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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族的「旅行」－
玉木懿夫及阪本釤之助詩作中的臺地書寫
許惠玟
摘

要

大正12年（1923）4月16日～27日，裕仁皇太子來臺灣視察旅行12天，稱為
「行啟」。隨著裕仁皇太子的腳步，稍後來臺的二位漢詩人，分別為大正15年
（1926）的玉木懿夫及昭和2年（1927）的阪本釤之助，同樣也在短短十餘天中
進行臺灣西半部之遊，二位詩人不約而同在詩集中提到二個特殊景點—北回歸
線及瑞竹，由於二位文人遊歷景點在相當程度上與裕仁皇太子的「行啟」地點相
似，且三人身份背景均屬於所謂「貴族」－裕仁皇太子為皇族，玉木懿夫為日本
大財團三井集團課長、阪本釤之助為日本赤十字社副社長及政壇重要人士。因此
本文先從太子「行啟」角度切入，再從二位文人身份背景等方面查考，討論這些
「貴族」遊歷的地點有何特殊之處？經由討論發現，二位詩人提到的北回歸線及
瑞竹，除了與皇太子行啟路線重疊，具有一定「朝聖」意義外，前者代表「帝國
版圖內唯一つの熱帶標で」，對於全境位處溫帶氣候的日 本而言，是值得炫耀的
一件事，後者則因太子到臨，枯竹發芽而被視為「嘉瑞」，同時也代表日本對於
臺灣的糖業殖民，已達一定成果。由二位詩人各自的遊歷路線來看，其地點的揀
擇恐怕是被動式他人的安排高於自發性有意的到臨，玉木懿夫以一日本最大財閥
的高階幹部身份，陪同長官來臺視察，著重在商業利益的考量。阪本釤之助雖以
赤十字社副社長身份來臺，但其身為貴族院議員的政治身份也不容忽視，再加上
其與上山滿之進總督的良好關係，其此行可以說是民間版的長官視察。
關鍵詞： 玉木懿夫、阪本釤之助、遊臺詩草、臺島詩程、行啟
＊

國立臺灣文學館研究典藏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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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從行啟開始—跟隨皇太子腳步的西臺灣之行
三、行程的揀擇—文人對於重要地點的書寫
四、只是單純的遊臺嗎？－玉木懿夫與阪本釤之助行程分析
五、結論

一、前言
大正12年（1923）4月16日（到27日）裕仁在當皇太子時代表當時的大正天
皇來臺灣視察旅行12天。裕仁皇太子從橫須賀軍港搭艦，在基隆港抵臺，之後即
前往總督府，曾駐足過的地方：臺北、新竹、臺中（19日）、臺南（20日）、高
雄（21日）、屏東（22日）、23日轉往馬公巡視軍事基地，24日再經由基隆回臺
北，25日前往草山、北投遊覽，下午回總督府官邸，之後留在臺北參與數次宴請
官員和臺灣士紳的活動，27日經基隆返日。
隨著裕仁皇太子的「行啟」腳步，稍後來臺的二位漢詩人同樣也在短短十
餘天中進行臺灣西半部之遊，分別為大正15年（1926）的玉木懿夫及昭和2年
（1927）的阪本釤之助。二位詩人不約而同在詩集中提到二個特殊景點—北回
歸線及瑞竹，於是引發筆者的研究動機，何以二位日本文人來到臺灣遊歷的短短
十餘天中，會先後到這二個對臺灣本土文人而言算是「冷門」的地點？由於二位
文人遊歷景點在相當程度上與裕仁皇太子的「行啟」地點相似，且三人身份背景
均屬於所謂「貴族」－ 裕仁皇太子為皇族，玉木懿夫為日本大財團三井集團課
長、阪本釤之助為日本赤十字社副社長及政壇重要人士。因此本文擬先從「行
啟」角度切入，再從其身份背景等方面查考，這些「貴族」遊歷的地點有何特殊
之處？對於遊歷地點的揀擇是自發性有意的到臨，抑或是被動式他人的安排？這
樣的行程透顯出哪些意義？均為本文嘗試探討的主題。

二、從行啟開始—跟隨皇太子腳步的西臺灣之行
大正12年（1923）裕仁皇太子「臺灣行啟」（視察臺灣之行為）12天，為日
本皇室皇太子代表天皇巡視殖民地之首例，亦是日治時期臺灣島內接待日本皇室
之最高層級。所謂「行啟」，是僅次於天皇外出視察的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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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皇室制度中，天皇外出視察稱為「行幸」，行幸二個以上地區稱作
「巡幸」；另外皇太子及三后（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外出稱作「行
啟」，行啟二個以上地區稱作「巡啟」。行幸、行啟之活動為皇室權位
者，藉由視察區域概況了解領土內各地發展情形，以實際掌握統治權力之
行為。由於行幸、行啟之活動對地區而言屬特別榮幸之活動，故地方對於
活動進行及相關準備皆會採用高規格、大動作，來表現「奉迎」之情。
「奉迎」意思等同歡迎，是皇室專門用語1。
裕仁皇太子選擇在此時來到臺灣，伴隨著幾項因素的成熟：隨著抗爭事件
逐漸平息，臺灣也從武官總督時期進入文官總督時期。此時正逢日本「大正民主
期」，臺灣進入文官總督時代以後，除了廢止笞刑外，還推展「日臺人融和政
策」、「臺灣人的政治參加」等政策。教育方面，大正8年（1919）總督府因應
國內外新局勢的發展，頒布「臺灣教育令」，確立臺灣人的教育制度，提供臺
灣人子弟有更高學制的教育機構，然臺日 間隔離教育的模式繼續維持。大正11
年（1922）總督府頒布新的臺灣教育令，明訂中等以上教育機關取消臺日間差
別待遇，實施共學制。地方建設方面，大正9年（1920）實施了地方制度改正，
改「廳」設「州」，成為五州二廳之行政區劃。「州」相當於日本的「縣」，
「州」之下設「市」、「郡」，「郡」下設「街」、「庄」；「廳」以下設「支
廳」。政治方面，大正10年（1921）重新設立「臺灣總督府評議會」，此評議
會不再僅限於在臺日人，臺灣人也可以擔任評議會員，惟全部評議會成員均由總
督任命。交通方面，明治32年（1899）至明治41年（1908）興築基隆至高雄的
縱貫線，1913年12月阿猴至九曲堂間鐵路開通，縱貫線鐵路全線完成。大正11
年（1922）竹南至彰化段海線竣工，此後縱貫線由海線取代，臺中則成為支線。
吳馥旬引日本學者若林正丈之論述，認為裕仁皇太子的「臺灣行啟」之所以選在
1923年，其原因來自：（一）大正天皇為穩定民眾運動及國家秩序，派遣皇太子
「訪歐、攝政就任及結婚」，藉由這些儀禮強化天皇制，以對應世界民主自決，
及殖民地朝鮮「三一獨立運動」等國家主義潮流。（二）臺灣議會設置運動的展
開，顯示臺灣已產生民族自覺，面對殖民地自治的要求，擬藉儀禮展示的象徵過
程，作為修正統治體制的策略。（三）藉由在臺日本人的儀禮的過程示範，引導
臺灣這些「新附從的人民」通過儀禮過程的催化成為「忠良的帝國臣民」。因此
1

轉引自吳馥旬，〈由1923年裕仁皇太子臺灣行啟看都市空間之變化〉，臺南：國立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論
文，2005年7月，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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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殖民地的視察，實有穩固皇權及殖民地的政權的意味 2。
由於皇太子的「行啟」屬於當時最高規格的禮儀對待，地點的揀擇自然有宣
揚殖民統治成效的意味存在，在當時不管是哪一項產業，均為一時之選。臺灣總
督府花了相當多的時間進行籌備規畫，因此先後有「大正11年名所舊蹟一覽表 3」
及「大正11年重要建築物 4」的整理。這些地方後來成為「行啟」重要安排場所，
而其中裕仁皇太子所親臨之地，更為這些地方增色不少，後繼來臺旅遊之日本漢
文人，莫不以與皇太子同遊一地而深感榮幸，以本文探討之三井會社課長玉木懿
夫及日本紅十字社副社長阪本釤之助為例，其遊歷地點就有許多與皇太子同遊之
處。茲以表列對照如下：
大正11年名所舊蹟及重
要建築物
南菜園（兒玉藤園總督
別莊）
劍潭及劍潭寺
北投溫泉
草山溫泉
三峽戰跡
臺灣神社
角板山
日月潭
北白川宮御遺蹟
縣社開山神社
五妃廟
孔子廟
赤崁城址
新高山
阿里山及其神木
2
3

4

裕仁皇太子行程

玉木懿夫行程

阪本釤之助行程
南菜園

劍潭寺
北投溫泉
草山溫泉
臺灣神社

草山
三峽
臺灣神社
角板山

北投溫泉
草山
臺灣神社
日月潭

北白川宮御遺蹟

北白川宮御遺蹟
開山神社
五妃廟

孔子廟

阿里山

赤崁
新高山
阿里山

吳馥旬，〈由1923年裕仁皇太子臺灣行啟看都市空間之變化〉，頁2-9～2-10。
大正11年名所舊蹟包括(一)臺北州：官幣大社臺灣神社、總督府舊廳舍、南菜園（兒玉藤園總督別莊）、明
石前總督墓域、乃木將軍母堂墓、總督府植物園、劍潭及劍潭寺、芝山巖、北投溫泉、草山溫泉、紅毛城、
清國時代舊砲臺、北白川宮征討紀念碑、クールベー濱（法軍中將基隆上陸地點）、大里、礁溪溫泉、新店
溪的深潭、烏來溫泉、三峽戰跡；(二)新竹州：角板山；(三)臺中州：八卦山、日月潭、霧社斷崖；(四)臺南
州：北白川宮御遺蹟、縣社開山神社、五妃墓、孔子廟、關帝廟、赤崁城址、鄭成功故宅、北港媽祖廟、吳
鳯廟、新高山、阿里山及其神木、關仔嶺溫泉、火山巖及火山廟、北回歸線標；(五)高雄州：舊城、下淡水
溪鐵橋、琉球藩民 54 名墓、石門、四重溪溫泉、鵝鸞鼻燈臺、クールベー中將墓碑、千人塚；(六)花蓮廳：
瑞穗溫泉、玉里溫泉；(七)臺東廳：東部海岸絕壁、知本溫泉、虷子崙溫泉。參閱臺灣總督府，《臺灣省臺
灣事情大正十一年版》影印本，臺一版（臺北：成文，1985），頁15-30。轉引自吳馥旬，〈由1923年裕仁皇
太子臺灣行啟看都市空間之變化〉，頁3-5。
大正11年重要建築物包括 (一)臺北州：總督府、臺灣神社、總督官邸、基隆醫院、高等法院、臺北監獄、醫
學專門學校、臺北師範學校同附屬小學校、臺北中學校、臺北第二工業學校、臺北第一高等女學校、基隆郵
便局、研究所、研究所農業部、專賣局、電力會社、圖書館、預備火力發電所；(二)臺中州：臺中醫院、臺
中地方法院、臺中監獄；(三)臺南州：臺南醫院、臺南郵便局、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監獄、臺南中學校、臺
南高等女學校；(四)高雄醫院、高雄檢糖所。參閱臺灣總督府，《臺灣省臺灣事情大正十一年版》影印本，
臺一版，頁225-226。轉引自吳馥旬，〈由1923年裕仁皇太子臺灣行啟看都市空間之變化〉，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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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11年名所舊蹟及重 裕仁皇太子行程
要建築物
北回歸線標
北回歸線標
高雄檢糖所
臺灣製糖株式會社阿猴
工場
臺中公園
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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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木懿夫行程

阪本釤之助行程

北回歸線
瑞竹

北回歸線
瑞竹

高雄港口官舍

臺中公園
高雄

其中三人均有重疊之地為「草山」、「臺灣神社」、「北回歸線標」及「臺
灣製糖株式會社阿猴工場（即瑞竹）」。而阪本釤之助的行程又與皇太子密合度
較高，多出「北投溫泉」及「臺中公園」，玉木則僅多出「北白川宮御遺蹟」有
交集。至於玉木與阪本則另僅有「阿里山」一處行程重疊。因此本文擬從三人均
重疊的五個地點與詩作進行深入分析，探討這五個地點被共同擇取的理由。至於
「北投溫泉」及「臺中公園」、「北白川宮御遺蹟」及「阿里山」等僅有二人重
疊處者，則簡要分析。值得一提的是，裕仁皇太子本身並無詩創作，但伴隨其出
遊的隨行者中，有一位伊東大器寫過《瀛之鶴影》 5，內頁第一頁有「大正十二年
五月上浣

南瀛之鶴影

盛事〉第壹篇

基隆上陸

讀無字書樓刊頒」第二頁題為「〈恭賦

東宮鶴駕巡啟

基隆伊東大器」，「鶴」即指裕仁皇太子：

日本皇室用語中，「鶴駕」指皇太子、皇太子妃、皇太孫及皇太孫妃的御
乘物；對照裕仁臺灣行啟當時，由宮崎健三著作關於行啟行程內容的《鶴
駕奉迎之記》，和臺灣藝術協會發行之紀念明信片圖中鶴之圖像，可以看
出太平町奉迎門屋脊中央「鶴」的圖像乃是隱喻裕仁身分6。
《瀛之鶴影》記錄其來臺事蹟，為七言古詩形式，惟內容幾乎為對太子的
歌功頌德，對其行程地點並未多所著墨，因此不納入本文討論。但由上述資料可
知，另有宮崎健三的《鶴駕奉迎之記》一書也是為太子行啟之行而作，顯然當時
此類書籍並不少。

三、行程的揀擇—文人對於重要地點的書寫
（一）王家磐石仰英明—對臺灣神社的描寫
5
6

本資料典藏於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蒙胡巨川先生代為提供，特誌此以申謝忱。
吳馥旬，〈由1923年裕仁皇太子臺灣行啟看都市空間之變化〉，頁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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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神社是為了紀念於臺灣薨逝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由當時的第4任臺灣
總督兒玉源太郎（1899～1906擔任總督）主導之下開始興建。當時所選定的位置
即是今日圓山大飯店所在，傳言風水極佳的劍潭山。明治34年（1901）2月，臺
灣神社開始興建，於同年9月26日完工，並在10月24日舉行落成大典，10月27日
舉行鎮座祭，是臺灣第二座神社，第一座為臺南的開山神社（今延平郡王祠）。
1923年4月12日裕仁太子選擇以臺灣神社做為首站，實有其政治及宗教意義：
臺灣行啟都市空間具有順序性，乃是因為儀禮意義不同……而臺北視察過
程中，官幣大社臺灣神社可算是行啟首站，是因為神社是國家神道，為了
表現天皇正統是由神賦予的，故在視察地方時，會先參拜當地神社進行祭
神儀禮，再展開地方巡視與當地民眾進行儀禮。而臺灣島內除了臺北之外
並無神社參拜行程，乃是因當時臺灣僅有臺灣神社是屬官幣的社格，官幣
神社的祭品支出由日本皇室負責，皇室祭神僅至官幣社格神社，而行程內
臺南市北白川宮御遺跡所雖已完成擴建為「臺南神社」之主要工程，但係
至大正14（1925）年才被列為「官幣中社臺南神社」，在行啟當時其定位
及儀禮僅是悼念已故北白川宮，因此僅有參觀，並未進行參拜行程 7。
換言之，在裕仁皇太子抵臺之時，當時僅有「臺灣神社」屬官幣性格，而臺
南神社要到大正14年才被列入，因此皇太子未親履其地。由於「臺灣神社」的特
殊性，二位詩人均有詩作提及：玉木懿夫〈謁臺灣神社〉以五言律詩描繪該地：
鬱鬱氣佳哉，山秋四望開。金枝傷瘴癘，玉殿倚崔嵬。潭古劍光送，天高
鶴唳來。英靈凛如在，千載鎮三臺。
首二句指出神社所在位置在佳氣聚集之地，四面環山，由於玉木是10月自日
本出發，時序是秋天，因此第二句點明季節。第三句則緊扣臺灣薨逝的北白川宮
能久親王而言，四句指出神社位處山勢崎嶇之處。五六句指出神社位於劍潭，第
七句回扣第三句，並期許能久親王英靈若在，可以「千載鎮三臺」，使臺地長治
久安。
阪本釤之助〈臺灣神社〉則以七絕二首書寫：

7

吳馥旬，〈由1923年裕仁皇太子臺灣行啟看都市空間之變化〉，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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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磐石仰英明，殊域膺懲帥禁兵。百戰功成威德在，崇祠長見鎮南瀛。
祠樹蘢葱罩翠嵐，微臣跪拜感何堪。天威一震妖氛散，星斗光寒古劍潭
（劍潭，地名）。
阪本的書寫主要集中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王家」身份，以及在臺灣這個
「殊域」領兵作戰而死的歷史。第二首延續第一首，一、四句點出該地的地理位
置。而用「微臣跪拜」則凸顯其對親王的尊重，並期望「天威一震妖氛散」，同
樣希望在親王庇佑下臺灣能從此安靖。二位詩人對於「臺灣神社」的描述重點不
同，玉木兼及親王的人格與神社的神格，而阪本則集中在親王的敘述上。而由於
臺南開山神社要到大正14年才被列入官幣，因此僅有阪本釤之助有詩作描述，其
〈開山神社〉云：
神社在臺南，祀延平郡王鄭大木，今為縣社。康熙帝詔曰：「朱成功係明
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東西兩廂安明末殉難將士百十四人之神位。
一片丹心寄劍鋩，手扶社稷起南疆。風雲意氣今猶憶，三百年前古郡王。
向榮草木四時春，皇德如今覃海垠。明室遺臣存大節，清朝天子見深仁。
死殉朱明節亦尊，兵威當日壯南藩。兩廂靈位神如在，百十四人忠義魂。
將本詩與其〈臺灣神社〉相對照可以發現，阪本重視該地成為神社前的歷
史，如「臺灣神社」原為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而建，因此重在親王事蹟。「開山神
社」原為祭祀鄭成功之處，因此重點放在鄭成功抗清事蹟及生平，認為他「一片
丹心」、「手扶社稷」，因此連清朝天子都肯定其氣節，至於「皇德如今覃海
垠」則勾連日本統治，融合古今。玉木及阪本歸隨裕仁皇太子的腳步，將「臺灣
神社」列為抵臺行程的第一站，自然和其日本人的身份有關，只是玉木以三井集
團課長的身份來看，該地只是單純信仰中心，著重在外在景物描述。而阪本因為
兼具政壇要員，故對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王家」身份多所著墨，顯示兩人雖屬
社會上層的「貴族」要員，但因背景不同，書寫角度也各異。

（二）北緯23度半的榮耀──對北回歸線的描寫
1908年，日本政府為「慶祝臺灣縱貫鐵路全線通車」，特別在嘉義市西南
3.3公里處，及北緯23度27分4秒51鐵道旁的稻田中，建設了一座大型的「北回歸
線標」。依天文計算，1908.0分點，黃赤交角的等質確實在此緯度上，精密度在

36

臺灣學研究．第十四期

民國一○一年十二月

秒以下兩位數。當年負責測量的日本工程師以分秒不差的運算，在立碑的過程中
豎立永垂不朽的精神典範。但這首代的標塔，在西元1917年的颱風季節中被吹
毀。1921年，有鑑於第一代北回歸線已嚴重受損，日人又在原地以竹子為建材，
搭建了第二代的北回歸線標，這基本上只能算是權宜之策下的臨時性建築。1923
年，日本裕仁皇太子來臺行啟，駕臨嘉義，在遊玩阿里山後繼續南下臺南，途經
水上鄉時，看到竹子搭建的標塔，當場諭示改建，逾1926年重修完竣，是為第三
代「北回歸線標」，其外貌上端和第一代相仿，都是日本傳統式的丸形結構。這
一次是按原址同緯向正西移動百米而建成，理由是坐火車無法下車觀看，由公路
前往觀瞻者，又需要在公路旁另走上一段田埂泥巴羊腸小徑 8。
但是日本人對於這個地標的標舉，並不若上述文字如此平淡，大正15年
（1926）10月7日《臺灣日日新報》9494號「北回歸線標」一則寫道：
これは帝國版圖內唯一つの熱帶標で、本島縱貫鐵道の嘉義驛と、その次
の水上驛の中間線路の西側十餘間白色に塗られて、車窓よりはよく眺め
られろところに在る、地理學上溫熱兩帶に跨つてゐる本島のこの標の地
點こそ、即ち回歸線か東西に通達するのである……
昭和6年（1931）8月12日《臺灣日日新報》11265號也記載：「臺灣の特異
性を表象する北回歸線標 嘉義と水上の中間におる」，在昭和8年（1933）花
蓮瑞穗附近的北回歸線標成立之前，水上地區是「帝國版圖內唯一つの熱帶標
で」，代表著「臺灣の特異性」，對於全境位處溫帶氣候的日本而言，這無疑是
值得炫耀的一件事，也因此在大正11年時被納入「名所舊蹟」，不過裕仁皇太子
所見的「北回歸線標」是以竹子搭建而成的第二代臨時建築。到了玉木及阪本來
臺時，第三代標塔已整修完成，即前述大正15年（1926）10月7日《臺灣日日新
報》所載，係按原址同緯向正西移動百米，以便於乘坐車輛時，可以從火車或汽
車上觀看，玉木懿夫〈過嘉義回歸線〉即是描寫南下途中見此標塔的情形：
鴻雁不飛過，羲和至此回。初知帝都客，千里入南垓。
詩人以「鴻雁」扣「北」，以「羲和至此回」扣「回」，以「帝都客」扣
終將「歸」，並點出此客「千里入南垓」是因其自北（日本）來，對照詩題與詩
8

整理自水上鄉公所網頁：http://shueishang.cyhg.gov.tw/about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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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可見詩人寫作功力，但卻不見北回歸線橫跨溫熱兩帶的重要特色。關於此
點，阪本釤之助〈回歸線標塔（在嘉義）〉掌握較為明確：
暑氣逼人殘日隤，奇峰突兀夏雲堆。平生開口說清白，今日南荒觸熱來。
不同於玉木的10月來臺，阪本來臺時間在7月，時為夏日，再加上北回歸線
標示由溫帶進入熱帶，因此更添「暑氣逼人」，詩人再用「夏雲堆」、「觸熱
來」，可以想見當時溫度之高，令習慣溫帶氣候的詩人難以忍受。

（三）行啟的嘉瑞─對瑞竹的描寫
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簡稱臺糖，是臺灣日治時期的四大製糖會社之一。該
會社由三井財閥創立，可說是臺灣新式製糖業的始祖，三井在橋仔頭工場建造了
第一座新式糖廠，其旗下的「阿緱工場」曾因高產能被譽為臺灣糖業的新高山，
在日治末期時臺灣製糖掌握了臺灣曾文溪以南所有的製糖所與原料區。大正9年
（1920）臺灣製糖本社從高雄街搬到屏東街的阿緱製糖所。之後因關東大地震與
昭和經濟恐慌，臺灣製糖業界受到打擊，其中因為鈴木商店於昭和2年（1927）4
月破產，旗下的東洋製糖解散，由大日本製糖與明治製糖買下接收，而同屬鈴木
商店的鹽水港製糖，則在9月時將旗尾與恆春製糖所賣給臺灣製糖（12月31日完
成讓渡）。為了買下這兩間糖廠，臺灣製糖在隔年（1928）1月發行1000萬的公
司債作為代金（三井銀行擔保），此外同年臺灣製糖又增建了灣裡第二工場 9 。
大正9年（1920）臺灣製糖本社搬到屏東街的阿緱製糖所，而裕仁皇太子來臺時
間在1923年，這也是其之所以前往阿緱製糖所行啟，而非高雄的緣故。玉木懿夫
〈瑞竹〉一詩就提到這一過程：
大正癸亥（1923）歲，攝政宮巡南疆，屏東臺灣製糖會社以竹造便殿，竹
柱生萌，以為嘉瑞。辛苦培養，而見成竹。未數年，鬱然成林矣，稱曰瑞
竹。
新篁清蔭合，橚橚百餘莖。月上鳳搖尾，風來鸞弄笙。去年迎鶴駕，南徼
樹雲旌。葵藿皆傾日，蠻夷盡奉誠。結茅當殿宇，伐竹作軒楹。枯幹綠回
色，嫩枝黃迸萌。梁園甘露降，蓬島瑞光呈。天壤無窮國，龍孫歲歲生。
玉木在詩序中提到「屏東臺灣製糖會社以竹造便殿」，可知該處原無此建
9

關口剛司，〈三井財閥與日據時期臺灣之關係〉，臺南：國立成功大學歷史系碩士論文，2003年6月，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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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是為因應太子行啟而設，且竹造便殿原為枯竹，竟然會再發芽，因而被視為
「嘉瑞」，「瑞竹」地名也就因而產生，玉木此詩藝術性頗佳，首二句即明點
「竹柱生萌」及「未數年，鬱然成林」的演變，既有枯竹逢春的嘉兆，從「發
芽」到「成林」，又點明時序的推移。第三四句指「鳳尾竹」在夜晚中隨風搖
曳的景致，前者為視覺描述，後句以「鸞弄笙」點出聲音，「鸞」亦可指「鸞
鈴」，指繫於天子（這裡指皇太子）座車馬銜的鈴鐺，搖動時聲如鸞鳴。五六句
則以「鶴駕」、「南徼」緊扣太子南巡，詩人以「葵藿」向陽的特性，表示臣下
對君王的忠誠。「傾日」同「親日」，並以「蠻夷」皆被同化，顯示教育政策的
成功。「結茅」句以下即詩序所言「以竹造便殿，竹柱生萌，以為嘉瑞」一事，
但若依吳馥旬研究來看，「便殿」是很少使用的用詞：
但據筆者調查，相關裕仁臺灣行啟的專書、報章及圖面，其內容混用專門
用語，多數資料將休息場所稱為「御休所」，座席區稱作「御座所」，甚
少 數會使用「便殿」、「御座」等辭；據推測可能是當時裕仁臺灣行啟時
有些行程同時亦有伏見宮博義王視察，故空間名稱統稱為御休所；亦有可
能專門用語雖然是日本皇室宮內省所訂，但普及層度不高，故造成使用上
混淆不清10。
這就令人無法理解，依玉木的職業層級及日本人身份，按理應該不會不知道
這樣的禁忌才是，何以不用「御休所」而用「便殿」？或許還有可再商榷空間。
阪本釤之助〈瑞竹〉一詩詩序與玉木相近而較簡略：「臺灣製糖公司，在屏東建
竹屋奉迎鶴駕。後竹柱生根，枝葉繁茂，真奇瑞矣。」
竹屋曾迎鶴駕過，枯枝生葉綠婆娑。風前月下懷仁德，鳳尾垂垂瑞色多。
由二首作品可以明確得知，建於阿緱製糖所的「便殿」，四周所植的竹為
「鳳尾竹」，阪本以七絕呈現該地植物特色，以及對太子的歌功頌德，詩藝較玉
木略遜一籌。當然，對此地描述的詳略度，也跟二位詩人的身份有關，玉木身為
三井集團的高級幹部，糖業為集團重要業務之一，因此他到該地，不無有視察業
務的 用意，與阪本走馬看花式的書寫自有不同。

（四）奉迎的榮耀─對高雄港口官舍的描寫
10

吳馥旬，〈由1923年裕仁皇太子臺灣行啟看都市空間之變化〉，頁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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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皇太子行啟時抵達高雄港，當時總督府的設計是將「御泊所」蓋在山
上，以便俯視整個高雄地區：
因高雄御泊所位於山上，可俯視的視線區域更寬廣，故高雄州廳在安排夜
間街町裝飾時，是以呈現高雄港區整體性為考量。市內共有300根電柱點
上300燭光的燈泡，旗後町臺糖倉庫至電力會社散宿所附近家屋，使用約
5000個10燭光的燈泡作裝飾；另在旗後燈彩的南端至鳥松北端止的海岸，
間隔25間（50m）的距離設置電柱，而旗後苓雅寮間海中架設電柱以接續
燈彩，總共架設約100根電柱燃點500燭光的燈泡，綿延數里的燈柱搭配各
式船艦的夜間裝飾，相較於其他市區呈現出更為壯觀的夜景 11。
這是從皇太子所居的「御泊所」下俯的高雄市區景象，藉由等間燈泡的裝
飾，展現出高雄市區進步與壯闊的美景，玉木懿夫〈高雄港口官舍小酌〉就是描
述這樣的景致：
海角倚樓啣酒巵，一灣燈火動漣漪。旗山唯在蒼茫裏，太白當欄月上遲。
首句提到高雄港的地理形勢，二句則是形容自高雄港口官舍下俯所見，燈火
滿佈市區的情景。三句指出其地近旗山，末句則以天上明星呼應地上燈火，相互
輝映。阪本釤之助〈高雄〉一詩更為詳盡，詩序提到：「舊稱打狗，近改今名。
皇儲南巡之日，州司設館于山上，奉迎鶴駕。駕駐三日，雨亭（入江）侍從長承
旨顏曰『壽山館』，楣間揭其匾額『聽潮』。館則在灣口，呼曰『港口官舍』。
旗尾、打鼓二山橫前，風光絕佳。」
樓閣倚高簾幙開，題楣留見大夫才（ 侍從長今為皇太后宮大夫 ）。山靈水秀
瀛南地，長為春宮頌壽來。
涼籟吹搖樓上燭，晚霞流入手中杯。昇平今日無邊警，旗鼓二山相對開。
「壽山館」是為慶祝太子生日而特意所建，因位於山上，所以說「樓閣倚
高」，此樓由侍從長入江題名，詩中「題楣留見大夫才」所指即為入江，並由小
11

高雄夜間裝飾內容參閱《臺灣行啟記錄》第二編第八章第四節〈沿道裝飾〉，轉引自吳馥旬，〈由1923年裕
仁皇太子臺灣行啟看都市空間之變化〉，頁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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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點明其身份，該館位於地勢險要之處，故云「旗鼓二山相對開」，即詩序所說
「旗尾、打鼓二山橫前，風光絕佳」，從「涼籟吹搖樓上燭，晚霞流入手中杯」
可知阪本應是夜宿於此，在清風徐來的夜晚飲酌，感受四處的靜謐與昇平，此時
距太子行啟已過3、4年後，仍是「山靈水秀」，可以知道總督府為了展現當時臺
灣建設實力，並展現進步的一面，花費了多少人力物力。不管是玉木或阪本，能
夠在夜晚進入官舍俯瞰夜景，甚至可以暫宿皇太子「御泊所」，更可見其身份之
高貴，誠可謂「貴族」階級。

（五）行啟的後續效益─對草山的描寫
總督府為了使裕仁皇太子在行啟過程視察之餘亦兼具休閒娛樂，故選擇臺
北市區近郊之「北投溫泉」、「草山溫泉」兩處作為視察及休憩地；然相對於北
投溫泉區域之發展蓬勃，當時之草山溫泉尚未開發，隨著總督府在草山興建貴賓
館、造橋、鋪設道路等工事進行，便利的設施及皇室足跡的人氣帶動草山溫泉之
觀光發展，對草山地區影響甚大 12 。草山一地的遊歷，是玉木在臺灣的前幾個行
程，卻是阪本在臺最後到達之處。玉木懿夫〈草山〉寫道：「草山為客夜，數里
異陰晴。嶺上唯風雨，城中正月明。」是他剛從日本抵達臺灣時，在草山過夜所
見情景，相對於臺北地區一片月明，當時草山天氣應是陰晴不定的。阪本釤之助
〈草山樂山榭蔗菴上山督憲招飲有詩見示率次其韻留別〉一詩則是描寫其在草山
上參加上山總督宴飲的情景，兩人俱為貴族院議員，極為熟識，詩云：
清時身未老，旬日帶南瀛。珍果飽仙味，新茶嘗鳳精。遠岑殘雨斂，高樹
晚風生。不道明朝別，從君秉燭迎。
本詩是阪本即將離臺之作，在臺行程飽嘗珍果、新茶，收穫滿滿，雖是離開
客途返回家鄉，但因將與友人分隔兩地，故而顯得離情依依，不同於單純寫景之
作。有關此次宴會，昭和2年7月19日《臺灣日日新報》上有「來廿日下午蔗菴
總督開吟宴招待詩人於草山」的報導，當時受邀者有：小松孤松、山口東軒、鷹
取岳陽、豬口鳳庵、尾崎秀真、謝雪漁、魏潤庵、劉篁村等。據胡巨川的研究，
隔天《臺灣日日 新報》又有「總督停止草山詩會為心惻暴風相當遭害」報導而取
消該會，但從阪本詩作來看，該宴會卻是正常舉行，胡巨川認為「據集中此詩可
知，蔗菴還是宴請了，可能只是未請人作陪以掩人耳目並博取嘉譽而已。 13 」這
12
13

吳馥旬，〈由1923年裕仁皇太子臺灣行啟看都市空間之變化〉，頁3-25。
見胡巨川，《日僑漢詩叢談》（高雄：春暉出版社，2012年10月），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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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推論不無可能，因為阪本並無造假之必要。
除於草山參與宴飲外，阪本另有〈北投溫泉〉之作：「高低樓閣罩煙霞，
地湧溫泉見異花。堪惜山中幽邃地，衣香扇影日紛華。」而玉木懿夫則未到北
投，阪本此詩可以看出北投溫泉當時已開發到一定程度，故有「高低樓閣」，且
遊人紛至沓來（「衣香扇影日紛華」），至於「罩煙霞」、「地湧溫泉」則緊扣
其溫泉勝地的特色。同樣的情形也見於〈臺中公園〉一詩：「亭榭臨池絕暑氛，
滿園綠樹午風薰。城中均享鑿泉利，二井清流萬戶分（園內鑿二大井為水道源
泉）。」阪本提到臺中公園「亭榭臨池」、「滿園綠樹」，既有園林造景，又兼
具「都市之肺」的綠化、清淨功能，因此即便是7月暑氣襲來，仍能感受到「絕
暑氛」，臺中公園內鑿二井，提供都市用水，兼具實用功能。由上二詩可知阪本
與裕仁皇太子在行程的重疊性遠較玉木為高。至於玉木與阪本俱至，而皇太子未
到的有阿里山與淡水二處：玉木懿夫的〈上阿里山〉以組詩方式多首呈現，展 現
其寫作功力，也看出其對該地重視及喜愛：
鐵路度崔嵬，如蛇出穴來。一峯三匝上，萬壑四方開。崖削石將墜，棧危
車欲摧。振衣千仞上，腳下有輕雷。
阿里崢嶸積翠重，飈輪直上玉芙蓉。山靈似恐闡神秘，忽起雲煙失萬峰。
孰如蜀道上天難，危棧懸崖心膽寒。危石巖巖當面立，塔山千仞壓群巒。
亂峰闃不聽秋聲，唯見雲煙蓬勃生。風雨萬年山老盡，千章古木朽縱橫。
峰巒起伏眼前連，一鳥不鳴山寂然。鬱鬱樹間煙忽起，人家住在翠微巔。
腳底群巒點碧螺，茫茫雲海晚來波。滿天風露霑衣袂，萬仞高峰近絳河。
深山生長棟樑材，千載曾經霜雪來。木若有靈當自喜，斧斤不為作薪摧。
玉木在詩作中再三提到阿里山地勢險要，以「崢嶸積翠重」及其「孰如蜀
道上天難」、「危棧」、「危石巖巖」凸顯其位置高聳及上山困難，並提到該地
以火車（「鐵路度崔嵬」、「飈輪直上玉芙蓉」）為主要上山方式，山勢崢嶸，
林木茂盛，既有視覺上雲霧繚繞，彷彿失去方向的錯覺，又有「亂峰闃不聽秋
聲」、「一鳥不鳴山寂然」的寧靜，在這樣的深山中竟有人煙居住（「鬱鬱樹間
煙忽起，人家住在翠微巔」），全詩有景、有人，視覺聽覺兼具，既有原始林
木，又有現代鐵路，是不錯的佳作。詩人原本以為「深山生長棟樑材」，故「木
若有靈當自喜，斧斤不為作薪摧」，但日人之所以費力修築高山鐵路，目的即是
為了山上豐碩的林木資源，因此林木真的能逃過一劫嗎？恐怕不行。而阪本〈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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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山〉則以七絕二首方式簡單呈現，對於山上的林木開墾已有著墨：
樹海雲生似浪浮，飆輪旋轉訝行舟。天風吹上八千尺，七月高寒欲襲裘。
斧斤日日入深林，偏怕靈區塵壒侵。神木三千年外物，蕃人導我拜清陰
（有二大檜樹稱神木 ）。
對於阿里山的書寫，玉木詳細而阪本簡單。「淡水」則相反，玉木懿夫〈淡
水城址〉寫道：「潮拍空城夕日流，觀音山色自千秋。南門鎖鑰留題在，故老
猶懷壯肅侯。」而阪本釤之助〈淡水港〉則多了詩序「西班牙人戍臺曰『紅毛
城』，其故址仍存；砲城則係劉銘傳巡撫所築，門頭有石匾刻『北門鎖鑰』四
字」，詩文則云：「夕陽殘礎憶紅毛，淡水風來晚起濤。仍說當年劉憲府，北門
鎖鑰砲城高」，二位詩人都不約而同提到修築該城的劉銘傳，也都在夕陽西下時
分登城觀覽，玉木寫潮汐，阪本寫風濤，因此極為相近。但玉木說該地是「南門
鎖鑰」，阪本則曰「北門鎖鑰」，顯然玉木係筆誤。該城為清末遺蹟，同時具有
戰略地位的意義，距離基隆港亦不遠，故而即景賦詩，詩文內容 偏向寫景而少抒
情。

四、只是單純的遊臺嗎？－玉木懿夫與阪本釤之助行程分析
本文擬探討之另一重點為玉木與阪本來臺行程的個別探討，並嘗試看出其
來臺的真正意涵為何？臺灣第11任總督上山滿之進 14 於明治32年（1899）轉任至
東京後，主要是接受高島張甫（九峰）氏的添削。到了大正年間，則於高島氏
以外，還接受大江孝之（敬香）、坂本釤之助（蘋園）兩氏之過目。大正14年
(1925)，先生參加國分高胤（青厓）主盟之「詠社」，爾來至晚年，只固定接受
青厓翁之批正。晚年詩友則是勝島勝之助（仙坡）、湯河元臣（遠洋）、玉木懿
夫（椿園）、小田切萬壽之助（銀臺）、田邊為三郎（碧堂）、若槻禮次郎（克
堂）、太倉喜七郎（聽松）、增島六一郎（日窟）、久保得二（天隨）、福原鐐
二郎（蘇州）等諸氏 15。
14

15

上山滿之進（1869～1938），日本山口縣人，臺灣日治時期第11任總督。1918年起至1935年間為貴族院議
員，屬研究會官僚派。1926年7月就任臺灣總督，時因臺灣銀行對鈴木商店等之不良借貸而產生經營破綻，
甚至導致日本金融恐慌，上山總督則致力防止臺灣受到波及。又採用分化策略，以懷柔、彈壓與褫奪利權
等並進的手段分裂「臺灣文化協會」。1928年6月因來訪的久邇宮邦彥親王為朝鮮青年趙明河狙擊事件而去
職。參考自鍾淑敏著，《臺灣歷史辭典》「上山滿之進」辭條。
參考網頁：http://tw.myblog.yahoo.com/jw!VC00iUmLHwKalCCy98M4/article?mid=-2&next=791&l=a&fi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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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玉木與阪本共同因為上山滿之進而產生聯結，1926年玉木懿夫有
一連串〈梅莊上山總督招飲席上次韻奉呈〉、〈梅莊上山總督招飲席上呈青厓詞
伯〉、〈梅莊上山總督招飲席上呈仙坡博士〉、〈贈尾崎古村先生〉詩作，係上
山滿之進設宴款待當時在臺日本漢詩人，如國分高胤（青厓）、勝島勝之助（仙
坡）以及尾崎秀真（古村）等，隔年1927年阪本釤之助則有〈草山樂山榭蔗菴上
山督憲招飲有詩見示率次其韻留別〉，至於玉木懿夫及阪本釤之助二人間是否有
交游？則尚無資料可待確認。

（一）商業的考量─玉木懿夫與三井財團
玉木懿夫（？〜？），號椿園，日本東京人。大正15年（1926）訪臺，賦
詩成《游臺詩草》。昭和2年6月17日《臺灣日日新報》9747號記載：「三井玉木
椿園翁，以《遊臺詩草》惠贈本社潤庵，中有〈烏龍茶〉三首，其一：褒歌歌未
罷，采采已盈筐。三五可憐女，春風指爪香。渡臺未幾，即研究及於褒歌，其興
正復不淺。」而昭和2年7月27日《臺灣日日新報》9787號記載：「三井會社課長
玉木懿夫氏，號椿園，住東京，為內地詩社之錚錚者，去年冬隨三井家總辦牧田
環翁渡臺，視察本島產業，及三井事業實況，遨遊名勝，即景賦詩，奚囊甚富，
歸以付梓，名曰《遊臺詩草》。昨寄呈蔗蓭督憲，請為贈內臺有名詩人……只
五十首，然皆為傑作，殊可珍也。」對於生平不詳的玉木懿夫，這二則資料提供
相當重要的訊息，即其身為日治時期在臺重要日本財團三井會社的高級幹部。
三井財閥自1896年開始，即在臺灣經辦砂糖、稻米、樟腦、煤炭等重要物產
之大量交易或輸出，承辦專賣品樟腦、鴉片、煙草及食鹽，也透過三井所設立的
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基隆炭礦株式會社等之經營，位於領導臺灣各種行業界之地
位。再對照玉木當時來臺的時間，幾乎可以確定其非單純的遊歷旅行，必然伴隨
著財團產業視察的商業性質。依關口剛司〈三井財閥與日據時期臺灣之關係〉的
研究來看，牧田環進入臺灣三井集團擔任要職，應與其「基隆炭礦株式會社」設
立有關，時間在1918年：
由三井財閥收購芳川之一切權利，重新組織公司，而於大正七（1918）年
三月以資本金 250 萬圓創立基隆炭礦株式會社，該社總計有5萬股份中，
由三井物產與三井礦山取得3萬股、顏家擁有2萬股。董事長由三井礦山
之牧田環擔任，顏雲年擔任副董事長，雙方各派二人為常務董事。同年九
月，再加入顏雲年所擁有之煤田，增資為500萬圓，其弟國年也就任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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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不過因大正七、八（1918、1919）年三井物產也增加對基隆炭礦之
投資，因此，三井與顏家投資比例仍然維持三比二 16。
至於玉木1926年伴隨牧田環來臺，顯然當時牧田環應該是在臺灣及日本兩地
間往返，而玉木身當三井集團要職，其來臺真的只是遊歷而已嗎？
從詩集排列來看，玉木懿夫的遊臺行程為：抵基隆→謁臺灣神社→劍潭寺→
大溪→牛角湳→水流東茶園→角板山抵三峽→三峽→草山→基隆過陋園→過嘉義
回歸線→臺南所感→臺南北白川宮遺跡→臺南客舍→國姓爺→高雄港口官舍→高
雄→萊社蕃→瑞竹→上阿里山→新店抵龜山→烏來瀑→淡水城址→梅莊上山總督
招飲→梅莊所見月下美人花→過臺灣博物館見尾崎古村→歸舟望五島→馬關春帆
樓。物產書寫則有珊瑚、相思樹、烏龍茶、木瓜。
撇除物產書寫不談，其遊臺行程前三首寫其自日本啟航、航行瀨戶內海到
接近臺灣的經過，一抵達基隆，首先即到「臺灣神社」參拜，這一點與裕仁皇太
子首站理由相同，而神社在劍 潭，因此一併到劍潭寺遊歷，接著南下桃園，先到
〈大溪〉，主要提到該地地理環境及曾有過的原住民分佈：「大溪布障伐山戎，
野草猶留戰血紅。馘首蕃人何處竄，亂峰隔在白雲東」，凱達格族群聚於溪西霄
裡、南興一帶，泰雅族則散居於溪東阿姆坪河階一帶，這裡提到「馘首蕃人」，
恐怕指的正是泰雅族群。〈牛角湳〉即今「慈湖」，詩云：「竹轎入雲雲欲迷，
亂山匼匝路高低。豫章千樹蔽天日，萬籟無聲一鳥啼」，主要在寫景，應是南下
途中經過時即景賦詩之作，值得一提的是接下來的〈水流東茶園〉一詩，這是三
人之中只有玉木特意到達的地方，詩云：
疊嶂重巒夕日斜，數聲雞犬入雲賒。溪頭佃戶近蕃社，少女三三出摘茶。
三井會社於大正8年（1919）也著手製茶事業。自此之後，三井合名會社臺
灣出張所的重要業務為製茶業，自茶葉栽培至紅茶製造，親自從事全部作業過
程，將販賣委託給三井物產出口至世界市場。大正12年（1923）也開始受託經
營臺灣拓殖製茶株式會社 17 。因此玉木此行應有視察製茶產業的動機，而前述三
首〈烏龍茶〉的褒歌創作，應該也與此背景有關。另一個地點則是基隆陋園，其
〈基隆過陋園賦似顏國年先生〉詩云：
16
17

關口剛司，〈三井財閥與日據時期臺灣之關係〉，頁72。
關口剛司，〈三井財閥與日據時期臺灣之關係〉，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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陋園多景趣，泉石樂無窮。潤屋富惟德，傳家清有風。經營依日本，形勝
占基隆。宗廟丹青古，千秋仰魯公。
前述引文提到，煤礦業為三井會社主要產業之一，1918年時成立的「基隆炭
礦株式會社」，其中「董事長由三井礦山之牧田環擔任，顏雲年擔任副董事長，
雙方各派二人為常務董事。」因此三井會社與基隆顏家關係極為密切，顯然這也
是因為業務需要。之後直接南下嘉義，先經過北回歸線，而後行程集中在臺南
州，在此過夜，並特意到〈臺南北白川宮遺跡〉，這是與裕仁皇太子當初行啟有
所重疊的行程：
錦旗絕海討南荒，遺躅凄涼足斷腸。石室髹床衣褲在，榕陰深處弔親王。
詩中首二句提到北白川宮親王率軍來臺，卻戰死異鄉的史實，如今遺跡處只
剩「石室髹床衣褲」供後人評弔，令人不勝欷歔。玉木之所以在臺南逗留，主要
跟明治33年（1900）12月，在臺灣總督府之勸導鼓勵下，以三井財閥為中心之各
資本家創設了資本100萬圓的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總公司置於臺南縣橋 仔頭（今
高雄縣岡山橋頭） 18 有關。簡言之，玉木所揀擇的行程，和其身份背後的商業考
量密切相關，既為「遊」，也為「巡」視各地產業活動，因此兼具兩種性質。

（二）醫學與政治的考量─阪本釤之助與日本紅十字社
阪本釤之助（1857～1936），日本愛知縣人，曾任奈良縣参事官、東京府書
記官，福井縣、鹿兒島縣知事，後擔任名古屋市長。曾於昭和2年（1927）因日
本赤十字社的工作，以副社長身份於7月1日自東京來臺，期間遊歷臺北、新竹、
臺中、臺南、高雄各州，18天後離臺。返日後將在臺遊歷所寫漢詩輯為《臺島詩
程》並於同年出版印行，共得絕句36首、律詩1首。阪本釤之助之所以來臺，應
跟該年7月1日，日本赤十字社於臺灣支部事務所內設立「臺北診療所」，從事貧
困者救療及實費診療一事有關。昭和2年（1927）7月3日《臺灣日日新報》有阪
本副社長「結核豫防講演」的報導，同時有詳細「臺灣視察日程」紀錄：
其巡視日程は大要次の如くである：四日午後四時基隆著同五時十八分臺
18

關口剛司，〈三井財閥與日據時期臺灣之關係〉，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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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著，六日迄臺北留在旅館鐵道ホテル（隨員は吾妻），七日午前九時
二十二分臺北發新竹へ向ひ同一地泊（塚迺家），八日午前七時三十七分
新竹發臺中へ一泊（春田館），九日午前六時四十五分臺中發二水、外車
埕を經て水社著一泊（五城より水社迄轎）（涵碧樓），十日午前七時水
社發嘉義へ一泊（青柳旅館），十一日同地滯在烏山頭視察，十二日午前
七時發，午後一時四十分阿里山著一泊（俱樂部），十三日午前八時十分
發嘉義へ引歸し一泊（青柳），十四日午前七時三十五分發途中の視察を
為し午後六時七分，臺南著二泊（東屋），十六日午前七時四十五分發高
雄へ一泊（吾妻），十七日午前九時五十五分發四重溪へ一泊，十八日午
前七時發自動車にて鵝鸞鼻著途中觀察を為して高雄へ引歸し一泊，十九
日高雄發午後六時三十五分臺北へ著二十、二十一日は淡水、北投、草山
視察，二十二日午前七時二十分臺北發，同八時十八分基隆著瑞穗丸，乘
船歸京。
昭和2年（1927）7月3日《臺灣日日新報》另有「坂本釤之助氏 赤十字社副
社長，貴族院議員四日來臺鐵道ホテル」，依消息並列情形來看，早川清氏參事
及近藤龍弼亦同時來臺。日本赤十字社是一個隸屬於天皇底下的救護組織：
日本赤十字社的組織架構，主要是依據1877年所公布之「日本赤十字社社
則」為基準。在東京本部方面，由總裁1名、社長1名、副社長2名、理事
員10名（正副社長和幹事7名組成）、常議員30名所構成，為無給職。定
期每3個月由社長召開常議會，審議重要社務，並且於每年4月召開總會，
進行理事和常議員的改選、報告每年度的社務及會計及審議由理事員所提
出的議案等事務。1896年後增設監事2至3人，負責會計事務19。
其中「結核防治」可謂其主要業務。然阪本釤之助遊臺行程為：臺灣神社→
兒玉總督別墅南菜園→大島民政長官銅像→訪林薇閣熊徵臺北居→江山樓→途中
所見（烏牛浮鼻）→臺中公園→新高山→日月潭→二水驛過增澤深治氏園→觀嘉
南大圳工事→阿里山→嘉義回歸線標塔→開山神社→天后宮→五妃廟→吳園→赤
嵌樓→安平港→高雄港口官舍→雨中過淡水溪→屏東書院→瑞竹→蕃舍→淡水港
19

江俊銓，〈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之研究(1895-1945)〉，臺南：國立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
年，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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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溫泉→草山樂山榭蔗菴上山督憲招飲。與報上刊載的行程相近。
阪本釤之助雖以赤十字社副社長來臺，也參與相關醫療宣傳活動，但其貴族
院議員的政治身份，使其來臺行程中，有諸多與官員有關聯的地點聯結：〈南菜
園（兒玉總督別墅）〉提到：
問到遺蹤感慨多，小園寂寞少人過。三間茅屋數竿竹，曾是將軍安樂窩。
南菜園，是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別墅，建於明治32年（1899），位於當
時的臺北市兒玉町四丁目，為儉樸的木造房屋，由兒玉總督親自命名為「南菜
園」。其自號「藤園主人」，「藤園」即「南菜園」，其名源於總督由日本運來
植於庭院內之藤樹。第三句「三間茅屋數竿竹」即是對其房舍簡單純樸的描述。
至於〈大島民政長官（家弟久滿次）銅像〉一詩則相當特殊：
亂後民心順且和，治蕃庶政入謳歌。白頭偶作遠游客，阿弟像前新淚多。
大島久滿次（1865～1918），今愛知縣人，日本警務系統官僚。1908年升任
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任內多以鎮壓手段壓 制臺灣反日運動。在任內，雖以嚴刑
峻法締造出臺灣的良好治安環境，不過也因常誅殺已降反日人士而備受爭議。其
兄之一即為阪本釤之助，故詩題小註云「家弟久滿次」，大島於阪本來臺時早已
過世，因其治臺政績而立銅像為紀念，但對照阪本詩文與大島實際作為，顯然其
對大島有太多溢美之辭。〈日月潭次棲霞後藤子爵留題韻〉二首則係其與後藤新
平於日月潭互相唱和之作：
皇澤深於潭水深，蕃人向化見天心。開治欽君多嘉績，我對留題欲正襟。
林外湖光一望開，前山雲破月飛來。夜深擣臼化蕃婦，惻惻動人歌幾回。
後藤新平（1857～1929），曾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東京市長、南滿鐵道
會社總裁、外務大臣和內務大臣等要職，1906年封男爵，1922年升為子爵，1928
年晉封伯爵。在臺灣民政長官（1898～1906）任內，因總督兒玉源太郎軍務繁
忙，後藤實際掌握臺灣政治，促進當時的臺灣農業、工業、衛生、教育、科學、
交通、警政等建設發展，奠定日本治臺 基礎，也為臺灣的近代化作出了極大貢
獻。阪本釤之助1927年來臺時，正是後藤新平晉升子爵，尚未升伯爵之時。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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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屢屢出現大日本帝國以高姿態對當地原住民進行教化的自豪語，以及對後藤政
績的肯定。行過彰化二水時，著有〈二水驛過增澤深治氏園〉：
林園略似橐駝家，茉莉發香蘭長芽。解事主人能待客，綠陰深處進冰瓜。
這裡指日本皇親增澤深治對於二水一地的開發，由阪本詩作來看，1927年
時，增澤深治就已經開始在二水進行園林種植。詩人以「橐駝」喻之，典出柳宗
元〈種樹郭橐駝傳〉，以此讚譽增澤深治對於園林技藝之精。園內種植各國奇花
異果種類繁多，光是蘭花就有三、四十種名貴品種，其他如椰子、榴槤等則從東
南亞直接輸入。同時還運用關係，數度以軍機至南洋運送植物，果樹園不斷增加
新品種，皇親貴族多慕名前來，昭和14年（1939），日皇御弟─三笠宮殿下─來
臺考察時，也曾到果樹園一行。當時火車站前，冠蓋雲集、戒備森嚴。由此也可
以確認，阪本至此一遊，除慕名而來外，也是追隨太子的行啟腳步。至於〈觀嘉
南大圳工事賦似枝德二組合長〉一詩則帶出另一位重 要在臺日人貢獻：
築隄千仞壯規模，瘠地化成膏壤區。治水功追神禹蹟，居民百萬一朝蘇。
總督府決定嘉南大圳新設工程實施方針及將補助金編列預算提交議會審議
後，於大正8年（1919）11月，將計劃大要及實施方針送交臺南、嘉義兩廳長，
並由臺南、嘉義兩廳廳長枝德二（曾任臺中廳長、臺南廳長、首任臺南州知事
等）、相川茂鄉二人擔任創立準備委員長。而枝德二在參與此工程後，於1930年
出版《嘉南大圳新設事業概要》，詳實紀錄了嘉南大圳的興設沿革、工事概要、
財源、管理機關與組織等，可說是了解嘉南大圳的重要一手資料，詩人來臺正逢
大圳興建時刻，惟詩中將之比擬為大禹，胡巨川《日僑漢詩叢談》就說：「用典
怪怪的，大禹治水在疏導而非築堤也。 20 」由上述諸詩可以看出，阪本此行與在
臺日人關係之密切，其互動層級之高，也透顯出詩人本身的地位，更可看出其非
只為醫學救護推廣之行而已，除日人外，其與臺北林熊徵（〈訪林薇閣熊徵臺北
居不遇〉）也有交遊。
阪本由於其身份與政治關係密切之故，在歷覽臺灣的過程中，不免用「帝
國之眼」的角度俯視臺地，如〈大島民政長官（家弟久滿次）銅像〉提到「亂後
民心順且和，治蕃庶政入謳歌」，〈臺灣神社〉說「王家磐石仰英明，殊域膺懲
20

見胡巨川，《日僑漢詩叢談》，頁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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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禁兵」、「天威一震妖氛散」，認為臺地能夠處於「順且和」的安定狀態，和
這些官員的治績有關，給予高度肯定。對於被賜名「新高山」的「玉山」則更進
一步提到：「山曰新高帝所名，靈威萬古鎮滄瀛。群峰環麓如臣隸，只許嶽蓮呼
弟兄」，以「群峰環麓如臣隸」象徵臺民對於日本政府的歸順，更是一種高高在
上的姿態，同樣的情形在裳川岩溪的〈題臺島詩程〉最末首更能展現：「南荒風
俗久難移，卉服文身一島夷。媲美宛陵春雪句，弓衣蠻布織君詩」，顯然連同為
日人的裳川岩溪也認為從阪本詩作看到的臺民，是「南荒風俗」、「一島夷」、
「弓衣蠻布」的未開化狀態，是等到日人前來開發才變得開化文明。

五、結論
隨著裕仁皇太子的「行啟」腳步，大正15年（1926）來臺的玉木懿夫及昭
和2年（1927）的阪本釤之助，二位詩人在詩集中提到二個對臺灣本土文人而言
算是「冷門」的地點—北回歸線及瑞竹，除了與皇太子行啟路線重疊，具有一定
「朝聖」意義外，前者代表「帝國版圖內唯一つの熱帶標で」，代表著「臺灣の
特異性」，對於全境位處溫帶氣候的日本而言，這無疑是值得炫耀的一件事，也
因此在大正11年時被納入「名所舊蹟」，後者則因太子到臨，枯竹發芽而被視
為「嘉瑞」，同時也代表日本對於臺灣的糖業殖民，已達一定成果。由於二位文
人遊歷景點在相當程度上與裕仁皇太子的「行啟」地點相似，且三人身份背景均
屬於所謂「貴族」，因此本文以「貴族的旅行」為主標題，目的在凸顯三位「菁
英」的階級地位，接著先從「行啟」角度切入，看二位文人如何跟隨太子的腳
步，然後再從其身份背景等方面查考，除卻三人俱臨的地點深入探討外，對於二
位詩人各自的遊歷路線來看，玉木懿夫以一日本最大財閥的高階幹部身份，陪同
長官來臺視察，著重在商業利益的考量。阪本釤之助雖以赤十字社副社長身份來
臺，但其身為貴族院議員的政治身份也不容忽視，再加上其與上山滿之進總督的
良好關係，其此行可以說是民間版的長官視察，二位詩人在地點的揀擇上， 恐怕
是被動式他人的安排高於自發性有意的到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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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of the Nobles: Descriptions of Taiwa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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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April 16 to 27, 1923, Prince Hirohito visited Taiwan for an inspection of
twelve days, which was called “the tour of the royal.” Two poets proficient in Chinese
poems followed his steps to visit Taiwan. Tamaki Yoshio and Sakamoto Sannosuke visited
Taiwan in 1926 and 1927, respectively. They also travelled around western Taiwan for
approximately ten days. They both mentioned two unique scenic spots, the Tropic of Cancer
and Rueijhu in their poems. The scenic spots visited by the two poets were similar to those
in “the tour of the royal” of Prince Hirohito, and their identity and background were socalled “the nobles.” Prince Hirohito was the member of the imperial family, Tamaki Yoshio
was the section chief of a large-scale Japanese enterprise Mitsui Group, and Sakamoto
Sannosuke was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Japanese Red Cross Society and also an important
political figure. This study first probes into “the tour of the royal” of the Prince, and then
investigates the identity and background of the two poets to discuss the uniqueness of the
scenic spots visited by “the nobles.” The discussion found that the Tropic of Cancer and
Rueijhu mentioned by the two poets were also visited by the Prince. These two poets might
have visited these two scenic spots for the purpose of “pilgrimage.” The former scenic
spot represented the “only tropical landmark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Empire of Japan.”
It represented their success as a colonist located in a temperate zone. The latter became
famous owing to the visit by the Prince, and thus was viewed as “a good sign.” Moreover,
it also represented that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of the sugar industry in Taiwan achieved
a certain effect. In terms of the travelling routes of the two poets, the scenic spots they
visited might have been selected passively by other people rather than spontaneously by
themselves. As a cadre of a large-scale Japanese enterprise, Tamaki Yoshio accompanied his
supervisor to visit Taiwan. Therefore, his trip focused on commercial interests. Although
Sakamoto Sannosuke visited Taiwan as the vice president of Japanese Red Cross Society,
his political identity as the member of the House of Lords cannot be ignored. In addition,
his good relationship with Governor-general Kamiyama Mannoshin made his tour the
private version of an official inspection.
Keywords: Tamaki Yoshio, Sakamoto Sannosuke, Poem on Tour in Taiwan, Poem on
Tourism in Taiwan, the tour of the roy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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