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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獻堂生活中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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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林獻堂對於女性，有較同時代士紳更為進步開明的觀念，男女平等的想

法已深植於心，因此，他對日常生活中頻繁接觸的妻子、女兒、媳婦、兄弟和堂

兄弟之妻妾等婦女產生何種影響，彼此之關係為何，是一個值得探究的課題。本

文以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林獻堂夫人楊水心之日記、林紀堂側室陳岺之日記

為主要資料，重建林獻堂生活中女性的面貌。經由初步研究發現，林獻堂對於身

邊的女性，有三點正面的影響：第一，不限制其日常行動，鼓勵她們參與公眾事

務；第二，積極鼓勵婦女向學；第三，照顧家族中婦女的生活，協調其糾紛。因

此，戰後吳素貞和曾珠如當選為國大代表，張月珠成立「慎齋佛學園」，推廣佛學，

她們之所以成為婦女領袖、宗教領袖，無疑地，與林獻堂給與她們的影響有關。

總結而言，林獻堂尊重妻子、關心女兒、愛護媳婦，是家族中未亡人的支柱，對

有心向學的女性亦不吝指導，顯示像林獻堂這般開明的父權，非但不是限制壓迫

婦女的惡勢力，反而是其追求自由、提升知識水準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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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林獻堂為臺灣近代著名的政治、社會運動者和傳統漢詩人，向來深受學界的

重視。張正昌《林獻堂與臺灣民族運動》一書將重點置於其參與民族運動的部  

分；1黃富三除撰《林獻堂傳》介紹其生平主要事蹟外，並為文探討乙未之役、第

二次世界大戰和國共戰爭對林獻堂的衝擊；2王振勳《林獻堂的社會思想與社會活

動新論》則偏重對其思想層面的分析；3許雪姬撰述論文多篇，分別介紹林獻堂所

著〈環球遊記〉之內容、擔任府評議員的經過、對皇民奉公會的參與、與楊雲萍

的情誼、與櫟社之關係等等；4廖振富的研究重點在探析其漢詩作品內涵和詩作特

色；5林蘭芳、黃子寧則分別討論林獻堂與佛教、基督教的淵源。6至於林獻堂用

力最深之社區教化團體—「霧峰一新會」7，除許雪姬、周婉窈曾撰寫專文外，筆

者《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一書亦有專章論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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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研究取徑外，筆者於研究傳統文人時發現，林獻堂對於女性有較其他同

時代文人更為進步開明的觀念，男女平等的想法已深植於心，因此，霧峰林家婦

女乃能積極參與社區事務，活躍於「霧峰一新會」中，一方面在「一新義塾」學

習漢文、日語，充實學問；一方面在每週舉行之「日曜講座」登臺演講，將新知

普及於農村婦女。同時，參與運動會的趣味競賽和化妝遊行，其手工藝品和手製

點心也在週年慶祝會所辦之園遊會中展售。此外，林獻堂積極鼓勵婦女向學，對

於女性文人亦不吝獎助提拔，使其能更上層樓。9
 

  出現於林獻堂生活中的女性，大部分為其家人和親屬，包括其妻楊水心

（1882-1957）；女兒林關關（1906-1996）；媳婦曾珠如（林攀龍妻）、藤井愛子（林

猶龍妻）、楊雪霞（林雲龍妻）；兄弟、堂兄弟的妻妾陳岺（林紀堂妾，1875-1939）、

許悅（林紀堂妾，1892-1990）、賴麵（林澄堂妾）等人和其他霧峰林家的婦女。

此外，基於對漢詩的興趣，林獻堂與其媳楊雪霞及蔡旨禪（1900-1958）、黃桂華

等女性文人常有交流。又，由於林獻堂中晚年對佛教之信仰日益虔誠，與張月珠

（1903-1968）等佛門女性亦有不少往來。林獻堂與前述形形色色的女性互動為

何？對其產生何種影響？均有再深入研究的必要。 

  在資料方面，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為本文最重要的素材。由於林獻堂是

霧峰林家的領袖，家族婦女遇事每與其相商，請其協助，而林獻堂對她們的日常

行事、性格等均有相當多的記載。其次，楊水心和陳岺兩人本身亦有日記傳世，

楊水心日記包含1928、1930、1934、1942四年，陳岺日記則僅存1924年。兩部日

記份量雖不多，也不完整，但兩人各自記述其宗教信仰、日常飲食、婆媳關係、

母子關係、休閒活動等日常行事，是極珍貴的女性第一手史料。10再者，吳素貞

（林資彬續絃）有《我的記述》一書，此書對其少女時期參加「彰化婦女共勵會」，

婚後擔任「霧峰一新會」社會部委員，戰後任國大代表等事蹟均有著墨，11亦是

本文的參考資料。 

  目前學界關於日治時期臺灣婦女史的研究已有豐碩的成果，游鑑明曾為文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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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日治時期臺灣的女教師、產婆、護士；12邱旭伶研究藝妓；13朱德蘭關注花柳業

女子和慰安婦；14曾秋美著眼於媳婦仔；15楊翠以《臺灣民報》為場域，探討婦女

解放運動；16Doris T. Chang在其專書“Women’s Movement in Twentieth-Century 

Taiwan”的第一章，亦曾論及日本殖民統治下，女性主義議題與婦女運動；17洪郁

如分析日本殖民統治與臺灣新女性誕生的關係，也有專文討論「愛國婦人會」的

臺灣支部和戰爭時期女性的服裝。18惟關於領導階層家庭婦女的專門研究較少，

僅許雪姬以張麗俊（保正、豐原街協議會員）為主角，探討其生活周遭的女子，

包括母、姊、妻、情婦等等。19事實上，此類婦女雖未必接受過新式教育，也沒

有職業，但如同現今的官夫人和貴婦名媛一般，由於其夫或其父地位顯赫，在社

會中，特別是婦女界，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和動員力，亦有其重要性，霧峰林家的

女性即為著例。期望本文能略補此領域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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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祖母、妻子（情婦）、女兒 

（一）祖母羅太夫人 

  林獻堂自幼由祖母羅蕉娘（1832-1921）撫養長大，因其生母據說和長工有一

段情，而遭林文欽休妻，後改嫁新竹中港，乃無法照料獻堂。不過，獻堂、階堂

兄弟長大後因思念母親，常至竹塹探視，當時他們由霧峰步行出發，在葫蘆墩（今

豐原）過夜後，隔日才能抵達竹塹，路途遙遠而安全堪虞。林文欽雖不忍母子分

離不能相見，但唯恐兄弟兩人在途中因治安不好而遇搶劫，便在葫蘆墩設大館做

為休息站，再讓他們往后里、大甲、東大甲，沿海線去竹塹。20由此可見，林獻

堂雖然與母親相處的時日不多，但心中對其仍十分掛念，1929年9月10日，其母去

世的消息傳來霧峰時，林獻堂聞之無限悲傷，並派人帶二百圓奠儀往弔。21
 

  祖母羅蕉娘，以仁慈、慷慨、富同情心而聞名。羅氏剛嫁入林家時，被許多

年長的女性長輩虐待，但當她熬成婆時，卻拒絕報復以前所受的傷害，對待家僕

也非常體貼和善，22此種性格對於林獻堂的人格養成，應有不小的影響。 

  乙未之變時，林獻堂奉祖母之命，率全家40餘口，內渡避難於泉州晉江縣。

當時獻堂年僅15歲，被迫承擔重任，其艱辛可想而知，況且泉州正逢鼠疫流行，

死者枕藉，加上倉促逃亡，所攜資財有限，生活甚為困窘。不過，此一經歷亦促

使林獻堂心智早熟，增強其面對困境的能力，並培養其領導才幹。23
 

  林獻堂侍祖母甚孝，臺中中學設立的經費，即林獻堂節省為祖母祝壽的費用

而來。1912年春，林獻堂為羅太夫人祝八秩大壽，擬撥萬金以利慈善事業，原本

打算做為資助優秀學生的獎學金，其後，堂兄林烈堂有感於當時臺人缺乏深造學

校，即連絡辜顯榮等士紳，籌建私立中學一所，林獻堂乃加倍捐款。24
 

  此外，1920年羅氏88大壽時，林獻堂曾為其廣徵壽詩，櫟社師友與臺灣各方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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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紀錄頂厝篇》（臺中縣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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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1），頁25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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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面干預，才挽回一命。Johanna Menzel Meskill,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 Taiwan, 1729-1895(Princeton,N.Y.: Princeton University , 1979), p.224. 
23

 張正昌，《林獻堂與臺灣民族運動》，頁75；黃富三，《林獻堂傳》，頁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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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士均共襄盛舉，得詩800餘首。251921年羅太夫人過世，往後每年陰曆8月8日忌

日，林獻堂均會準備祭品，與妻子、家人共同參拜。26凡此，均可看出林獻堂對

祖母的重視。 

（二）妻子楊水心 

  楊水心，為彰化楊晏然之女，曾受私塾教育，14歲時與林獻堂結為連理，兩

人之間育有攀龍、猶龍、關關、雲龍四名子女。楊水心在林家主要是處理家務，

包括替林獻堂招呼朋友，為他做公關。例如葉榮鐘（1900-1978）當獻堂的秘書時，

某天獻堂要去訂做西裝，水心即對葉榮鐘說，「你跟著老先生去，會有好處的。」

後來西裝師傅替獻堂量完尺寸後，獻堂回頭招喚葉榮鐘，要他也跟著量身訂做一

套。27論者以為，楊氏肚量大、好客、有見識，總是將家事處理得井井有條，恰

如其分地扮演林獻堂妻子的角色。28 

  雖然楊水心是纏過小腳的婦女，29由於林獻堂對她的行動不加干涉，因此，

楊水心常與家人、朋友結伴或自行到臺中逛街購物、用餐、看熱鬧和拜訪友人，30

對看電影也有極大的興趣，尤其偏愛西洋電影，特別是美國片。她最愛的一部影

片是「江山美人」，男主角為Arrow Flynn，英俊年輕又很會耍劍，楊水心乃想像

自己是女主角，與男主角發展出戀情，流露出其浪漫的一面。31 

此外，楊水心也常回彰化娘家探親，32亦曾四度未在林獻堂的陪伴下出國旅

                                                      
25

 莊嵩編輯，《羅太夫人米壽詩集》（霧峰：霧峰林家自刊本，1939），共34號，即68頁。 
26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頁251。 
27 
〈林博正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

談紀錄頂厝篇》，頁105。 
28

 許雪姬，〈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女性日記—由陳岺、楊水心日記談起〉，頁231。 
29 
〈林博正先生訪問紀錄〉，頁105。但日治時期楊水心已解纏，為解放足。 

30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47；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

日記（二）一九二九年》，頁200；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

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1），頁100、112；林獻

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43；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

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7），頁334、354；楊水心，〈楊

水心日記〉，1930年11月5日、1934年3月24日，未刊稿。 
31

 林博正主講、林蘭芳紀錄，〈說我霧峰林家〉，《臺灣文獻》57：1（2006.3），頁79。 
32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臺北：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1），頁157；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

64



林獻堂生活中的女性 

遊，分別是1928年至東京；1932年前往香港、廈門；1934年先至京都、東京，再

轉往大連、北京、天津、上海、蘇州、杭州等地，再回日本；1937年至東京、京

都、大阪，33展現出傳統婦女少見的行動自主。 

  因為外出不須向夫婿報備，有自己的社交圈，因此，楊水心與臺中知名紳商

的夫人均頗熟識。1930年9月12日，郭東周之妻秀鸞、陳朔方之妻阿惜、陳逢源之

妻郭希韞34等人為籌備「臺中婦女親睦會」，親自到霧峰，邀請楊水心擔任該會之

常務理事，但楊水心力辭不敢，只願做會員，林獻堂乃出面協調，贊成她出任普

通理事。35往後，楊水心常與霧峰林家其他入會的會員楊雪霞、呂雨（林垂明妻）、

吳素貞、施金紗（林階堂妻）等人至臺中出席該會例會，36陳朔方、郭東周、陳

彩龍之夫人（陳邱阿慎）亦常至林家拜訪，商討會務。37
 

  在「霧峰一新會」方面，楊水心擔任顧問一職，在「日曜講座」共登臺講演

                                                                                                                                                   

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192、288。 
33

 雖然沒有林獻堂相伴，但楊水心並非獨自一人勇闖天涯，第一次有女兒關關作伴，第二次

有謝廉清、林金生作陪，第三次則與友人何秀眉同行。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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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頁83、90、100、103、104；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

四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330、332、356、

383；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66、131；楊水心，〈楊

水心日記〉，1928年8月1日至10月8日、1934年8月28日至11月30日，未刊稿。 
34

 郭希韞：臺南人，1909年畢業於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1922年改為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

等女學校），後任教於臺南第二公學校。1913年嫁陳逢源。謝國興，《亦儒亦商亦風流陳逢

源（一八九三〜一九八二）》（臺北：允晨文化，2002），頁32-39；臺北第三高女校友聯誼

會編印，《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同學錄》（臺北：臺北第三高女校友聯誼會，2001），〈母校

之沿革〉，不著頁數。 
35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頁308；楊水心，〈楊

水心日記〉，1930年9月12日，未刊稿。 
36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頁334、415；林獻

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19、82、224；林獻堂著，許雪

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118；楊水心，〈楊水心日記〉，1930

年10月16日、11月16日、12月15日，未刊稿。參與「臺中婦女親睦會」的霧峰林家婦女，

尚有陳淑寬（林烈堂繼室）、林碧霞（林烈堂次女）。張耀錡提供，〈昭和五年拾月七日臺中

婦女親睦會發會式紀念〉相片，收於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

一九三○年》，書前照片部分。 
37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頁394；林獻堂著、

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2、64；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

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66；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

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3），

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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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次，其講題常與自身的旅行經驗有關，例如1932年從香港回臺後，即以「香港

旅行談」為題，發表演講。38其次，參與巡迴演講會，39至吳厝、坑口等地演說。

40此外，1932年11月21日，該會召開「婦女親睦會」，邀集霧峰當地婦女同樂，由

楊水心致開會詞。41
1933年10月27日，舉辦「婦女懇親會」，楊水心在會中暢談如

何打破迷信。42
 

  雖活躍於婦女界，但楊水心的學識和經歷畢竟有其侷限，林獻乃成為她最佳

的諮詢對象。例如1930年10月7日，「臺中婦女親睦會」舉行成立大會，楊水心擔

任議長一職，由於楊氏先前缺乏主持會議的經驗，前二天乃先在家中預演，由林

獻堂及其子林猶龍指導。43開會當日，楊水心至興業信用組合，完成發會式、經

過報告、選舉座長、審議會則、選舉理事、懇談等程序，圓滿達成任務。44
 

  1934年楊水心至中國旅行歸來後，擬以「中國旅行談」為題，在「日曜講座」

發表演講，內容涉及北京頤和園禁錮光緒帝之處和崇禎帝吊柳樹自縊之所等遺

跡，演講前林獻堂還特別向曾至北京的林瑞騰詢問一番，確保妻子所言無誤。45
 

  楊水心與林獻堂結褵多年，兩人感情和睦、興趣相投，常結伴至臺中看電 

影、46觀歌舞劇和魔術。47
1928年當林獻堂自歐美遊歷轉到日本養病，無法回臺時，

                                                      
38

 楊水心的講題如下：1932年5月14日，「香港旅行談」；1932年12月10日，「婦人與文化」；1933

年3月19日，「男女合作」；1933年10月8日，「婦人之責任」；1934年2月11日，「機會」；1934

年6月10日，「南部旅行談」；1934年12月16日，「中國旅行談」；1935年1月20日，「最近的感

想」；1935年5月19日，「感情與理智」；1935年8月25日，「中西所處的地位」；1936年1月12

日，「事當慎始」；霧峰一新會編，〈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霧峰：霧峰一新會，1936），

頁4、9、12、18、22、25、31、32、35、38、42。 
39

 巡迴演講會是應霧峰鄰近村落的會員邀請，不定期至其居地演講，以彌補當地居民因距離

較遠，難以參加「日曜講座」的遺憾。李毓嵐，《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

應》，頁343。 
40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424、460 
41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474。 
42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416。 
43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頁332；楊水心，〈楊

水心日記〉，1930年10月5日，未刊稿。 
44

 楊水心，〈楊水心日記〉，1930年10月7日，未刊稿。 
45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467。 
46

 林獻堂和楊水心均是影迷，中國片、日本片、西洋片均有涉獵，林獻堂且會將看過的片名

一一記於日記中。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

頁142、143、150、211；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

年》，頁246。 
47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頁34、98；林獻堂著，許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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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水心常在深夜因掛念丈夫，害怕到起雞皮疙瘩，煩惱萬分。48林獻堂對於其妻

亦有特別的回報，例如不擅長繪畫的他曾親手替楊水心畫肖像，49不常飲酒的獻

堂也曾破戒飲葡萄酒祝楊水心健康。50當1949年1月1日（舊曆12月3日）兩人結婚

五十週年時，林獻堂特別率家人參拜祖先，表達感謝之意，51顯示他對這段婚姻

的重視。 

  然而，夫妻之間即使感情再好，日常生活亦難免會有摩擦，林獻堂夫婦自不

例外，但是次數並不多。某次楊水心先行將使用人鵠額免職，再告知林獻堂，獻

堂認為其妻侵越權限，不替他留情面而惱怒，不料水心反而出言不遜，遂至夫婦

反目。52又，1941年僅因討論女傭阿蜜離職的問題，夫妻又生衝突，甚且大打出

手。林獻堂不禁感嘆44年之老夫妻偶爾因言語不合，竟至如此，真是意外，乃急

喚五弟階堂前來勸解，自己則至階堂處暫時避難。後來返家時，見階堂正與水心

談納稅事宜，他趁機加入話題，一場風波乃於無形之間漸次消滅。53
 

（三）施秀玉 

  讓楊水心最感痛心的，應是林獻堂晚年與照顧林博正的女傭施秀玉有染，並

產下一子。施秀玉約於1939年來到林家，54當時僅13、4歲，在女佣群中長得算不

錯，主要工作為照顧林博正。她具有公學校的程度，空閒時會閱讀日文雜誌，此

外，擁有舞蹈專長，曾在霧峰座公開表演，林獻堂宴客時，常請其跳舞以娛嘉賓，

以致與林獻堂日久生情，55
1947年且生下一子。56此段地下情之所以爆發，據傳是

                                                                                                                                                   

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頁186、187、331；林獻堂著，許雪

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頁152。 
48

 楊水心，〈楊水心日記〉，1928年6月26日，未刊稿。 
49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370。 
50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450。 
51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廿一）一九四九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1），頁1。 
52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頁217。 
53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100。 
54

 1943年3月31日之林獻堂日記提及，秀玉來作女中（女傭）已4年矣，故推知秀玉來林家時

約為1939年。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五）一九四三年》（臺北：中央

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8），頁124。 
55 
〈林博正先生訪問紀錄〉，頁106；林博正主講、林蘭芳紀錄，〈說我霧峰林家〉，頁76-77；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五）一九四三年》，頁197。 
56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九）一九四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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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玉之兄至霧峰找林獻堂借錢，獻堂婉請其到彰化銀行找總經理王金海，借去舊

臺幣三百元，其後未還，彰銀乃依法提出控訴，秀玉之兄被捕後，始將獻堂與秀

玉之關係和盤托出。57
 

  1947年12月，楊水心得知此事，向林獻堂查問，獻堂只好據實以告。58楊水

心要林獻堂火速處理，59獻堂乃托賴麵與秀玉交涉，給秀玉50萬元做為母子生活

費。60但秀玉之母認為50萬元過少，獻堂同意買若松町（今臺中市中華路，福音

街、民權路之間）四丁目六番地之家屋給秀玉，使母子安居。61
1948年9月15日，

雙方達成和解，獻堂以650萬元（母子生活費100萬、家屋一棟500萬、家具等費用

50萬），做為要求秀玉母子永遠離開，斷絕一切關係的代價，秀玉並寫下切結   

書。62
 

  不過，翌年3月，秀玉透過管道向獻堂要求其子之教育費增加50萬元，獻堂同

意，而再支付一百萬。63至6月，秀玉之姊繡蓮抱秀玉之子來給林獻堂觀看，獻堂

認為「此子聰明可愛，將來定不落人後。」64
 8月，獻堂又應繡蓮之邀，去看秀

玉母子。65
 9月赴日前，獻堂再度前往探視，且同意秀玉援助生活費的請求。66顯

示兩方並未徹底斷絕關係。 

  1956年當林獻堂在日本過世，移靈回臺時，秀玉帶著其子前來奔喪，並在報

上刊登啟事，聲名自己曾與林獻堂同居，並生下一子，母子二人之生活費向來由

獻堂供應云云。林家成員認為，秀玉此舉在於使其子得以歸戶，成為林獻堂之子，

進而依法取得繼承權之一部份。不過，她應先與林獻堂親屬交涉，如交涉無效，

才採取法律途徑，但她卻在林獻堂治喪期間，提出此問題，實屬缺乏「親情」。67
 

                                                                                                                                                   

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1），頁382。 
57 
〈鶴髮紅顏主僕 明來暗往鴛鴦 施秀玉榻前奉獻女兒身 林獻堂氏外氏風波緣由〉，《聯合

報》，1956年9月21日，版3。 
58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九）一九四七年》，頁591。 
59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十）一九四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1），頁18。 
60

 同前註，頁91、92。 
61

 同前註，頁96、373。 
62

 同前註，頁386。 
63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廿一）一九四九年》，頁106、114。 
64

 同前註，頁207。 
65

 同前註，頁304。 
66

 同前註，頁342、351 
67 
〈林獻堂外室風波—施秀玉率子登啟事聲明與林同居關係謂係恩愛結合 供養關係未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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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後，秀玉向臺北地方法院民事法庭訴請調解，要求林家同意其子入戶，並

由林雲龍辦理補辦戶籍手續。開庭時，秀玉堅稱，1949年林獻堂赴日養病前，曾

同意其子入戶，且曾親書備忘錄一紙，交由林雲龍辦理入戶手續。當時林獻堂並

將太平洋化學公司之股本一百萬元，欲交由其子承繼。法官聆聽後，希望雙方和

解，但林雲龍不同意，此事遂懸而未決。68
 

  林獻堂中年之後生活嚴謹，特別是在男女關係方面，不似一般傳統文人三妻

四妾，喜流連於聲色場所，顯示他具有理性和自制力。然而，他日常在能幹賢妻

的輔助下，感情為何出軌？這或許可用人性弱點所產生的行為縫隙來說明。不過，

林獻堂僅因行為一時差池，在身後帶給家人極大的困擾，這是他生前始料未及的

吧。 

（四）女兒林關關 

  林關關九歲即赴日讀書，此後直到就讀淑德高等女學校二年級時，因祖母念

孫心切才回臺，在長榮女中完成高中學業。之後入學東京女子大學，二年級時又

受祖母之要求而返家。69林關關回臺後，與林獻堂感情和睦，是父親得力的助手，

林獻堂之〈環球遊記〉，初稿即由關關整理抄寫。70
 

  林獻堂對女兒的關愛則表現在對女兒婚事的謹慎上。關關之夫婿為高天成

（1904-1964），出身於南部著名基督教家族—臺南高家，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畢

業，兩人係透過蔡培火牽線，71而於1930年完婚。72但婚前林獻堂聽聞高天成有肺

尖及腎臟之疾，不知是否嚴重，故要求雙方交換健康診斷書，方能成婚，以保障

女兒幸福。高天成起初斷然拒絕，林獻堂乃強硬表示，若如此，婚事即作罷論！

後高天成屈服，交來斷定為健康身體的醫師診斷書，此門婚事才獲確定，由此可

見林獻堂的謹慎。73此外，獻堂給女兒的嫁妝，高達三萬圓，關關得知時，感激

至於淚下，74獻堂對關關的疼惜於此可見。 

                                                                                                                                                   

《聯合報》，1956年9月21日，3版。 
68

 〈施秀玉之子要求姓林，林雲龍不同意〉，《聯合報》，1956年12月22日，2版。 
69

 〈故林關關女士告別禮拜〉（臺北：臺北濟南基督長老教會，1996）。 
70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頁6。 
71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頁61、65。 
72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頁5。 
73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頁16、54、63。 
74

 同前註，頁349。 

69



歷史學報 第二十四期 

  在籌備婚禮的過程中卻有諸多波折。首先，高家篤信基督教，依教會慣例，

訂婚前須先在教會報告諸會友，未經此形式而訂盟，會受人非難。為此，關關和

天成的訂婚日從1929年2月26日延至5月4日。75其次，婚禮預計在臺南高家舉行，

天成父母乃邀請獻堂夫婦南下觀禮。但獻堂以為，四弟澄堂過世尚未五七，舊例

無父母送其女至男方家，且高家之父母不來迎媳，女家之父母亦無必去參加婚禮

之道理，乃拒絕之。76再者，高家表示，天成迎親時若向林家祖先行禮，會與基

督教教義相違。林獻堂乃曰，若如此，他亦不強人所難，天成之行禮可以作罷，

僅關關一人行禮即可。77由此觀之，林家與高家結成親家時，由於宗教信仰的差

異，有諸多須要磨合之處，為了女兒，林獻堂確實作了不少讓步。 

  婚後高天成先到今臺南縣鹽水鎮行醫二年，再赴母校研究，出任帝大附屬醫

院鹽田外科及黴菌學教室副手，1938年得帝大細菌學、醫學博士。同年被派往中

國南京，任同仁會南京醫院外科主任兼院長。之後再回日，擔任東京醫院外科醫

務長。78
 

  關關夫唱婦隨，長期定居日本，但與林獻堂仍時有往還。林獻堂赴日時，天

成、關關必前往拜訪，並一同外出用餐、觀賞寶塚少女歌劇等等，家人關係和   

樂。79某次，關關因足部皮膚有疾，必須開刀，但開刀後須修養一週，故趕在開

刀前來探望其父，其孝心讓獻堂大為感動。80高天成於南京服務時，關關仍居日

本，夫妻分隔兩地，且高天成的任期一再延長，林獻堂乃勸關關暫時忍耐，以成

就丈夫的事業，對女兒的掛念表露無遺。81
 

  綜合前述，林獻堂年幼時生母即改嫁，乃由祖母羅太夫人撫養成人，羅太夫

夫人個性仁慈敦厚，對於侍奉祖母甚孝的林獻堂之性格形成，具有一定的影響。

林獻堂的夫人楊水心為其賢內助，總將家事處理的井然有序，使其無後顧之憂；

同時，楊水心活躍於「臺中婦女親睦會」、「霧峰一新會」等團體，並經常出外探

                                                      
75

 同前註，頁64、66、132。 
76

 同前註，頁350、353。 
77

 同前註，頁366。 
78

 高昭義編著，《臺南高長家族族譜》（臺北：高昭義發行，1996），頁95-99。 
79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398；林獻堂著、

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119、132。 
80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48。 
81

 同前註，頁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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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旅遊，並非全然傳統的女性。至於女兒林關關，頗受林獻堂疼愛，自幼赴日

留學，林獻堂對其婚姻對象的選擇，亦極謹慎，呈現出父女情深的一面。 

三、兒媳婦 

  林獻堂有三位兒媳婦，長媳為林攀龍之妻曾珠如，次媳為林猶龍之妻藤井愛

子、林豔秋，三媳為林雲龍之妻楊雪霞。 

（一）長媳曾珠如 

  曾珠如為曾文川之女，畢業於彰化高女。林、曾兩家日常來往密切，特別是

1930年前後，珠如祖母賴霞三天兩頭就往林家跑，因其孫申甫、82威甫與佃人有

土地糾紛，致生訴訟，她乃常向林獻堂請教因應之道，探詢訴訟進度。83珠如婚

前即參與「霧峰一新會」，任社會部委員，在「日曜講座」演講多次，84且加入巡

迴演講隊，至吳厝、坑口等地演說，85表現深獲林獻堂讚許。林獻堂乃刻意促成

珠如與攀龍交往，他請其次子猶龍和猶龍妻藤井愛子邀約攀龍、珠如共同晚餐，

讓兩人有接近的機會，若情投意合便能成配偶。86當時對珠如有意思的名門公子

不乏其人，讓已視珠如為準媳婦的林獻堂夫妻頗為著急。87
1935年當攀龍和珠如

決定結婚時，林獻堂由於過度喜悅，當晚竟然不寐，88可見他對珠如極為滿意。 

  曾珠如個性活潑且有小孩子氣，婚後與攀龍感情不錯，彼此以「達令」互   

                                                      
82

 申甫：曾申甫，1939年娶林澄堂養女林自來。戰後歷任臺中縣議員、霧峰農會理事長、明

台中學校長等職。〈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

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44-45。 
83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頁301、309、314、

315；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頁24、30、103、

124、150、156、160、171、175、183、192、193、265。 
84 
曾珠如共演講6回，講題如下：1933年11月19日，「現代要求之婦人」；1934年4月8日，「最

近的感想」；1934年8月5日，「體育之必要」；1934年12月2日，「女性乎其永遠青春」；1935

年3月10日，「自由與責任」；1935年12月15日，「第二的人生」。霧峰一新會編，〈一新會日

曜講座演題目錄〉，頁19、24、27、30、33、41。 
85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249、365。 
86

 同前註，頁471。 
87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14、17。 
88

 同前註，頁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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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89後與攀龍居於日本多年，但因多次流產，90並未生育子女，乃以猶龍長子博

正承嗣。 

  戰後，林獻堂鑑於人心漸次頹廢，急需重新鼓舞，乃於1946年7月6日恢復「霧

峰一新會」，於當日召開一新會委員會，選舉林攀龍為主席、曾珠如為學藝部長。

7月17日起並舉行夏季講習會，曾珠如講「智情意、真美善」，頗博好評。91
 

  曾珠如亦任臺中縣婦女會理事長，92
1947年9月，該會推舉她為第一屆國民大

會代表候選人，預計從全臺婦女會推薦人選中選出兩名。93當時，吳素貞亦是候

選人，參選臺中縣的區域國代。94林獻堂積極協助珠如的競選活動，新竹市工商

課長林金生來訪時，即託其對新竹市、縣婦女會拉票。95
 9月下旬，國民黨臺中

縣黨部羅偉明來拜訪林獻堂，希望曾珠如能退選。林獻堂言婦女會推薦的候選人

多，恐難當選，不如在縣為候選人，較易當選，但當選、落選均無關係。不過，

珠如成為候選人並非她之本意，係受婦女會之推舉，若因為參選者眾便辭退，實

對不起婦女會，而現時在臺中縣參選的人是吳素貞，是我的親族，珠如豈可與之

競選。96羅氏乃唯唯而退。其後，珠如奔波於臺北、臺南、高雄、大甲等地，從

事競選活動。97選舉結果，曾珠如、吳素貞雙雙當選，實現其為婦女發聲志願。98
 

（二）次媳藤井愛子、林豔秋 

  林猶龍之妻藤井愛子出生在日本不錯的家庭，其家原欲招猶龍為婿，以繼承

產業，但獻堂反對，曰：「你有財產，我也有財產，怎麼可以！」最後才將愛子娶

進門。99
 

                                                      
89 
〈林博正訪問紀錄〉，頁106。 

90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頁287、288；林獻堂著、許

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三九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

史研究所，2006），頁78。 
91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0），頁238、249、261。 
92

 同前註，頁226、248。 
93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九）一九四七年》，頁469。 
94

 同前註，頁476。 
95

 同前註，頁472。 
96

 同前註，頁483。 
97

 同前註，頁490、512、553。 
98

 同前註，頁595。 
99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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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子畢業於東京錦秋高女，來臺不久即習得臺語，穿臺灣服，熟習臺灣習  

俗，100當時霧峰林家有不少人娶日籍女性為妻，但這些日本太太沒有一個願意入

鄉隨俗，僅愛子例外，故她與楊水心相處融洽，且是三個媳婦中，與楊水心最合

得來的。101愛子擔任林獻堂的翻譯，獻堂在社會上及總督府的應酬，多由愛子在

旁安排，故很得林獻堂疼愛。102
1933 年「一新義塾」成立後，愛子負責教授女學

生洋服裁縫，103與霧峰當地有一些互動。 

  由於愛屋及烏，1927年當愛子養父母藤井三次郎和藤井花子來臺，林獻堂即

熱情款待，除設宴招呼外，並引導他們往遊萊園和帝國製糖工場。104
1934 年12

月，藤井花子經濟發生困難，向猶龍要求寄金600圓，猶龍乃向其父求援，林獻堂

頗感為難，因該年10月中已寄金500圓，現在又來要求，但看在愛子情面上，只得

勉強應允。105
 

  愛子育有惠美、晴美、博正三名子女，特別是1935年林博正誕生時，由於係

男嬰，據林獻堂日記記載「舉家聞之皆大歡喜也」。106然而，愛子由於臺灣化過深，

而遭其他在臺日人排斥、輕視，1936年林獻堂旅居日本時，愛子亦赴日，並向獻

堂表明不願再回臺灣，因被居於臺中的日本人輕蔑，可見其受創之深。107
 

  不過，打擊愛子最深的，還是丈夫林猶龍感情的出軌。1938年間，林猶龍結

識出身於酒家的豔秋，從此與愛子時生勃谿。愛子遂決定帶兩位女兒惠美、晴美

至東京留學，與猶龍分居。108當時楊水心對此極為掛慮，企圖介入調停，但林獻

堂認為，夫妻兩人的感情問題，由當事人處理即可，不須過度操勞。109往後，猶

龍和愛子的關係遂陷入既未和好，亦未離異的僵局，愛子也返回臺灣。不料，1940

                                                      
100 
竹中信子，《植民地臺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大正篇》（東京：株式會社田畑書房，1990），

頁345。 
101 
〈林博正先生訪問紀錄〉，頁105。據楊水心記載，愛子每早都會向她說オハヨウ。楊水心，

〈楊水心日記〉，1928年8月7日，未刊稿。 
102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頁43 

103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70、75。 

104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頁57、58、60。 

105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463。 

106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430。 
107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317。 

108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九三八年》，頁64、72、76。 

109 
同前註，頁13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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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愛子因生面疔化膿，引發敗血症，經緊急輸血無效後去世，由住院至往生僅短

短數日。110人在日本的林獻堂得知此事後之反應為「聞之無限悲傷，老淚不禁泫

然而下。」111當時藤井花子欲率惠美、晴美赴臺奔喪，而兩名小女孩不知母親已

死，嘻笑如常，林獻堂乃揣測，等她們回到臺灣，見不到母親，不知會悲哀到何

種程度。一思及此，他不禁老淚縱橫。112由此可見愛子過世帶給林獻堂的傷痛。 

  不過，愛子離開人世沒多久，猶龍即想讓豔秋化暗為明，替她取得名分，這

是寵愛愛子的林獻堂夫妻萬萬無法接受的。豔秋出身板橋望族，由於父親林泮水

早逝，家道中落，於16歲時至臺中醉月樓作「小月旦」（女侍），而與猶龍結識，

猶龍進而展開追求，欲納為側室。傳聞豔秋為試探猶龍，在醉月樓公然對猶龍說：

「你若有真心，我將一杯酒倒到我的高跟鞋裏，如果你有勇氣將鞋中的酒一口喝

下去，那我就嫁給你。」不料，猶龍爽快答應，鼓足勇氣，一口將鞋中酒喝了，

豔秋乃相許終身。113
 

  1940年年底舊曆新年前夕，猶龍帶著豔秋回家過年，計畫小住數日，楊水心

見狀大怒，派人將豔秋趕出家門。114隔年，猶龍與豔秋辦理結婚登記，家中二老

非但不同意，楊水心且拜託日本官員將兩人的結婚申請書退件，但未成功，楊氏

聞訊後大為不快。115其後，猶龍與豔秋正式結合，居住於臺北，豔秋且陸續生下

數子，只是這段婚姻不被家中承認。 

  1942年，濱崎巡查部長受猶龍之託，兩度拜託林獻堂承認豔秋為媳婦，因其

已育有子女，林獻堂聞之頗為意外，回覆要再斟酌，態度似有軟化跡象，但後來

仍以猶龍未告知其妻，不便擅自作主為由，將此事擱置。116據說某次過年時，猶

龍帶其小孩回霧峰玩，楊水心見到這些孩子，覺得很可愛，便順口問道：「這是誰

的孩子？」有人答道：「這是豔秋的。」楊水心馬上說：「回去！回去！不看！」117
 

                                                      
110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年》（臺北：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5），頁251、252、253。 
111 
同前註，頁253。 

112 
同前註，頁255。 

113 
〈彰銀前任董事長林猶龍暴斃之謎（下）〉，《聯合報》，1955年8月4日，版5。 

114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年》，頁366。 

115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114、133。 

116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7），頁301、313。 
117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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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臺北面臨美軍轟炸的威脅，猶龍向林獻堂請求讓他的家人移居霧峰，

林獻堂方才承諾，但仍要猶龍與他的母親商量，這時楊水心也欣然同意，不再責

怪他不告而娶。猶龍乃帶著他與豔秋所生之政吉、政光、政忠、昭汎來認祖父   

母。118不過，豔秋仍未獲楊水心認同，但先被林獻堂接納，因為豔秋服侍獻堂極

為用心，會拿水幫獻堂洗腳，幫獻堂搥背，時間一久，獻堂對其也有些好感，乃

對猶龍說，孩子都這麼大了，不承認也不行，這才讓豔秋正式進門。119
1949年1

月29日，猶龍帶著豔秋及其子女，與楊水心相會，豔秋和水心「始為姑婦」，120從

此真正成為一家人。 

  1955年猶龍因「突患急性狹心症」驟逝，死因引起諸多揣測，121坊間甚至有

豔秋謀財害命的說法，不過，豔秋育有六名子女，應不須出此下策。122據載猶龍

死後，豔秋即在猶龍靈桌前發誓，從今以後，不再抹擦脂粉，並將所餘的珍貴化

妝品一口氣燬掉，染得紫紅的長指甲，也全部剪斷。她說：「我再留指甲、化妝，

要給誰看呢？」123可見她對猶龍用情之深。 

（三）三媳楊雪霞 

  三媳林雲龍之妻楊雪霞，為梧棲楊子培之女，與雲龍之結識乃林階堂熱心促

成，1929年兩人見面後，雲龍對雪霞頗為中意，婚事就此底定。124但是，雪霞患

有肺疾，婚前林家並不知情，婚後不久病情轉劇，時常發熱，雖遍訪名醫仍不見

改善，花了不少醫藥費。125因此，雪霞大半時間在臺中調養身體，並未住在霧峰。 

  對於這位常年臥病的媳婦，林獻堂並未有怨言，反而有憐惜之意。雪霞之所

                                                      
118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七）一九四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2010），頁191、192、205。 
119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頁44。 

120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廿一）一九四九年》，頁43。 

121 根據林博正猜測，其父林猶龍可能是因睡眠時停止呼吸而死，由於喉嚨中有塊肉，睡眠時

因為放鬆，那塊肉會下垂，於是蓋住呼吸道致使呼吸停止。林博正也有相同的問題，就醫

裝設儀器，幫助呼吸後，症狀才獲得改善。林博正主講、林蘭芳紀錄，〈說我霧峰林家〉，

頁81-82。 
122 
〈彰銀前任董事長林猶龍暴斃之謎（上）〉，《聯合報》，1955年8月3日，版5。 

123 
〈彰銀前任董事長林猶龍暴斃之謎（下）〉，《聯合報》，1955年8月4日，版5。 

124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頁26、27、29、30。 

125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179、215、250；林獻堂

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166、296；〈林博正先

生訪問紀錄〉，頁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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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討獻堂歡心，在於她本身是一位才女，能作漢詩，常與獻堂討論詩學。雪霞

的漢文造詣，或許是受到其父的陶冶，因楊子培自幼習漢學、通六藝，與文人墨

客多所交往，素以復興漢學為職志。126
 

  1940年獻堂因折足，居留於日本時，命林漢忠127抄寫唱和自己詩作的他人作

品，當抄到雪霞步他祝賀會道謝之原韻時，獻堂思及雪霞具有才氣，多年來卻飽

受病魔摧殘，讀之不禁淒然久之。128雪霞也曾將自己的詩作「春感」七律一首，「春

思」、「斷夢」、「春曉」七絕四首，寄來請林獻堂指教，獻堂為之次韻後，再寄     

回。129
 

  雪霞對於作詩，確實有自己的見解，她曾與林獻堂談及臺灣詩人用詞遣字之

不當，例如明明在電燈輝煌之下，偏要說挑灯讀書；平地未嘗有雪，偏要說踏雪

尋梅；現在之女子行步如飛，偏要說蓮步姍姍。林獻堂聽後，甚喜其見解高人一

等。130
 

  雪霞感受到獻堂的憐惜，對於自己因受肺疾所苦，未能善盡媳婦之責，深懷

歉咎，以翠竹為名，賦詩曰：「十年臥病愧虛生，深負高堂眷愛情。奮志前程心漸

懶，傷懷故土淚頻傾。」131
1940年年底，林獻堂邀請雪霞加入他籌組的「詩學習

作」132團體，133雖然她後來並未參加，但這已代表林獻堂對雪霞能力的肯定。 

  1943年，雪霞財務發生狀況，負債九萬五千餘圓，因她投資失誤，以為梧棲

將築港，並與沙鹿、清水合併，開發成「新高市」，而購買當地的土地多筆。她原

本要回霧峰求助於夫家，但因難以啟齒而不敢歸。不過，林獻堂知情後，並未加 

 

                                                      
126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頁418。 
127 林漢忠：下厝林文明派下，林資基三子，1940年任林獻堂秘書。 
128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年》，頁183。 
129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年》，頁114。 
130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年》，頁302。 
131 
楊氏翠竹，〈敬步家翁瑤韻〉，收於陳虛谷編，《海上唱和集》（東京：葉榮鐘發行，1940），

頁76-77。 
132 詩學習作：1940年12月，林獻堂為鼓舞諸姪輩學作詩，進而研究漢文，組成「詩學習作」。

此團體不稱社，亦不稱會，會員每10日作一課題，交給林獻堂批改。成員包括林春懷、林

培英、林金生、林金昆、楊天佑、蔡柏樑、林陳琅、傅春魁、莊垂勝、莊銘瑄等人。此團

體活動至少維持至1941年6月。李毓嵐，《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頁364-366。 
133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年》，頁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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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斥責，仍幫她還清債務，顯示對這位媳婦確實有情有義。134
 

  只是，雪霞雖然獲得林獻堂的肯定，卻未能抓住先生的心，由於罹患具有傳

染性的肺疾，每次雲龍要接近她時，雪霞總是叫他離遠一點，用過的杯子，也叫

雲龍不要使用，導致兩人分居，135雲龍在臺北另娶日本女子鈴木竹。136是以，兩

人的婚姻並不美滿。但是由於清楚雪霞的情況，林獻堂夫婦對於雲龍另娶，並不

像對猶龍娶豔秋那樣強烈反對。137
 

  綜合前述，林獻堂長媳曾珠如個性活潑，婚前即參與「霧峰一新會」，戰後且

當選為國大代表；次媳藤井愛子由於積極融入臺灣社會，甚受林獻堂疼愛，因此

愛子亡故後，林猶龍之續絃林豔秋，起初不被林家接受；三媳楊雪霞嫁入林家後，

即遭肺疾纏身，但因具有才情，能作漢詩，林獻堂頗為憐惜，兩人常切磋詩學。 

四、堂兄弟之妻、媳 

  林獻堂素有「未亡人の神樣」（未亡人的神）的稱號，138在頂厝五少爺紀堂、

烈堂、獻堂、澄堂、階堂中，紀堂和澄堂早逝，因此，這兩人的遺孀與獻堂互動

最多，受到獻堂最多的照顧。林紀堂原配為莊賽金（1874-1919），是莊伊若的大

姊，但早亡，後又娶陳岺、許悅兩妾。林澄堂原配為吳映雪，另有二妾簡輕煙和

賴麵。 

（一）陳岺 

  陳岺，為彰化人，林獻堂在日記中稱其為彰化嫂，父親早逝，母親守寡，長

兄陳杰夫，曾任職棟軍。與紀堂育有魁梧、津梁、松齡、139鶴年140四子。1922年

                                                      
134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五）一九四三年》，頁106、151、153、160、

178、263。 
135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頁44。 

136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頁279。戰爭末期鈴木竹

疏開到霧峰，但雲龍住在臺北，有些三姑六婆常向鈴木竹說雲龍在臺北有女人，導致鈴木

竹煩惱到精神失常。林博正主講、林蘭芳紀錄，〈說我霧峰林家〉，頁80。 
137 
〈林博正先生訪問紀錄〉，頁108。 

138 
此說法係霧峰林家親戚接受許雪姬教授訪問時說的。許雪姬，〈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女

性日記—由陳岺、楊水心日記談起〉，頁237。 
139 
松齡：林松齡，喜收藏古董、買西裝、收集世界各地著名玫瑰品種，但興趣常改換。戰後

居於陽明山，嗜飲威士忌、XO。原娶日人神長倉敏子，1938年離婚，再娶鄭明珠。後因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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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堂亡故後，陳岺主要的責任為操持家計，包括管理傭人、買賣土地、收納租稅。

此外，還要監督諸子就學。141惜長子魁梧和次子津梁均常揮霍無度，讓她傷心欲

絕，以致常借酒澆愁，142只好向林獻堂尋求協助。 

  由於魁梧素行不良，以致1921年紀堂所立的遺言公證中，以浪費、不盡孝道、

能力不足為由，將魁梧繼承人的資格廢除，等於不認其為子，143並將其所應分得

之五百石租給予其妻楊碧霞（楊肇嘉之妹）。144翌年，其母陳岺將其禁治產，只透

過林獻堂，每月給予一定的生活費，145但魁梧仍屢次透過派出所夫人及土屋達太

郎辯護士等人向其母要錢；146甚至經常毒打其妻，147以致陳岺在日記中直接以「逆

子」、「禽獸」、「孽子」稱之。148
 

  1929年陳岺交付魁梧二萬圓，希望從此財產不再有糾葛。魁梧得款後，掌理

繹樂社149戲班，每日鑼鼓不斷，公演歌仔戲，並且天天宴請戲班，一天好幾桌，

                                                                                                                                                   

癌過世，享年78歲。〈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頁40-41；〈林榮宗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

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85-86。 
140 
鶴年：林鶴年（1914-1994），1942年畢業於東洋音樂專門學校，後在東京青年館舉行演唱

會，連演52場，被日本最權威的藤原義江歌劇團聘為專屬男主角，是第一個在日本國家劇

場演出的臺灣人，曾在日本天皇御前演唱。戰後聯軍統帥麥克阿瑟聘其為司令部歌劇慰問

團團長。回臺後，1948年創「臺中市音樂協會」，任臺中縣一、三、五屆縣長，是臺中紅

派的始祖，「臺中縣歌」為其所作。原娶陳朔方醫師女兒，後離婚，1945年再娶日人名取

信子（林伶蕙），亦為音樂家。林祚堅，《臺中縣地方自治史料彙編》（臺中：臺中縣立文

化中心，1994），頁88-101；〈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頁41-42。 
141 許雪姬，〈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女性日記—由陳岺、楊水心日記談起〉，頁229。 
142 
陳岺，〈陳岺日記〉，1923年9月2日，未刊稿。 

143 〈頂厝大房林紀堂的遺言公證〉，收於許雪姬編著，《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

頁90。 
144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頁73。林紀堂將部

分財產分給生母張棠、兩個側室陳岺和許悅當養贍租，再將家產分給長媳楊碧霞和津梁、

松齡、鶴年三子。許雪姬，〈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女性日記—由陳岺、楊水心日記談起〉，

頁229-230。 
145 
陳岺，〈陳岺日記〉，1924年1月7日、1月28日，未刊稿。 

146 
陳岺，〈陳岺日記〉，1924年1月6日、9月29日，未刊稿。 

147 
陳岺，〈陳岺日記〉，1924年3月11日、3月12日，未刊稿。 

148 
陳岺，〈陳岺日記〉，1924年1月6日、7日， 1月27日，11月15日，未刊稿。 

149 
繹樂社：為林獻堂之父林文欽所設之地方子弟曲館（亂彈戲班），館址最先設在林家打石

寮（現已不存），而後遷往萊園中學（今明台中學）、新光會社（後成為鳳梨工廠）等處。

林魁梧除親自參與教演，且負擔社團所有支出。每逢地方宗教節慶、林氏家族重要祭祀、

婚喪儀典，該團必出陣演奏，至今仍活躍於霧峰地區，為一超過百年歷史之地方音樂社團。

高雅俐，〈音樂、權力與啟蒙：從《灌園先生日記》看1920-1930年代霧峰地方士紳的音樂

生活〉，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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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獻堂認為「這種人真是毫無心肝」。150翌年，戲班爆發醜聞，班長何鳳林誘拐女

優，導致好角色盡去，轉眼間，魁梧變得窮困異常，151其物品甚至被法院拍賣，

林獻堂不擬伸出援手，因「那有閑工夫而關係此不肖子之事也？」152與其母相同，

對魁梧早已心灰意冷，但魁梧奪產的行動卻不稍歇。 

  1929年4月，魁梧為得到其妻分得之產業，向楊碧霞提出離婚，亦不承認楊氏

所生之女為其骨肉。林獻堂勸魁梧取消離婚之意，無奈其態度橫暴，甚至打破室

內石棹、物件，連警察亦不敢阻止，林獻堂也無可如何。153
1931年7月，魁梧又向

法院控告其母奪取其財產，陳岺為此必須接受檢察官訊問，因而擔心自己會被拘

留，乃與林獻堂研究案情。林獻堂安慰她，子訟母決無拘留之理。其後，檢察官

勸陳岺分些許財產給魁梧，救濟其生活，但她斷然拒絕，因不願以有用之財而供

魁梧浪費。154
 

  未獲分文的魁梧仍不死心，派出張端吉、賴樹紅、辯護士常見秀夫等人為說

客，請林獻堂向陳岺求情，給與若干錢財做為生活費，均遭獻堂以魁梧不肖為由，

斷然拒絕。155不久，魁梧又託《中和新報》臺中支局長平賀哲三來見獻堂，請求

食住之費每月30圓，因其要求並不過分，獻堂答應與陳岺商量，結果陳岺僅同意

給與一個月。156
 

  陳岺次子津梁亦有富家公子的習性，陳岺曾向林獻堂控訴津梁不孝、好嫖好

飲、浪費無度、索錢不休，林獻堂乃感嘆似此壞子弟實無可如何。157許悅亦因津

梁好飲酒，亂批評人之是非，而頗厭之。158據津梁之子林榮宗回憶，「父親一生當

中只知道用錢，以為錢自己會來，從來沒有想到自己要賺錢。」159
 

                                                                                                                                                   

頁871-873。 
150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頁275、350；〈林

垂凱先生訪問紀錄〉，頁40。 
151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頁120。 

152 
同前註，頁178。 

153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頁121、122；林獻

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349。 
154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233、234、243、291、

294。 
155 
同前註，頁371、377、379。 

156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57、58。 

157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頁316。 

158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一九四六年》，頁194。 

159 
〈林榮宗先生訪問紀錄〉，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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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梁取得份內遺產後，1932年在臺中初音町（今臺中市大誠街，福音街、中

正路之間）建築洋樓，與其妻呂婉如（出身三角仔呂家）移居，160但兩年後便將

家產散盡，房產亦被拍賣抵債。161
 

  林獻堂認為，津梁若無家屋則必移歸霧峰，母子兄弟之感情恐再生衝突，不

如用其弟鶴年之名義買下其家屋，讓津梁居住，津梁若不歸霧峰，可免將來無數

之煩惱。但與陳岺商量後，未獲得其首肯。1935年津梁只得返回霧峰依靠母、弟

生活。162
 

  由於魁梧、津梁的行為讓陳岺極為痛心，1933年陳岺毅然立下遺言公證，請

林獻堂擔任執行人，將名下土地作成財團法人，以救恤子孫，至於財產及債務僅

由三子松齡和四子鶴年繼承，魁梧和津梁分文未得。163津梁得知後，委託辯護士

土屋達太郎請林獻堂向陳岺求情，希望可以分得財產，但林獻堂辭之，因他認為

陳岺之財產欲分與誰，不論任何人皆不得干涉，而不願參與此事。164
 

  1935年陳岺亡故後，津梁和其妻婉如屢次向林獻堂請求救濟，林獻堂乃決定

由蘭生慈善會（此會詳後）每月支出70圓，供應魁梧和津梁之生活，惟其仍不滿

足。165
1940年魁梧與津梁聯手興訟，控告林獻堂，主張遺言公證無效。166此官司

拖延多年，直至戰後均未能解決。167
 

  由此觀之，在魁梧兄弟向陳岺爭討家財的過程中，林獻堂一直扮演中間人的

角色，陳岺死後，由於擔任其遺言公證執行人，又捲入訴訟中，對於這兩名子弟，

林獻堂確實無可奈何。 

（二）許悅 

  林紀堂另一妾為許悅，籍彰化南街，林獻堂在日記中稱其為南街嫂，生有一

子蘭生，在紀堂死後，蘭生成為其生活唯一寄託。然而，蘭生患有氣管疾病和輕

                                                      
160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114、120。 

161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頁40。 

162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449、457；林獻

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25。 
163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378。 

164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400。 

165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年》，頁79、155、197。 

166 
同前註，頁201、216。 

167 
〈林榮宗先生訪問紀錄〉，頁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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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糖尿病，健康狀況向來不佳，168
1935年12歲時病情轉劇，頭痛、肝腫、昏睡不

醒人世，終至去世。169
 

  蘭生往生後，名下財產的繼承馬上面臨問題，由於許悅僅是林紀堂之妾，既

不能繼承為戶主，亦不能接管其財產，經林獻堂思索後，決定將許悅在法律上的

地位由庶母改為生母，並在其本姓前加一林字，即為「林許氏悅」。不過，仍須陳

岺的同意。楊水心建議，不如將此份財產作為財團法人，陳岺表示贊同。林獻堂

乃勸告許悅，不如以愛蘭生之愛而愛眾人，將蘭生之財產一半與其繼承人，一半

作為蘭生財團法人，從事慈善事業。許悅接受此議，並承諾財產繼承後，即贈於

蘭生財團法人，決不食言。170隨後，許悅將自己得自紀堂的養瞻租七百石和蘭生

的兩千五百石，總計三千二百石對分，一作為自己養贍用，一作為財團法人慈善

基金。其後，財團法人正式成立，定名為「財團法人蘭生慈善會」，其目的為「救

恤、施捨、獎學及其他社會公益事業。」171
 

  「財團法人蘭生慈善會」之成立，有人認為是林獻堂「以別人的拳頭母衝石

獅」（拿別人的財產來作善事，以成就自己美名），172但許悅喪子後萬念俱灰，對

身外之物已不再執著。當時林獻堂常去探望她，但「每次相會未嘗不言蘭生，亦

未嘗不流涕，其悲哀之深真是無法可以慰解之也。」173許悅也常在夜晚因思念蘭

生而痛哭，174甚至自囚於室，不出家門，175在蘭生週年忌日期間，更連日涕泣痛

不欲生，某朝一哭就是二小時，直到林獻堂前來安慰才停止。176最後許悅看破紅

塵，選擇皈依佛門。 

  1935年許悅與施阿選（1889-1963）177結伴，計畫至福州鼓山湧泉寺出家。林

                                                      
168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207。 

169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503、504、505、

515。 
170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517；林獻堂著，

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19、22、59。 
171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292。 

172 
〈林榮宗先生訪問紀錄〉，頁86。 

173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22、214。 

174 
同前註，頁182。 

175 
同前註，頁310。 

176 
同前註，頁481、483。 

177 
施阿選：俗名施拗，法名德欽，林獻堂稱其為阿選、專真，鹿港人。1914年在彰化善德堂

帶髮修行，後在青桐林靈山寺落腳，以度化男女眾生。1937年依基隆善慧法師出家，正式

受比丘尼大戒。戰後任靈山寺監院。1949年2月設念佛會，專修淨土法門。1951年6月設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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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堂得知後，數度勸其不可放棄一切出家，無奈許悅意志甚堅，無法挽回，林獻

堂感到無限之悲傷。178既然事已至此，林獻堂反過來協助許悅管理財產，將收租、

納稅之事委託大東信託，讓許悅無後顧之憂。179但當許悅啟程，火車之氣笛響起

時，林獻堂和送行眾人均留下眼淚。180
 

  翌年，許悅（法號德真）和施阿選（法號德欽）歸來，在北溝青桐林靈山寺

修行。該寺屬齋教龍華派，1890年由林獻堂之父林文欽所建，原稱「青桐巖觀音

廟」。1914年林輯堂妾陳薄燕（法號德新，1879-1940）和施阿選來此居住，由陳

薄燕擔任住持，將廟易名為「靈山寺」。當時寺廟經多年歲月打磨，已近傾頹，於

是陳、施二人辛勤整建，並增築左畔護厝，1926年落成後，且在寺內設立私塾，

定期教授信眾漢文。181陳氏為在家優婆夷，無剃度出家，亦無收授弟子，林家稱

之為「吃菜媽」。182
 

  由於1936年「祖國事件」發生後，時局日趨險惡，加上之後林獻堂有多名親

友往生，包括林階堂長子六龍、林幼春（1880-1939）、林仲衡（1877-1940）、藤

井愛子等人，使獻堂感到人生如夢幻泡影，對佛學的興趣日益濃厚，常至靈山寺

讀經、參佛。同時，該寺是霧峰林家成員過世後的進主之處，亦是林家女眷的修

行場和公共空間，因此，成為林獻堂參與家族事務的重要場域。183林獻堂遂與許

悅維持密切的聯繫。 

1939年許悅欲研究《金剛經》，但學力不足，林獻堂欲助成，乃連日對許悅和

施阿選解說經文，顯示其用心。184林獻堂也曾談寓言「惡的出處」，並請聽講眾人

                                                                                                                                                   

山學苑，專門培養僧才，為學三年。曾任臺中蓮社社長、臺中佛教支會理事。國史館編，

《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23輯（臺北：國史館，2000），頁595-597，〈德

欽大師事略〉；〈霧峰鄉．靈山寺（1879-2006）〉，頁8-10，此資料由霧峰靈山寺住持修能法

師提供，謹致謝忱。 
178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201、202、206、208、209、

213。 
179 
同前註，頁230、231。 

180 
同前註，頁240。 

181 
〈霧峰鄉．靈山寺（1879-2006）〉，頁1；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三）

一九四一年》，頁68。 
182 
私立長榮大學編纂，《新修霧峰鄉志（下）》（臺中縣霧峰鄉：霧峰鄉公所，2009），頁1584。 

183 
林蘭芳，〈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學佛因緣（1927-1955）〉，頁596-612。 

184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三九年》，頁192、194、196、198、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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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意見，阿選贊成惡從怒裏而出，許悅贊成惡從恐怖裏而出，猶如佛學討論  

會。185
 

  1940年陳薄燕病故，許、施頗憂慮住持後繼無人，遂找林獻堂相商。在林獻

堂的鼓勵下，許悅同意接任住持。186其後，許悅恐無法勝任，向獻堂表達希望賴

麵能來幫忙之意，獻堂同意轉告賴麵，賴麵亦欣然承諾。187然而，許悅還是躊躇

不定，她曾向林獻堂抱怨，寺中有二、三人頗難約束，她不敢就堂主之任。林獻

堂即勸她不可因小事而礙大局，並承諾會撥空對寺內大眾講話，言明約束，許悅

方才安心。後來，許悅請求林獻堂，必須在寺中住上一、兩晚，對大眾的約束才

能徹底。188
 

  1941年2月10日，靈山寺舉行「進山式」，189許悅正式接任住持，190施阿選為

當家，賴麵為副住持（法號普門）。191此後，許悅每遇疑難，即徵詢林獻堂之意見，

可說林獻堂是該寺最重要的顧問。例如施阿選將寺內清規十條，請獻堂刪改，即

為一例。192
 

  1942年1月13日，許悅向林獻堂表達她的憂慮，包括擔心阿選辭退當家、賴麵

不肯協力等等，獻堂雖略為開解，但不能使她釋然。193翌年，許悅又因寺眾中有

一部份人不合，自愧無德以服大眾之心，欲辭住持之職。林獻堂勸她勿因一、二

人之故，而放棄一切，任彼等自由來去可也。194
 

在經費方面，林獻堂大力贊助該寺。靈山寺之收入約千圓，許悅再支千四、

五百圓。自1942年起，林獻堂出四百圓、賴麵四百圓、林階堂二百圓，以減少許

悅之負擔。195
 

  由於靈山寺地處偏遠，許悅乃有遷寺之議，特別是1943年北溝坑輕便鐵道撤

                                                      
185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五）一九四三年》，頁176。 

186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年》，頁338、339、346。 

187 
同前註，頁346、347。 

188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5、14。 

189 
進山式：即晉山式，新任住持初入寺院繼承法務稱晉山，其時所舉行之儀式稱晉山式。 

190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68。 

191 
同前註，頁169。 

192 
同前註，頁71。 

193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年》，頁17。 

194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五）一九四三年》，頁30、32。 

195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年》，頁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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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後，交通更形不便。196林獻堂乃陪同許悅、施阿選至北溝坑東方之三五山園、

牛欄貢等處察看，尋覓建寺之地，惜並無佳者。197
1945年夏，靈山寺佛殿被豪雨

山洪所毀，又因時值二次大戰末期，物資極度缺乏，整修無力，198但許悅和林獻

堂對於新建或遷建靈山寺，雙方意見相持不下。許悅主張覓地新建，獻堂想找既

存寺院，以省新建千萬元經費。199
 

  其後，1948年新建靈山寺於臺中市南區（今建成路1166號）。1960年在霧峰甲

寅村創建「靈山分寺」，又發起興建一座圓頂形「靈山塔」。200翌年，許悅將靈山

二寺（臺中、霧峰）之職，先後托與普願、201普賢（1910-1977）202二位弟子，專

心修行，此後自訂日課，潛志禪修、念佛，從未間斷，以期生淨土，直到1991年

往生。203
 

（三）簡輕煙、呂雨、賴麵 

  林澄堂之妻吳映雪，乃吳鸞旂之女、吳子瑜（1885-1951）之姊，家世顯赫，

嫁進林家時妝奁極為豐富，但由於未生育子女，加上心思單純而無心機，日常生

活起居多由賴麵打理、服侍。204因此，1929年澄堂過世後，遺孀間的衝突主要是

在簡輕煙（生林垂明）和賴麵（生林織雲、林湘雲、林垂訓）兩房之間爆發。 

  澄堂過世前，已立下遺言公證，交代家財怎麼分，由林烈堂當監護人。205其

媳呂雨（簡輕煙子林垂明之妻）由於不滿分得之遺產過少，1930年乃提出訴訟，

控告賴麵、林烈堂等人偽造澄堂遺言公證。林烈堂堅持不可違背遺言公證，給與

                                                      
196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五）一九四三年》，頁364。 

197 
同前註，頁369、370。 

198 
〈霧峰鄉．靈山寺（1879-2006）〉，頁2。 

199 
林蘭芳，〈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學佛因緣（1927-1955）〉，頁644-646。 

200 
〈霧峰鄉．靈山寺（1879-2006）〉，頁2-3；蔡采秀，《臺中縣的佛寺》（臺中：臺中縣立文

化中心，1998），頁121-122；私立長榮大學編纂，《新修霧峰鄉志（下）》，頁1583。 
201 
普願：即許速寬，許悅弟子。1941年受蘭生慈善會學資補助，至月眉山禪林留學，後出家

為尼。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170、171、200。 
202 
普賢：俗名王秀妙，18歲即到霧峰青桐林，依德欽和尚尼（施阿選）剃髮出家修行，1955

年至臺北十普寺受三壇大戒。接任霧峰靈山寺第二代住持後，常親自教導信眾讀經，領眾

念佛共修，且每年冬季均和鄉公所聯合舉辦關懷弱勢悲心賑米活動。1969年領導霧峰靈山

寺從臺中靈山寺分化而出，經濟完全獨立自主，弘法事業亦能獨化一方。1975年10月，開

始增築齋堂與講堂，翌年9月完成。〈霧峰鄉．靈山寺（1879-2006）〉，頁10。 
203 
〈霧峰鄉．靈山寺（1879-2006）〉，頁8；私立長榮大學編纂，《新修霧峰鄉志（下）》，頁1583。 

204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頁45。 

205 
同前註，頁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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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明過多金額，但林獻堂打算疏通雙方達成和解，認為可以不必執著遺言公證之

精神，若雙方能讓步，達成共識，可將此遺產改作株式會社，請法官取消遺言公

證。206
 

  隨後，林獻堂和呂雨協商，但呂雨態度強硬，主張無論土地或金錢概要均分，

非此絕無和解之餘地，207對於林獻堂擬定之財產分配處置和將澄堂名義之株券做

為財團法人，進行慈善事業等提議，均表反對。208後來呂雨不再堅持己見，方達

成和解，209「大安產業株式會社」亦正式成立。 

  呂雨強勢作風的背後，卻隱藏了一段婚姻的辛酸，其夫垂明精神失常，210自

1930年起日益嚴重，常有出人意表的行為，讓呂雨倍感辛酸。每次事發後，林獻

堂總前往勸解，勸呂雨勿哭、輕煙勿怒，安撫婆媳二人情緒。211
 

  澄堂遺產處分後，輕煙與賴麵各自支理所須費用，但在分家時卻發生爭奪物

件的狀況，乃由林獻堂出面仲裁，以維持家族和諧。212
 

  綜合前述，陳岺在其夫林紀堂亡故後，獨立操持家務，無奈其長子不肖，為

了爭奪財產，屢次孳生事端，林獻堂乃成為其重要諮詢對象；許悅在獨子林蘭生

過世後，萬念俱灰，後將全部心力寄託於宗教，林獻堂乃鼓勵其擔任靈山寺住持，

並協助其處理寺務；林澄堂遺孀簡輕煙、賴麵兩房之間的爭端，亦多由林獻堂出

面仲裁。由於林獻堂的關照，家族中的未亡人才不致無依。 

                                                      
206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頁29；〈楊水心日

記〉，1930年1月22日，未刊稿。 
207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頁30。 
208 為此，獻堂曾感嘆：「噫！此婦之毫無情愫若是。」並罵呂雨真是可恨。林獻堂著，許雪

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頁128、129；楊水心，〈楊水心日

記〉，1930年4月15日，未刊稿。 
209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頁130、131；楊水

心，〈楊水心日記〉，1930年4月17日、18日。 
210 林垂明從小就被送至日本讀書，所以不會說臺語，只會說日語，長大回臺後，在言語上未

能與人充分溝通，以致影響其精神狀況。〈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頁45。 
211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頁158、163、319、

398；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頁51；楊水心，〈楊水

心日記〉，1930年4月23日、10月10日、11月28日，未刊稿。 
212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頁178、180、182、

185、192；楊水心，〈楊水心日記〉，1930年5月30日，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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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霧峰林家下厝的女性 

  霧峰林家其餘的女性，與林獻堂互動較頻繁的還有下厝的吳素貞和洪浣翠，

她們均熱心於公眾活動和研究學問，林獻堂則對其不吝提攜。 

（一）吳素貞 

  吳素貞，名帖，素貞為其字，乃彰化名儒吳德功的姪女，父親為吳汝翰。自

幼好學，喜讀書，然因其父認為公學校男女混雜、不成體統，就讀有違大家閨秀

的清譽，而僅受3年正規的學校教育，其後便留在家中由父親傳授《女論語》，自

學不倦。少女時期為謀求學識增進，1925年與就讀彰化高女的友人數名成立「彰

化婦女共勵會」，且聘請教師指導，為日治時期臺灣第一個獨立的婦女團體，會員

間除學問切磋外，並舉辦演講，向大眾宣揚理念。213之後，獲准進入彰化高女手

工藝科當講習生，進修刺繡、染印、造花等技術，結業後任共勵會講師，指導前

來習藝的婦女。214
 

  吳氏27歲時成為林資彬的續絃，進入霧峰林家大門，不料此一門當戶對的婚

姻卻開啟她人生中的黑暗期。由於資彬是個典型的花花公子，除了在外惹草拈花

取樂外，家中妾婢成群，終日嬉戲酒色無度，對其冷淡異常，夫妻間時生口角。

因此，離婚的想法，時常縈繞於心。215對於素貞與資彬的婚姻問題，林獻堂抱持

勸和不勸離的態度，勸勉兩人家庭間當用愛情，不可權利主張，若用愛情即見其

平和圓滿，若權利主張即不免終日口角、打架。216但兩人之間或許並無愛情，吳

素貞仍陷於痛苦深淵。是以，步出家門，參與社會團體，成為其生活重心。 

  首先，吳素貞加入「臺中婦女親睦會」，極熱心於會務，並告訴楊水心，她願

盡所能共相努力，決不落人後云云，其企圖心由此可見。217其後，參與「霧峰一

                                                      
213 「彰化婦女共勵會」成立於1925年2月8日，由彰化地區的智識階級婦女所組成。由於與彰

化文化協會關係密切，被日本當局視為文協指導下的青年運動團體，故常遭打壓。該會向

州廳提出的以普及日文、羅馬字、禮儀等為目的的通俗文化講座，均未獲許可。但仍舉辦

了幾次演講會，吸引數千民眾到場聆聽。也組織體育會，有會員40餘人，各自依其所好選

擇運動項目，以鍛鍊體魄。楊翠，《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

場域（一九二○—一九三二）》），頁529-536。 
214 林吳帖，《我的記述》，頁2-7。 
215 
同前註，頁11-19。 

216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96。 
217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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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擔任社會部委員，負責手工藝教學和演講庶務等工作，成為該會最著名的

女講員。1932年4月1日，「霧峰一新會」在霧峰戲園舉辦通俗講演，218吳素貞在登

臺前，先將以「打破迷信」為題的講稿讓林獻堂過目，請其稍作潤色和修正。不

料林獻堂閱罷後頗為嘉許，認為雖非透徹之議論，亦頗有可取之處。219在該會著

名的「日曜講座」，素貞共講演11回，次數極多，講題多與提倡婦女教育、強調婦

女的職責有關。220她又入「霧峰一新會」所辦之「一新義塾」學習漢文，當時林

獻堂要求女學生寫日記，再交由他批改，吳素貞即以此種方式，接受林獻堂的指

導。221此外，該會播映之「萬王之王」影片，也使吳素貞的人生觀隨之一變，據

其自述，從此她對於夫婦間之不和，能自重不動氣，亦立下志願，願從此努力，

以成為婦女界之指導者。222
 

  戰後，在日治時期不以詩聞名的吳素貞，亦有〈中秋日與三連先生夫人在陽

明山偶作〉、〈憶遊八仙山〉等漢詩作品發表，223其國學基礎應在「一新義塾」時

期奠定。在政治和社會服務方面，1947年，吳素貞當選為國大代表，又參加臺中

市婦女會，被推舉為理事長，理事長任內主持新會館的興建事宜，並替受虐婦女

仗義執言。晚年又創辦「素貞興慈會」，以獎助清寒學生與救濟貧民為會旨。224
 

  綜觀吳素貞後來的發展，果真完成她早年的心願，成為婦女界的指導者！她

能有所成就，與林獻堂積極支持「霧峰一新會」，讓她有學習的空間和服務社會的

舞臺，有絕大關係。 

（二）洪浣翠 

  洪浣翠，新莊人，為林瑞騰的妾，從小送給人家當童養媳，養父在淡水河邊

                                                      
218 
同前註，頁148；〈霧峰一新會開文化通俗講演〉，《臺灣新民報》，第410號，昭和7年4月9

日，版4。  
219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141。 
220 
吳素貞的講題如下：1932年6月11日，「結婚之目標」；1932年10月19日，「婦女教育之必要」；

1933年1月28日，「互助之精神」；1933年3月19日，「婦人之進出」；1933年6月25日，「我的

思想觀」；1933年10月1日，「吾人之義務」；1934年1月28日，「愛」；1934年6月17日，「人

生的目標」；1935年3月24日，「女子之黎明」；1935年6月9日，「東遊漫談」；1935年11月3

日，「環境」。霧峰一新會編，〈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頁5、9、11、12、15、18、21、

26、34、36、40。 
221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298。 
222 
同前註，頁202。 

223 收於王建竹主編，《臺中詩乘》（臺中：臺中市政府，1976），頁299-300。 
224 林吳帖，《我的記述》，頁38-53、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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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大型米店，頗富，故她自14歲起就會作詩，亦能篆刻。陳中和、板橋林家的公

子，均慕浣翠的名而來，包紅包三百、五百，專程來請她刻印章。後來，某年臺

北淹大水，養父破產，乃舉家遷往廈門。浣翠在當地結識福州馬尾要塞司令陳季

良，兩人雖未結婚，但育有一子陳瑚。當陳瑚三歲時，林瑞騰隨華南考察團至廈

門考察，在當地臺灣人主辦的歡迎會上被才華洋溢的浣翠吸引，想迎娶進門。當

時陳季良調任駐蘇聯大使館武官，浣翠養父認為當軍人沒什麼出息，不如臺灣的

霧峰林家，而讓浣翠隨瑞騰嫁來臺灣。225
 

  浣翠進入霧峰林家後，林獻堂常與其切磋詩學，並與林瑞騰同步其韻。226當

獻堂得知浣翠有心深入研究漢文，也深表贊成，並加以勉勵；227後借予《飲冰室

文集》及林琴南翻譯之小說，供其研究學問。228浣翠的作品曾收於《臺灣詩薈》

中，229連橫曾誇其詩「無語不香，有詞皆秀」，並說「其錦囊，時貯佳句。」230
 

  《霧峰一新會》的活動，洪浣翠亦未缺席。她曾在「日曜講座」演講4回，講

題關注於男女平等和婦人獨立等問題。231此外，應林獻堂之邀，以特別會員的身

份加入「讀書會」。232該會會員分為正會員和特別會員兩種，正會員須定期出席，

發表讀書心得，並未有女性，但浣翠等女性特別會員仍在討論問題時踴躍發言。233
 

  然而，由於林瑞騰不喜歡陳瑚，來臺後，浣翠只得將其子四處寄養，無法與

他同住。陳瑚長大後，為擺脫私生子的身份，返回中國尋找生父陳季良。為其子

之事，浣翠多次與瑞騰發生口角，並向林獻堂泣訴。234
1934年，浣翠因聽聞陳瑚

生病，瑞騰又對她的行動多方束縛，而不堪其苦，已有與瑞騰斷絕關係之想法，

                                                      
225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頁63-64。 
226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頁101。 
227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213。 
228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299。 
229 
洪浣翠的「繡餘雜詠」收於《臺灣詩薈》第19號；「詠物四首」收於《臺灣詩薈》第20號。

詳見連橫編，《臺灣詩薈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422、493。 
230 
連橫，〈餘墨〉，收於連橫編，《臺灣詩薈下》，頁482。 

231 
洪浣翠的講題如下：1932年6月18日，「男女平等」；1933年2月11日，「可貴者光陰」；1933

年6月18日，「就婦人不能獨立而言」；1934年5月20日，「希望」。霧峰一新會編，〈一新會

日曜講座演題目錄〉頁5、11、15、25。 
232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183。 
233 
除洪浣翠外，其他女性特別會員為楊桂鶯（林春懷醫師之妻）、張月珠、吳素貞、林碧霜

（林水來醫師之女）、曾珠如。鄭麗榕，〈地域社會中的文化運動：霧峰一新會讀書會個案

分析（1934-1936）〉，《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36（2008.10），頁158-160、171。 
234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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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林獻堂力勸她不可如此。235
1937年，浣翠為與其子團聚，前往中國，中日戰事

爆發後，遂不得歸臺。由於陳季良當時已升至中國海軍中將，乃引起日警的高度

注意，常至林家調查她的去向。236媒體並指她捲款潛逃，且詆毀其出身風塵。237
 

  浣翠離去後，林瑞騰頗覺無聊，找來妓女寶蓮相伴。寶蓮擅長烹調，後升格

為妾，迅速取代浣翠在瑞騰心中的地位。238
 

  綜合前述，吳素貞少女時期已參與婦女團體，具有服務社會之熱情，無奈婚

後由於其夫林資彬花天酒地，導致其陷入痛苦深淵，直至參加林獻堂主導之「霧

峰一新會」，才重新找到人生目標，戰後並擔任國大代表、創辦「素貞興慈會」，

半生均以服務社會為職志；洪浣翠為林瑞騰之妾，但林獻堂並未以歧視的眼光對

待，反而常鼓勵其向學，其後，浣翠為了尋覓其子，毅然離開霧峰林家，展現出

女性自覺的一面。 

六、有詩緣、學緣之女性 

（一）蔡旨禪 

  蔡旨禪為澎湖馬公人，曾問學於陳梅峰（1858-1937），並師事宿儒陳錫如

（1866-1928），239國學基礎甚佳，1924年以〈澎湖文石〉參加西瀛吟社的徵詩，

獲元掄冠。書畫亦負盛名，持扇奉箋求其書寫者為數不少。240
 

                                                      
235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183、344。 
236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頁63-65。 
237 〈林瑞騰氏の愛妾 魔都上海に逃走 熱愛してねただけに大狼狽 林氏病驅を引摺り上海

ヘ 二十數萬圓を拐帶〉，《臺灣日日新報》，第13245號，昭和12年2月8日，版5。  
238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三七年》，頁99；林獻堂著、許雪姬等

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一九三九年》，頁133；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編，《灌

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年》，頁347。 
239 
陳錫如：名天賜，字錫如，號紫髯翁，為澎湖宿儒。1920年倡設「旗津吟社」，1923年設

塾於高雄時，曾邀旗津吟社、東港研社、屏東礪社社員共創「三友吟會」。1928年受聘為

高雄苓洲吟社社長。著有《留鴻軒詩文集》。蘇秀鈴，〈日治時期崇文社研究〉（彰化：國

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1），頁92。蔡旨禪有〈喜晤錫如先生蒙錄收門下

賦此誌感〉一詩：「公門桃李滿庭隅，別有修桐十二株。愧我飛飛簾外燕，也隨鸞鳳上高

梧。」收於蔡罔甘，《旨禪詩畫集》（臺北：龍文書局，2001），頁10。 
240 
蔡罔甘，《旨禪詩畫集》，書前介紹；魏秀玲，〈蔡旨禪及其《旨禪詩畫集》研究〉（臺北：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國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5），頁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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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旨禪至霧峰林家頂厝擔任垂訓、蘭生之家庭教師，並順便教導許悅和

呂雨讀書，241乃與林獻堂成為詩友。旨禪原欲拜林獻堂為師，但林獻堂自謙「不

敢當師，願與為友。」242林不僅為其改詩，也常和其詩，243
1933年旨禪祝霧峰一

新會週年之詩，即由林獻堂和莊伊若共同斟酌，略為改換數字。244她欲參展於霧

峰一新會所辦之書畫展覽會之畫作，也先請林獻堂批評，林遂將敗筆之處一一告

之。245
 

  旨禪前後在霧峰滯留5年，1932年返回居住地新竹，行前楊水心特別備素食一

席為她餞別。246
 1934年旨禪想至中國廈門美術學校研習美術，但欠缺經費，幸獲

林獻堂資助百金方得以成行。247
 1939年旨禪再隨呂鐵州（1899-1942）248學畫，

每年束脩120圓，亦由林獻堂資助。249
 

  蔡旨禪一直與林獻堂保持聯繫，1941年其母去世時，林獻堂贈送奠儀30圓；250
 

1942年欲移居臺北，行前還特別至霧峰往告獻堂；251
 1947年蔡旨禪應邀加入櫟

社，成為該社創立以來第一位女社員，252應與林獻堂的薦舉有關。總之，蔡旨禪

能在文壇及畫壇有一席之地，林獻堂實有功焉。 

                                                      
241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一九二九年》，頁277；林獻堂著，

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30。 
242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頁422。 
243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頁90；林獻堂著，許雪姬、

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年》，頁418、421。 
244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105。此詩共有

兩首，一曰：「滿腔熱血注蓬瀛，草木無知亦向榮。五百萬人齊奮起，他年重與祝功成。」

二曰：「薰陶文化趁潮流，喚醒同胞歲一周。鼓起精神能合作，清新之氣溢瀛洲。」蔡罔

甘，〈霧峰一新會一週年題祝〉，收於蔡罔甘，《旨禪詩畫集》，頁101-102。 
245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110。 
246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30。 
247 
同前註，頁186、197；許雪姬總編纂，《續修澎湖縣志．卷十四人物志》（澎湖縣馬公市：

澎湖縣政府，2005），頁104-106。 
248 
呂鐵州：桃園大溪人，1915年進入臺灣總督府工業講習所木土科就讀，1927年參加臺灣美

術展覽會落選，而決定赴日習畫。1928年入京都市立繪畫專門學校，隨福平田八郎習畫，

翌年以「梅」入選第三回臺展。1930年肄業返臺，陸續以「庭」等作品得獎。1932年與畫

友組「麗光會」，1934年與曹秋圃等組「六硯會」，1935年在臺北社南溟繪畫研究所指導學

生，致力於膠彩畫。賴明珠，《日治時期臺灣東洋畫壇的麒麟兒—大溪畫家呂鐵州》（桃園：

桃園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17-18。 
249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頁386。 
250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62。 
251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年》，頁265。 
252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九）一九四七年》，頁4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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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黃桂華 

  黃桂華為臺南鹽水港人，鹽水公學校畢業後，進入書房研讀漢詩及漢文，學

會作漢詩，十多歲即在詩社徵詩活動得名，女詩人的名聲不脛而走。其後黃桂華

至日本，在明治大學專門部主修政治與經濟，某日在新宿三越百貨公司購物時，

與周汝川之妻結識，周妻也愛作詩，但不會平仄，只是七字一句的寫。253透過周

妻婆婆賴員，254黃桂華乃與林獻堂碰面，隨後參加由林獻堂召集旅居東京能詩之

臺人組成的「留東詩友會」。255然而，1940年11月林獻堂返臺後，日本警察懷疑「留

東詩友會」是秘密結社，而搜查黃桂華之宅，此會乃無形消滅。256
 

  1949年9月，獻堂赴日治療頭眩之疾，11月初桂華來拜訪獻堂，暢談戰時東京

受攻擊之避難情形，並出示〈白菊花〉七律十首、「鄉愁」七絕五首等詩作請獻堂

指正，獻堂閱罷，認為她的詩學大有進步。257該年12月11日，林獻堂邀集黃桂華、

甘文芳、謝溪秋、楊子培等人，重組「留東詩友會」，黃桂華交〈冬日雅集〉一首，

被林獻堂評為清順。258
1950年2月，黃桂華自明治大學畢業，獻堂特地約其共進午

餐，以表祝賀之意。259同年12月18日，桂華生日，設宴招待獻堂。260
 

  林獻堂曾贈詩與黃桂華，黃桂華乃和其韻曰：「最難臺駕降風塵，翰墨因緣結

契新。自愧庸才如襪綫，應酬俚語負高人。」261
 

  黃桂華和林獻堂很談得來，因桂華本來就善於言談，無論老幼皆有辦法。她

還陪獻堂去看電影，262由於語言的關係，獻堂對電影的內容不甚了解，即由桂華

                                                      
253 
〈黃桂華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

談紀錄頂厝篇》，頁180。 
254 
賴員：字紉蘭，留東詩友會成員。弟為賴天生，子為周桂森、周汝川。林獻堂曾贈她《唐

詩三百首》一部，鼓勵其研究詩學。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九）一九

三七年》，頁240；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年》

（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6），頁141。 
255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二）一九四○年》，頁150、157。 

256 
同前註，頁362；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廿一）一九四九年》，頁430。 

257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廿一）一九四九年》，頁407。 

258 
同前註，頁444。 

259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廿二）一九五○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1），頁92。 
260 
同前註，頁424。 

261 
黃氏桂華，〈敬和灌園先生惠詩瑤韻〉，收於陳滿盈編，《海上唱和集》，頁75-76。 

262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廿二）一九五○年》，頁229、230、252、262、

320、374；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51年11月5日，未刊稿；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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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幫他解說。兩人也常就國際現勢交換意見，例如韓戰時，桂華認為北韓會贏，

因為北韓軍隊有思想（精神武器），而且美國是雇來的兵，不會有所作為。獻堂雖

不同意，但只拈鬚微笑不答。263
1951年下半，獻堂懶於讀詩，亦不喜作詩，僅向

桂華借閱郭沫若之《童年時代》、沈三白之《浮生六記》等書解悶。264
 

  林獻堂過世兩、三天前，黃桂華曾去探望。獻堂似乎知道來日無多，問桂華

身後當如何處置，桂華回曰以火化較為得宜，獻堂也似乎同意。265
 

  林獻堂對黃桂華相當看重，曾對人說鹽水港出兩個英雄，男是黃朝琴，女是

黃桂華，266對桂華的肯定由此可見。 

（三）張月珠 

  張月珠，為吳素貞好友，兩人常結伴拜訪林獻堂。由於其母為臺中市慎齋堂267

管理人，月珠自小寄養於堂中，與佛教的淵源極深。 

  與吳素貞相同，張月珠亦活躍於「霧峰一新會」。由於對演說深感興趣，她曾

向林獻堂提議開一研究會，以培養女辯士。268往後，張氏在「日曜講座」共演講

14回，為女會員中次數最多者，講題以闡述人生的道理為主。269其次，入學「一

新義塾」，以充實己身知識。在義塾中，林獻堂對女學生的課業極為關心，除替其

批改作文、日記外，每逢週日更幫其複習一週所學，鼓勵其發表口頭讀書報告。

張月珠曾報告「五千圓之琴」而獲林獻堂好評，隔週立即以相似的題目登上「日

                                                                                                                                                   

1952年1月8日、10日，3月4日，未刊稿。 
263 〈黃桂華女士訪問紀錄〉，頁181。 
264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51年10月3日，未刊稿。 
265 〈黃桂華女士訪問紀錄〉，頁181-182。 
266 〈黃桂華女士訪問紀錄〉，頁182。 
267 
慎齋堂：位於臺中後壠仔，現址為臺中市北屯區山西路二段二七二號。1754年由閩南來臺

的蔡普榮所創建，屬齋教龍華派，嗣後衣缽由張普傑繼承，為第二代住持。第三代住持為

齋堂置田產17甲，又遷堂址於後壠里，即今現址。江燦騰，《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

史》（臺北：南天書局，2001），頁394。 
268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182。 
269 張月珠的講題如下：1932年4月9日，「促進婦人之精神」；1932年8月13日，「充實的生活」；

1932年11月5日，「人之一生」；1933年1月14日，「年頭感想」；1933年3月4日，「社會的關

心」；1933年7月2日，「五千圓之琴的感想」；1933年10月15日，「愛是人類之生命」；1934

年2月4日，「一新由一心」；1934年3月18日，「生活與創造」；1934年5月27日，「歷史教吾

人何事」；1935年1月6日，「自己充實」；1935年4月14日，「甚麼是親友」；1935年9月29日，

「婦女之修養」；1936年2月16日，「寬恕」。霧峰一新會編，〈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

頁3、6、9、10、12、15、18、21、23、25、31、34、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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曜講座」的講臺。270同時，應林獻堂之邀，和吳素貞一起加入「讀書會」，成為特

別會員。271
 

  此外，張月珠多次參與「霧峰一新會」舉辦的婦女親睦活動。1932年5月2日

召開的「婦女會」，她擔任主持人；272
11月21日舉行之「婦女親睦會」，她以「婦

女之努力」為題，發表演說，並獨唱一新會歌；273
1933年10月27日之「婦女懇親

會」，亦任主持人。274
 

  有感於月珠通勤之不便，1933年林獻堂改建一新會館附屬之炊事場為女生宿

舍，供張月珠、施阿選等「霧峰一新會」女會員、女學生居住。275從此，月珠與

獻堂的互動更為頻繁。獻堂曾與月珠、素貞、阿選共同討論讀書之法；276教月珠、

素貞、阿選讀「木蘭辭」；277獻堂對於月珠演講內容也極重視，某次，月珠講「愛

是人類之生命」，隔天獻堂立即與阿選、陳薄燕等人討論，獻堂曰其中有一段言日

本退出國際聯盟之事，惟不提及日本兩字，若言明則變為政談講演矣；278「日曜

講座」女性演講者的人選，獻堂也會與月珠商量。279由於發現月珠學習態度積極，

林獻堂乃勸她努力研究學問，將來成為婦女界之指導者，月珠雖不敢以此自負，

其實亦有此意，認為獻堂所言甚是。280
 

  「霧峰一新會」結束後，張月珠與林家仍保持聯繫。1944年慎齋堂爆發醜聞，

當時慎齋堂的管理人是月珠之母劉玉，但月珠之兄清火卻與該堂之出家女子林燕

發生關係，並納為第四妾。劉玉卻維護清火，且將堂之收入供其揮霍嫖賭。堂內

大眾對此大為憤慨，要求月珠提出訴訟，將清火驅逐。素貞主張大意滅親，決不

可默默置之。月珠乃找獻堂，請示其意見。獻堂以為慎齋堂腐敗至此程度，非大

                                                      
270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252；霧峰一新

會編，〈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頁15。 
271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183。 

272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年》，頁194。 

273 
同前註，頁474。 

274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416。 

275 
同前註，頁197、203、207、208。 

276 
同前註，頁205。 

277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256。 

278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402。 

279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215。 

280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頁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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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不可，而決定介入。281
 

  在林獻堂、吳素貞支持下，慎齋堂信徒總會選出張月珠為管理人。282不過，

張月珠與劉玉母女之間卻展開訴訟，法院勸月珠和解，林獻堂亦贊成，但主張和

解金額限於三千圓內。283其後，張月珠擬好陳情書，欲提交至法院，但先請吳素

貞將陳情書讓林獻堂過目。月珠書寫的內容直言清火拐誘該堂之女尼為其第四

妾，及其種種浪費、不守清規之事，請法院從速判決。但林獻堂認為，如此寫法

恐會讓法院誤會管理人之爭係母女間財產之爭，乃請長子攀龍重寫，言慎齋堂管

理人之改選，蓋為掃除腐敗之風，非爭財產；而劉玉與其女張月珠之訴訟，對社

會一般之人心及信徒之信仰造成影響，請為諒察。284最後，幫助張月珠成功取得

管理權。 

  1948年2月，張月珠和吳素貞計畫於慎齋堂創設佛學研究會，得林獻堂贊  

成，285林獻堂且任定款審議會主席，決議將講習會定名為「慎齋佛學園」，男女兼

收。286
9月10日舉行「慎齋佛學園」開園典禮，由張月珠任園長、吳素貞任董事長，

有女學生60餘名。林獻堂發表祝詞，大意為以佛教為正心、修身，較之無信仰者

相差遠甚。287
1952年該堂又創設「家事補習班」，亦得林獻堂支持。288

 

  此後，張月珠篤信佛教，專心掌理堂務，致力興辦公益事業，被譽為臺灣佛

教巾幗中不可多得者也。289
 

  綜合前述，林獻堂極為欣賞有才學的女性，蔡旨禪為其詩友，兩人常一起論

學，戰後旨禪乃能加入櫟社，成為該社第一位女社員；黃桂華為林獻堂晚年旅日

時的忘年之交，其詩作常請獻堂指正；張月珠年輕時即有成為婦女界領袖的抱負，

「霧峰一新會」乃給了她一個學習與一展身手的場域，在此基礎上，往後主持慎

齋堂時，即以推廣佛學、服務社會為宗旨，而能實踐自己的理想。 

                                                      
281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六）一九四四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8），頁236、 280。 
282 
同前註，頁335、338。 

283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七）一九四五年》，頁61。 

284 
同前註，頁150。 

285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十）一九四八年》，頁68。 

286 
同前註，頁173。 

287 
同前註，頁374。 

288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52年4月17日，未刊稿。 

289 
盛成，〈荷蘭據臺時期的齋教〉，收於高賢治主編，《臺灣宗教》（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95），

頁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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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林獻堂日常接觸的女性，首先，是關係最親密的妻女和媳婦。其次，是霧峰

林家的女性成員，特別是丈夫早逝的未亡人，在家務的操持和子女的管教上，常

仰賴林獻堂的協助。再者，林獻堂身為櫟社成員，對於漢文的傳續具有使命感，

因此，對作漢詩有興趣的女性，每不吝指導，使其能更上層樓。 

  若以性別形象來分類，曾珠如、吳素貞、張月珠為積極參與公眾團體，且立

志服務社會的女性；楊水心雖是賢妻良母，但因夫婿的鼓勵，亦活躍於公領域。

楊雪霞、洪浣翠、蔡旨禪、黃桂華是具備漢詩寫作造詣的才女，透過詩作在文人

圈中有其知名度。至於陳岺、許悅、賴麵則是傳統士紳家庭的婦女，以丈夫和子

女為生活重心，但是許悅卻能在喪子後，找到人生的寄託—宗教，進而開創新局。 

  林獻堂對於身邊的女性，有三點正面的影響：第一，不限制其日常行動，鼓

勵她們參與公眾事務。其妻楊水心乃能自由往來於霧峰、臺中、彰化，前往中國

和日本旅遊，並與其他官紳夫人社交，加入「臺中婦女親睦會」，在該會成立式上

擔任議長，楊雪霞、呂雨、吳素貞等霧峰林家女性亦是「臺中婦女親睦會」成員，

顯示家風頗為開放。戰後吳素貞和曾珠如當選為國大代表，為婦女發聲；張月珠

成立「慎齋佛學園」，推廣佛學。她們之所以成為婦女領袖、宗教領袖，自然與林

獻堂給與她們的影響有關。第二，積極鼓勵婦女向學。楊雪霞、洪浣翠、蔡旨禪、

黃桂華等人都曾在詩學上接受林獻堂的指導；吳素貞、張月珠等人則在林獻堂大

力支持之「霧峰一新會」一展身手，除在「一新義塾」讀漢文外，更積極演講，

啟蒙更多婦女。第三，照顧家族中婦女的生活，協調其糾紛。包括成為陳岺和其

子魁梧、津梁溝通的中間人；協調賴麵和簡輕煙、呂雨雙方的爭產風波；協助許

悅掌管靈山寺等等。 

  在生活中的女性之外，林獻堂與知名影星李香蘭曾有數面之緣，兩人的會見，

應是林獻堂尋常生活中燦爛的一頁。1941年1月，李香蘭來臺勞軍，15日出席臺灣

新民報社設於蓬萊閣的餐會，林獻堂為陪賓。290
 17日林獻堂搭火車回臺中，碰巧

與李香蘭同車，在臺中車站目睹數千影迷迎接李香蘭，擁塞幾無立錐之地的盛 

況。291
 18日李香蘭至臺中陸軍病院演出，慰問傷兵，林獻堂亦是座上嘉賓。之後，

                                                      
290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30。 

291 
同前註，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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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獻堂贈李香蘭一個銀竹蔑作為紀念；李香蘭則專程至霧峰拜訪，林獻堂乃設宴

款待。292林獻堂並以〈李香蘭〉為題，作一詩，此詩詳述兩人互動的過程，293顯

示對林獻堂而言，李香蘭有其吸引人之處，此段經歷有被記憶的價值。 

  自1920年代起，臺灣已出現女醫師、女教師等受過新式教育之職業婦女，婦

女運動亦方興未艾，葉陶、簡娥等臺灣農民組合女性幹部且積極從事巡迴演講，

以宣揚理念。在此股風潮下，林獻堂身旁的女性，雖然多數未接受完整的新式教

育，亦非職業婦女，但在林獻堂的鼓勵下，亦能充實己身知識，進而參與公眾事

務，呈現出與傳統女性截然不同的面貌，顯示出身資產階級，身為領導階層家眷

的女性，在當時的婦女運動、社會運動中，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雖然，她們仍

受男性的制約與規範，但在追求自我成長與生命實踐方面，較諸一般庶民女性，

卻擁有更多機會，因此，在臺灣的女性史中，有其獨特性。 

  由前所述，由於林獻堂對於女性有較為進步開明的觀念，霧峰林家婦女遂能

活躍於社會，此與當時臺灣其他大家族的家風顯然有別。以基隆顏家為例，顏國

年（1886-1937）雖然讓女兒接受高等教育，但仍認為女子應在家中相夫教子，甚

至照顧兄弟，影響所及，顏家女性婚後均以家庭為重，成為丈夫背後的強大支柱，

但並未走向人群。顏國年長女顏梅，1929年畢業於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今御

茶水女子大學），是日治時期第一位擁有高等學校教師資格的女性，返臺後任教於

基隆高等女學校，1931年與丁瑞鉠結婚後，即辭去教職，盡心盡力教養子女。顏

國年次女顏碧霞，曾赴日本女子大學文科深造，婚前也曾萌生出外工作的念頭，

但顏國年仍希望她留在家中照顧弟弟。294
 

                                                      
292 
同前註，頁38；葉榮鐘，〈林獻堂先生年譜〉，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臺北：時報

文化，1995），頁145。 

293 
此詩內容如下：「曾聽蘇州夜曲歌，餘音似訴舊山河。都門此夕人如海，獨對秋風感慨多。

蓬萊閣上喜重逢，談笑毫無芥蒂胸。連日春風歌舞倦，嬌姿不改舊時容。百張玉照署芳名，

鐵筆如飛頃刻成。門外香車臨就道，滿樓爭出送傾城。纔竟晨粧臉似霞，南行且善又同車。

驛亭圍繞三千眾，為看扶桑解語花。翌朝如約來相訪，延客依然著寢衣。坐向粧臺掃眉黛，

纖纖似見遠山微。率君軍院慰傷痍，將士聞歌欲忘疲。顧盼曲終微一笑，掌聲雷動下臺遲。

香車遠訪霧峰莊，綠水青山引興長。地僻盤餐無異味，惟將粗糲誑柔腸。行程有定勢難留，

銀筏聊將贈此遊。他日重來堅後約，一帆無恙到瀛州」林獻堂，〈李香蘭〉，收於林獻堂，《灌

園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48。 
294 
陳慈玉，〈婚姻與家族勢力：日治時期臺灣基隆顏家的婚姻策略〉，收於游鑑明主編，《無

聲之聲2：近代中國的婦女與社會（1600-195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頁197-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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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獻堂生活中的女性 

  過去研究者認為，日治時期的婦女深受來自性別、階級和種族的三重社會控

制，並在勞動生產關係上遭逢「父權—資本家—殖民者」三合一的壓迫，295但此

種論述卻未必適用於林獻堂生活中的婦女。如同「後女性主義」（Post-Feminism）

所主張的，傳統僵化的「男性支配／女性被支配」、「男性與女性鬥爭」的觀念必

須被扭轉一般，296像林獻堂這般開明的父權，非但不是限制壓迫婦女的惡勢力，

反而是其追求自由、提升知識水準的助力。 

  不過，相對於林獻堂的好，不少霧峰的男性，還是夫權的惡勢力，例如縱情

酒色而對其妻吳素貞冷淡的林資彬、束縛其妾洪浣翠行動的林瑞騰；亦有未能善

盡孝道，讓母親時生煩惱的兒子，例如對陳岺需索無度的林魁梧兄弟，以致家族

中眾多女性在受到壓迫後，必須尋求林獻堂的援助，這亦是不容忽視的一點。 

  至於林獻堂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為何？何種女性可以激發他的熱情？由於

相關記述不多，無法多做論斷，但由本文的討論可知，能作詩、善畫，具備藝術

才華，且有志向學的女性，是他樂於親近並予以鼓勵、指導的對象。 

  總結而言，林獻堂尊重妻子、關心女兒、愛護媳婦，是家族未亡人的支柱，

對有心向學的女性則不吝指導，與同時代妻妾成群，不尊重女性的富紳、文人相

較，297已可稱為好男人。 

 

 

 

 

 

 

 

 

 

                                                      
295 
楊翠，《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一九二○—一九三二）》），

頁21。 
296 
同前註，頁12。 

297 
以霧峰林家成員為例，林輯堂一妻二妾，林幼春二妻（原配、繼室）二妾，林癡仙一妻二

妾，林季商一妻五妾。林資彬先後將替其產子的妾寶珠、婢女林好逐出家門，使其生活無

依，完全無情義可言。許雪姬，〈張麗俊生活中的女性〉，頁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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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in Lin Hsien-Tang’s Life 

Lee Yu-Lan* 

Abstract 

  Compared with gentlemen of the same age, Lin Hsien-Tang held a more liberal 

and open mind toward women and the equal status between men and women. 

Therefore, it’s invaluabl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Lin Hsien-Tang has exerted on his 

wives, daughters, daughters-in-law, brothers and wives of his cousins he frequently 

contact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se women and Lin Hsien-Tang. Based on 

The Diary of Lin Hsien-Tang and diaries of Yang Shui-Hsin, Lin Hsien-Tang’s wife 

and Chen Ling, his concubine, the author reconstructs the images of the women in Lin 

Hsien-Tang’s life. The result of the initial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Lin Hsien-Tang on the women around him can be illustrated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perspectives: firstly, he didn’t impose restrictions on their daily conducts, but 

encouraged them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secondly, he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encouraging women to receive education; thirdly, he took care of his women and 

settled the disputes among them. As a result, after the war, Wu, Su-Chen and 

Tseng,Chu-Ju were elected as Assembly members. Chang, Yueh-Chu set up the 

“Shenzhai Buddhist Park” to promote Buddhism. They became women leaders or 

religious leaders, which was undoubtedly related to Lin Hsien-Tang’s impact on them. 

In conclusion, Lin Hsien-Tang respected his wives and took care of his daughters and 

daughters-in-law, serving as the backbone of the survivors in the family. He was also 

wiling to give instructions to women who were ready to learn, which has indicated that 

the open-minded paternity shown in Lin Hsien-Tang helped women to pursue freedom 

and increase their knowledge rather than imposing restrictions o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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