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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寶貝了！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山岳部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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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寶貝了！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真的有山岳部！創校翌年就成立，成立時

間和初期活動的第一批證據都出現了！

1932年臺南高工山岳部成立，攀登玉山，1933年6月舉辦山展和7月暑假大山

四線，和成大山協辦的活動一模一樣！應該說，我們和臺南高工山岳部一模

一樣！

雖然臺南高工山岳部與成大山協沒有直接的淵源和連結故事，可能所有OB

與在校學弟妹都不知道曾有這個山岳部，但我仍然強烈希望能在社史中有明

確敘述，畢竟都是在同個空間裏發生的相同之事，今昔相互輝映。

儘管年代不同，使用語言不同，時代賦予青年的使命不同，甚至年輕人的思

維也不同，但在同一座優美的校園裏，同儕卓越優秀，那份專屬年輕人的意

氣風發、飛揚神采和超強自信，應該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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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週心情興奮，雀躍不已，

因為我剛收到一樣寶貝。撰寫社

史時，我心底納悶很久的疑問又

冒出來。

依據中華民國山岳協會官網（註

一）記載，自昭和元年（1926）

臺灣山岳會於淡水河口觀音山頂

舉行成立大會的翌年起，至昭和

16年（1941）止，15年間臺灣山

岳會共舉辦高山活動110次，大

眾化（郊山）活動340次，十分頻

繁。日本人做事嚴謹，資料記載

清清楚楚。

昭和4年（1929）沼井鐵太郎在

日本《山岳》雜誌發表〈臺灣登

山小史〉，兩年後他在同一雜誌

發表〈臺灣登山小史補遺〉，可

見當時登山風氣之盛，已有許多

資料可以發揮。成年人發展的很

好，這項現代化的運動影響到年

輕人。

昭和7年（1932），千千岩助太

郎創立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山

岳部（登山社）。這是很早之前

就知道的事，記載在臺北科技大

學登山社的網站，雖然只有這一

句，沒有看到具體報導或事證，

但我一向深信不疑。（註二）

州立的（初級）工業學校（類似

初職，小學畢業報考）都有山岳

部，總督府設立的臺南高等工

業學校（類似高職，初中畢業

報考，成大前身）怎會沒有山

岳部？況且校長若槻道隆還是

「臺灣山岳會」創立委員（同註

一）。

大正5年（1916）初，西來庵（噍

吧哖）事件平息之後，臺灣平地

自乙未戰爭以來一連串武力抗日

活動已經結束（註三），同年三

月佐久間總督的五年理蕃事業全

部完成，臺灣島上各項基礎建設

也次第完成，開啟日治時期最為

繁榮的階段，接下來就準備要發

展工業了（所以才會成立臺南高

工）。到了昭和10年（1935）還

舉辦了「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

博覽會」，那是日治五十年的顛

峰，也是日本帝國信心滿滿的時

期（所以四處擴張侵略），但中

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相繼開打之

後，日本就漸漸窘困緊縮，拙於

應付，開始走下坡了。

我們復習一下臺南高工創校初期

的進度。（註四）

昭和6年（1931）1月15日臺南高

等工業學校在總督府內成立，首

任校長是若槻道隆，而他亦是臺

灣山岳會創立委員。三月考試放

榜，錄取機械、電氣及應化科學

生共72名。四月在剛竣工的理化

實驗室舉行入學宣誓典禮。

昭和7年（1932），也就是創校翌

年，機械工學科、電氣工學科、

應用化學科三館竣工，即現今工

學大道最前面（靠近大學路）

三棟，工科、資訊、資源三系系

館。

昭和8年（1933），運動場跑道完

成，就是後來的成功（校區）操

場，現在的總圖書館，與其南側

草地。

昭和9年（1934），一月本館（行

政大樓，就是後來的數學系與K

館，現在的博物館）完工啟用。

本館後方講堂（光復後稱為小禮

堂、格致堂，六、七十年代工學

院集中在此考試，學生戲稱為屠

宰場，我也在此被宰過很多次）

也於同年完成。

現代登山運動與經濟發展、社會

條件成熟等也有關連，進入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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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為障礙消除，一部分有錢有

閒的社會菁英（還有受過較多教

育的青年學生）有那志向，願意

去山野裏流汗吃苦、接近自然、

尋求目標與自我實現（當時教育

尚不普及，基層農工比例很高，

不太會「浪費」體力，去做那無

關生產之事），因此半官方的臺

灣山岳會成員大多是日本來臺的

高階軍公教官員。

自從佐久間總督的理蕃計畫完

成，山區得以納入行政管轄，總

督府立即實施山地管制（此一制

度延續至今，但管制日益寬鬆，

範圍屢次縮小），登山團體仍可

申請進入。

當時臺南高工是僅次於臺北帝國

大學的高等學府，那年代臺灣經

濟日漸提升，風氣已開，社會支

持。自從知道臺北工業學校有山

岳部之後，我認為臺南高工一定

有成立山岳部，但手頭上沒資

料。我知道臺大圖書館、國立臺

灣圖書館（前身是臺灣總督府圖

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等地方典藏有完整的日治時

期報紙，但未數位化之前，卷帙

浩繁，要從何處翻查起？

心有所想，但無處著手，內心苦

悶，直到十月中旬，〈成大山協

簡史〉（註五）初稿公布張貼時

還沒有著落。

2 0 1 5年成大山協和成大博物館

合作，籌辦出「成大山協甲子

展」，展出成果很好，合作非常

愉快，之前之後我經常往訪，和

展示組長顧盼老師及館員侑叡等

都成為好朋友。2017年，顧老師

告訴我近年來有許多校友捐贈珍

貴資料，不妨嘗試調閱，看看是

否能補足史料？瞬時感覺真像菩

薩點化仙人指路，遇到貴人指點

迷津了，我朝思暮想的史料，原

來咱們成大博物館典藏品裏可能

就有新的捐贈資料。

喜出望外，我連忙聯絡一起辦展

的博物館蒐研組館員侑叡，她同

意幫忙尋找剪報，但博物館圖片

授權有一定程序，必須先申請、

呈報、核准才行。「是！是！

是！」只要肯給史料，要我剃光

頭也行。

我隨後又寫了一封一千四百多字

的信，愷切陳述莊嚴社史尚欠

這一塊拼圖（也還有欠別塊拼

圖），電郵傳給侑叡（心想萬一

有困難時，就能拿出來說明），

充滿信心的等待。

果然過幾天就找到了！真棒！我

幾乎是第一時間就填好申請表，

喜滋滋地蓋上印章傳過去，感謝

成大博物館大力支持！寶貝到

手，讓我樂得合不攏嘴。

連忙請在日本廣島唸過研究所的

黃玉麟（工管系73級三三隊）幫

忙翻譯，黃玉麟兩個晚上就完

成，對日文「古老字詞」還下了

一番功夫琢磨，仔細推敲，表現

優秀。我找大霸協助分割照片並

多花些時間編輯，再三潤飾調整

對齊，這篇文章就大功告成了。

  這五則新聞總共報導兩件事。

一為昭和八年六月臺南高工山岳

部在臺南林百貨的五樓舉辦「山

之寫真展」，展出四天。二為同

年七月暑假的四條路線齊發，包

括自阿里山登玉山、北大武山、

聖稜縱走、經浸水營環島旅行等

（註六）。

我最高興的是，第5則報導（昭

和八年六月十九日臺灣新聞），

證實了「臺南高工山岳部成立

時間」，是昭和七年（1932）四

月，和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山

岳部成立年份相同，其成立月份

尚不知。

第 5 則報導明確指出，臺南高

工創校翌年四月就成立山岳部

（距首次入學宣誓典禮僅整整一

年），1932年「夏天攀登玉山和

臺灣島縱走」，1933年六月在臺

南市林百貨舉辦山展，展出主題

為「該校去年夏天的玉山登山、

臺灣島縱走所攝得的眾多冷冽美

麗的高山植物，和日本的冬季山

岳照片。」

日本的冬季山岳照片很可能是若

槻校長或他的登山朋友所提供，

那時的學生不太可能自己拍到這

些照片。

當時的裝備（日本慣用橫式帆布

背包）、交通、通訊、資訊、地

圖各方面，甚至學生的身高、體

重等等，與今日俱皆不可同日而

語，（相當於高中年齡）第一屆

開學後一整年就成立登山社，成

立才一年多，七月份暑期活動居

然能夠一下子躍升為四線齊發

（第一屆錄取機械、電氣及應化

三科共72名，假設第三屆新生已

經入學，全校前三屆學生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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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兩百多人），顯示社團經營績效很好、策畫能

力超強，全校學生踴躍參加（還要甄選通過），企

圖心旺盛。登山計畫要包括行程、裝備、組織、導

航（或嚮導）、資訊、糧食、交通、訓練、記錄等

等，今天的明星高中也未必做得到，或是未必有興

趣做這些事情。

依據臺北科技大學校史，千千岩助太郎於昭和15年

（1940）2月接任臺北工業學校校長。依據臺北科技

大學登山社社史，千千岩在擔任校長之前八年就先

創立了山岳部。

臺南高工創校校長若槻道隆為臺灣山岳會創立委

員，合理推論，若非有他在領導推動，臺南高工山

岳部不會有這般快速又顯著的成果，若此推論屬

實，亦可說「若槻道隆校長創立了臺南高工山

岳部」。  

這五篇新聞報導，文章中的排列次序有考量，三篇

爬山報導在前，兩篇山展報導在後。臺灣日日新報

放在前面，這是總督府的官方報紙，也是日治時期

第一大報，光復之後被臺灣省政府接收，改名為

「臺灣新生報」，我小時候讀過，那報頭是于右任

親筆題的字。

日治時期臺灣有官方的「御用三紙」，即《臺灣

日日新報》、《臺灣新聞》及《臺南新報》（註

七），三家報紙都在這份剪報資料裏。

剪報是吳金城先生收集製作，他的兒子是成大化學

系的吳鎮圭教授(94年退休)於2017年捐贈博物館。

吳老先生是前臺南商業專修學校（今國立臺南高級

商業職業學校）畢業，曾任臺南師範學校雇員、臺

南高等工業學校雇員，歷經臺南工業專門學校、臺

灣省立工業專科學校、臺灣省立工學院等階段，可

說是長期服務於成大（前身）的職員。看他把每則

剪報端正貼平，在右邊以鋼筆書寫報名及日期，一

勾一捺，一絲不苟，書法工整，筆力蒼勁，令我好

生敬佩，也聯想到我的岳父（註八）。這一代日治

時期出生、受過教育、奉公守法的人，總是嚴謹專

注，一直是社會中堅。

這幾大疊剪報2017年捐贈出來，成為成大

博物館的典藏品，正好我在編撰〈成大

山協簡史〉，趕上使用，也發揮了剪報的

保存與典藏價值，真是感人又有意義的因

緣，誰想得到吳老先生的執著認真竟然成

就了這個故事？真是十分感謝吳金城先生

與成大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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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談談為何「臺南高工山岳部與成大山協沒有淵

源和連結」，不僅在這座校園裏沒有淵源和連結，

全臺灣所有學校登山社與日治時代各校山岳部通

通沒有淵源和連結，只有光復之後成立的臺灣省山

岳會與日治時代臺灣山岳會有象徵性的交接。（註

九）

孰令致之？直接原因就是戰爭，背後原因則是日本

的侵略野心。

昭和16年（1941）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對美英

宣戰，成大校史記載「12月8日：上午11時臺灣南海

地區發佈空襲警報，本校特防各就各位部署，上午

11時30分空襲警報解除。」開啟一連串因應戰爭的

準備（註四）。太平洋戰爭期間，臺南高工也深受

影響，成大校史記載了一部分（註十）。

「昭和十六年（1941）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四時，臺

灣山岳會在臺灣日日新報社（新生報前身）召開理

事會，因英美二國已加入戰爭狀態之第二次世界大

戰大舉發生，為防衛防空，人人均投入所定事署之

必要等關係，決議一切山岳活動停止。」（同註

一）

不停止也不行了。日本明治維新之後長期侵略中

國，民國26年（昭和12年，1937）引發中國抗戰，

日本戰略物資持續消耗逐漸枯竭，戰況卻因中華民

國軍民堅決抵抗矢志奮戰，以及蔣委員長「以空間

換取時間」戰略成功，使侵華日軍陷入泥淖，期程

遠超過日本戰前估計。美、英等國為了調停中日戰

爭，促使國際聯盟對日本實行經濟制裁、海上禁

運，斷絕重要戰略物資輸入（包括石油）。日本不

願和談，選擇發動全面戰爭，偷襲珍珠港，並奪取

東南亞的殖民地與資源。

日軍初期很順利，陸續攻佔香港、新加坡、菲律

賓、馬來亞、緬甸、荷屬東印度（印尼）、新幾內

亞、索羅門群島、泰國等地，但中途島一役大敗之

後實力大減，轉為守勢作戰更顯窘困，以美國為主

的盟軍在西太平洋一路向北反攻，臺灣雖然幸運被

跳島戰略（Island hopping）跳過，但仍遭盟軍空襲

轟炸，南方的菲律賓與北方的琉球皆被盟軍攻佔，

軍民死傷慘重，戰爭傷害遠比臺灣大的多。

戰爭是非常時期，殺人盈野生靈塗炭，大量消耗資

源，設施破壞，生產停頓，經濟倒退，生活窘困。

整個國家社會與全部資源投入生死存亡之戰（日文

稱為「總力戰」），年輕人與學生大量參軍，所有

社團活動不但早就中止，而且全部中斷，登山活動

當然也全部中斷，學生上一屆畢業下一屆進來，社

團若沒有活動和傳承，不用幾年經驗就消失殆盡，

全部抹去。而且異國政權交接，原來的殖民政府各

級軍公教人員與各階層日本人分批遣返，許多事情

出現斷層，實屬必然。

因此光復前後，同一座校園之中，先成立的臺南高

工山岳部與後成立的成大山協沒有淵源和連結，乃

成為必然之事。過去我們甚至完全不知日治時代這

座校園中曾有山岳部存在，曾有許多青年學生熱烈

討論高山的風景與行程，曾有一批又一批學生隊伍

扛著背包走出大門邁向山林，實在令人唏噓。

物換星移，滄海桑田，讀史才能知所由來，以古為

鏡可以知興替。歷史每一次轉動，都離不開戰爭的

視角與影響，戰爭是人類最大規模的衝突，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全體動員，與敵人拚個你死我活，戰

爭會改變非常多事情，讓很多人痛苦絕望。孰令致

之？不得不感歎。

一葉知秋，見微知著，一本大學社團史竟與兩部國

史密不可分！

讀史總是沉重，惟可欣慰者，終於終於，太平洋戰

爭爆發之後76年、臺灣光復之後72年，在成大這片

校園裏，前後各自出現與發展、性質與活動場域完

全相同的兩個學生社團（含OB，註十一）──臺南

高等工業學校山岳部與成功大學登山協會終於有了

首次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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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臺灣山岳會成立大會」、「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創校校長若槻道隆是臺灣山岳會
創立委員」與「臺灣山岳會決議一切山岳活動停止」三件事，均請參閱中華民國
山岳協會官網＞關於中華山岳＞中華民國山岳協會八十七年史
http://www.mountaineering.org.tw/tw/index.php/2015-09-12-13-41-19/2-

2015-08-29-12-59-53

註二︰
請參閱〈成大山協是全國歷史最悠久的大學登山社〉
http://blog.xuite.net/ncku_ob_blog/twblog/369586486

註三︰
大正5年（1916）初，西來庵（噍吧哖）事件平息之後，臺灣平地自乙未戰爭以
來一連串武力抗日活動已經結束（昭和五年（1930）的霧社事件算偶發事件），
改由文人以文字表達，大正9年（1920）年《臺灣靑年》月刊創刊，後來更名為
《臺灣》月刊，再轉化為《臺灣民報》。對殖民者的抗議與反對未曾停息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9%9D%92%E5%B

9%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6%B0%91%E5%A

0%B1

註四︰
請參閱《世紀回眸：成功大學的歷史》網站
http://www.ncku.edu.tw/~ncku70/home.htm

註五︰
1.〈成大山協簡史 一〉1896～1954 http://blog.xuite.net/ncku_ob_blog/

twblog/541279581

2.〈成大山協簡史 二〉1955～1970 http://blog.xuite.net/ncku_ob_blog/

twblog/541283663

3.〈成大山協簡史 三〉1971～1980 http://blog.xuite.net/ncku_ob_blog/

twblog/541284235

4.〈成大山協簡史 四〉1981～1990 http://blog.xuite.net/ncku_ob_blog/

twblog/541287925

5.〈成大山協簡史 五〉1991～2000 http://blog.xuite.net/ncku_ob_blog/

twblog/541288171

6.〈成大山協簡史 六〉2001～2010 http://blog.xuite.net/ncku_ob_blog/

twblog/541288171

7.〈成大山協簡史 七〉2011～2017 http://blog.xuite.net/ncku_ob_blog/

twblog/541580766

以上全部都在成大登山薪傳協會（成大山協OB）部落格裏。http://blog.xuite.

net/ncku_ob_blog/twblog

註六︰
那時候還沒有南迴鐵、公路，欲從臺灣南部往東部，浸水營古道（時稱浸水營警
備道）是唯一通道。直到昭和10年（1935）壽卡越嶺公路（今南迴公路）完工通
車後，浸水營古道喪失官方道路的重要性，但因每日一班的巴士車票昂貴，一般
平民仍使用這條捷徑。直到民國50年代後期，經濟漸佳，大眾有能力購買車票，
浸水營古道才漸漸荒廢。請參閱
〈浸水營古道之思古幽情（上）〉http://blog.xuite.net/ncku_ob_blog/

twblog/116444224

〈浸水營古道之思古幽情（下）〉http://blog.xuite.net/ncku_ob_blog/

twblog/116444218

註七︰
請參閱維基百科 「臺灣報業史」詞條。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

%BA%E7%81%A3%E5%A0%B1%E6%A5%AD%E5%8F%B2

註八︰
我的岳父康宗彬先生，日治時期讀過小學與中學，太平洋戰爭期間遠赴日本，在
神奈川縣大和市的高座海軍工廠當「臺灣少年工」（共有八千多人），十分艱
苦。幸運回鄉，自學漢文參加考試，在司法單位久任書記官，盡忠職守，治事嚴
謹，一絲不苟，生活簡樸，皮鞋總是光亮，典型風範，一直令我景仰懷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IOX0Btt_tM

http://blog.xuite.net/ncku_ob_blog/twblog/348722161

註九︰
民國35年（1946）5月4日，由日治時期「臺灣山岳會」幹事平澤龜一郎暫代主
席，開會決議將相關會務委任臺籍會員，平澤並轉交一支冰斧及兩條登山繩索，
做為傳承象徵，移交後會名稱為「臺灣省山岳會」。
http://www.sunriver.com.tw/takayama/history.htm

註十︰
昭和16年（1941）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對美英宣戰之後，臺南高工也深受
影響，成大校史記載了一部份，摘錄如下。
昭和16年（1941）
12月12日：本日下午1時10分於運動場擧行宣戰詔奉讀典禮，於臺南神社擧行祈
願典禮，一年級學生參加。
12月13日：本日下午0時40分於運動場擧行完成大東亞戰爭宣誓典禮。17時澎湖
島地區、臺灣南部地區發佈空襲警報，本校特防各就各位部署，17時25分解除空
襲警報。
12月21日：下午2時於南門國民學校，本校學生主辦擊滅美英演講大會。
昭和17年（1942）
7月14日：下午1時30分全體敎職員集合於講堂，聆聽校長關於防諜之訓話，2時
30分結束。
12月24日：校長上午9時前往臺南神社參拜，祈願大東亞戰爭順利完成。
昭和18年（1943）
6月7日：於陸軍病院實施應試陸軍技術候補生之身體檢查。
9月1日：海軍航空預備學生合格者，由海軍省以電報通知採用，計有機械科助敎授
太田護、機械工學科7人、電氣工學科1人、應用化學科3人、電氣化學科3人合格。
9月7日：海軍航空預備學生第2次合格者，機械科3人、電氣科7人、電化科2人，
於夜間11時急行出發。
9月8日：海軍見習尉官採用者通知，機械科2人、電氣科5人、電化科2人。
9月22日：上午10時30分大阪每日新聞報臺南支局長大久保於講堂演講南方方面
從軍談，敎職員生齊聚講堂聽講。
昭和19年（1944）
7月23日：末光代理校長出席臺南州日本愛國婦人會全體會員獻納飛機命名典禮。
9月26日：本日理應擧行畢業典禮，但因三年級學生動員入營、入團，畢業典禮
省略，畢業證書寄送給畢業生本人。
10月12日：上午3時24分南部地區發佈空襲警報令。上午7時20分至45分左右，
敵我戰鬥機於臺南市上空展開空戰前後三回；敵機轟炸軍事設施。本日來襲臺灣
之美機，總計1100架次左右。
1945（昭和20年）
1月3日：上午7時37分發佈空襲警報，美機再度侵入本島，來襲美機共計500架
次，下午3時25分解除。臺灣總督安藤針對本次空襲發表談話。
1月15日：擧行第14週年開校紀念典禮之際，恰逢空襲警報而中止。
1月17日：下午1時20分於運動場編成學校防衛隊。
 1月21日：上午8時左右發佈空襲警報，美機襲擊本島全區。
2月1日：上午10時40分臺南地區發佈空襲警報，美機編隊從上空通過投彈；11

時15分解除；12時24分臺南地區發佈空襲警報，12時35分解除。下午1時30分
於講堂開演藝會，慰勞海軍航空廠員。
2月13日：下午0時29分發佈空襲警報，十數架美機來襲，未造成傷害，下午2時
40分解除。
3月1日：市區內各地遭受空襲。死者90名、傷者146名，建築物損壞、燒毀1520

戶，學校內外無異狀。
3月12日：校舍遭受轟炸。一顆炸彈直落建築科敎室，敎室嚴重損毀；武道場被
直接命中，嚴重損毀；大門外馬路亦遭一顆炸彈炸損。本校敎職員生無人受傷。
3月13日：校舍再次遭受轟炸。電氣科敎室一部份燒毀，附屬建築物一棟燒毀，
敎職員生奮勇救火。
4月17日：市內遭到空襲轟炸，學校官舍多數被炸彈擊中，品川敎授家人輕微受傷。
5月1日：市內遭轟炸之際，本校位於鄭子寮之官舍（今公園路宿舍）亦被命中，
庶務課長田中助敎授之官舍全燒毀。
5月12日：著手準備疏散重要物資。
5月20日：動員全部敎職員生從事打包、發送工作，急速疏散重要物資。
6月3日：本日起星期日、節慶日像平日一般上班、上課。
8月9日：下午3時於講堂擧行本校學生入營壯行會。
8月11日：關東軍發表，蘇聯軍於8月9日0時10分從滿州東部正面展開地上攻
擊，同時有少數飛機於滿州內部各要地展開轟擊。
8月15日：大詔宣布戰爭結束。
請參閱《世紀回眸：成功大學的歷史》網站
http://www.ncku.edu.tw/~ncku70/home.htm

註十一︰
OB是和製英文（亦稱日式英文），也就是說日本人先創造了這用法。
請參閱〈OB名稱初考〉
http://blog.xuite.net/ncku_ob_blog/twblog/226648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