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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水心女士日記》的內容與解讀

劉世溫 *

摘要

楊水心女士，1882-1957 年，彰化人，17 歲時與林獻堂結婚，生有 3 男 1 女，

為林獻堂賢內助。楊水心女士的日記現存僅有 4 本：1928 年、1930 年、1934 年、

1942 年，是少數臺灣日治時期由女性書寫的日記，有其重要性。本文希望透過介

紹《楊水心女士日記》的採集過程、日記本的樣式、使用的文字、日記的內容等等，

增加研究者對《楊水心女士日記》的研究與應用，也希望有更多日記出現，提供給

研究者更多研究的素材。筆者也希望透過日記解讀過程及介紹解讀時所使用資料庫

和網站，可提供讀者在進行研究時，能更方便的查找相關資料。

關鍵字：楊水心、日記、霧峰林家、資料庫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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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楊水心女士日記》的內容

參、《楊水心女士日記》的解讀

肆、結語

壹、前言

筆者於 1999 年 4 月就讀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二年級時，開始在中

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擔任許雪姬老師的助理，協助《灌園先生日記》解讀和

註解的工作。當時「《灌園先生日記》解讀班」的上課時間是每星期一下午 2
時至 5 時，最後的半小時是讀《臺灣教會公報》的時間，因長期跟著許雪姬老

師學習白話字，因而使得筆者對使用白話字書寫的楊水心日記，在解讀上沒有

太大的困難。2009 年解讀完《灌園先生日記》後，即接著解讀《楊水心女士日

記》。2013 年 9 月協助完成《灌園先生日記》全部的註解工作，亦開始註解《楊

水心女士日記》，直到 2015 年 1 月完成。

在筆者完成日記初步的註解工作後，再經由許雪姬老師的查對修改，出版

時又經許雪姬老師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同仁劉鴻德一再的檢視，經三

校後，並選用書前的照片、書影及參考資料，不斷地增補與確認，最後日記才

能得以出版，將成果呈現給大眾。

本文原是為 2016 年 10 月 1 日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國立中興

大學歷史學系協辦，於國立中興大學人文大樓舉辦的「『紀念楊水心女士逝世

六十週年暨楊水心女士日記發表會』工作坊」而寫就的文章，是以許雪姬老師

的〈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女性日記：由陳岺、楊水心日記談起〉1 及其為《楊

水心女士日記》所作之〈許序〉2 為基礎寫作而成的。希望透過《楊水心女士日

記》內容的簡介及解讀資料的介紹，使讀者能夠更廣泛的運用日記史料，也可

以使讀者在進行研究時，透過資料庫與網站的運用，可以更便利的查找到相關

的資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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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16 期（2008 年 12 月），頁 233-247。

2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許序〉《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 年），頁 vi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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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讀《楊水心女士日記》時，雖然對於白話字的解讀沒有太大的困難，

不過部分日記用河洛話表達，有些口音上的差異，因為筆者並非語言學專門的

研究者，所以依《臺灣教會公報》的系統作為解讀的依據，因此在漢字化時可

能有些許誤差，希望讀者可以理解。

貳、《楊水心女士日記》的內容

一、現存的日記的採集

楊水心女士，1882-1957 年，彰化人，楊晏然長女。17 歲與林獻堂結婚，

生攀龍、猶龍、關關、雲龍，為林獻堂賢內助，在羅太夫人過世後即成為霧峰

林家頂厝的中心人物。性仁厚，恤貧濟困，不佞佛，喜吸收新文化。3

楊水心女士的日記現存有 4 本，都是由許雪姬老師採集而來，頗費一番周

折。先是許雪姬老師在 1999 年解讀《灌園先生日記》後，偶然發現中研院文哲

所行政人員林耀椿的大作〈霧峰林家贈書整理：兼談林攀龍先生〉（《中國文

哲研究通訊》，第 3 卷第 3 期，1993 年 9 月，頁 59-67），並從其中得知，霧

峰林家將林攀龍先生的藏書捐給該所圖書館，其中包括楊水心日記 1 本（1942
年），文哲所後將此日記歸還給林獻堂的長孫林博正先生。林博正先生手中另

保留其祖母 1928 年和 1934 年的日記，許雪姬老師因此請他同意將這 3 本日記

一起讓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掃描、解讀。至於 1930 年的日記，是有一次許

雪姬老師受邀到臺中演講，林呆 4 的孫女將該日記的影本送給許雪姬老師。2009
年 5 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正式與林博正先生簽署捐贈同意書，同意授權

日記的數位化與出版工作及保存。5

根據林博正先生表示，楊水心女士可能由於家事煩忙的關係，無法用更多

的時間，詳細而週到的連續多年記下去。有關她的日記，到目前為止，總共也

3  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年譜．遺著．追思錄》
（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頁 21。

4  林呆：霧峰林家頂厝的產業之一大安產業株式會社的雇員。林獻堂著、許雪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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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頁 214。

5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許序〉《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vi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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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過發現到 4 本，今後應該也不會有再出現的可能了，誠可謂珍貴無比。6

二、日記本的樣式與書寫

楊水心女士的這 4 本日記本，都是一頁一天，A5 大小。1928 年是大阪積

善館發行的《昭和三年積善館日記》，上有干支，新、舊曆日期和曜日（如日

曜日），有天氣、寒暖、來信、發信等欄位，欄外錄有佳句、歷史上的今天，

偶有日出、日入、月出、月入的時間。1930 年為影印本，不知由何者出版的《當

用日記》，上有干支，新、舊曆日期和曜日，有豫記、社會記事、天氣、寒暖

等欄位，欄外錄有佳句、歷史上的今天，偶有日出、日沒、月出、月沒的時間。

1934 年是由東京株式會社博文館發行的《昭和九年園藝日記》，上有干支，新、

舊曆日期和曜日，有天候、溫度、生育狀態、栽培手入、要錄等欄，有一欄錄

有各種有關園藝的訊息，欄外錄有各類花草的資訊，偶有日出、日沒、月出、

月沒的時間。1942年為東京主婦之友社發行的《昭和十七年用家庭生活日記》，

較為簡潔，上僅有新曆日期、曜日，有天氣欄，另錄有育兒或家事要點，每日

皆錄有一食譜；另，僅偶爾記錄天氣狀況，其他欄位則大都付之闕如。

這幾本日記都用鋼筆書寫，1928 年（閏年）缺 49 天，1930 年缺 33 天，

1934 年缺 109 天，1942 年缺 226，似乎是越來越忙碌或者有其他原因造成此現

象。除了有時沒寫外，也有某些天的日記沒寫完，7 甚至漏字、8 缺字、9 缺筆 10 的

6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序〉《楊水心女士日記（一）
一九二八年》，頁 vi。

7  例如：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45、68、105、168；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二）一九三○年》
（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 年），頁 53、118、151、246、523；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臺
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 年，頁 29、175、192、194、297、496、
516、574、610、649、690 等。

8  例如：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二）一九三○年》，頁
334、406、569；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
一九四二年》，頁 39、97、387、579、677 等。

9  例如：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二）一九三○年》，頁
348、436；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
一九四二年》，頁 15、124、245、428、488、613、671、691 等。

10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163；楊
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二）一九三○年》，頁 242、358、
491；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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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似乎在撰寫時受到打擾，不得不中止，而她完全沒有事後追記的習慣。11

還有將其日記與《灌園先生日記》對照，發現有日期錯置的現象。12

從楊水心女士日記不全的情況看來，應該沒有死後留供後世參考的考量。

其在 1930 年、1934 年的日記，有部分文字與林獻堂日記相當雷同，13 恐有部分

是參考其夫的日記而寫成。其寫日記的動機，姑且不論是自主或模倣，都是以

自我為中心的描寫，忠實呈現當時上層階級女性的生活史。14

三、使用的文字

楊水心女士出生於彰化，家庭環境至少是小康以上，受過漢文教育，其書

寫的文字，有其駁雜性，大部分使用漢文書寫，而她在 1928 年有 105 天、1930
年有 10 天使用白話字書寫，這可能和蔡培火提倡用白話字有關。另外，在日記

中偶爾會用日文片假名書寫，有時也有日式漢文 15 和臺式漢文，16 若非對這幾種

書寫方式有所瞭解，便難以瞭解其意。舉例而言，日記出現「大切」兩字，但

年》，頁 488、618、629、659 等。
11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許序〉《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ix。
12  例如：1930 年 1 月 17 日至 21 日，應該是 1 月 16 日至 20 日的日記內容。同年

5 月 17 日先伯公忌辰記在 5 月 19 日。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
記（二）一九三○年》，頁 7-13、217、220。

13  例如：1930 年 7 月 28 日日記，《楊水心女士日記》記載：「為昨夜降雨至天明，
各處被害之消息續續傳來，和坑口家屋倒壞者二十餘戶，柳樹湳之家屋倒壞者
七、八戶，牛欄貢之土地被埋沒者甲外，萊園橋梁［樑］流失，令人傷心。今夜
電氣失。」《灌園先生日記》記載：「昨夜十時餘降雨頗大，天明稍息，各處
被害之消息續續傳來，坑口家屋倒壞者二十餘戶，柳樹湳家屋倒壞者七、八戶，
牛欄貢之土地被沙埋沒者甲餘，萊園橋梁［樑］流失、堰堤崩壞、橋頭之磚柱流
行百餘步。」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二）一九三○年》，
頁 34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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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15  例如：立候補、活動寫真、親權者、貸切（常被寫成大切）等。楊水心著、許雪
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32、40；楊水心著、許雪
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二）一九三○年》，頁 13、33、82。

16  例如：廣電話（講電話）、無趙（bô-tióh，指沒遇到）、旁經（pâng-keng，房
間）、相出路（sio-chhut-lō.，錯身而過、錯過）、正平嘴□種（右邊臉頰腫）等。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19；楊水
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頁 4、
212、42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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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解做たいせつ（重要），而是「貸切」（貸切り），日文原意是出租，臺

人引申使用指「出租車」。貸、大，臺語同音，都唸成「tāi」，因此「乘大切」，

就是坐出租車的意思。17

四、日記內容

依序描述每天早晨起床到夜晚上床之間的活動。記錄的方式相當率性，有

時不照時辰，有時乾脆不標出時辰。主要記載日常生活或例行工作的點滴，相

同的事有時記、有時不記，另有將生活中較特別的事記錄下來，譬如訪客登門

來訪，大半是記載的重點，外出亦然。將其日記內容概要分析如下：

（一） 日常活動範圍：主要在於霧峰林家頂厝及下厝，另外常到臺中，去探訪

親友、購物、看戲、看電影或是看展覽，以及回彰化娘家去。

（二） 記載的人物：日記以描寫自己為重心，也常提及家人、18 親戚、19 友人 20

以及家中的管事、使用人等。21 另外，因丈夫林獻堂交遊廣闊的關係，

日記中除常記載林獻堂的活動外，林獻堂從事民族運動的伙伴，22 甚至

是 1930 年石塚英藏總督來到林家時隨行的人物，23 都是她記載的對象。

另外，還有日人官吏、警察、特務等。24 因為她後來加入臺中婦女親睦

17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許序〉《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ix。

18  日記中常出現主人（林獻堂）、攀龍、猶龍、阿關、雲龍、愛子，1942 年孫子
博正開始頻繁的出現。

19  例如：五叔（林階堂）、榕紉、六龍、金紗、二伯婆（莊粉娘）、彰化嫂（陳岺）、
彰化奶（陳薄燕）、二伯（林烈堂）、正霖、正傳、瑞騰、月波、幼春、資彬、
素貞、資炯、老大姊（楊水萍）、少聰、克純、金生、培英、太平、施璇璣、楊
天佑、楊樹德、楊坤輝、楊以專、楊阿德、克明舅（郭克明）、呂磐石、呂靈石、
施純錠等人。

20  例如：彰化的柯甜子、霧峰的何秀眉，前者在日記中以「甜姊」稱之，後者還
一度成為攀龍婚配的對象。（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一）
一九二八年》，頁 58、188。

21  例如：林坤山、根樣（趙根）、阿罔、英阿、紅蝶、陳秋福、阿巧、阿枝、長春、
溫成龍等人。

22  最常出現的是蔡培火，另外有林呈祿、蔣渭水、陳炘、洪元煌、羅萬俥、彭華英、
陳秋逢、甘得中、李君曜、陳逢源等人。

23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二）一九三○年》，頁 358。
24  例如：文教局長（杉本良）、常見秀夫、帶金悅之助檢察官長、後藤七郎、大岩

榮吾臺中師範校長、貞方（貞方平一郎）郡守、長嶺（長嶺朝良）視學、法院長
（犬飼吉備雄）、高等係特務上村實男、霧峰特務荒木（荒木浩）、松山儀藏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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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25 一新會，26 因此相關的人物也被記載下來。另外，也有不少的基督

教會的人士出現。27

（三） 宗教活動：除家中過世各長輩的忌日要祭祀外，還有春祭、清明節、冬

祭也都要祭祀祖先。少有求神問卜的行為，僅在林獻堂自歐美遊歷轉至

日本養病，不即刻回臺時，常在夜深時掛念丈夫，害怕到起雞皮疙瘩，

煩惱萬分。28 因為丈夫遠在日本養病，無法得到完整的資訊下，內心感

到不安，乃回彰化娘家拜天公壇，拜求玉皇大帝，並做善捐；又對林階

堂說，林獻堂要往東南方向住較合適等話。29 戰爭期間林獻堂常在堂嫂

陳薄燕、許悅的邀請下到青桐林去清修或參加法會，她不曾隨之同去。

雖非基督教徒，但曾去聽關於基督教的演講，也會看宣傳基督教的電影

「一粒麥」，30 對於基督徒亦善待之。31

務部長、高等警察課長（海老澤吉松）等人。
25  臺中婦女親睦會：成立於 1930 年 9 月在郭東周博士歡迎會上提議組成，由邱秀

鸞（郭東周妻）、謝吻（綺蘭，陳炘妻）、謝惜（陳朔方妻）、郭希韞（陳逢源
妻）、蔡阿信等奔走而成，會員約 65 人左右。參加者都是當地社會領導階層之
妻，該會理事長由 15 名理事中選出，每年開兩次總會，每月開一次例會。霧峰
林家婦女參與者有楊水心、林月波、陳淑寬（林烈堂繼室）、林月霞（林烈堂女、
張煥珪妻）。楊翠，《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有限公司，1993 年），頁 557-558。

26  關於一新會之事，多出現在 1934 年的日記記載中。霧峰一新會：1932 年 3 月
29 日由林獻堂長子林攀龍創立，以提昇農村文化為目的。宗旨是「促進霧峰庄
內之文化而廣布清新之氣於外，使漸及自治之精神，以期新臺灣文化之建設。」
主要活動分為一般的文化活動，如日曜講座、辯論會、讀書會，設一新義塾，教
授漢文、日文；在社會活動方面有老人慰安會、兒童親愛會、青年座談會、婦人
茶話會等，並舉辦各種體育活動，直到 1937年七七事件才結束，於 1946年恢復，
惟僅曇花一現。許雪姬，〈霧峰一新會的成立及其意義〉，收於臺中縣政府文化
局編，《中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2005
年），頁 9-16。

27  例 如 蘭 大 衛 醫 生 夫 婦（ 蘭 大 衛 David Landsborough III、 連 瑪 玉 Marjorie 
Learner）、傳道李崑玉夫婦、吳鑠志姑娘（Miss Jessie W. Galt, B. A.）、安義理
姑娘（Miss Lily Adair）等人。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二）
一九三○年》，頁 460-461；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三）
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頁 4-5。

28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110。
29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112。
30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

頁 10、284。
31  例如：蘭醫生（蘭大衛）、蘭醫生娘（連瑪玉）、李崑玉夫婦（妻為吳秀花）、

吳姑娘（吳鑠志姑娘）、安姑娘（安義理姑娘）、美姑娘、高安賜、牧師（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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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醫療行為：1928 年感冒或懷疑感染瘧疾時，會請林水來到家中診察，或

自行服用奎寧丸。32 又因頸部皮膚炎和耳邊腫的狀況受楊棕診察。331930
年的感冒亦是請林水來來診察。34 另有自行服用瘧疾之藥、アスピリン

的記載。351942 年亦有自行服用瘧疾之藥的記載，36 並有讓林水來檢查確

認是瘧疾，請其來診察。37 另外 7 月 21 日因骨膜炎受林躍鯉診察，10 月

19 日又再復發再受其診察，並且在 10 月 21 日再去臺中醫院受林秋廣的

治療。38 而且從 8 月 5 日開始，持續到 12 月 7 日止，則不斷地到臺中昭

和齒科和霧峰長惠醫院接受牙齒治療，39 在受張深鑐拔除右下方臼齒時，

還害怕到手皆冷。40

（五） 休閒生活：楊水心女士的休閒生活是多采多姿的，平常就常到霧峰座看

戲劇演出及電影，也會到大花廳看電影，有時則到臺中的大正館、41 臺

二郎、子島友熊）、楊牧師夫婦（楊世註、楊許甘修）、林傳道夫婦（林川明、
梁讚足）等人。

32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4、6、
124、195、199。

33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121、
125。

34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二）一九三○年》，頁 271、
273。

35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
頁 52、67、87、188、214、256。

36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
頁 494、511、551、568、587、588、590、595、601、603、608、615、617、
622、627、636、640、648、690。

37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
頁 573、579。

38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
頁 613、643、645。

39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
頁 617-682。

40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
頁 661。

41  大正館：原為寶座，後被臺中座社長杉本安藏收購改名大正館。篠原正巳編著，
《臺中：日本時代の五十年》（東京：有限会社サンプリンティング，1980 年），
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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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座、42娛樂館 43看電影。44另外也到到霧峰公學校看油畫展覽，45或是去

臺中市民館，46 看楊佐三郎之留歐作品展覽會。47

另外也常出外旅遊，1928 年 8 月 3 日搭船抵達門司，至 10 月 9 日搭蓬萊

丸 48 到門司離開日本止，在日本旅遊長達 68 天，期間在女兒陪同下逛街、看電

影、欣賞跳舞、看博覽會、飲茶吃飯，還有到各大百貨公司購物。491930 年 7
月 3 日與林獻堂、雲龍到陽明山、臺北旅遊，至 7 月 7 日回到霧峰。509 月 1 日

到嘉義，9 月 2 日到鹽水港看女兒，9 月 5 日已回到霧峰。511934 年 5 月 5 日到

關子嶺旅遊，5 月 17 日自屏東返家。527 月 10 日到北投浴溫泉，並參觀新民報

42  臺中座：1902 年為臨時房屋的戲場，至 1908 年，樋口迴漕與高松興兩業主為座
首，在市區改正區內的榮町三丁目（今臺中市繼光街與中山路角），蓋 150 坪的
劇場，可容納 1,300人，同年完工。但當時娛樂界正處低潮，1910年改成股東制，
以 2 萬円資金設臺中劇場株式會社，樋口任社長。1912 年擴張面積，業績節節
上升，翌年換松本安藏為社長，之後安土直太郎任社長，投資 8 萬 5 千円改裝，
使之面目一新。安土過世，由坂本登就任，仍經營得十分紮實，以後遭火災而新
築他地，仍繼續經營。篠原正巳編著，《台中：日本時代の五十年》，頁 166。

43  娛樂館：臺中市市營娛樂館位於臺中市大正町，於 1931 年 4 月開始建築，其場
館建築費 5 萬 5 千餘圓，其建地有 300 餘坪，價金 2 萬圓，總經費 8 萬 5 千餘圓，
同年 12 月 28 日舉行落成式，是當時臺灣島內的活動常設館之一。《漢文臺灣日
日新報》，昭和 6 年 1 月 24 日，第 4 版；1 月 25 日，第 4 版；7 月 19 日，第 8 版；
《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6 年 12 月 29 日，第 3 版。

44  例如：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19、21、76；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二）一九三○年》，
頁 42、188、237、491；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三）
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頁 13、104、482、559、566 等。

45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
頁 31。

46  市民館：1910 年 10 月 27 日落成，地點在大正町七丁目，採會員制，當時會員
有 700 多名，但因設備不齊整且場所較偏僻，年年利用者漸少，於是一般民間想
另設一市民館，於是做為御大典紀念事業，組財團法人臺中市民館，在 1920 年
12 月開工，翌年 6 月完成，7 月開館，共 180 坪，有撞球室、圖書室、集會所等
設施。篠原正巳，《臺中：日本時代の五十年》，頁 207-208。

47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
頁 65。

48  蓬萊丸：8,000 噸，航行基隆神戶線，商船，沿途停靠門司，日本航行此線尚有
瑞穗丸及扶桑丸。曾汪洋編著，〈表二十六：1932年命令航路表〉《臺灣交通史》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硏究室，1955 年），頁 36。

49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132-174。
50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二）一九三○年》，頁 298-310。
51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二）一九三○年》，頁 397-402。
52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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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7 月 14 日回霧峰。538 月 28 日與秀眉一起抵達神戶，後到京都，再到東京，

秀眉到洋裁學校，她仍在女兒陪同下逛街、吃美食、看電影、到各大百貨公司

購物，9 月 13 日在女兒、女婿陪同下到中國北京、上海、蘇州等地遊玩，9 月

27 日回到長崎，9 月 30 日抵達東京，54 直到 12 月 3 日搭大和丸 55 從神戶出發返

臺。561942 年 11 月 12 日因還曆 57 初度，不欲受人祝賀，和其弟楊天佑前往日月

潭。58

（六） 飲食：在飲食上，她喜歡美食。在島內外旅行時不斷到餐館、飯店吃好

料理，她較少下廚，最拿手的是潤餅，59 而請客時會到霧峰街上叫福州

師傅慶和來做料理。60

（七） 看報紙與學日語：在 1928 年、1930 年和 1934 年都有看報紙的記載，61

除了《臺灣民報》62（後改為《臺灣新民報》）外，也有看《臺灣新聞》，

頁 184-193。
53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

頁 262-264。
54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

頁 328-473。
55  大和丸：實際噸數 9,750 噸，航行基隆、神戶線，每一年航行 75 次，自 1928 年

起開始航行，到 1943 年船被擊沈，在臺日間航行 16 年。曾汪洋編著，《臺灣交
通史》，頁 28-37。

56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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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頁 452。

57 還曆：かんれき，61 歲稱「還曆」。
58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

頁 659。
59  例如：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8、31、41、43、58、200；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二）
一九三○年》，頁 11、19、107；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三）
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頁 47、545 等。

60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
頁 182、268、542、562、691。

61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6、30、
42、52、56、60、72、75、78、80、81、85、105；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
水心女士日記（二）一九三○年》，頁 112；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
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頁 270、334。

62  《臺灣民報》：株式會社臺灣民報社發行，為日治時期臺人唯一的喉舌報，創刊
於 1923 年 4 月 15 日，一直到 1927 年 8 月 1 日（總號 167 號）才遷回臺灣發行。
此報原為旬刊，1925 年 7 月 12 日改為週刊，直到 1930 年 3 月 2 日臺灣民報社
合併於臺灣新民報社，而 3月 29日報紙也改為《臺灣新民報》。葉榮鐘等著，《臺
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71 年），頁 55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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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是否還有其他報刊，因為她有時只寫「看新聞」，因此無法得知。

尤其是 1928 年林獻堂到歐美旅行，楊水心女士常透過《臺灣民報》來得

知丈夫的消息，當她看到「主人去年 8 月 27 日，覺抽痛甚劇，左鼻孔時

聞臭味，午後流出膿，惡寒、發熱入於療養所，不禁一時愕然淚下」，

後來才想起這已是過去的事了。63 而在看到丈夫在英國病中記事，亦寫

到「主人想將死、呼吸欲主人想將死，呼吸欲絕之際，我想為夫婦之情

甚深，不禁涔涔淚下。」可以從日記中的描述，看出兩人之間鶼鰈情深

之情。

在 1928 年和 1930 年則有讀日語的記載，64 尤其是到日本旅遊 65 和草山遊玩

時 66 也都不忘要讀日語，相當努力的學習日語。不過，雖然在 1934 年和 1942 年

未再記載讀日語，但並不表示她就不再讀日語了。

（八） 參與社會活動：1930 年 8 月 15 日陳逢源、郭東周、陳朔方三人的妻子，

來到霧峰邀請楊水心女士擔任臺中婦女親睦會的會長。67 前述三人等於 9
月 12 日再度邀請其擔任該會的常務理事，並商量發起大會的日期時，她

力辭不敢受，聲明願意做會員即可，後來林獻堂贊成她擔任普通 \理事。68

之後並擔任該會議長，因必須當眾致詞，還在林獻堂、猶龍、雲龍、雪

霞面前先做預習，69 而後到興業信用組合赴會，圓滿達成任務。70 往後有

定期例行會議，也會前往參加。71

另外，就是參與一新會的活動。楊水心亦為會員之一，1934 年的日記，大

量記載了一新會的活動，不僅參加日曜講座聆聽演講，2 月 11 日發表「機會」

的講題，另外在南部旅遊後，6 月 10 日發表「南部旅行談」，談參觀孤兒院、

63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72。
64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6、29、

143、145；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二）一九三○年》，
頁 17、70、86、88、217、290、292、302、304、312、314、321、323、332、
376、382。

65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143、
145。

66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二）一九三○年》，頁 302、
304。

67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二）一九三○年》，頁 371。
68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二）一九三○年》，頁 414。
69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二）一九三○年》，頁 450。
70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二）一九三○年》，頁 452。
71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二）一九三○年》，頁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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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鑾鼻、サンテイモン（三地門）的感想，講了 55 分之久。72

五、日記的重要性

四年日記中，最重要的是 1928 年這本。一是這本記載的天數最多，二是日

記用白話字寫的天數也最多，三是這年林獻堂有 5 個月的時間在歐美旅遊，有

5 個多月在日本養病，而且這一年林獻堂沒有留下日記，因此由楊水心女士日

記中可以略窺丈夫不在時，她如何主持中饋、接待客人和革命同志，更能補林

獻堂日記的不足。73

另外從楊水心女士 1930 年、1934 年、1942 年的日記記載，透過與林獻堂

先生日記的對照，可發現兩者的互補性相當高，而且因女性主內性較強，因此

其記載都以和家庭中成員的相處為重心，擔心及齡子女的婚姻大事，她個人的

煩惱，這些都是研究家族史、婦女史重要的素材。74

第三是其用以表達的文體相當多樣化，有漢文、白話文、日式漢文、臺語，

或用日語的名詞、形容詞直接成為臺語的外來語，甚至使用與漢文關係淺的白

話字來表示。因此其書寫的形式也是往後值得研究的另一道課題。75

第四為其受傳統教育而非現代正規教育的女性，因做為士紳的妻子，有很

多機會接受現代文明的洗禮，像是看電影、戲劇、出外旅遊等，並且在接觸基

督教後，習得白話字，又努力的學習日語，使其身分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目

前所知戰前被研究的婦女，不是接受正規教育的現代女性，就是在社會底層的

娼妓，如同楊水心女士這類的女性，在家族婦女中頗有地位，能號召家中其他

婦女加入，在捐款方面又不落人後，再加上林獻堂在臺灣民族運動的角色，雖

然她不能算是婦女界的領袖，但是在妻以夫為貴的加持下，多少在婦女界也產

生一些影響力。因此這一類的婦女對社會有何影響，亦是往後研究的要點。至

於殖民統治如何影響、改變了傳統婦女的生活，亦可進一步追索。76

72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
頁 80、225。

73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許序〉《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ix。

74 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許序〉《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頁 x。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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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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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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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楊水心女士日記》的解讀

先將日記內容輸入電腦後，經過解讀班的初次校對、標點、初步解讀，即

由筆者接手進行初步註解的工作，註解的程序如下：

一、再次進行校對：詳細校對打字稿。

二、關於日記解讀的內容

（一） 將日記中以白話字書寫者予以漢化。由於河洛語同音字多，碰到無法查

證的人名，雖斟酌予以漢字化，但在未能確定的人名後用（？？）來表

示，以提醒讀者。

（二） 日記中渉及的人物生平介紹，以及標明記主以她自己為中心所稱呼的人

的姓名，如日記中的「五叔」、「南街嫂」、「彰化奶」、「彰化嫂」、

「二姆」、「二伯」、「庶母」等。

（三） 對專有名詞、會社、劇團、船名、重要建築、商社進行解讀，如三五會社、

臺中婦女親睦會，以及情境解讀，如日記提及所閱報紙時，則註出該則

報紙的內容。

三、 日記解讀時所使用的資料：因為需要解讀的內容五花八門，除了使
用各種相關的書本、期刊資料外，最常使用的就是以下幾種資料庫，
分別說明之：

（一）報紙的資料庫

1.  中央研究院的讀賣新聞歷史館（https://database.yomiuri.co.jp/rekishikan 
/）：查詢相關新聞、藥名、電影的日文名稱及人物資料等。

2.  中央研究院的臺灣日日新報（漢珍）資料庫（http://2011hj01.litphil.sinica.
edu.tw:8035/cgi-bin2/Libo.cgi?）：查詢相關新聞和人物資料。

3.  中央研究院的臺灣日日新報（大鐸）資料庫（http://enews1.db.sinica.edu.
tw/ddnc/ttsddn?@1:1823471023:1:::0）：查詢相關新聞和人物資料。

4.  中央研究院的聯合知識庫（http://udndata.com/library/）：查詢相關人物

資料。

5.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的數位典藏服務網中的報紙系統（http://das.ntl.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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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查詢相關人物資料。

（二）人物的資料庫

1.  中央研究院的 Who Plus 資料庫（http:// web.nichigai.co.jp）：查詢日本人

物資料。

2.  中央研究院的臺灣人物誌（上中下合集）資料庫（http://libdata.ascc.
sinica.edu.tw:8080/whos2app/start.htm）

3.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http://who.ith.sinica.
edu.tw/mpView.action）：查詢相關人員正確姓名和基本資料。

4.  賴永祥長老史料庫（http://www.laijohn.com/）：查詢與基督教有關的人

物資料。

5.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藏史料查詢系統中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http://
ds3.th.gov.tw/ds3/app003/）

（三）電影的資料庫

1.Movie Walker（http://movie.walkerplus.com/）
2. 映画データベース –allcinema（http://www.allcinema.net/prog/index2.php）

（四）其他相關的網站

1. 中央研究院的 JapanKnowledge Lib+ 日本歷史地名大系、國史大辭典（以

前為日本国語大辞典）資料庫，http://japanknowledge.com/library/：查詢

專有名詞和日本人物、會社、商社等資料時最常使用的資料庫。

2. 維基百科日文版，http://ja.wikipedia.org/wiki：查詢專有名詞和日本人物、

會社、商社、重要建築、劇團等資料。

3. 維基百科中文版，http://zh.wikipedia.org：查詢重要建築相關資料。

4. 維基百科英文版，http://en.wikipedia.org/wiki：查詢劇團相關資料。

5. 關於各會社的相關網站：例如

（1） 〈天賞堂の歴史〉，天賞堂（http://www.tenshodo.co.jp/）
（2） 〈歴史〉、〈会社概要〉，三越（http://www.mitsukoshi.co.jp/index.

html）
（3） 〈沿革．松坂屋の歴史〉，大丸松坂屋百貨店（http://www.daimaru-

matsuzakaya.com/history.html）
（4） 丸善株式會社，〈会社概要〉，MARUZEN（http://www.maruzen.

co.jp/top/index.html）
（5） 株式會社聘珍樓，（〈会社案內〉，聘珍樓（http://www.heich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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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company/index.html）
（6） 〈松屋の沿革〉，MATSUYA，http://www.matsuya.com/index.html

（五）重要的臺灣史相關資料庫

1.  中央研究院與國史館臺灣史文獻館的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

（http://sotokufu.sinica.edu.tw/）：查詢相關人物資料。

2.  中央研究院的朝日新聞資料庫（http://database.asahi.com/index.shtml）：

查詢相關新聞和人物資料。

3.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與政大圖書館合作建置的臺灣總督府府（官報）資料

庫（http://db2.lib.nccu.edu.tw/view/）：查詢相關人物資料。

4.  國立臺灣大學的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http://tccra.lib.ntu.edu.tw/tccra_
develop/）：查詢相關人物資料。

5.  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學研究中心的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http://stfb.ntl.
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pi513i/main?db=book& menuid=book）：

查詢日治時期相關的圖書資料，尤其是各廳廳報、各州州報等，可以查

詢地方基層的警務和行政人員的資料。

四、 送交主編許雪姬老師確認：

經初歩的註解後，交由許雪姬老師確認，她會指示需要修訂或增補的辭條，

或是需增補的相關資料，以及需要修正的標點、錯字等。經過再次的修訂後，

再次送交許雪姬老師確認。如果沒有太大的問題後，便送交編輯室的同仁劉鴻

德，進行後續的出版程序，註解的工作即告一段落。但有時在出版程序進行時，

如發現需要增補的資料，也是須再協助查詢。

五、註解日記的困難

（一） 因日記記載是以楊水心女士自己為中心來稱呼所記之人，如「四叔」、「五

叔」、「二伯」等，有些實在無法知曉其所指為何，例如：「大部爺奶」、

「三部爺奶」、「四部爺奶」等。或是使用其慣用的稱謂無法得知全名，

因此亦無法知曉其所指為何人，例如：「阿金さん」（「阿金樣」）。

（二） 白話字標音只能標記可能的漢字，無法確知是否正確。例如：Tek-taong
〔tang〕（漢字化為德東？）；Li ian〔Ian〕-kek（漢字化李淵革？）；

Hong〔Hōng〕-lân（鳳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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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很多相關人物所能找到的資料很少，有時候可以透過家屬提供部分的資

料。例如：何寬眉，是因為許雪姬老師所認識的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

究所研究員何建明為其侄，透過何建明先生的介紹，與何寬眉次子林瑞

雄先生聯絡後才獲得相關資訊。何錫 ，也是透過何建明先生介紹，與

何錫 長子何瑞昭先生聯絡後才獲得相關資訊。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

與發展學系施正鋒教授提供其祖父施純錠卒年資料，與其伯祖父施純孝

相關資料。林博正先生提供其伯母曾珠如卒年及相關資料。

（四） 因個人所學有限，需要解讀、註解的內容五花八門，有時只能向學有專

精的人員詢問，請其提供相關資料，或是指點找尋資料的方向。77

（五） 有時找尋到的資料過於龐雜，或是資料內容有所出入時，如何去蕪存菁，

或研判出較正確的資料，都需要花費一番功夫。

由於日記內容豐富，因能力有限，故未盡之處仍多，歡迎各位先進指正，

將來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臺灣日記知識庫」中，可以加以修訂。

肆、結語

日記是近十年來發掘最多的臺灣史史料，是在臺灣總督府相關檔案、出版

77  例如：1934 年 8 月 22 日的「品高」，是請教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曾品滄而得知。「品高」即「品鍋」，一品鍋的簡稱。以前菜有分階級、地位，
一品鍋是宰相這種一品官才能吃的，和皇帝吃的菜不一樣。品鍋的鍋是紅銅做
的，像臉盆一樣的大鍋，鍋內沒有格，底下有五、六隻腳支撐，外面打磨得紅紅
亮亮，很漂亮。品鍋有鍋蓋，蓋上的耳不一樣，用的是麒麟，宰相的象徵是麒麟
［按：清代一品文官的紋樣是仙鶴，一品武官的紋樣才是麒麟］，皇帝才用龍。
品鍋有六樣菜，看價錢決定用料，用料有：鮑魚、海參（以前常用婆參，口感較
Q）、火腿或金華火腿、鴿肉（有鴿就不用雞，有雞就不用鴿）、豬腳筋（以前
用鹿筋，但鹿筋少，多用豬腳筋），還有魚翅。最好的魚翅是尾勾翅，尾勾翅合
起來的，人稱包翅，掰開來的就是排翅，其中又大又長的稱龍紋翅，再來是中鰭，
是魚的背鰭；最後是魚的兩側胸鰭叫翅仔，有白翅仔和黑翅仔之分，白翅仔又稱
水沙翅，黑翅仔外形長且薄，一般是散翅。六樣料的擺放，是五樣料一撮、一撮
分開排在鍋邊，中間再擺一樣。所有生料都會先蒸爛或煮爛，先放料再放蒸煮各
料的湯，讓湯汁合味，味道才會特殊、有層次、不單薄。楊水心著、許雪姬主編，
《楊水心女士日記（三）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二年》，頁 326；曾品滄訪問、陳
瑤珍紀錄、曾品滄校訂，〈人間天堂蓬萊閣：臺菜名師黃德興先生口述歷史〉，
《臺北文獻》，直字第 193 期（2015 年 9 月），頁 174-175；李雨來、李玉芳著，
《明清織物》（上海：東華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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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外，唯一能自民間產出的連續性資料，可了解被殖民者面對殖民者如何因應，

及其當時代的生活。

《楊水心女士日記》有其重要性，是日治時期難得的女性、士紳之妻的日

記，亦是研究家族史、婦女史重要的素材。78 目前引用《楊水心女士日記》而

寫成的博、碩士論文，尚僅有 3 篇，79 不像引用《灌園先生日記》而寫成的博、

碩士論文，已有 197 篇之多。80 希望透過日記的出版，增加研究者對《楊水心

女士日記》的研究與應用，也希望有更多日記出現，提供給研究者更多研究的

素材。並希望透過日記解讀過程及所使用資料庫和網站的介紹，可以嘉惠讀者，

使讀者在進行研究時，可以更方便的查找到相關的資料。

目前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有兩個日記解讀班在進行，一是每星期一下

午 2 時至 5 時半，由許雪姬老師主持的「《黃旺成先生日記》解讀班」，最後

1 小時仍是讀《臺灣教會公報》的時間；另一是每兩星期一次，星期一晚上 6
時至 8 時，由鍾淑敏老師主持的「《吉岡喜三郎日記》解讀班」，歡迎有興趣

的人加入解讀班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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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nt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ary of Yang 
Shui-hsin”

Shih-wen Liu*

Abstract

Ms. Yang Shui-hsin (1882-1957), who lived in Changhua, married Lin Hsien-
t'ang at age 17, had three sons and one daughter. The Diary of Ms. Yang Shui-hsin  
exist in only four books: diary of 1928, 1930, 1934, and 1942. They are rare books 
written by wome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Taiwan.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introduce the collection process, style, text used, contents, etc. of “The Diary of 
Yang Shui-hsin” to increase the researcher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n “The Diary 
of Yang Shui-hsin”. It also expects more diaries as research material to be found for 
the researcher. This article is also expected to contribute to research on introduc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process of diary interpretation.

Keywords: Yang Shui-hsin, diary, the Lins of Wu-feng,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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