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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張純甫生平與著作年表 ∗ ∗ ∗：  

 
西元 中日紀年 年齡 生平事蹟 時事 

1888 清光緒 14年 

（戊子） 

1 ★舊曆六月初五午時，出生於新竹北

門。 

名津梁，官章陳熙。字濤村、又字

純甫，號興漢、又號筑客。為新竹

北門張錦城、朱燕之嗣子。 

張錦城，字迪吉，官章陳庚，號大

德，初名金聲。咸豐三年生，光緒

十一年秀才，時年三十六歲。 

朱燕，新竹北門外水田尾村人。咸

豐七年生，時年三十二歲。 

★本生父張錦埤，時年三十一歲；本

生母吳池，時年二十九歲。 

★時祖父張定國已別逝六年，祖母曾

輞六十三歲。又伯父錦章（英聲）

四十二歲。 

★胞兄極甫八歲。 

  堂兄光燦（星村）十九歲，為伯父

錦章（英聲）之長房。 

★張鵬（息六）二十四歲。 

  鄭家珍二十一歲。 

  鄭養齋二十歲。 

  葉文樞十三歲。 

  李逸樵六歲。 

  黃春潮四歲。 

  林鍾英四歲。 

  魏清德三歲。 

★光緒 11年（1885），臺灣建省，

劉銘傳為首任臺灣巡撫。而後

從事清賦、開礦、設學校、建

鐵路等建設，促進臺灣之發展。 

★二月十日，臺灣設郵政總局。 

★二月二十一日，康有為上書清

廷主張變法。 

★十二月，清廷北洋海軍正式成

立。 

1889   光緒 15年 

（己丑） 

2 ★十二月，曾祖父首芳、祖父輝耀暨

祖母陳氏順，承撫軍兼學政劉爵帥

省三題奏，分別受旌表為孝友、孝

婦。 

★二月，清廷慈禧太后歸政。 

                                                 
∗∗∗本表參照《張純甫全集》第六冊附錄二、「張純甫先生年表」，輔以莊永明《臺灣記事──臺灣

歷史上的今天》「年表」，加以增修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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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 光緒 16年 

（庚寅） 

3  ★九月二十八日，劉銘傳因擅與

商礦，章程紕謬，予以部議。 

★十月，劉銘傳請辭臺灣省巡

撫，隨後由邵友濂接任。 

1891 光緒 17年 

（辛卯） 

4 ★舊曆十二月初八日，曾祖父首芳、

祖父輝耀，入祀忠義孝悌祠。 

★清廷北洋海軍成立。 

1892   光緒 18年 

（壬辰） 

5 ★自述「余五歲讀書」。 

★五月十五日（舊曆五月十一日）巳

時，妻劉香出生。 

★壬辰、癸巳年，嗣父應新竹縣令葉

意琛之聘，主講明志書院。 

 

1893 光緒 19年 

（癸巳） 

6  ★臺北至新竹鐵路開通。 

1894 光緒 20年 

（甲午） 

7  ★八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九月，唐景崧署福建、臺灣巡

撫。 

★十一月二十四日，孫中山先生

於檀香山創立「興中會」。 

1895   光緒 21年 

  （乙未） 

日明治 28年 

8 ★四月九日，友人駱香林出生於新

竹。 

★舊曆閏五月初一日，全家內渡，先

至泉州惠安，後再轉徙廈門。九月

十八日，伯父錦章全家返臺。時純

甫隨嗣父轉避福建閩侯，擬赴鄉

試。居所因與詩人張息六相鄰，乃

得時聆指導，有助詩藝之進步。 

★七月二十二日，友人李騰嶽出生於

北縣蘆洲。 

★四月十七日，中日簽署馬關條

約，清朝割讓臺灣、澎湖予日

本。 

★五月十日，日本派樺山資紀為

第一任臺灣總督，並於基隆外

海正式接收臺灣、澎湖。 

★五月二十五日，臺灣民主國成

立。 

★六月七日，日軍進入臺北城。 

★六月十七日，日軍於臺北舉行

始政儀式。 

★六月二十二日，日本近衛師團

佔領新竹。 

1896   光緒 22年 

  （丙申） 

  明治 29年 

9 ★與嗣父仍避地榕垣，寓試館。 

★秋，嗣父應鄉試不第，抑鬱成疾，

俟病癒，得攜純甫歸籍新竹。 

★三月三十一日，日本公佈法律

第六十三號，即所謂〈六三

法〉，賦予臺灣總督於其管轄區

域內得發布具有法令效力之命

令。 

★三月三十一日，地方官官制公

佈，設臺北、臺中、臺南三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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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澎湖廳。新竹隸屬臺北縣。 

★三月三十一日，設新竹國語傳

習所於明志書院。 

★六月十七日，《臺灣新報》發

刊。 

★十月二十三日，公佈〈臺灣紳

章條規〉。 

★十一月二十一日，新竹國語傳

習所於原明志書院舉行開學

式，所長桑原戒平。 

1897 光緒 23年 

（丁酉） 

  明治 30年 

10 ★四月三日，《臺灣新報》報導純甫

嗣父張金聲之行誼，稱其「性樸拙

不尚浮華，與人接懃懃懇懇，無馳

逐交游氣，而地方一切善舉恆賴張

成，亦慫恿不倦如治其私；新之士

人而有君子之行者，張為最。」 

★五月八日，依〈馬關條約〉定

為臺民去就之日，當時歸赴大

陸者有數千人。 

★五月二十七日，新竹置縣，櫻

井勉由日本山梨縣知事轉任新

竹縣知事。 

★十月一日，各地方廳辨務署開

辦，家永泰吉郎任新竹辨務署

署長。 

1898 光緒 24年 

（戊戌） 

明治 31年 

11  ★公佈〈臺灣公學校規則〉，依新

竹國語傳習所改制為「新竹公

學校」。 

★五月一日，原《臺灣新報》易

名為《臺灣日日新報》，重新出

刊，章太炎來臺主編漢文欄。 

★六月十一日，清廷戊戌變法。 

★六月二十日，臺灣行政區域重

訂，廢新竹縣，復改隸臺北縣。 

★十一月十日，桑原戒平任新竹

辨務署署長，家永泰吉郎改調

苗栗辨務署署長。 

1899 光緒 25年 

（己亥） 

明治 32年 

12 ★舊曆十月初六日戌時，祖母曾輞別

世，享壽七十四歲。 

★兒玉總督於各地舉行「饗老

典」，以懷柔民心。 

1900 光緒 26年 

（庚子） 

明治 33年 

13 ★十月二十九日酉時，生父錦埤去

世，得年四十三歲。 

★二月六日，黃玉階倡「天足

會」，鼓勵婦女釋放小腳。 

★三月十五日，兒玉總督於臺北

舉辦「揚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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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見義正由三角湧辨務署署長

轉任新竹辨務署署長。 

★八月十四日，八國聯軍攻佔北  

京。 

★九月二十八日，孫中山第一次  

抵臺。 

1901 光緒 27年 

（辛丑） 

  明治 34年 

14 ★三月，伯父張英聲與北門街第一區

街長鍾青、衛生組合長陳信齋、辨

務署參事馬玉國，應新竹辨務署任

命為第一區管內屋宇調查委員。 

★七月三十一日夜，祖父、伯父錦章

所經營食品行金德美與藥材行金

德隆，忽遭回祿，屋宇、銀貨盡焚。

事後伯父變賣大部分田產，重整家

園，僅續經營金德隆藥材業務；嗣

父則或訓蒙、或命卜，以維家計。 

★十月二十七日，《臺灣日日新報》

載：竹邑庠生楊學周，春初作古，

遺有妻小，日夕難度，純甫嗣父張

金聲遂與縣參事李祖訓集吳逢沅

等捐金振恤。 

★十月三日，臺中「櫟社」雛形

已現，《臺灣日日新報》報導相

關活動消息。 

★十一月九日，地方制度改正，

新竹設廳，里見義正陞任廳長。 

1902 光緒 28年 

（壬寅） 

  明治 35年 

15  ★二月八日，梁啟超創刊《新民

叢報》。 

★三月，臺中林痴仙、林南強等

人正式創立「櫟社」。 

★三月十二日，〈六三法〉再延至

1905年。 

1903 光緒 29年 

（癸卯） 

明治 36年 

16 ★舊曆正月初三日，二堂兄金波亡，

得年二十七歲。 

 

1904 光緒 30年 

（甲辰） 

明治 37年 

17  ★二月十日，日俄戰爭爆發。 

★臺南成立「浪吟吟社」。 

1905 光緒 31年 

（乙巳） 

明治 38年 

18 ★舊曆正月二十六日，胞弟松齡亡，

僅九歲。 

★舊曆正月二十九日，胞弟津亭亡，

僅七歲。 

★清廷廢科舉，興學校。 

★三月六日，〈六三法〉再延期。 

★王松《臺陽詩話》出版。 

★五月十三日，因傳聞俄波羅的

海艦隊來襲，宣佈全島戒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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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七月七日止。 

★十月一日，實施臺灣全島第一

次戶口普查。 

1906 光緒 32年 

（丙午） 

明治 39年 

19 ★舊曆正月初五日，伯父張英聲逝

世，享年六十歲。此後金德隆藥行

景況日非。 

★張家分爨。 

★四月十日，〈六三法〉再延期。 

★五月二十三日，佐久間左馬太

就任第五任臺灣總督。 

★九月一日，清廷下詔預備立憲。 

1907 光緒 33年 

（丁未） 

  明治 40年 

20 ★北上，就稻江乾元藥行任記帳之

職。 

★自述「二十始學詩」。唯《數年詩

簿》中以存有己亥年（十二歲）之

作品。 

★舊曆十一月十八日，學生羅鶴泉生

於基隆。 

★新竹蔡式榖，應總督府文官考

試及格。派任為桃園廳雇員。 

★四月中，《新竹廳誌》編輯完成

出版。 

★五月十二日，兒山櫻井勉因公

務由日渡臺暫寓新竹。 

★十一月十三日，由兒山櫻井勉

發起成立新竹製腦會社並擔任

社長，竹城人士自此多與酬唱

往還。 

★十一月十五日，新竹發生「北

埔事件」。 

1908 光緒 34年 

（戊申） 

明治 41年 

21  ★ 原臺南「浪吟吟社」改組為「南

社」。 

★ 三月十八，縱貫鐵路全線通

車。 

★ 十月一日，總督府公佈〈臺灣

違警令〉。 

★ 十一月十四日，清廷光緒皇帝

歿。 

★ 十一月十五日，清廷慈禧太后

歿。 

1909   宣統元年 

  （己酉） 

  明治 42年 

22 ★二月，與「奇峰吟社」發起人之一

李逸樵唱和，有〈福泉試茗〉、〈竹

屋聽琴〉之作。 

★ 一月二十日，黃玉階倡「斷髮

會」。 

★ 三月七日，臺北「瀛社」於平

樂遊旗亭舉行開會式，正式成

立。 

★ 五月十六日，新竹王瑤京於古

奇峰大觀山館，發起組織「奇

峰吟社」，與會竹城人士二十餘

人，又內地詩翁櫻井勉、熊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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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郎等亦與會。 

★ 五月，由於「瀛社」成立暨「櫟

社」活動之鼓動，「南社重振」，

推舉孝廉蔡玉屏為社長。 

★ 六月十二日，嘉義莊伯容、白

玉簪、蘇孝德等成立「羅山吟

社」。 

★ 十月二十三日，全臺二十廳合

併，新竹廳未調整。 

★ 十一月一日，家永泰吉郎由苗

栗廳廳長轉任新竹廳廳長。 

1910 宣統 2年 

（庚戌） 

  明治 43年 

23 ★ 初遊劍潭，賦〈庚戌初遊劍潭〉述

懷，有家國興亡之痛。 

★ 友人魏潤庵，辭去中港公學校教

職，入《臺灣日日新報》報社任編

輯員。 

★ 五月九日，兒山櫻井勉復歸內

地，竹城仕伸送行，賦有〈送

行詩草〉五十首。 

★ 六月十五日，新竹「奇峰吟社」

改組為「竹社」，推舉蔡啟運為

社長，首期課題為〈送春〉、〈約

春〉二題。 

1911 宣統 3年 

（辛亥） 

  明治 44年 

24 ★舊曆十一月二十一日戌時，生母吳

池去世，享年五十二歲。 

★ 三月二十八日，「臺灣非武裝抗

日」啟蒙人梁啟超應林獻堂之

邀來臺灣訪問。 

★ 四月，「竹社」社長蔡啟運卒，

享年五十七歲。 

★ 五月三日，簡若川、鄭永南於

桃園街成立「桃園吟社」。 

★ 七月一日，「竹社」吟朋聚會彰

仁醫館，戴還浦獲推選為「竹

社」社長，鄭毓臣(鵬雲)為副社

長。 

★ 七月，鄭如蘭卒，享年七十七

歲。 

★ 十月十日，辛亥革命成功。 

1912   民國元年 

  （壬子） 

  大正元年 

明治 45年 

25 ★農曆十一月初二，娶新竹廿張犁庄

劉火鍊之長女劉香為妻。 

★ 一月一日，中華民國正式成

立。 

★ 三月二十二日，劉乾、林啟禎

誓約起義抗暴，不料不戰自

潰，史稱「林圯埔事件」。 

★ 四月，兒山櫻井勉因製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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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重蒞新竹，「竹社」詩人曾

寬裕盛設吟宴招待之，並招待

「竹社」同人開擊缽吟會。 

★ 六月十六日，「櫟社」十週年大

會。 

★ 七月三十日，日本明治天皇

歿。 

1913 民國 2年 

（癸丑） 

  大正 2年 

26 ★ 金德隆藥行因年年虧損，被迫倒

閉，嗣父主持清理，變賣家族所有

田產抵償債務，宗人自此分散。 

★ 十月五日，「瀛社」秋季擊缽吟會，

於艋舺粟倉口街劉家祠堂舉行。純

甫以「竹社」詩人身份同戴還浦、

林錦村、張息六等出席詩會，有〈無

線電〉課題詩作。 

★ 十一月九日，「瀛社」例會於基隆

顏雲年之環鏡樓舉行。純甫與張息

六以「竹社」社員代表與會，作有

課題詩〈焦尾琴〉二首、〈漁燈〉

一首。 

★ 新竹火車站落成。 

★ 七月十八日，內田民政長官蒞

竹巡視。 

★ 八月初，鄭家珍應新竹鄭拱辰

氏之聘，回竹為其父勘看風

水。「竹社」詩人特為其開觀迎

會，並有擊缽之樂。 

1914 民國 3年 

（甲寅） 

  大正 3年 

27 ★ 元月四日，「瀛社」中央部擊缽吟

開於艋津楊文慶新宅，純甫與會，

有〈祭詩〉之作。 

★ 五月十三日斷髮。 

★ 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十日間，於基

隆俱樂部「瀛社」曾有擊缽吟之

舉，特為顏雲年洗塵，純甫與會。 

★ 十月八日，詩作首度發表於《臺灣

日日新報》，題為〈祝濟臣兄四十

初度〉。 

★ 十二月十日，與蔡培苑預定於本日

曜日開「瀛社」擊缽吟例會，地點

在大稻埕南街「神濟蔘行」。 

★ 三月十七日，阪垣退助應林獻

堂之邀抵臺灣訪問，推展同化

運動。 

★ 新竹鄭如蘭所撰《偏遠堂吟草》

刊行。 

★ 七月二十八日，奧國向賽國宣

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 八月二十三日(舊七月初三)，

李釣磻卒，享年五十四歲。 

★ 十月十五日，顏雲年新築「環

鏡樓」，邀「瀛社」同人，「淡

社」、「桃社」、「竹社」、「南社」

吟友一百一十人，大啟吟宴。 

★ 十月二十日，阪垣退助來臺組

「臺灣同化會」。 

1915 民國 4年 

（乙卯） 

  大正 4年 

28 ★ 接奉父母至臺北定居。 

★ 與林湘沅、黃春潮、李騰嶽、吳夢

周等人，創立「研社」，倡導詩學

★ 七月初，鄭神寶特邀「竹社」

吟友於北郭園大開詩宴，以歡

迎來臺視察樟腦事業之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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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社址在臺北市永樂町林述三

氏宅，社員均以癡定為別號，純甫

即號「寄癡」。 

★ 五月，與林凌霜、林述三共同對外

徵詩，擬題為〈項羽〉。 

★ 六月二十日晚六時，內田民政長官

招待「瀛」、「桃」兩社首次聯吟會

出席詩人約五十名，暨「淡社」詩

人十數名，於鳥松閣官邸清讌唱

和，後作品集為《鳥松閣唱和集》。

時純甫與會，並有和韻之作。 

★ 九月十四日，友人魏潤菴赴福州任

閩報記者，純甫賦詩送行。 

勉，暨滯竹中之謝賢霖、施梅

樵等。 

★ 八月二日，臺南發生「西來庵

抗日事件」。 

★ 八月十四日，楊度等六君子組

「籌安會」以推動袁世凱稱帝。 

★ 舊曆十月初七日，林痴仙逝

世，得年四十一歲。 

1916 民國 5年 

（丙辰） 

大正 5年 

29 ★ 舊曆上元夜及十六、十七日三天，

稻江乾元藥行開設「懸賞燈謎」，

聘純甫與鄭天鑒、林述三主稿。 

★ 五月，「瀛」、「桃」二社詩會於艋

舺吳昌才「宜園」小集，純甫與會。 

★ 舊曆中秋夜及十六、十七日三天，

稻江乾元藥行再開懸賞燈謎，敦聘

純甫參與主稿。 

★ 十一月，「瀛」、「桃」聯吟會月課

第七期，純甫與林述三值東，課題

擬定〈題劉季斬蛇圖〉虞韻七古。 

★ 十一月十九日，「竹社」大會假北

門外鄭家宗祠舉行，全島各地吟社

多有派員參與，純甫以社外竹僑身

份與會。 

★ 三月二十三日，袁世凱取銷帝

制。 

★ 五月十三日，「竹社」社長戴還

浦卒。 

★ 鄭養齋、曾吉甫繼任「竹社」

正、副社長。 

★ 八月，嘉義、南投、臺中發生

大地震。 

★ 十二月十八日，竹社詩人王瑤

京逝，享年四十一歲。 

1917 民國 6年 

（丁巳） 

  大正 6年 

30 ★ 臺北「研社」同人倡議改組為「星

社」，社員別號改以「星」字替代

原「癡」字。純甫因客居淡北，原

署「筑客」號「寄癡」，後改為「客

星」、「寄星」，又時署「漁星」。 

★ 七月，與鄭蘊石、李逸樵同遊瑞芳

礦山，並於新山定瞨金礦一部，投

資千餘圓合股採掘，以鄭蘊石為主

幹，常駐金山。 

★ 十一月十六日，長女稻子生。 

★ 二月二十四日，魏篤生卒，享

年五十六歲。 

★ 五、六月，新竹公學校教師成

立「亂彈會」。 

★ 七月一日，張勳復辟。 

★ 十月六日，崇文社在彰化南垣

武廟成立，以宣揚儒家聖道為

標榜，是日治時期最具活力與

影響性之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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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民國 7年 

（戊午） 

  大正 7年 

31 ★ 元月十三日，參與「瀛」、「桃」、「竹」

三社于新竹北郭園召開之首次聯

吟會。 

★ 二月六日，於《臺灣日日新報》發

表〈冬柳用漁洋秋柳韻〉，乞吟壇

諸公賜和，全臺吟友多有和韻，均

刊於同報。 

★ 三月三日，新曆上巳，日人尾田高

鵬、尾崎古屯、須賀蓬城暨王雲滄

等倣蘭亭修禊事，邀內臺兩地詩人

於古亭尾田官舍雅集。純甫與會，

並有詩作。 

★ 七月，南遊參加臺南春鶯團「固園

小集」。 

★ 舊曆重九，再登瑞芳金山。 

★ 二月，顏雲年等創立雲泉商

會，擴大顏氏原有之經營。 

★ 八月一日，連橫寫下《臺灣通

史》自序。 

★ 十月二日，「瀛社」詩人基隆沈

相其卒，享年六十六歲。 

★ 十月十三日，瑞芳金山諸礦業

主，為顏雲年立頌德碑，舉行

落成式。 

★ 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

戰結束。 

★ 「瀛社」詩人陳潤生卒。 

★ 新竹神社建成，潛園之爽吟閣

亦遷至神社內。 

★十月，林幼春、蔡惠如等籌創

《臺灣民報》。 

1919 民國 8年 

（己未） 

  大正 8年 

32 ★ 舊曆三月四日，因受顏雲年之聘，

舉家移居基隆。有〈上巳後一日移

家基津〉詩作，吟友和韻紛至。 

★ 夏，友人李騰嶽於桃園開設太和春

醫院，純甫賦詩〈騰嶽詞兄桃園開

業賦此以賀〉祝賀之。 

★ 十月十九日，「臺灣文社」於臺中

待臺中座舉行正式成立大會，純甫

受邀並獲聘為評議員。又乘與會之

便，重遊霧峰訪林幼春，賦詩〈重

遊霧峰呈幼春詞丈兼懷癡仙先生〉

以述感。 

★ 冬，嗣父因水土不服而致疾。 

★ 一月一日，「臺灣文社」以林少

貽為編輯發行人，創刊《臺灣

文藝叢誌》。 

★ 一月四日，公佈〈臺灣教育

令〉。 

★ 五月四日，中國大陸發生「五

四運動」。 

★ 七月二十七日(舊七月一日)，

「竹社」詩人鄭燦南(幼佩)卒，

得年四十六。 

★ 苗栗紳商黃南球卒。

(1840~1919) 

★ 鄭家珍應鄭肇基之聘，再次回

臺。 

★ 十月十六日，顏雲年氏邀

「瀛」、「桃」、「竹」三社吟友

於田寮港新邸「陋園」開擊缽

吟，會後復以〈陋園即事〉為

題徵詩。 

★ 十月二十九日，田健治郎任第

八任臺灣總督，為首任文官總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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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民國 9年 

（庚申） 

  大正 9年 

33 ★ 舊曆年後，因嗣父沈痾不起，純甫

乃急購稻江六館街樓屋，遷回臺

北。 

★ 四月十四日(舊曆二月二十六日)

巳時，嗣父錦城逝世於稻江別宅，

享年六十八歲。純甫特敦請新竹舉

人鄭家珍為撰墓誌銘。純甫嗣父，

一生勤學無間，手鈔經史子集等數

百十冊，於經尊朱子，史嗜馬遷，

尤邃於易理，著有《易經解》，未

刊行；又旁通天文、星數、醫卜諸

術，而尤精於星卜，屢能見微知

著。 

★ 春，友人李騰嶽於大稻埕開設宏仁

醫院。 

★ 八月十四日，與李逸樵搭乘湖北

丸，同赴福州、杭州、上海等地，

擬謀實業，行程約一個月。沿途題

詠不斷，有〈杭州懷古〉、〈西湖雜

詠〉⋯⋯諸作。 

★ 一月一日，新竹廳宣佈正式改

曆。 

★ 六月二十日，基隆顏雲年刊行

《環鏡樓唱和集》，收錄大正七

年「瀛」、「桃」、「竹」三社吟

友百十餘人之唱和詩。 

★ 七月十六日，東京《臺灣青年》

創刊。 

★ 七月二十七日，地方制度改

正，設五州二廳，新竹置州。 

★ 十月一日，市街庄制實施。 

★ 十一月，連雅堂《臺灣通史》

上冊出版，十二月中冊出版。 

★ 十一月九日，蔡培火要求廢除

〈六三法〉。 

1921 民國 10年 

（辛酉） 

  大正 10年 

34 ★ 一月，「星社」正式宣佈成立，首

屆雅集於陽曆元旦，假守墨樓舉行

擊缽吟，題曰：〈雞聲〉。《臺灣日

日新報》三月二十三日、四月一日

刊有高肇藩、林述三、吳夢周等之

祝詩。 

★ 元月十六日，「星社」第四期雅集

再假守墨樓開擊缽吟，題為〈一

笑〉。 

★ 一月起，與駱春林於《臺灣文藝叢

誌》，聯合發表〈竹香合稿〉刊載

二人詩作。 

★ 舊曆年前，「星社」第五期雅集，

為送純甫赴閩中召開擊缽吟，題為

〈江月〉。詩成，純甫手鈔，後附

一絕並跋曰：「閩江遙夜正維舟，

吟侶天涯兩地愁。多謝海東一輪

白，照人肝肺到千秋。漁星鈔到

★ 一月三十日，第一次臺灣議會

設置請願運動以林獻堂領銜一

百七十八人連署。 

★ 四月二十八日，連橫《臺灣通

史》全書刊印蕆事。 

★ 九月八日，鄭兆璜(葦卿)卒，

享年六十七歲。 

★ 十月十七日，「臺灣文化協會」

成立於臺北靜修女校。 

★ 十一月十七日，稻江吳江山氏

所築江山樓旗亭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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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深感故人相憶之情，並附一絕

以鳴謝。」 

★ 舊曆年前二度赴閩中，再轉赴申

江、蘇州、上海、南京等地，次年

元宵後由閩回臺。有詩〈閩中元

旦〉、〈姑蘇雜詩〉⋯⋯等諸作。 

★ 五月，臺北「星社」與臺南「春鶯

團」聯合徵詩，題為〈詩鐘〉。純

甫詩作獲選為第一名。 

★ 六月十五日，「瀛」、「桃」二社聯

合擊缽吟會，於稻江春風得意樓旗

亭召開，純甫與會並掄元，題為〈蝶

衣〉。 

★ 九月十六日(舊曆中秋)夜，「星社」

於六館街藝文社設燈謎，由純甫主

稿，被射中者計三百餘條之多。 

★ 十月二十八日起，一連四天於新竹

衛生教育展覽期間，與李逸樵、鄭

蘊石、周笑軒、范耀庚、李良臣等

假新竹南門關帝廟內，開「古今人

書畫展覽會」。 

★ 十一月上旬，再次受顏雲年氏禮

聘，就職於基隆「義和商行」。 

★ 十月二十三日，參加全臺詩社於滔

江春風得意樓舉行之擊缽聯吟

會，與會者北中南各社，計八十餘

名。又二十四日下午三時，同受田

健總督之邀於東門官邸唱和，詩作

後輯為《大雅唱和集》。 

1922 民國 11年 

（壬戌） 

  大正 11年 

35 ★ 三月十三日，「瀛社」成立十五週

年祝宴於北市稻江顏雲年別邸舉

行，純甫代表「星社」參加，並賦

詩祝賀。 

★ 舊曆壬戌秋七月既望，「瀛社」同

人約修韻事於石壁潭，因雨未果，

純甫有詩述憾。 

★ 九月十二日，洪月樵擬赴大陸印刷

文集，駐足顏氏陋園，純甫賦詩送

★ 一月二十日，《臺灣青年》刊出

陳瑞明〈日用文鼓吹論〉一文，

是台灣第一篇提倡白話文之文

獻。 

★ 二月初，艋舺顏笏山氏倡設「高

山文社」。 

★ 二月十一日，「中嘉南聯合吟

會」成立，首由「櫟社」值東，

並於臺中公會堂舉行首次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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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 九月十七日，「中嘉南聯合吟會」

由「羅山吟社」值東，並於嘉義文

武講習所召開大會，純甫與會。 

★ 九月二十四日，參加基隆平溪吟

會，有〈平溪雜詠〉詩作。 

★ 十月八日，「櫟社」二十週年題名

碑落成，純甫參與落成式，並與魏

潤菴、黃守謙等順遊日月潭，有〈日

月潭紀游〉八首。 

★ 十一月五日，參加汐止白雲寺吟

會。 

吟。 

★ 二月二十七日，孫中山宣佈北

伐。 

★ 三月，臺北「淡北吟社」成立。 

★ 四月一日，公佈修正之〈臺灣

教育令〉。總督府公告，自即日

起依照新教育令之原則，實施

「內臺共學」。 

★ 新竹「耕心吟社」成立。 

★ 九月，顏雲年提議召開「瀛社

會飯會」。每月乙次，由各詩人

及各社輪值。 

★ 十月初，臺灣總督府公佈〈民

商法〉。同時臺北瀛社亦以「臺

灣民商法施行所感」為題公開

徵詩。 

★ 十月二十二日，臺北「天籟吟

社」於林述三氏之勵心齋開創

立總會，林述三為會長。 

1923 民國 12年 

（癸亥） 

大正 12年 

36 ★ 元月一日、八日，參加瀛社「臺灣

民商法施行所感」徵詩，入選之詩

作刊於《臺灣日日新報》。 

★ 舊曆元月十八、九兩日，於基津草

尾街大祥行門前製燈謎，並公諸同

好之間。 

★ 年初，妻生一女，於舊曆端午前一

日殤，生纔五月，純甫哀痛逾恆。 

★ 夏日，與友同遊社寮，有詩記勝。 

★ 九月十八至二十八日，與陳心南為

救助內地災，舉辦書法義賣。 

★ 十月十三、十四日，《臺灣日日新

報》報社三樓，舉行書畫家賑災義

損展覽會，純甫作品參展。 

★ 一月一日，臺灣〈民商法〉正

式實施。 

★ 一月八日，臺灣總督府公佈〈治

安警察法〉。 

★ 二月九日，基隆礦業家顏雲年

氏卒，年四十九歲。 

★ 四月十五日，「臺灣人唯一的喉

舌」《臺灣民報》發行創刊號。 

★ 四月十六日，昭和皇太子視察

臺灣，十九日蒞新竹州廳巡視。 

★ 五月十三日，基隆「小鳴吟社」

輪值瀛社例會，自此後「小鳴

吟社」編入「瀛社」，易名「瀛

社基隆分社」。 

★ 七月二十九日，臺北大稻埕「萃

英吟社」假江山樓，開創立總

會。 

★ 八月十六日，「劍樓吟社」重

整，於太平町劍樓書齋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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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趙一山任社會。 

★ 九月一日，日本關東大地震。 

★ 九月二十三日，新竹「青蓮吟

社」成立。 

★ 十月十五日，內田嘉吉接任第

九任臺灣總督。 

★ 十月十五日，王學潛在《臺灣

民報》發表〈學究錄〉一文，

重新詮釋儒家孝、慈觀念。 

★ 十月，中壢「以文吟社」成立。 

★ 十一月，臺北「潛社」成立，

社長歐劍窗。 

★ 十二月十六日，發生「治警事

件」。 

★ 十二月三十日，「瀛社」詩人林

湘沅卒，享年五十四歲。 

★ 黃呈聰提倡中國白話文。 

1924                                                                                                民國 13年 

（甲子） 

  大正 13年 

37 ★ 二月四日，《臺灣詩報》發行，六

日正式出刊，由純甫題署刊名，並

參與編輯工作。按本刊乃由純甫與

「星社」同人黃水沛、歐劍窗、駱

香林、高肇藩、林其美、李騰嶽、

林述三等合力編纂，諸氏各盡所

長，刊物一時風行全臺，與隨後發

刊之《臺灣詩薈》旗鼓相當，互爭

長短。 

★ 於《臺灣詩報》首期起，陸續刊載

其《古陶漁村人四時閒話》，又自

第四號起刊載《閩中擊缽吟詩

選》。 

★ 仍於基隆雲泉商會就職，利用夜間

為其雇員教授漢文，為時約二個

月，時高弟羅鶴泉原擬來就讀，唯

純甫已遭日警禁止授課而作罷，然

自此羅氏經常向其請益，遂有師生

之誼。 

★ 二月十日，中嘉南聯合吟會假臺中

吳子瑜氏第中召開，純甫受邀與會

★ 二月十五日，連雅堂主編之《臺

灣詩薈》出刊。 

★ 四月一日，島內實施〈臺灣米

殼檢查規則〉。 

★ 四月一日，吳虞在《臺灣民報》

刊載〈說孝〉一文，批評儒家

「把中國弄成一個『製造順民

的大工廠』」。 

★ 四月二十一日，劍如亦在《臺

灣民報》刊載〈家庭制度的將

來〉一文，認為傳統家庭制度

已隨傳統中國一起崩壞，必須

重新建立新的體制。 

★ 四月二十五日，全島詩社聯吟

大會於臺北江山樓旗亭舉行，

各地詩人有百八十六名參加。

二十六日下午三時，內田總督

招待與會詩人於東門官邸開茶

話會，並賦有〈薰風鈴閣〉詩。 

★ 八月底，瀛社改組，重新登記，

計得新舊社員八十四名。(純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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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任詞宗。 

★ 舊曆六月十四日辰時，子健男生。 

★ 高弟羅鶴泉，赴大陸就讀廈門同文

書院。 

★ 七月十日至十五日，於新竹郡新竹

街衛生展覽會期間，假孔子廟大成

殿，展覽其所收藏之古今書畫。 

★ 為張息六、張謙六兄弟編輯吟稿，

名為《聽濤軒集》，並發表〈聽濤

軒詩序〉於《臺灣詩報》第十號。 

屬舊社員) 

★ 十一月二十日，北京碩儒辜鴻

銘由東京至臺。十二月七日，

瀛社為開歡迎會。 

★ 張我軍於《臺灣民報》發表〈致

臺灣青年的一封信〉、〈糟糕的

臺灣文學界〉、〈請合力拆下這

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等

文，引發新舊文學論戰。 

1925 民國 14年 

（乙丑） 

  大正 14年 

38 ★ 一月起，於《臺灣詩報》第二年第

一、二、三、四月號發表《漢族姓

氏考》，未完。(按此內容乃據宋鄭

樵《通志‧氏族略》整理而得，值

此日人統治時期，純甫猶能闡明漢

族姓氏之源流，固有其深意。) 

★ 二月七日，全臺詩社第二回聯吟大

會於臺南公會堂舉行，出席者有三

十社百四十六名。純甫與會，並擔

任詞宗。 

★ 三月，於《臺灣詩報》，刊載《古

今人物彙考》至四月號，未完。(按

本書取材於陶淵明《聖賢群輔

錄》，純甫博稽載籍，多所增補，

可謂盡其考究之能事，惜仍未竟全

業。) 

★ 四月，長女稻子入蓬萊公學校就

讀，時年九歲。 

★ 四月，《臺灣詩報》最後一期號出

刊，此後停止刊行。 

★ 舊曆七月初六日卯時，嗣母朱燕別

世，享壽六十九歲。純甫請友人魏

清德為撰墓志銘。 

★ 撰〈孔子之說孝〉一文，以批駁「非

孝」論。（時間不詳，在崇文社第

92期徵文之後）隨後又編註《孝

經同倫解》，唯該書內容亡佚，今

僅存序文。 

★ 元旦，黃呈聰於《臺灣民報》

發表〈應該著創造臺灣特種的

文化〉一文，主張中西文化調

和論。 

★ 三月一日，張我軍於《臺灣民

報》發表〈請合力拆下這座敗

草叢的破舊殿堂〉一文，批評

傳統漢詩人。 

★ 三月三日，臺北「櫻社」成立。 

★ 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先生逝

世。 

★ 四月二十六日，「中和吟社」成

立。 

★ 八月，崇文社第 92期以「論非

孝之可否」徵文。十月，地 93

其又以「說倫常」為題，來護

持儒家傳統文化。 

★ 八月九日，「瀛社」中五旬以上

之老者創「婆裟會」，首開第一

回會。 

★ 八月三十一日，新竹州立圖書

館落成式。 

★ 九月十一日，「板橋吟社」成

立。 

★ 古曆九月十四日，新竹「大同

吟社」於北門外鄭虛一氏之成

趣園，舉行發會式。 

★ 十月九日，文協新竹分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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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基隆孔教會成立，隨後即

於基隆各地宣講，純甫擔任演講。 

立。 

★ 十月二十二日，彰化發生「二

林事件」。 

★ 臺北各界籌建孔廟，另於十一

月一日成立孔道宣講團，嗣後

各地亦相繼成立宣講團。 

1926 民國 15年 

（丙寅） 

  大正 15年 

昭和元年 

39 ★ 元宵節，受邀與連雅堂、鄭天鑒同

為林本源嵩記主人主持燈謎。 

★ 五月二十日(舊曆四月九日 )，子健

男殤。 

★ 六月四日，參加基隆孔教宣講會。 

★ 舊曆五月十一日，復移居下奎府

町。 

★ 十月三日，參加桃園公會堂孔教講

演，講題「進化乎變易乎」。 

★ 十月十五日，參加臺中怡園主人吳

子瑜氏所邀重陽會。 

★ 作〈論書絕句〉又題(〈雜詠〉)二

十首，評論清季各書家。 

★ 十一月一日，日本文士國分青崖、

勝島仙坡，應上山蔗庵總督之邀來

臺。並於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三

時，邀宴全島詩人五十餘人唱和，

純甫應邀與會，二十九日午後六

時，瀛社復於東薈芳旗亭，開全島

詩人懇親會。 

★ 四月，崇文社第 100期以「勸

孝文」為題徵文。 

★ 五月四日(舊六月六日)，竹社

詩人葉文游卒，享年四十四歲。 

★ 五月二十四日，連雅堂挈眷赴

大陸，準備於西湖定居。 

★ 六月，「臺灣農民組合」在鳳山

成立。 

★ 七月十六日，第十任臺灣總督

上山滿之進上任。 

★ 九月，崇文社第 105期再徵「非

慈可否論」文題以獎掖儒家道

德。 

★ 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本大正天

皇歿。 

1927 民國 16年 

（丁卯） 

昭和 2年 

40 ★ 元宵，受邀為臺北市太平町林本源

嵩記事務所製燈謎。 

★ 任「瀛社」花朝日大會等備委員。 

★ 三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全

島聯吟於臺北市蓬萊閣召開，純甫

與會。並於第二日同受蔗庵總督邀

宴於東門官邸。 

★ 十月十四日，「櫟社」登高會開於

臺中吳子瑜東山別墅，純甫受邀出

席。 

★ 十月三十日，孔道宣講團二週年紀

念，純甫出席並講演，題為「時代

★ 年初，連雅堂自大陸歸臺。 

★ 臺北帝國大學正式成立。 

★ 三月二十三日，《帝國主義下的

臺灣》作者矢內原忠雄來臺考

察。 

★ 五月二十一日，臺灣農民組合

向「臺灣總督府」陳情，希望

當局改變壓榨政策。 

★ 五月二十九日，「臺灣民黨」申

請成立，六月三日即被禁止結

社。七月十日「臺灣民眾黨」

宣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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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錯誤否」。 ★ 七月十五日，連雅堂與黃春成

於臺北太平町(今延平北路)開

設之「雅堂書局」，正式開業。 

★ 臺北汐止「灘音吟社」成立。 

★ 八月二十八日，臺灣民眾黨新

竹支部於新竹公會堂舉行發會

式，蔣渭水、蔡培火、蔡式穀…

等與會。 

★ 十一月七日，發生「新竹騷擾

事件」。 

1928 民國 17年 

（戊辰） 

昭和 3年 

41 ★ 約舊曆年後，移居。 

★ 五月二十七日，自基津歸竹，適「竹

社」例會開於張息六處，純甫受

邀。 

★ 九月十二日(舊七月二十二日)，長

男子庸生。 

★ 舊曆中秋至重九間，再移居。 

★ 二月十一日、十二日，全島詩

社聯吟大會，開於高雄市湊町

婦人會館。 

★ 三月四日(舊曆二月八日)，鄭

養齋花甲榮壽於新竹公會堂舉

行。 

★ 舊曆三月初十日，鄭家珍卒，

享年六十一歲。 

★ 曾吉甫(逢辰)卒，享年七十六

歲。 

★ 八月十五日，「臺灣民眾黨」以

蔡式榖領銜，向當局遞交立即

施行完全自治制建議書。 

1929 民國 18年 

（己巳） 

昭和 4年 

42 ★ 元月二日，新竹「書畫益精會」於

新竹公會堂成立，純甫受聘擔任顧

問。 

★ 舊曆年前，應聘至松山授課，其後

「松社」成立。 

★ 舊曆花朝日，高弟羅鶴泉來訪。 

★ 中秋前，赴大陸收羅古書畫，經閩

至南京、徐州、曲阜、泰山、黃河、

天津、大連、北京等地。一路題詠

無間，又於閩中以詩謁陳石遺，博

得「海外詩人」之譽。 

★ 十一月十九日、二十日，於《臺灣

日日新報》報社三樓，開古書畫展

覽會，盡展此次之搜羅及個人平日

所藏。 

★ 四月一日，臺北帝國大學改

制。 

★ 六月三日，「臺灣民眾黨」通達

全省各支部舉行打倒阿片大講

演會。 

★ 七月二十一日，《臺灣民報》第

二百七十號被查禁。 

★ 七月三十日，石塚英藏繼任第

十三任臺灣總督。 

★ 雅堂書局準備結束營業，自十

一月十五日起一個月進行冬季

大拍賣。 

★ 十一月二十四日，連橫在《臺

灣民報》發表〈臺語整理之頭

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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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民國 19年 

（庚午） 

昭和 5年 

43 ★ 舊曆正月，與星社同人黃春潮、吳

夢周、陳覺齋、駱香林等書信往

還，辯論「積極與消極」之說，純

甫獨持消極之見，議論雄肆。 

★ 四月二十六日，於《臺灣日日新報》

發表〈守墨樓即事〉，盛論物質文

明之外強中乾，得君子憂道不憂貧

之旨。 

★ 六月二十四日，發表〈墨子非墨家

之祖說〉暨〈墨子害死親兄說〉以

回應黃純青、顏笏山、連雅堂之

論。 

★ 七月二十一日，復於《臺灣日日新

報》發表〈儒墨相非果始於墨翟父

子兄弟說──復連雅堂氏書〉，以
回應七月十三日連雅堂於同報所

刊之〈墨子非鄭人說──與張純
甫氏書〉。 

★ 七月三十一日、八月四日、七日、

十一日、十三日、十九日、二十一

日、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

日、二十六日，於《臺灣日日新報》

陸續發表《非墨十說》，以總結其

對墨子學說之看法。 

★ 秋，「松社」成之「漢詩研究會」，

特敦聘純甫指導。 

★ 秋，經廈門(時羅鶴泉於廈門與純

甫雅集)赴潮洲、汕頭，九月十三

日歸自汕頭。 

★ 十月十一、十二日，於《臺灣日日

新報》報社三樓開「中國古今書畫

展覽會」。 

★ 舊曆十二月十二日，鄭虛一

卒，享年五十一。 

★ 一月六日，王松(友竹)卒，享

年六十五歲。 

★ 一月二十日，新竹市制實施。 

★ 二月八、九日，全島聯吟於臺

中公會堂舉行。 

★ 四月二十五日，「嘉南大圳」竣

工。 

★ 黃純青於《臺灣新聞》連載〈孔

墨並尊論〉，引發臺灣學術界一

陣討論墨學熱潮。（日期不詳）

五月二、三日又於《臺南新報》

連載〈兼愛非無父辯〉。 

★ 五月八日，顏笏山在《臺南新

報》刊載〈兼愛非特無父並無

倫常〉；六月十六、十七日又發

表〈是真墨者乃非儒，是真儒

者必非墨〉。 

★ 五月三十、三十一日，失名在

《臺南新報》連載〈兼愛論〉。 

★ 六月二十三迄二十五日，連橫

在《臺南新報》連載〈墨子棄

姓說〉、〈墨為學派說〉 

★ 七月十二日，天南於《臺灣新

民報》刊載〈孔墨並稱論〉。 

★ 七月二十三日，黃純青又於《臺

灣日日新聞》刊載〈楊墨論〉。 

★ 七月二十七日，新竹「讀我書

社」於西門章氏宅舉發會式。 

★ 九月，新竹市「切磋吟社」成

立。 

★ 九月九日，臺南洪鐵濤氏主編

之《三六九小報》發刊。 

★ 「中央研究院」衛生部設置臨

時戒菸所進行鴉片毒癮矯正，

後成立「更生院」。 

★ 十月二十七日，發生南投「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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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事件」。 

1931 民國 20年 

（辛未） 

昭和 6年 

44 ★ 一月，批購原「雅堂書局」庫存書

籍，於臺北市永樂町市場內，開一

書肆，店名「興漢」，並兼收買古

書畫及古董。 

★ 三月八日，恆德藥行開設燈謎，由

純甫與林述三、林凌霜共同主稿。 

★ 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全島詩人

大會開於新竹公會堂，純甫代表星

社參加。 

★ 三月底，長女稻子自公學校畢業。 

★ 五月二十三日、二十八日、三十

日，於《臺灣日日新報》陸續發表

〈古史詠〉二十首，足見其長於考

古、有心世道。 

★ 六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六

日，於《臺灣日日新報》陸續發表

〈續論書絕句〉二十首，益徵純甫

收藏之富、賞鑒之精。 

★ 八月一日至五日，假新竹市西門新

新齒科醫院後樓上，辦書畫展覽。 

★ 九月，「星社」同人為純甫擬歸新

竹特開擊缽吟會，詩題〈話別〉，

純甫任詞宗。 

★ 九月二十九日(舊曆八月十五

日)，次男子唐生。 

★ 十月，將「興漢書局」移轉至新竹

後布埔蔗作研究會樓上，同時開辦

書畫展覽會，唯生意清淡，約於一

年後結束營業。 

★ 二月十八日，新竹郡貓兒錠塵

拔子窟曾秋塗、曾銀鏤，提倡

組成「雅宜吟社」。 

★ 四月，桃園吟稿合刊《詩報》

社出刊詩報，發行人周石輝，

編輯葉文樞⋯⋯等。 

★ 舊曆三月二十三日，新竹「竹

林吟社」於東門富士屋樓發會。 

★ 四月二十六日，「櫟社」三十週

年，鑄造詩鐘三架作為紀念，

並在東山別墅舉行儀式。 

★ 八月二十九日，郭秋生在《臺

灣新民報》分兩期發表〈建議

臺灣話文〉。 

★ 九月十八日，「滿州事變」發

生，臺島形勢緊張。 

★ 十一月二十二日，「櫟社」於霧

峰官保第之大花廳舉行三十週

年紀念會，梓行《櫟社沿革

志》。 

1932 民國 21年 

（壬申） 

昭和 7年 

45 ★ 舊曆年前，舉家歸竹里，初賃居於

城隍廟旁，後又轉租後布埔；除書

局之經營外，兼以教授漢文為業。 

★ 回竹後，陸續整理舊詩稿，作〈筑

客四十五前詩自敘〉一文，自嘲「學

無所成，而不甘棄以前無知之

作」，並述及《左氏傳》先於《春

秋經》之論。 

★ 陳逢源、黃春成創設「南音雜

誌社」，並於元旦發行創刊號。 

★ 一月二十八日，中、日於上海

發生激戰。 

★ 四月一日，竹南郡「篁聲吟社」

成立。 

★ 四月十五日，《臺灣新民報》發

行日刊第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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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二十日午後一時全島詩人大

會於臺北大龍峒孔廟召開，出席者

約二百六十名，純甫與會。二十一

日復於蓬萊閣開招待會，擔任詩畸

「祝花朝」詞宗。 

★ 六月初七（舊曆）駱香林元配王韻

梅病逝。 

★ 作〈中秋懷人絕句〉十八首，寄懷

在北吟友。 

★ 九月十七日，「瀛社」改組，純甫

不再列名。 

★ 九月十七、八日，與何采五往臺中

參觀清宮古物展，發現其中有贗

品。 

★ 近日研究《左傳》有得，作〈讀左

五首〉絕句，以述其見。 

★ 十月三日，新竹市北門人楊雪峰徵

詩，純甫與葉文樞任詞宗。 

★ 十月二十三日，「竹社」擊缽吟會

於漁寮戴墩氏宅舉行，純甫與會並

掄元。 

★ 十一月二日，購置後車路土地房屋

一筆。 

★ 四月十八、十九日，南弘總督

巡視新竹，竹社人士賦詩歡迎。 

★ 七月十五日(舊六月十二日 )，

鄭十洲卒，得壽六十。 

1933 民國 22年 

（癸酉） 

昭和 8年 

46 ★ 二月五日(舊曆十二月二十二

日)，正式遷入所購之後車路自宅

(今屋宇仍存，現址為長安街一０

九巷一、三號)，並取名曰「堅白

屋」，以昭志節；又題署「三孝人

家」橫匾於客廳門楣，藉揚家風。

此後專事授課生徒，有助新竹教化

推展。張國珍、蕭振開、陳礎材、

鄭天鐸⋯⋯等，皆入其門。 

★ 舊曆正月初二日，赴新庄子。 

★ 舊曆年初，高弟羅鶴泉見訪。 

★ 正式著手寫作《是左十說》。 

★ 小春，上臺北會諸友於叢慶堂。 

★ 七月十日，大甲郡外埔庄鐵砧山腳

許鐵峰五十初度壽宴，招待島內諸

★ 春，葉文樞由宜蘭頭圍重回新

竹，計居宜蘭兩載。 

★ 二月十一、十二日，全島聯吟

大會於屏東公會堂舉行。 

★ 三月三日，張麟書卒，享年七

十八。 

★ 三月二十九日，臺灣總督府公

佈〈米穀統制法〉。 

★ 日政府否決臺灣自治案，反對

臺灣設置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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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開擊缽吟會，純甫與會，翌日

返竹。 

★ 夏，參加臺中吳子瑜東山別墅雅

集。 

★ 季夏之望，參與李濟臣適園集會。 

★ 舊九月初四，歷遊瑞芳、基隆、頭

圍等地。 

1934 民國 23年 

（甲戌） 

昭和 9年 

47 ★ 冬末，高弟羅鶴泉見訪。 

★ 三月四日(元宵後四日)，「星社」

同人開總會於臺北宏仁醫院，純甫

北上赴會，有〈星社同人集岱雲閣〉

詩。 

★ 三月二十日(仲春初六日)，先生與

鄭蘊石、雨軒昆仲及季玉遊古奇

峰。 

★ 五月四日，名其書齋曰「卷密書

室」，並題額。 

★ 春末，竹東員峒石油礦爆炸，純甫

有作以記之。 

★ 六月十八日，赴臺中東山別墅紅雲

宴有〈東山食荔支〉詩二首。 

★ 七月二十二日，「竹社」例會開於

李傳興處，社長鄭養齋提倡創刊

《藝風詩報》，擬由純甫與葉文

樞、曾秋濤、林篁堂、李傳興、謝

景雲、許炯軒等為籌備委員。 

★ 九月七日，全島產業大會開催於新

竹商工獎勵館，純甫提供部份收藏

作為展覽。 

★ 九月二十四日，「竹社」例會開於

修園，詩題為〈餅師〉，純甫擔任

詞宗。 

★ 九月間，作四百韻長詩駁斥江亢虎

詩韻用典之謬誤，一時臺島文人稱

快。 

★ 十一月五日(舊九月二十九日)，堂

兄光燦(星村)逝，享年六十五歲。 

★ 三月一日，「滿州帝國」成立。 

★ 四月一日，新竹曾笑雲編《東

寧擊缽吟集》發行。 

★ 四月七、八日，全島聯吟由臺

南州主催，並於嘉義公會堂舉

行。 

★ 五月二十九日，海軍大將東鄉

平八郎，卒於東京，享壽八十

八歲。 

★ 六月一日，臺北帝大文政部教

授久保得二(天隨)卒，享年六

十。 

★ 七月三十日，日月潭興建壩堤

蓄水送電。 

★ 八月二十二日，文言文復古運

動家江亢虎來臺鼓吹東洋文

化，九月八日離臺。《臺灣日日

新報》於八月二十四日迄九月

二十二日間，陸續刊載其活動

狀況與酬詩。 

★ 十一月三日，發行士楊清溪於

環島一週發行途中墜機，身亡。 

1935 民國 24年 48 ★ 一月五日，「讀我書社」為葉文樞 ★ 四月一日，臺灣州、市、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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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亥） 

昭和 10年 

歸省踐別，純甫與會。 

★ 一月二十七日，在北參與「松社」、

「星社」兩處詩會。 

★ 二月十、十一日(舊正月初七、初

八日)全島聯吟由臺中州主催，假

臺中公會堂舉行，純甫亦與會。 

★ 二月十七日(元宵前一日)，與黃樓

小集。 

★ 二月十九日，搭乘福建丸赴閩，收

購書籍暨古物，至三月四日返臺。 

★ 四月二日，長男子庸入住吉公學校

就讀。 

★ 四月十四日，與「竹社」社長鄭養

齋暨葉文樞氏赴新竹州下聯吟大

會。 

★ 五月二十八日，「竹社」於法蓮寺

為赴儒道大會歸來之社長鄭養

齋，開洗塵吟宴，純甫赴會。 

★ 六月，提供收藏之「明搨本石鼓

文」，由《臺灣日日新報》報社影

印發行。 

★ 七月一日，「柏社」初會。因學生

之請成立「柏社」，本以白為社號

(取白描之意)，適發起者十八人，

故於白旁加木而為「柏社」。純甫

於六月二十四日作〈組織學詩會

序〉一文述其因緣，並編選《唐人

白描絕句選》作為教材。 

★ 八月，與葉文樞至苦苓腳庄訪林毓

川，並參觀其新築之防震屋。 

★ 九月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舊

曆中秋至十六)三日，由「柏社」

主催，「麗澤書畫會」後援，純甫

於後車路自宅，以燈謎與人弋射。

後錄為《堅白屋乙亥秋燈廋辭》一

書。 

★ 十月六日(重九)，與「讀我書社」、

「柏社」同人陪葉文樞、鄭蘊石遊

制公佈。 

★ 四月二十一日，新竹、臺中兩

地大地震。 

★ 四月二十八日，「斯文會」於日

本湯島聖堂召開儒道大會，臺

灣出席者三人：今村完道(臺北

帝大文政學部長)、鄭養齋、魏

清德。 

★ 五月初四日，謝雪漁主編之《風

月報》發刊。 

★ 六月十七日，日本領臺四十週

年。 

★ 七月三日，賴子清編《臺灣詩

醇》。 

★ 七月十九日前後，新竹郡五股

庄長林知義卒。 

★ 九月九日，《三六九小報》廢

刊。 

★ 九月二十七日，任希州國駐日

大使之謝介石及其大人王香禪

歸臺，並於十月二日返回新

竹。至十二月十六日離臺。 

★ 十月一日，臺灣市制、街庄制

實施。 

★ 十月十日，始政四十週年臺灣

博覽會舉開會式。新竹州協贊

會主催新竹競馬，十二日開場。 

★ 十月二十七日，臺北「天籟吟

社」為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召

開全島臨時聯吟會。 

★ 十一月二十二日，自治制實

施，臺灣全島舉行「第一屆市

議會及街庄協議會選舉」，為臺

灣第一次普選。 

★ 十二月二十八日，楊逵創辦的

《臺灣新文學》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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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面，是夜「讀我書社」並開詩

會。 

★ 十月二十七、二十八日，臺北「天

籟吟社」為始政四十週年紀念，發

起全島臨時聯吟，於臺北蓬萊閣大

餐廳舉行，與會者約六百名。純甫

與會，並於〈嶺梅〉一題奪元。 

★ 十二月四日，往臺中赴東山詩會。 

★ 十二月二十二日(冬至前一日)，與

葉文樞再訪林毓川，有和韻詩作。 

★ 十二月三十一日，赴臺北參加叢慶

堂之「星社」雅集。 

1936 民國 25年 

（丙子） 

昭和 11年 

49 ★ 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舊曆二月

二十八、二十九日)，全島聯吟於

新竹公會堂舉行。純甫與會，於第

二日〈養花〉一題掄元。另負責主

稿「吟會燈謎」，刊載於《詩報》。 

★ 九月十四日(舊七月晦日)，與羅鶴

泉、郭雪庵同搭香取丸赴大陸，經

上海至南京(九月二十三日 )、天津

(九月二十六日)、北平(九月二十九

日)等地，收購書畫、墨蹟，有扇

面、石鼓文拓片、文徵明、傅山⋯⋯

等作約計兩百件。十一月二日返抵

基隆。 

★ 冬月，《是左十說》初稿完成。 

★ 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四日，於

新竹城隍廟開古書畫展覽會，展示

今秋所蒐羅者，轟動一時。 

★ 四月二十七日，「南社」社長趙

雲石卒，享年七十四歲。 

★ 六月十七日，日本浪人毆打林

獻堂，製造所謂「祖國支那事

件」。 

★ 六月二十八日，連雅堂逝於上

海，享年五十九。 

★ 九月二日，第十七任總督小林

躋造上任，臺灣重回武官統治。 

★ 十月十七日，新竹州下聯吟大

會開於桃園公會堂，各社出席

者約二百名。 

★ 十月十九，魯迅卒，享年五十

五歲。 

★ 十二月二十二日，郁達夫來

臺，二十三日於鐵道旅館演講。 

1937 民國 26年 

（丁丑） 

昭和 12年 

50 ★ 一月二日，「瀛」、「桃」、「竹」三

社開擊缽吟會，純甫與會。 

★ 一月十九日，「柏社」於美人座洋

菜館開擊缽吟會，送葉文樞歸省，

並為純甫去年遊大陸洗塵。 

★ 舊曆年初六，訪北埔姜家。 

★ 舊曆年二十四，「星社」同人於黃

春潮之黃樓雅集，純甫與會。 

★ 二月底，長女稻子受吳家文定。 

★ 一月三日，鄭肇基卒，壽五十

三。 

★ 一月二十二日，新竹李濟臣

卒，享年六十三歲。 

★ 二月十四日，「瀛社」創立三十

週年，於龍山寺舉行祝典。 

★ 日政府全面推行皇民化運動。 

★ 四月一日，總督府下令禁止各

報漢文欄。 



 ２４７ 

★ 二月二十八日，竹南獅頭山勸化堂

主催全島聯吟會，出席者近四百

名，純甫與會。 

★ 舊曆六月五日午後二時，「讀我書

吟社」、「柏社」假純甫宅開擊缽吟

會，祝其五秩壽辰，題為〈荷花生

日〉。 

★ 年底(約舊曆十二月 )長女稻子嫁

與純甫學生吳達材，純甫特題蔡旨

禪所繪之「富貴白頭圖」送其出

閣。昭和十三年一月十八日、二月

二十日、三月六日，《詩報》刊載

各地友人之賀辭。 

★ 總督府下令全面禁止使用中文

及漢書房。 

★ 四月三、四日，臺北州聯吟會

主辦本年度全島詩社聯吟。 

★ 七月七日，中日戰爭爆發。 

★ 八月十五日，臺灣軍司令宣佈

進入戰時體制。 

★ 十二月十二日，「竹社」社長鄭

養齋卒，享壽六十九歲。 

1938 民國 27年 

（戊寅） 

昭和 13年 

51 ★ 春，作〈桃花扇傳奇題後〉七絕三

十首。 

★ 四月一日，次男子唐入住吉公學校

就讀。 

★ 初夏，同黃春潮至霧峰訪林幼春。 

★ 夏四月，《是左十說》定稿。 

★ 秋閏七月，傷右足。經友人李騰嶽

奔走而就醫，因賦〈致鷺村〉詩。 

★ 十月十七日，於《詩報》發表〈螺

字石歌〉。 

★ 二月七日，滯臺華僑被迫成立

「臺灣華僑新民總會」。 

★ 二月二十日，中國空軍轟炸新

竹油田。 

1939 民國 28年 

（己卯） 

昭和 14年 

52 ★ 四月，林幼春、黃春潮於《詩報》

打筆仗，純甫作詩為之調解。有〈息

言寄老秋〉、〈反解嘲再寄老秋〉、

〈不寐吟次老秋噩夢韻卻寄並示

春潮〉、〈讀老秋新樂府以不新不古

樂府應之〉等詩作。 

★ 夏，因腸癌住院(臺北帝大附屬醫

院)，並進行手術。至中秋後二日

始出院，其間有〈述病三十韻〉、〈病

床雜詠三十首〉，述其感懷。 

★ 出院後，臺北帝大澤田教授以純甫

之病例為教材，於課堂上供學生研

究。 

★ 十月二日，好友林幼春卒，享壽六

十。純甫輓詩四首以述失友之痛。 

★ 五月二十五日，葉文樞氏歸大

陸。 

★ 九月一日，德軍侵略波蘭，第

二次世界大戰開始。 

★ 十月七日，臺島實施〈米配給

統制規則〉。 

★ 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二屆街庄

議員選舉。 

★ 十二月十日，霧峰林仲衡卒，

享年六十三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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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九日，「讀我書社」重陽小集，

純甫與會。 

1940 民國 29年 

（庚辰） 

昭和 15年 

53 ★ 林小眉卒，純甫輓詩五首，以抒悼

念之情。 

★ 秋，宿疾復發，復入院治療，醫生

建議再施手術治療，唯純甫因衰弱

故，僅乞輸血後即出院，其後乃服

漢藥並定時回醫院門診注射。 

★ 重九後臥病，諸友多來探視。病榻

上唱和之作有〈次春潮來竹視疾韻

並示癡雲夢周〉三首。 

★ 二月十一日，修訂戶口規則，

規定臺灣人改換日本姓名。 

★ 二月十七日，各州設經濟統制

課。 

★ 九月一日，公佈〈戰時糧食報

國運動大綱〉。 

★ 十一月二十五日，臺灣精神動

員本部公佈〈臺籍民改日姓名

促進要綱〉。 

★ 十一月三十日，黃洪炎編《瀛

海詩集》出版。 

1941 民國 30年 

（辛巳） 

昭和 16年 

54 ★ 一月二十九日(舊曆元月三日)午

前一時二十分，因腸癌逝世，享年

五十四歲。其絕筆詩云：「羸臥又

經兩月徂，一床天地小於壺。親朋

看視難為禮，妻女扶持但不孤。每

以葯頑罪爐鼎，常將味異責庖廚。

舊交慰語何能和，只當杜詩瘧鬼

驅」。 

★ 二月一日午後一時，家人於新竹新

富町自宅為純甫舉行告別式。 

★ 二月十八日，黃水沛(春潮)於《詩

報》發表〈哭詩人張君純甫文〉一

文，情感真摯，讀之者無不落淚。 

★ 三月底，先生長男子庸自公學校畢

業。 

★ 七月，胞兄極甫與生前友人胡春渠

(淅卿)，為純甫整理遺稿及平生收

藏之書物。 

★ 四月十九日，「皇民奉公會」成

立。 

★ 十一月，新竹「讀我書社」社

員蔡希顏卒，年三十一。 

★ 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

港，次日美國對日宣戰，加入

遠東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