埔事件」，農民群起要求減租

減息、抗租和反抗製糖會社剝削，從此，以「文化協會」３１為首的社運團體便積

                                                 
２７ 同前註，頁 36~46。 

２８ 同註 3。參見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45。 

２９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端午雨謝邱君清培惠桃實〉，頁 51。 

３０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暮春廿八日得潤庵兄貺詩次韻奉和〉，頁 156。 

３１ 參見林伯維〈臺灣文化協會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西元 1984年碩士論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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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展開一系列的農村演講巡迴活動，以「製糖業的利益壟斷、總督府糖業政策對

糖業企業主的過度保護，以及對蔗農的經濟剝削」作為講題，號召農民自覺。３２

大正 14年（西元 1925年），彰化發生「二林事件」，促使臺灣第一個農民組織— —

「二林蔗農組合」的成立，使得農民運動進入一個更有組織階段。３３ 

然而，同樣是關心農民生活，純甫卻對激進的社會主義思想表示否定的態

度，他不但憂心農民運動帶給農村衝擊，並且認為社會運動者處心積慮鼓吹農民

抗爭，其實是想作收漁翁之利，他對此批評道： 

 

惟時至今日，智識階級之人又欲染指而侵入之也。一方唱勞農結合，明為

援助其獨立，暗即利用以鬥爭；一方唱農商團結，名為相須成功，實則施

其侵略手段。二者相乘，農民性本樸陋，無深謀遠慮，一經勸誘遂喜苟得，

無不墜其術中，或徘徊于歧途。嗚呼！風鶴不警之農村，其將波瀾洶湧，

成為無底之漩窩乎？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之輩，行將據農村、攫農民力田

所有，而肆揮霍於自動車馳逐如風之都會矣。此其影響民生誠非淺鮮。況

世界奢產日加，社會生活漸困，地窄廠多，田農有限，所出不供所○（編

案：此處疑脫漏一字），而糧食不足問題日甚一日，何能善其後哉？３４ 

 

純甫此說乃針對社會主義在農村所作的種種號召而來，他認為臺灣目前的農村仍

然保有純樸的風氣，絕不可因為社會運動的介入而失去其原貌。其實以當時中國

                                                                                                                                            
元 1921年 10月 17日，臺灣文化協會成立，他是臺灣史上第一次出現之有組織、有系統、有

目標的民族運動團體，其所推動之啟蒙、新文化運動，激發了臺灣民眾的民族思想，孕育了

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思潮，以實踐民族運動、脫離日本統治為目標」，頁 273。 

３２ 鷲巢敦哉所撰述的《警察沿革誌》「第二編  領台以後治安狀況（中卷）」（臺北：臺灣總督府

警務局，西元 1939 年版）當中曾提到：「誘使農民之民族自覺或階級觀念的形成，也是本島

農民爭議發生原委的始作俑者，應是文化協會在島內的啟蒙運動。」頁 1029。 

３３ 參見陳碧笙《臺灣人民歷史》（臺北：人間出版社，西元 1996年版），頁 347~350。 

３４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尊農村以減遊民說〉，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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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在中國共產黨「解放農村」的口號煽動之下，農村內部紛紛要求自治，一轉

而成為齊頭平等式的共產社會，影響臺灣共產黨員如簡吉等人，亦以「打倒國際

帝國主義」、「打倒惡霸地主」為口號，藉民族主義遂行階級革命３５，這正是純甫

反對社會主義勢力介入農村的根本理由。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純甫並不認同執政當局立場，但也反對農民運動，主

要根源於儒家傳統的重農觀念。他強調統治者若要安定社會、穩固國基，就必須

重農，否則如果社會上佔大多數的農民吃不飽、穿不暖時，則必使國基動搖，純

甫發揮自古以來所推崇的「農本思想」３６。他說道： 

 

眾人欲誘致農村而曠張其勢力，我則欲尊貴農村而保其資質耳。勢力以拓

展而日薄，資質以縮守而日厚。斯道也，我東亞漢民族四千年來所以致治

平之道也。⋯⋯故欲生活之不困，天下之不亂，必自尊貴農人始。周之后

稷教稼穡，公劉篤農耕，讀《豳風》〈七月〉、《小雅》〈大田〉、〈甫田〉諸

什，可想見當時公農一體，親如父子兄弟，恩成朝野家庭。耕者之尊貴，

豈百工眾庶所得同論，則亦何商賈所能望其肩背者也？彼以農立國，八百

載之國祚，綿延猗歟，何其盛也！今之為政者，若能以尊貴軍士、學生、

議員、巨賈、富豪之道待農人，我知不數年，風俗必為之一變，高等游民

必少，自無就職難之歎也。３７ 

                                                 
３５ 同註 18，頁 494。葉榮鐘在《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書中曾說：綜觀臺灣的農民運動，

就運動本身來講，是一種純粹的經濟運動，但因對手的絕大部分是所謂殖民者的日本人，所

以它的性質，仍是不折不扣的民族運動。 

３６ 在韓復智《兩漢的經濟思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西元 1969 年版）書中列舉漢初重農

措施：一、安撫百姓，規勸人民返回原籍，「復故爵田宅」（引文見《漢書》卷一「下高帝紀」）。

二、減輕賦稅，「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引文見《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三、

鼓勵繁息人口，使能增加農業經營的動力，以復興農業。四、獎勵農業生產，勉勵全國人民

各盡本務，努力增加生產。此等作法向來為歷代執政者所遵行。頁 4~6。 

３７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尊農村以減遊民說〉，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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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甫闡述自古以來「重農」的思想，他引用《詩經》中的許多篇章，來說明歷來

君主對於農業的重視，因為農民是最基層的生產者，所以，純甫呼籲當時的日本

殖民政府應該積極地保護農民，而不是加以剝削。如同他所寫的〈臺灣蔗枝詞〉

當中所申明的看法： 

 

負郭誰無二頃陳，因貪小利主更新。若教漸搾脂膏盡，率土胥歸日出人。

３８ 

 

然而，也由於對農民的疼惜與珍視，使純甫擔憂社會主義者逐步將其勢力擴展到

純樸的農村社會，假爭生存之名，而行政治鬥爭之實。社會主義不能從根本上解

決農民所面臨的困境，他因此批駁社會主義道： 

 

夫勞農本不待結合而始能獨立，農商豈須團結而始能成功哉？試思古來城

市中人所有之田園，多半歸于村莊農佃之手。以錦衣玉食，肩不挑、手不

提之徒，而欲與簑笠粗糲、手胼足胝之儔較其長短，吾知其難矣。即稱為

長袖善舞之商人，非以農村為尾閭，吾知其何能支撐其市面也。雖然尾閭

自尾閭，農村猶無所損。若農人一出市廛與之角逐，則失敗立至矣。３９ 

 

這就是純甫堅決反對社會主義者帶動農民運動的主要原因，因為，社會各個階層

都應該各司其職，有農工之勞力者，也有士商之勞心者，彼此之間只有相互尊重、

平等對待，而不該彼此錯置，惡性競爭，如此才能各遂其生，天下平治。 

 

三、關心實業的開發  

 

                                                 
３８ 《張純甫全集》第一冊「詩集」（上），〈臺灣蔗枝詞〉其六，頁 188。 

３９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尊農村以減遊民說〉，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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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清以降，隨著海權時代的來臨，來自西方先進的科技不斷衝擊著古老

的中國社會，使得許多知識份子面臨固守傳統與接受新知的兩難之中；然而，本

於儒家思想對人類社會生活的強烈關注，如何使實業的開發落實到現實民生當

中，成了儒學所關心的課題。尤其是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面對宗主國強力實施

的科學性殖民地政策，如：土地開發、水利建設、交通建設、郵電建設、醫療改

革等各項民生實業，便民之處固然不可抹煞，如「蒸氣車多輕腕力，成衣匠巧少

鍼神」４０等變革都直接影響人民的生活；但殖民政府各項建設背後的訴求，仍在

逞其經濟剝削政策。純甫身為儒者，又因喜好遊歷、足跡遍及全臺，他雖介意西

方科技對儒家文化的侵蝕，但也關心科技帶給民生便利之處。他注意到殖民政府

對民生經濟的開發所帶來的正、負兩面影響，尤其他個人也曾經參與投資瑞芳礦

山的開採工作４１，因此對礦業方面的開發心得不少，此均表現出他對於開發民生

實業的關注。以下即分從三點來分析純甫對實業開發的見解： 

 

（一）有限度的土地開發 

 

臺灣的土地開發早期僅止於可耕地的農業開發，生產力並不高；到了明鄭時

期，才開始了製糖、製鹽等基礎產業的發展；而在清廷官派的第一任臺灣巡撫劉

銘傳的治理下，開始了礦業的開採工作，然而規模並不大。直到日本政府統治臺

灣時，積極地從事各種礦業的開採與企業化經營，無論是煤礦、金礦、銅礦等，

都進行大量地採掘。以煤礦為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西元 1917年至 1918年

間）由於煤價的高漲，臺灣的煤礦開始企業化的經營，先後共成立了十幾個新煤

礦會社。４２甚至在東北角瑞芳、金瓜石一帶興起採金礦的熱潮，純甫的作品中記

                                                 
４０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四月初一日同作〉，頁 11。 

４１ 參見《張純甫全集》第六冊「附錄二：張純甫先生年表」中在「西元 1917年」欄的記載：「七

月，先生與鄭蘊石、李逸樵同遊瑞芳礦山，並於新山定鏷金礦一部，投資千餘圓合股採掘，

以鄭蘊石為主幹，常駐金山。」頁 217。 

４２ 參見東嘉生《臺灣經濟史二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西元 1956年版），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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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了當時景象： 

 

鑿得金鈚眾舉歡，其間亦已幾愁歎。三年計苦資非擲，千古埋藏璞敢完。

山有棄材良可惜，地無遺利政須殫。從今荊樹朝朝茂，誰道義方色難養。

４３ 

 

九份當時一瑞芳，廿年過眼尚蒼茫。黃金價值工資賤，白手人家欲望長。

艷福老年都市宿，歸休詞客里閭忘。尋君再理聯床話，晴雨終朝已不常。

４４ 

 

詩中把金礦開採過程中的辛苦與期待有成的心願，鉅細靡遺地呈現，在人人對九

份、金瓜石山區寄予一片厚望的年代裡，純甫也藉文字表達其鼓勵「土地利用」

的實業開發主張。並且在其一系列的詩作〈同逸樵蘊石詩澤游瑞芳即景〉中，更

舉自己投資實業期間的所見所感，詳實地把朝野一致投入礦業開採的情形記錄下

來，今舉其中三首以言之： 

 

乾坤廿紀重黃金，怪底人人枉尺尋。聞道瑞芳多寶藏，不堪猶抱守株心。 

 

三時過後五時來，何處轟轟起怒雷。一帶岩阿齊震動，驚疑地下炸彈開。 

 

疏落電光數點明，羹灣一角黑煙生。流籠載得銅沙下，涯際能容鐵艦橫。

４５ 

 

此三首詩指出當時名噪一時的「金城」瑞芳，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採金，純甫將其

                                                 
４３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聞建興李君金礦已獲喜而有贈〉，頁 151。 

４４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九份似藏芝〉，頁 113。 

４５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同逸樵蘊石詩澤游瑞芳即景〉其一、其十二和其十三，

頁 26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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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熱鬧盛況寫得淋漓。顯然地，這樣的景象讓人雀躍，但是，在這一片發財夢

的強力驅使之下，過程中所伴隨的風險與災難誠難避免；再者，殖民政府居中監

管各礦業會社，亟欲增加礦產的開採量，必然使人為的土地破壞更加急遽，所以，

儘管純甫致力於實業，卻也關注土地過度開發所帶來的弊害。 

因此，純甫提出不宜竭盡地利的看法４６，期以維持臺灣自然物資的生生不

息，以當時代而言，他的看法兼具傳統儒家的環保意識和現代人的生態學理論。

尤其，他有感於大正 12年（西元 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人民死傷無數，反思

人類因過度開發自然資源是造成大地反撲的主因。他說道： 

 

物質逞天驕，人智發已極。滿謂大自然，從此征服得。一朝坤軸動，大廈

遍傾側。傷死數萬千，春風生秋色。儀計既無靈，誰復能窺測。新中二州

間，搖搖似紡織。紛紜一月餘，不得安食息。如雲博士來，土宜富學識。

群諉建築陋，舊俗過儉嗇。此後計復興，鐵筋屋翼翼。震源在何方，曾不

一置臆。我故竊有請，請勿盡地力。４７ 

 

純甫在詩中寫出人民在地震威脅下的恐懼和不安，並指出當時智識漸開、物質享

受漸豐的人們，在地震發生之後才開始感慨科技的有限和「人定勝天」的無知。

但是，純甫不願意像大多數人將重建的希望寄託於鋼筋實業之上，而是本於生生

不息的觀點，希望人類能反思天然災害的警示意義，提醒人類應停止對土地的破

壞，如此才能維持地利的源源不絕，自然生態也才能恢復其平衡。為此，他反對

                                                 
４６ 關於儒家思想中對環境保育的看法，在《論語‧述而篇》中孔子曾主張：「子釣而不綱，弋而

不射宿」，同註 2，頁 63。而《孟子‧梁惠王（上）》也說道：「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

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同註 2，頁 12。甚至

在《荀子‧天論》（收於《諸子集成》第二，北京：中華書局，西元 1988 年版，頁 208。）

中也有：「得地則生，失地則死」等，可見早期儒家就重視維持土地的使用價值，使之能永續

地被人類所使用。 

４７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暮春閱某游記有感〉其九，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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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類的戰爭需求而無節制地進行礦業開採，因為這些作法徒增自然資源的浪

費，更助長人類的相互殺戮。因此他說道： 

 

地力今來欲盡時，軍需豈復藉民脂。竹東三日紅雲起，莫冷人間戰備癡。

４８ 

 

純甫以一「癡」字來諷刺黷武者的一意孤行，將開挖出來的石油礦全數用於作戰，

罔顧民生的關照。這種「用物以時」、「悲天憫人」的自然人文關懷態度，正足以

說明儒者溫柔敦厚的性格。因而在面對日新月異的採礦技術時，他希望以最自然

的供需原則來實施臺灣土地的開發與建設，這才是符合經濟效益的實業經營。 

 

（二）反對鴉片專賣制度 

 

清末的社會沈迷於鴉片毒癮當中而不可自拔，致使中國瀕臨「無可籌之餉，

無可用之兵」的窘境，臺灣之所以被割讓，可以說是肇因於鴉片的關係，因此在

馬關條約簽署時，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公開宣示「在臺灣禁絕鴉片」４９，所以日本

殖民臺灣以後對於禁止鴉片政策，著力頗多。５０ 

臺灣總督府採用日本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氏的「嚴禁漸進政策」：將鴉片歸

為政府專賣，並且加課進口稅額三倍價錢，在特許的藥鋪裡，憑政府發行之通摺，

販售給吸食者，藉由這種以價制量的管理制度，逐步使吸食者逐漸減少，遏止青

年陷入此惡習，國庫也將增加 160萬元之收入。５１但實際實施的情形卻是不盡理

想，原因是臺灣總督府製藥所，負責專賣鴉片的調查、研究和生產，區分煙膏為

                                                 
４８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季春將殘竹東員峒石油礦爆發作〉，頁 89。 

４９ 參見李鴻章《中日議和記略》（臺北：大通書局，西元 1969年版），頁 90~91。 

５０ 參見郭譽孚《自惕的主體的臺灣史》（臺北：汗漫書屋籌備處，西元 1998年版），頁 5~7。 

５１ 參見臺灣省文獻會《日據初期之鴉片政策附錄保甲制度》（南投：臺灣省文獻會，西元 1978

年版）「第一冊」，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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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祿」、「壽」三個等級，隱約區分吸食者的社會地位，不僅招徠臺灣民眾

吸食，更引起社會競逐風氣；再者，將鴉片專賣權改由官方「擇身份可靠者，任

命之」５２，於是產生一批「漢奸走狗」遂行其經濟剝削與社會分化的目的。易言

之，日本殖民政府是打著「鴉片專賣制度」的名號，使鴉片吸食合法化。這對當

時的臺灣社會，無疑是更徹底的財政搜刮。所以，純甫對此批駁道： 

 

古者關市譏而不征，所以杜姦宄，絕詐偽也。奇技淫巧之物，不鬻於市，

則風俗醇；奢侈違制之品，不入於廛，則民生樸。然而尚有壟斷逐末者，

則從而征之，廛以抑之，宜也。今則不然，關市征而亦譏，其譏也則為征

之之地耳！故奇技淫巧奢侈違制之物，充斥而不禁，又從而獎勵焉。罔利

壟斷，則吏自先之。幾何能使姦宄詐偽之杜絕，而風俗民生之醇樸哉？５３ 

 

詩人扯下臺灣總督府實施「鴉片嚴禁漸進政策」的假面具，鴉片不但未如預期地

在臺灣社會中消失，反而更加助長吸食的人口，就是因為統治政府實施專賣壟斷

政策造成官商的勾結互利，對風俗民生的負面影響更劇。 

純甫曾作〈阿芙蓉〉詩，細膩地揣摩鴉片成癮者內心的掙扎與不可自拔，並

批駁始作俑者英國人的工於心計、害人之深。純甫陳述道： 

 

何來滿口氣味馨，教盡人人守紅死。吁嗟遍地種麗春，不見黃雲空朱紫。

當日魂消三兩花，今來魄褫億兆子。三兩之花落又開，億兆之子蹶不起。

可憐一入黑甜鄉，不復爭雄到壁壘。此間樂土最逍遙，生涯獨管孤燈裡。

煙雲吐納小神仙，寧計伐腸敲骨髓。隔窗兒女正飢啼，繞榻親朋方醉倚。

有時一二勸回頭，倏忽沈迷到自己。越思斷絕越牽纏，日費萬錢意未已。

少穆老去援溺誰，舉世滔滔皆禍水。天醉茫茫何日醒，獅睡昏昏幾時止。

                                                 
５２ 同註 49，頁 258。 

５３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蔡芸山先生墓誌銘〉，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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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計毒黑心肝，黃人種弱寒脣齒。只須盡拔惡根苗，總與南強北勝一例

換桑杞。５４ 

 

純甫說出成癮者身不由己的悲哀與無奈，雖然他們都體認到鴉片奪去了他們的萬

貫家產和妻子親朋，但是終究嗜鴉片如命而不可自拔，況且，殖民政府的「鴉片

專賣制度」，直接壟斷鴉片的製作與銷路，讓原本決心戒鴉片、願受刑罰禁錮者，

在半途癮發而意志不堅時，無法抗拒誘惑５５，不僅失去了應有的嚇阻功能，無形

之中鼓舞更多的人吸食鴉片，最後必然使臺灣走上亡國滅家的下場。因此，他也

期望臺灣民眾能清楚地看出來自西方與東洋的侵略與剝削，遠離煙膏，那麼臺灣

的未來才有希望。 

 

（三）主張水利建設的開發 

 

在《禮記‧月令》中有言：「毋竭山川，毋漉陂池」５６，可見儒家思想中，

相當重視水資源的設施與維護。由於臺灣本身屬於荒溪型水脈，年雨量雖然高居

全球前幾名，但是，往往在短時間內即流入大海，使得水源的貯存成為迫切需要

解決的問題。在日本統治臺灣的前期，因為發展農業企業化的需要，大幅耕作的

農地常常面臨久旱不雨、秧苗枯死的窘境，諸如「早冬空說好年冬，下季無收病

在農。秋老苗枯方得水，有高米價是誰逢」５７、「造化生死人，功成每不居。久

旱終得雨，誰敢怨其疏。陂畔有枯苗，旱秧發春初。賦多恃水利，尚愁殃及魚」

５８等景況。臺灣總督府在進行計畫性土地調查之後，就開始了大興水利的實業計

                                                 
５４ 《張純甫全集》第一冊「詩集」（上），〈阿芙蓉〉，頁 113~114。 

５５ 同註 49，頁 59。李鴻章《中日議和記略》第二冊紀錄：後藤氏為加強其「嚴禁漸進政策」，

曾修正法令條款道：「凡照本例，被處重禁錮者，亦可將一日按照兩圓折抵，但已納幾分者，

按其額數扣除日數⋯⋯」，使原有的刑罰改為選擇刑。 

５６ 見《禮記‧月令》（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西元 1997年版），頁 300。 

５７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晚雨〉，頁 96。 

５８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次覺齋寄懷韻並柬香林〉，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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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以「暖暖水源地」的水利工程為例，純甫以遊歷之便，將殖民政府在此處逐

步地推動水利事業的過程做了相當詳細的記載： 

 

驕陽爍大地，五旬無一雨。莽莽暖暖溪，滴水不肯聚。十丈新隄高，幾曲

舊澗古。奚時積成淵，來供無盡取。四十五萬金，已化混凝土。可憐征輸

人，孰慰望霓苦。便宜吾輩多，添一游觀所。５９ 

 

詩中記敘到臺灣總督府為開發此地的水源貯蓄，投注了四十五萬金來建設水壩，

雖然，因為久旱的關係，使得高築的水隄之內仍然尚未匯聚足夠的水量；但是，

此項實業建設已帶給週邊鄉鎮居民莫大的期望。詩人在事隔年餘之後，攜家帶眷

重遊舊地，所看到的水源地景象果然與以前成天壤之別，他陳述道： 

 

⋯⋯八堵暖暖間，行行澄潭下。長隄高如前，所異巨瀑灑。一片白玻璃，

玲瓏天半瀉。水經一夜颱，土堪三月赭。吁嗟茲溯源，詎是無根者。歸後

語山妻，物力休輕假。６０ 

 

詩中所記錄的是颱風過後的水壩景象，與早先滴水不聚的情形判若兩分，從中純

甫更感慨造物者的變幻難測，然而，水壩滿溢的畫面，總算讓農民的困境能稍為

舒緩。基於對水利建設的關心與觀察，純甫將水壩調節水源的過程鉅細靡遺地記

錄下來。他說道： 

 

汪汪潭中水，亦分雲與泥。蓄者激上山，溢者下為溪。上山不必清，有池

為之栖。沙以濾其濁，機以使東西。買水不足用，猶可澤蒼黎。吁嗟溪下

                                                 
５９ 《張純甫全集》第一冊「詩集」（上），〈暖暖溪水源地〉，頁 176。 

６０ 《張純甫全集》第一冊「詩集」（上），〈挈眷基津即事〉節錄，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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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僅有釣竿攜。６１ 

 

這樣細膩的考察過程，其所代表的意義正是純甫對於民生實業的關注。雖然，他

對於日本殖民政府大興水利的背後企圖瞭然於心，但是，他並不否定統治者發展

水利實業的努力，正因為此百年大業，與儒家觀念中「成天地、生萬物、寧國家」

的生態主張同出一轍。６２ 

 

第二節   關心社會風俗的轉變  
 

純甫除了關心民生經濟問題外，也關心西方主義對世道人心和社會風俗所產

生的影響。由於當時的社會仍充斥著民智未開的風俗，舉凡神鬼迷信、淫祀氾濫、

婚喪陋俗、養媳蓄婢等現象時有所聞，但是，新文化運動者一味倡導西方科技，

甚至高唱全盤西化，在陋俗未除卻亟於西化的矛盾衝突中，使得當時的社會呈現

嚴重的失序情形。純甫從維護漢文化立場上，提出對社會風氣的諫正。誠如他在

崇文社徵文「新學說利害論」中所言： 

 

晚近人情不但厭平淡而喜新奇，且尤喜最不經能出人意外、刺激頭腦之

說，蓋至是而東亞古聖賢日用倫常之道，將歸天演淘汰之列。６３ 

 

因為外來的新思潮以及許多新奇的科技引人熱衷其中，造成「斯世恥平平，每事

趨新奇」６４的風尚，純甫對此情形頗為憂心，認為這種喜新厭舊的態度將使傳統

                                                 
６１ 《張純甫全集》第一冊「詩集」（上），〈與德揮飲暖暖水源地〉其一，頁 120。 

６２ 參見張雲飛《天人合一──儒學與生態環境》（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西元 1995年版）書

中提出儒家「成己成物」的思想具有濃厚的生態維護意識，頁 88。 

６３  《崇文社文集》（嘉義：蘭記書局，西元 1927年版）卷六「新學說利害論」基隆一峰文後之

評語，頁 41。 

６４ 《張純甫全集》第一冊「詩集」（上），〈倒疊前韻和覺齋〉，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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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遭到淘汰，逐漸瓦解臺灣社會中安定人心的禮教倫常。因此他感慨地說道： 

 

時勢能移人，習俗安足守。挈（疑作「絜」）矩道空知，惡左莫交右。６５ 

 

純甫的憂心與呼籲，就是希望喚醒人心固有的價值觀，縱使舊慣陋規、不合常理

之處值得改變，但是唯有持守儒家絜矩之道立身處事，才能在變動急遽的社會中

找到安身立命之道。以下即分三點來探討純甫對社會風俗轉變的關注與因應之

道。 

 

一、對科技文明、功利思想的批評  

 

自西學東進，追求西方科技文明、鼓吹資本主義的功利思想，成為跟得上時

代潮流的表徵。然而，「工業革命」雖然使生產形式改變，就業機會增加，但也

開始瓦解舊有的農村體系；在「啟蒙運動」思想解放後，勞農運動、婦女運動隨

之而起，也改變了原有的宗法制度和家族觀念；甚至在「資本主義」蓬勃發展下，

物資條件的改善使人日益奢華、趨於功利。純甫認為這些因文明、開化所帶來的

弊害，改變了傳統社會原有的穩定性，對社會人心造成很大的衝擊。他對此曾感

慨地論述： 

 

夫歐美文明重在物質，凡百事物莫不日新月異，若宇宙靈秘一經科學解

剖，了無餘蘊，其藝術之精，直欲以人力服自然，傍觀者方艷羨其形式之

完備，享用之幸福，有望塵莫及之歎。誰能覺其以人生作機械，終亦歸自

然淘汰之列也哉！６６ 

 

                                                 
６５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疊韻〉，頁 191。 

６６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歐美旅行記自序   代顏國年氏作〉，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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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甫一語道破新文化運動盲目追求科技文明的現象，其實是未能認清科學有其侷

限性，永遠錮守物質層次而無法進入精神層次，終有一日亦將淘汰。他又說： 

 

⋯⋯異域倦游聞乍歸，美雨歐風溢四體。頗憶曩歲舊居停，物質文明詳筆

底。接軫車長防胡城，連檣艦多量沙米。百層樓密處房蜂，億士心高測海

蠡。人生機械日鶩外，外貌雖樂內則瘠。我曾美術看畫圖，破屋荒林勝殿

陛。愛質東西諒皆然，何以進退動觸牴。吾儕幾輩尚賦閒，寧毋自傷肉生

髀。然而世事隨自然，功利頗非所贊禮。物情進化視尋常，詩云荼苦甘如

薺。６７ 

 

純甫眼見西方科學文明、功利思想的發展，對臺灣的交通、建築、工業、社會等

方面帶來相當大的變革，雖然提升了生活品質，但是人心的空虛寂寞卻與日劇

增，那是因為西方的科技文明只提供人在物質上的享受，卻忽略了精神文化的寄

託，所以純甫質疑新文化運動亟於破除舊傳統社會、一味地追求文明的新生活，

其所帶來的弊害非同小可。 

 

（一）批判社會功利思想 

 

西方在工業革命之後，由於生產技術以及科技的進步發展，刺激了人類在生

活上的種種需求。因此，當西方文化、物質文明傳入臺灣時，同樣也予社會一個

追求現代生活的樣版。純甫面對臺灣社會在物質生活上愈趨奢靡的情形，顯得憂

心忡忡，因而感嘆： 

 

⋯⋯奈何粟一車，洋服值只半。但見加工品，玻璃飾窗煥。都會人集中，

生產無一漢。百萬消費場，一市全島冠。鄉愚時入三，耳目為之亂。靡靡

                                                 
６７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三月念日守墨樓即事〉，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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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臺，電光暗復燦。數千娘子軍，遠征弗畏彈。亦有游藝人，攤排蓮舌

粲。鳩聚四方財，歸供人壟斷。公賭號正米，專利曰新案。酒煙屬侈奢，

一一勞廑斷。然而尚入超，舶品方積岸。利器軍之需，奇械國之榦。群雄

粥粥嗤，一雄翹翹喚。西戰欲東移，箇中或塗炭。６８ 

 

在五光十色的炫惑之下，煙酒嫖賭、縱慾享樂之風熾盛；生活所需不再只是講求

實用，精緻華美的物資更表現在物慾追求上；崇洋媚俗的態度使人心逐漸沈淪；

再加上，城鄉差距愈來愈大，勞動生產者的樸實與都會新貴的奢華形成強烈對

比，更加深社會貧富懸殊的問題。 

因此純甫最憂心的是當現實與慾望相衝突的時候，人心便失去應有的道德良

知，只沈迷於吃喝賭博上而不肯勤奮向上，甚至鋌而走險，做出盜偷奸淫無恥之

事。其所產生的弊害非同小可，純甫曾批評當時好賭的風氣道： 

 

⋯⋯健兒身手違沙場，供人公博何爾爾。驥不稱德但稱力，縱贏寧勿含深

恥。不見昨日狂觸車，人則重傷馬則死。鹽車伏櫪較若何，種菜使君漫撫

髀。私賭人間不可能，明知必敗聊癮止。富思加富翻成貧，畢竟範驅濟遇

詭。寧說先鞭使洋場，敢云駿骨啟燕市。６９ 

 

純甫感慨人心在重視物質的情形下，為了急於求取更高更好的生活享受，於是不

願踏實努力，只想不勞而獲，投入博弈賭場之後，若不是敗家破產，必也落得身

敗名裂。金錢成了唯一的追求目標，為了滿足外在的物欲，人們逐漸喪失廉恥心，

幾乎無所不為。純甫批評道： 

 

一人欲死數人殃，如此囂風那可常。殘忍非因親骨肉，邀陪多屬野鴛鴦。

疾貧每感金錢缺，好勇寧驚劍刃鋩。偶憶用夷秦穆葬，交交黃鳥殉三良。

                                                 
６８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附錄  度歲難〉，頁 86。 

６９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競馬行〉，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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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以上情形在在顯示重視物質享樂導致社會的亂象，純甫認為在這種功利主義的影

響下，科學、文明成了人心墮落的催化劑，衛生、進步只是趕時髦的口號，精神

上的匱乏與虛無，是可想而知的。純甫批判道： 

 

⋯⋯此間朝市騖所趨，旅舍酒家紛排闥。檀板金樽紅袖隨，肥肉烈酒勇吃

喝。門外汽笛嗚嗚鳴，百十摩托車飛越。氈腥入喉塵塞肺。色刀利鴆又挑

撥。休說衛生設備周，熱毒內攻誰能遏。君今西學醫鑽研，可有良藥膏盲

（疑作「肓」）活。不然但把古方書，導流清源笑迂闊。７１ 

 

純甫認為要挽救逐漸頹唐的社會風氣，必須從儒家的典章制度中去正本清源，只

有回歸儒家人文的傳統，節制物慾的追求，才能有良善的社會。 

 

（二）反對資本主義侵略 

 

在清中葉以後，歐美與日本等列強以其資本主義的優越條件肆意進行掠奪，

臺灣即是這場無情侵略過程中的受害者；而歐陸也在大正 3 年（西元 1914 年）

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純甫曾經在文章中記錄道： 

 

環顧全球，歲無寧日，地無安土，歐戰之外，被實害者，厥惟震旦。東敗

之後，繼鬥二鄰；西幸以還，旋亡藩服。既鄂州革鼎，清社為屋，而其流

毒，至於再三。又有洪憲之禍，項城既頹，群龍無首，連年鬩牆，操戈之

爭續起，今猶鼓鼙不死，烽火頻生。７２ 

                                                 
７０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囂風〉，頁 160。 

７１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又高義閣作〉，頁 11。 

７２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春燈話小引〉，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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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甫有感於人類彼此的爭奪不斷，窮兵黷武的結果只讓黎民百姓受苦受難，況

且，臺灣受到日本殖民統治，失去自主權而飽受剝削，因此他經常在文章中表達

反戰的思想，並且對於資本主義侵略提出控訴。純甫說道： 

 

廿紀何天地，相尋禍亂時。歐洲爭鐵血，大陸遍瘡痍。欲濟無舟楫，閒居

有棋局。維新商戰急，珍重付佳兒。７３ 

 

純甫認為，西方的科技成為資本家侵略的幫兇，無論是經濟的壟斷或是武力的攻

擊，都成就了帝國主義的霸權強勢。尤其令人憂心的是不斷研發更新的武器，使

得人類鬥爭殘殺的情形更趨慘烈，他以「飛機」為例，說道： 

 

廿紀風雲生剎那，國交岌岌胸藏戈。炸線導火平和裂，六州萬國流旋渦。

鎗林砲雨嘶鐵騎，不盡鬥力與鬥智。殺人武器破天荒，歐西文明新格致。

地有巨炮卌八珊，水有潛艇魚雷彈。鐵血紛飛秖一震，斯須平地翻狂瀾。

奇技陸海未足衒，鳥人新向空中戰。天上出沒飛將軍，神龍首尾倏隱見。

最著威名齊伯林，英倫市上橫飛侵。屋頂密排鐵條網，電火無光宵沈沈。

竊恐流星有時墮，人民灰燼城郭碎。文明極度即野蠻，大陸將沈天將醉。

噫吁呵！古時患人少，今時患人多。天意既如此，民意空蹉跎。不然何以

舉世千千萬萬人，人人皆不愛其身。君不見效顰賈勇天外翔，犧牲生命趾

高揚。一旦平空忽失足，身成虀粉庸何傷。７４ 

 

純甫感嘆科技進步已突破上天給予人的限制，騰雲駕霧已經不再只是夢想，飛機

的發明的確帶來無遠弗屆的影響。但是，大規模的侵略行為，把人性的野蠻好鬥

毫不掩飾地呈現出來，這就是西方社會經科技的高度發展後所呈現的蠻橫行徑，

                                                 
７３ 《張純甫全集》第一冊「詩集」（上），〈弔江杏村侍御其九〉，頁 22。 

７４ 《張純甫全集》第一冊「詩集」（上），〈飛機行〉，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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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認為不應該繼續助長此風。 

純甫深入瞭解功利社會產生的種種弊害，認為此風使臺灣社會風氣更加浮靡

脫序，實遠過於它所帶來的便利性。因此，他堅決反對新文化運動一味鼓吹西方

民主、科學思想，卻漠視人們在精神層面的需求。純甫認為唯有重新回歸儒家優

良的傳統文化，才是安定社會人心的最佳力量。 

 

二、對全盤西化論的批判  

 

由於新文化運動迷信西方主義，在他們的觀念裡，二千多年來的傳統文化成

了固陋、不符合時代潮流的舊社會，因此，要求全盤西化，企圖使西方的政治、

社會、經濟、教育等一切思想，全面取代儒家傳統。這種絕對化的作法，同樣也

引起社會不安，純甫針對全盤西化論的激進與盲目加以批判反駁，以下分三點來

探究其情形。 

 

（一）傳統家族制度的破壞 

 

新文化運動主張男女雙方應該自由戀愛、約會。純甫見青年男女醉心於此，

因此持否定的態度： 

 

青年比比襲西歐，戀愛精神醉自由。有力黃金尚無力，勸君此後莫輕投。

７５ 

 

又說： 

 

                                                 
７５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聞小魯兄如夫人端午日服毒自殺賦此吊之並慰小魯〉

其五，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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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目黑貓狗，愛戀生盤桓。自由美其名，往往受欺瞞。媒言父母命，

比較尚安全。７６ 

 

純甫蓋有感於自由戀愛使人更在意個體需求，終至忽略婚姻本有的相互扶持意。

新式婚姻固然具備自由、平等的精神，但相對地，卻缺少了傳統婚姻中的家族責

任。因此，純甫對西式婚姻制度大加批駁： 

 

顧彼之所宗旨，不過歐美灌輸一部下乘新風氣，便自詡為文明。殊不知最

文明即最野蠻，最維新即最陳腐，極端激進勢不至流為退步不已。不觀古

昔洪荒初闢，衣服未生，男女相遇，漫然相合，退而生子，知有母不知有

父，豈不與斯世過派所唱公妻主義，及吾土一二新進人物所唱同姓結婚，

無以異乎？矧人智日開，迷信盡破，此時而僅恃一部之有形法律，即可以

節制而防止之乎？吾恐漏網之徒，必日俟法律之隙而肆行無忌矣。故欲維

持道德以補法律，舍我東亞聖人所制作之無形禮教莫屬也。７７ 

 

純甫認為西方婚姻制度以個人為本位，其實是和遠古時期不講倫理、沒有禮教的

情形相似，即使用法律條文規範夫妻雙方的責任義務，卻恐怕仍然無法落實在家

庭制度的維持上；反觀儒家社會中良善而無形的道德約束，乃是自律性的力量，

經過先民長時間沈澱下來的智慧結晶，傳統婚姻中的丈夫與妻子，一切依循禮制

的教化，純甫認為這才是真正的文明。 

 

（二）崇尚物質，人心失去向上的力量 

 

西化論者見到清末以來積弱不振的情形，與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的強勢霸權成

對比，因此跟著高唱達爾文主義「優勝劣敗」、「物競天擇」的論調，純甫認為這

                                                 
７６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五月雨〉，頁 18。 

７７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禮為經國之紀〉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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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作法其實是唯物主義觀點，而且是極度的野蠻之舉。因為一味講求物質文明

的進步，卻利用科技、武力的強勢來掠奪弱勢族群，造成所謂「物質逞殺機，弱

肉方適口」７８的現象，忽略對其他國家民族的相互尊重。純甫認為西方在物質文

明的高度發展之後，只為逞其弱肉強食的侵略行為，因此無論其各項發明如何日

新月異，其在精神層次上的境界，都無法與中國文化相提並論，因此他堅持反對

全盤西化論的觀點。純甫說道： 

 

蓋唯心、唯物二論，在歐西已屬時起時仆，況中國數千年來為唯心者所支

配，而一朝欲以唯物之說代之，其不至於削足適履者幾希。夫科學徒能驗

諸有形，若無形之處，又豈科學之力所能窮其萬一哉！天道、人道消息響

應之理，考諸過去，驗諸現代，知諸未來，自然之天與神之權力常不能因

人工物力之發達而即得擬議而形容之。何問征服？７９ 

 

純甫認為科學驗證方法，固然可以解釋有形的物理現象，但是對於無形的人事、

天理則無法印證。因此他有感於「輕薄人情風漸下，紛紜世事日方長」８０的情形，

認為社會進化論只是從有形的現象界進行其侵略征服的目的，卻忽略無形的精神

力量，亦即文化、道德良知的散發。所以，純甫批評西方唯物觀與儒家思想的唯

心論相距甚遠，不必輕取外來的新思想來替代我優良的傳統文化。他感慨地說道： 

 

⋯⋯茫茫宇合內，一軌本無歧。事物互變易，進化云何為。人生重簡要，

餘地寬又夷。必欲務紛繁，身其機械而。日月一照臨，電火奚光輝。８１ 

 

純甫認為宇宙間所存在的天道是循環不已的，事物的新舊、進退並非絕對不變。

                                                 
７８ 《張純甫全集》第一冊「詩集」（下），〈哭施萬山〉，頁 66。 

７９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致羅鶴泉書〉，頁 59~60。 

８０ 《張純甫全集》第一冊「詩集」（上），〈夏柳其二〉，頁 237。 

８１ 《張純甫全集》第一冊「詩集」（上），〈怡華丈再疊前韻見示賦此卻寄〉，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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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大膽推論西方的科技進化只停留在有形的物質層面，但是對於無形的天

道、人道思想則並未體悟，不如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可以給予人心提升向上的

力量。 

 

（三）撕裂傳統文化 

 

西化論者認為只要是中國的，就是保守陳腐的，必須全盤否定，因此，以延

續傳統文化為號召的書院，似乎也成了他們所亟欲廢除的對象。純甫面對這些呼

聲，實在較日本帝國對於我傳統文化的破壞尤甚，所以大聲疾呼道： 

 

自滄桑變後不二十年，而清社為墟，神器中墜，眼見數萬里大好江山，胥

沈於銅駝荊棘中，甯能保及金銀珠玉、圖書寶器哉？改民國又十年，而數

千年國粹之《四庫全書》亦淪于異域，維新之士且不惜將盡舉東亞古聖賢

薪傳之道統，而易以西歐草創之學說；并將盡棄蟲文鳥跡之遺，而用其蟹

行文字。⋯⋯雖然，舉世爭乎新而棄乎舊，則新者多而舊者少；及其厭也，

則新者舊而舊者新，安知他日不仍復爭趨于棄餘之物乎？如此則其愚或不

可及歟？書此蓋不勝新舊消長，種族興替之感焉！８２ 

 

可見得新文化運動破壞漢文，實在令純甫難以接受，畢竟臺灣社會無論在語言、

文字、風俗、思想等，都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因此，純甫認為：全盤的西化論等

於是切斷臺灣與中華民族之間的關係，這樣的作法無疑是捨本逐末。他重申自己

的心志道： 

 

萬眾能一心，當此潮流猛。獨惜古聖言，無人細略領。８３ 

 

                                                 
８２ 《張純甫全集》第四冊「文集」，〈題御筆加冠圖〉，頁 25~26。 

８３ 《張純甫全集》第一冊「詩集」（上），〈大龍峒見文廟填基〉其三，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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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丁禮樂廢，獨善亦清寧。一線能存道，吾其老鋤經。８４ 

 

從以上兩詩可看出純甫對儒家傳統思想有其不悔的執著與推崇，因此敢於與潮流

凶猛的西化論相抗衡。他從中華民族的傳承反駁全盤西化論的不切實際與捨本逐

末，並且極力救正西化論對風俗文化所帶來的弊害，以安撫人心的惶惶不定，其

用心與堅持可見一斑。 

從本節的分析當中，可以看到他熱切地關注社會風俗的良善，誠如他所言：

「須知成俗化民功，不出區區好尚中」８５，以及「習俗判醇醨，所責在匹夫」８６，

正因為有此認知與責任感，使他在傳統上的關心與投注成為作品的一大特色。純

甫持一貫的儒學立場，希望能從中喚醒熱衷於西化主義者正視自己文化的價值所

在，如同他從一而終的堅持，說道： 

 

人生重安命，清適貧奚疾。耳目聲色娛，任性那可必。塞翁失其馬，甯復

知非吉。⋯⋯幾時達能兼，胞與及民物。自問少愧悔，莫計毀消骨。世有

齊戰疾，孔子所不忽。８７ 

 

純甫認為唯有讓人民找到「安身立命」的方法，才是適合於臺灣社會的穩定與進

步力量，而這個方法，並不是炫人耳目的新科學、新文明，而必須歸本於中國固

有的儒家思想。 

 

 

 

 

                                                 
８４ 《張純甫全集》第一冊「詩集」（上），〈大龍峒見文廟填基〉其四，頁 175。 

８５ 《張純甫全集》第一冊「詩集」（上），〈觀美術展〉，頁 225。 

８６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初夏吟其四〉，頁 14。 

８７ 《張純甫全集》第二冊「詩集」（下），〈六月五日用春潮韻〉，頁 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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