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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篇

人物篇之記載主要是為曾在本區生活的先人記錄不朽事蹟。前人立德、
立言、立行，種種行誼對地方具有貢獻或特殊影響，分述生平事功，藉以彰
顯先賢遺德，為後世子孫垂範。
現今信義區的行政範圍在信義區未設立前，一部分屬南松山的範圍，另
一部分則為大安區的範圍。民國 79 年 (1990) 信義區成立後，信義區已成為
臺北市重要的行政中心、文化中心與經濟中心所在，並逐步發展出高度都市
化的特性，期間經由先民一代一代地辛勤努力，終使信義區發展成今日人文
薈萃之地。
人物篇入志之人物，乃循志書之例，採生人不立傳為原則。其人物蒐錄
來源有三：一為文獻蒐集，諸如日治時期、光復初期之相關志書、地方報紙
的蒐集；二為地方自治之行政首長、里長等；三為地方人士之推薦，舉凡拓
墾、政治、教育、藝文及其它重要社會領域，均在編寫之列，如其貢獻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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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僅一端，則以較具代表性者為主。編列之順序以出生年份為先後之序。
凡上述蒐錄之人物入志標準如下：(1) 設籍當地，個人事蹟受當地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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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2) 非設籍當地，在當地卻有重大事蹟者。(3) 事蹟在當地，史籍載錄者。
(4) 當地出生，旅居在外，具全國知名度，榮耀當地。(5) 不論籍貫，在當地
的表現，獲特殊褒揚者。如郭錫瑠、馬偕等人雖非設籍本地人士，但對本地
有所貢獻，故將列於此。

第一章
第一節

傳記

官宦與科舉功名

一、徐夢麟
徐夢麟（1728 年～？），字潤堂，本籍為浙江桐鄉人，生於雍正 6 年
(1728)，卒年不詳。乾隆 52 年 (1787)，自福建上杭知縣擢淡水同知，時逢林
爽文事變，滬尾一帶騷動混亂，當時艋舺地方為閩安副將徐鼎士率同游擊吳
琇、都司朱龍章等人所駐守。徐夢麟至滬尾時，廳治已被林黨王作、林爽文
等攻陷。徐夢麟易服潛至艋舺，與徐鼎士等人會合，號召義民萬餘人，協同
守護。幾日後，林爽文遣眾攻入三角湧、三重埔、錫口（今松山、信義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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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等處，再以主力攻打艋舺。徐夢麟、徐鼎士揮軍救禦，雙方力戰多日，
林爽文終於不支，敗走退往甘林陂。徐夢麟等人連攻不捨，林爽文部眾害怕
因而多乘夜來降，不久後終於擒獲林爽文，徐夢麟蒞治，乘勝收復全境。林
爽文餘黨仍擾亂地方安寧，於是徐夢麟又揮師南下，扼於大甲溪，林爽文餘
黨不敢渡，而紛紛投降逃跑，淡北之地，又恢復平靜。乾隆 53 年 (1788) 春，
以功陛荊門知州。徐夢麟時年 60 歲，引疾退。杜門深巷，以詩自娛，有《補
衲山房集》傳世。

1

二、詹正南
詹正南（生卒年不詳），本籍為福建省泉州府安溪縣人。原居於泉州府
安溪縣，後遷居臺灣五分埔庄，為五分埔庄人氏。府學附學生，於同治 6 年
(1867) 中科舉人。

2

陳開元 (1853～1939)，字治唐，本籍為淡水廳興雅庄人，生於咸豐 3 年
(1853)，卒於昭和 14 年 (1939)。居錫口興雅庄（今信義區內）之東側虎山步

舉考試，於光緒 11 年 (1885) 考取秀才。曾任辨務署參事，後來返回臺灣於
家中附近設立私塾講經。其個性倜儻不羈，但心地溫和，少與人爭執。並於
明治 33 年 (1900) 獲受紳章。到了晚年，喜治釋黃老之學，兼及天文與地理。
雅癖喜愛樂音鼓琴，曾耗重金，購得林占梅所有之琴一張，旦夕彈弄，視如
珍寶。家擁鉅資，時常出遊，每至山水佳處，輒流連不肯離去，陳開元的家
人常常因其入夜不歸，而四處奔走尋覓。因此其若遠行，家人必使兒孫陪伴，
恐其許久不歸。卒於昭和 14 年 (1939)，享年 86 歲。

3

四、高選鋒
高選鋒 (1856～1944)，字墀英，號拔庵，亦號醒齋，本籍為福建省安溪
縣人，生於咸豐 6 年 (1856) 8 月初六，卒於民國 33 年 (1944)。父親為高毓文，
道光之際從商於臺，自安溪縣遷居大加蚋堡。高選鋒誕生於淡水廳興雅庄（即
1

2
3

曾迺碩修，
〈人物志宦績篇〉
，
《臺北市志》卷九，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民國 77 年，
頁 19。
王受寧撰：古松山方志，頁 15。http://wenfeng-web.sg1012.myweb.hinet.net/20090510-1.pdf。
臺灣總督府，《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 年，頁 32。曾迺碩修，〈人物志
賢德篇〉，《臺北市志》卷九，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民國 77 年，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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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山邊靠近福德街附近。及冠，為生員，能作詩文，且擅長書法，並參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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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陳開元

今信義區內）
，後遷居景美。年少時有風義，且喜弄書卷，稍長勤習儒家理學，
家人期為大器。光緒 12 年 (1886) 時參加科舉考試，考取臺北府學秀才。至
光緒 21 年 (1895) 時逢臺灣割讓與日本，高選鋒與臺灣諸人士上書清廷，請
罷割讓臺灣之議；又於日本登臺後，加入抗日義軍，歷時 3 年之久。抗日義
軍失敗之後，日本當局為了誘其接受臺灣總督府委任，故答應給予全臺鴉片、
煙酒專賣等牌照，誘之以利，但被高選鋒斷然拒絕，並放棄在臺產業，舉家
內渡中國大陸，寓居廈門。但從詩作可知，高選鋒內渡後，曾多次來臺，分
別於民國 9 年（大正 9 年，1920）旅行北臺灣、民國 24 年（昭和 10 年，1935）
參與臺北瀛社詩會活動、民國 25 年（昭和 11 年，1936）來臺參觀日本人「始
政四十週年博覽會」
。內渡中國大陸後，高選鋒埋首書中，再次參加科舉考試，
並於光緒 28 年 (1902) 考取恩科舉人，至民國初年被推為參議院議員，應邀
赴京共籌國是，及至袁世凱帝制自為，才憤而歸鄉。歸鄉後又被選為福建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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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欲委為安溪縣知事，高選鋒堅辭不就，以樂育英才及地方公益為事。
高選鋒文似銅城派，詩學劍南派，書法類分寧派，著有《琴尊閣集》
。於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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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年 (1944) 卒於廈門，享年 89 歲。

4

五、陳錦如
陳錦如（生卒年不詳），字煥彩，號春光，本籍為臺北州七星郡松山庄
錫口人。居於錫口（今松山、信義區一帶）
，年少時任性使氣，曾經因為細故，
毆人幾死，其父陳宅仁當時應試在閩，聞知此訊便急歸鄉里，鄉里時人則曰
陳宅仁之所以名落孫山，是受其子拖累，而非荒蕪學業。陳錦如知此，因而
感到慚愧，故開始稍稍讀書。時至光緒 10 年 (1884)，法軍侵臺，當時知府陳
星聚募勤練土勇，為援基隆。陳錦如得知消息後，召集錫口豪俊四百人餘人
相應，陳錦如每戰勇往直前，迭膺優獎，在滬尾之役屢催敵壘，奮決無前，
助官軍斬將奪旗，殺敵致果，後詔賞五品軍功。光緒 21 年 (1895) 割臺後，
義首詹振曾說令其報效國家民族，但陳錦如不從。日本人始政後，任命其為
錫口區長。鄉里以其多行不義，且包庇流氓陳朝鳴等人魚肉地方，因此對其
頗為非議，或曰其人品略有缺失。
4
5

5

曾迺碩修，〈人物志賢德篇〉，《臺北市志》卷九，頁 20-22。
曾迺碩修，〈人物志賢德篇〉，《臺北市志》卷九，頁 27-28。林進發，《臺灣官紳年鑑》，
臺北：民眾公論社，1934 年，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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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林希張
林希張 (1861～1912)，字榮增，本籍為淡水廳中坡庄人，生於咸豐 11 年
(1861)，卒於大正元年 (1912) 6 月。自幼隨父居於中坡庄（今信義區內），父
於臺業農，在鄉里間常有善行，林希張自幼勤學讀書，敦品孝義。在 19 歲的
時候入邑庠。父親喪故後，林希張與兄弟相處無閒言，鄰里讚其人品，稱其
為君子。乙末之役 (1895) 後，林希張內渡不果，因此閉戶讀經。當時錫口
（即今信義區、松山區等地）區長陳春光，假日本人鷹犬之威，時常凌虐地
方，紳者們憤控，並推林希張繼任。林希張在職年間，潔己勤民，循聲卓著。
後卒於大正元年 (1912) 6 月，得年 51 歲。

6

七、柯大琨
柯大琨 (1875～1909)，字潔如，本籍為臺北州七星郡松山庄錫口人，生
於光緒元年 (1875)，卒於明治 42 年 (1909)。為柯梅詠之子，幼時居於錫口

到了 10 歲就已能通經史，及長，詩古文亦有佳作。鄉里中的耆老，無不認其

取春官，但時值光緒 21 年 (1895)，乙末割臺變起，內渡不果，遂落寞家居，
埋首書堆，吟唱以遣歲月。日本人始政後，得知柯大琨才華秀逸，在鄉里間
聲望極高，時譽攸歸，故召任其為大稻埕區長。柯大琨因志在保民，故而應
之上任，柯大琨於任期內致力於維持地方清泰，為保黎庶平安，終日奔走於
權要之間，任職不滿 3 年，即積勞成疾，不久即卒，時值明治 42 年 (1909)，
年僅三十有三。

7

八、高定
高定（生卒年不詳）
，在明治 31 年 (1898) 曾擔任松山區長統轄興雅庄（即
今 101 金融大樓）三張犁庄（即今臺北醫學大學）
、五分埔庄（即今虎林街五
分埔成衣市場）
、中坡庄（即今福德街四獸山邊永春高中、松山商職、瑠公國
中等地區）。

6
7

8

8

曾迺碩修，〈人物志賢德篇〉，《臺北市志》卷九，頁 147。
曾迺碩修，
〈人物志賢德篇〉
，
《臺北市志》卷九，頁 142-143。臺灣總督府，
《臺灣列紳傳》，
頁 15。
王受寧撰：古松山方志，頁 24-25。http://wenfeng-web.sg1012.myweb.hinet.net/2009051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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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造之材。光緒 18 年 (1892)，應試府學，成績特擧優等，於是方期上鄉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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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松山、信義區一帶）
，後隨父親移居大稻埕，自幼即跟隨父親柯梅詠讀書，

九、陳媽力
陳媽力 (1887～1950)，字茂松，號友鶴，本籍為臺北州七星郡松山庄錫
口人，生於光緒 13 年 (1887)，卒於民國 39 年 (1950)。為錫口名儒陳宅仁孫
之孫，陳贊添與杜鴛之子，居於錫口（今松山、信義區一帶）
。陳媽力未滿周
歲即喪父，由母親杜鴛撫養長大成人，並勉其讀書，其為人心術端正，且特
別重視名節。陳媽力自幼即聰明過人且博聞強記，為日本國語傳習所第一屆
畢業生，也是第一名畢業生，畢業後因祖母竉愛有加，不允許他繼續出外升
學，因此跟隨堂伯陳錫九學習漢文及詩詞，並且自修數理、代數、幾何三角
等，陳家又特別從大陸禮聘相士教導陳媽力易經八卦；陳媽力對儒家漢學有
高深的研究，經史百家，無不熟讀，並且對母親至孝，為人和藹可親，急公
好義，曾經為錫口慈祐宮整修花費家產，也到全臺寺廟看宮廟建築，做為慈
祐宮整修的參考，也派人到福建省請著名的匠師整修慈祐宮。臺灣第四任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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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兒玉源太郎，政尚懷柔，擧臺灣學識淵博而有地方聲望者 40 人為士紳，陳
媽力亦在列。明治 43 年 (1910) 錫口區長陳遣福逝世，日本人欽其品德，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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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接陳遣福任錫口區長，陳媽力以維護臺胞權益為要務，經常親自登門拜訪
郷親，為郷民服務，做人處事非常謙虛，為鄉里所尊敬。明治 36 年 (1903) 陳
媽力因母親驟然因霍亂西歸，悲痛之餘，常至觀音山拜佛修心，無心過問區
政，故屢次向日本人辭謝區長一職，最後終於在大正 5 年 (1916) 卸任，卸任
後賦七言絕句以示明志，詩云：
「尸位長年豈自安，掛冠今日覺心寬，從玆好
與魚樵侶，瀟灑餘生應不難。」日本人始政四十周年紀念 (1936) 時，眾紳
咸御洋裝赴會祝賀，獨陳媽力著長袍、馬褂、黑步履，不卑不亢，鄉人見到
勸其更之，陳媽力則道：
「我祖我宗，皆服此也，何可易。」之後有其他典禮，
陳媽力均託病不出。後卒於民國 39 年 (1950)，時年 64 歲，遺《友鶴詩集》
二卷，《魚樵漫錄》一卷。

9

9

曾迺碩修，
〈人物志賢德篇〉
，
《臺北市志》卷九，頁 233-234。林進發，
《臺灣官紳年鑑》，
頁 87。連雅堂，〈錫口區書記〉，《人文薈萃》，臺北：遠藤寫真館，1921 年，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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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朱連興
朱連興 (1905～？)，本籍為臺北州七星郡松山
庄人，生於明治 38 年 (1905) 10 月 19 日，卒年不詳。
居於臺北州七星郡松山庄五分埔（即今信義區內），
於大正 10 年 (1921) 畢業於松山公學校，後進入臺
北二中就讀，於昭和 2 年 (1927) 畢業。畢業後於昭
和 6 年至昭和 7 年 (1931～1932) 任職三張犁（即今
信義區內）壯丁團團長，後於昭和 10 年 (1935) 任
松山庄協議會員，家中經營松浦商店，主要從事日
用雜貨買賣。

 圖 8-1-1

朱連興

10

開墾與拓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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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一、郭錫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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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錫瑠 (1705～1765)，又名錫流、天賜，本籍
為福建省南靖縣漳州人，生於康熙 44 年 (1705)，
卒於乾隆 30 年 (1765)。幼年即隨父親移居臺灣，
始居彰化，至乾隆元年 (1736) 隨同漳州族人自彰
化北上臺北從事開墾活動，定居於臺北中崙庄。於
居中崙庄時期獲得興建灌溉溝渠的經驗，及至乾隆
5 年 (1740)，開始從事大規模的水源水道建設。郭

圖 8-1-2

郭錫瑠

錫瑠從遠自十數公里的新店溪青潭源頭，引水至中
崙附近的東勢庄、五分埔以及興雅庄（今信義區內）。這項建設在乾隆 25
年 (1760) 冬季完成，共灌田 1,200 餘甲，名曰金合川圳。而這條經過現今
新店、景美、公館、松山、信義等地的水道，被後人稱為瑠公圳，而瑠公
正是對郭錫瑠的尊稱。於乾隆 30 年 (1765) 8 月，臺北遭逢數十年以來最大
颱風侵襲，用木頭構造建築而成的瑠公圳明渠受到嚴重的毀損，郭錫瑠未
修復水圳精力終衰，資財耗盡，因此抑鬱身亡，時年 61 歲。葬錫口山北下
10

原幹洲，《新臺灣之人物》，1936 年，頁 655。楊建成：日治時期臺灣人士紳圖文鑑
http://tw.myblog.yahoo.com/jw!gANaIP2FBwDWIMY90fRnKg--/article?mid=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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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悠，諡號寬和先生。

11

二、郭克汾
郭克汾（生卒年不詳），本籍為福建省南靖縣漳州人，生卒年不詳。為
郭錫瑠之子，為人勤樸而有毅力，且略通詩學文墨。郭克汾念父親郭錫瑠因
金合川圳為颱風所毀而抑鬱身亡，故而立志恢復金合川圳。於是於乾隆 32
年 (1767) 開始進行整修，數年後終於完工。後人感念其父子功德，將金合
川圳改稱「瑠公圳」，以紀念郭氏父子。

12

三、周賢明
周賢明 (1772～？)，本籍為福建省安溪縣卓源鄉人，生於乾隆 37 年 (1772)
5 月 23 日，卒年不詳。原居於安溪縣卓源鄉，為人勤懇好義，鄉里黨人無不
對其敬愛。嘉慶年間，因周氏家族子孫繁衍，耕地有限，故決定渡臺發展，

卷八

並於嘉慶 6 年 (1801)，族內選派周賢明偕其堂弟周標渡海來臺進行開墾，從
滬尾登岸，後入大加蚋堡（即今臺北市）
，在東門外三板橋（即今永康街一帶）
，
建屋居住，欲從事墾拓，初以農耕為業，又因地處渠沼縱橫，草荊滋蔓，並

人物篇

以飼養鵝鴨為副業，不到數年，因稻禾豐收，加上鴨母卵獲利，因此積財累
萬。遂邀其族人周延部率眾數十人來助，後親族相繼渡臺，或開墾荒地，以
農為業；或開店舖，經營商賈，各就其業，勤勞不息。周姓一族，自是闢地
日多，所墾水田，自五分埔、三張犁、大安、十二甲、朱厝崙、中崙、東門、
南門、城內、古亭村、二十五猛埔（今螢橋附近）一帶，皆為周姓一族所墾
有。論其面積，幾達今臺北市之半，直到日本人治臺，其城內、東門、南門、
古亭村等方面土地，大都被日政府所強制收買，建為都市公共設施。

11
12
13

曾迺碩修，〈人物志賢德篇〉，《臺北市志》卷九，頁 73-74。
曾迺碩修，〈人物志賢德篇〉，《臺北市志》卷九，頁 73-74。
曾迺碩修，〈人物志賢德篇〉，《臺北市志》卷九，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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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三節

實業與營造

一、許金定
許金定 (1898～1960)，本籍為臺北州七星郡松山庄，生於明治 31 年
(1898)，卒於民國 49 年 (1960)。許金定為錫口礦業大王，自幼居於錫口（今
松山、信義區一帶），於大正元年 (1912) 畢業於錫口公學校，畢業後於錫口
中坡庄（今信義區內）從事煤炭礦業，並於大正 11 年 (1922) 擔任臺灣炭業
株式會社礦業代理人，並且經營松山中坡炭坑及松山五分埔炭坑，後擔任松
山庄協議會員。後卒於民國 49 年 (1960)，時年 63 歲，許金定的煤礦業由兩
位女婿曾以標、林讚後所繼承。

14

二、陳復禮

卷八
人物篇

 圖 8-1-3

陳復禮

陳復禮 (1880～1960)，別號克恭，本籍為臺北州七星郡松山庄人，生於
光緒 6 年 (1880) 7 月 14 日，卒於民國 49 年 (1960)。為陳能之子，幼時曾在
現今的新竹、宜蘭及新店等地的漢學義塾學習漢文及漢學，到了明治 31 年
(1898) 於大龍峒國語附屬學校畢業，精通漢文、日文及英文。畢業後在株式
會社三十四銀行臺北支店擔任事務員於放款部工作，到了大正 7 年 (1918) 於
錫口公學校擔任學務委員，隔年繼承家業，經營三張犁（今信義區內）礦業，
為煤礦大王，擔任三張犁炭礦株事會社董事；並於大正 13～14 年 (1924～1925)
擔任松山庄長，陳復禮當時邀請鄉紳文士共同創立「松社」詩社，吟詩作對，
14

林進發，《臺灣官紳年鑑》，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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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揚漢學，後又於昭和 9 年 (1934) 擔任松山庄協議會員。陳復禮於民國 49
年 (1960) 過世，享年 80 歲。育有兩子一女，長子陳北海（生於 1911），為
日本法學部畢業，臺灣新民報社員，次男陳拱北（生於 1917），畢業於慶應
醫大，長女陳智惠（生於 1910），基隆高女畢業。

15

三、曾以標
曾以標（生卒年不詳）
，早年居住於錫口（今松山、信義區一帶）地區，
是錫口礦業大王許金定的女兒許招治的夫婿。曾以標於昭和 3 年 (1928) 就讀
臺灣帝國大學醫學院，並於昭和 7 年 (1932) 畢業，畢業後的曾以標在日本赤
十字會臺灣支部醫院擔任住院醫生，於昭和 9 年 (1934) 辭職後，回到松山一
五Ο番地（現今饒河街 91 號）開設內科診所，民國 49 年 (1960) 由岳父許金
定手中接下松山煤礦產權，就專心經營煤礦事業，礦區於中坡庄（今信義區
內）
，由於礦坑常發生爆炸，且石油逐漸代替煤礦，因此煤礦產業一落千丈，

卷八

曾以標於民國 71 年 (1982) 結束礦業，礦坑員工順利解散，曾先生也從醫師

人物篇

四、林讚後

退休，經常來往美國與臺灣兩地。

16

林讚後（生卒年不詳）
，自幼居住於錫口（今松山、信義區一帶）地區，
是松山區日本警察派出所的刑事警察林欽錫先生之子，亦是許金定招贅的女
婿，與曾以標為連襟。在戰後曾先後擔任永春國小、大佳國小、三興國小校
長，於民國 49 年 (1960) 從岳父許金定手中接下松山煤礦的產業，因此成為
松山「三協成」炭礦公司負責人。曾以標及林讚後兩人合作無間，一起將其
岳父許金定的事業經營得相當良好，也為錫口地區提供了大量的就業機會。

17

15

16
17

林進發，
《臺灣官紳年鑑》
，頁 131。原幹洲，
《新臺灣之人物》
，1936 年，頁 637。楊建成：
日治時期臺灣人士紳圖文鑑
http://tw.myblog.yahoo.com/jw!gANaIP2FBwDWIMY90fRnKg--/article?mid=3012
王受寧撰：古松山方志，頁 25。http://wenfeng-web.sg1012.myweb.hinet.net/20090510-1.pdf。
王受寧撰：古松山方志，頁 24。http://wenfeng-web.sg1012.myweb.hinet.net/2009051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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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文學與方伎

一、陳遣福
陳遣福 (1849～1910)，字錫九，號子希，本籍為臺北州七星郡松山庄錫口
人，生於道光 29 年 (1849)，卒於明治 43 年 (1910)。居於錫口（今松山、信義
區一帶），為清代貢士陳宅仁的胞姪。陳遣福出生之時，父親已過逝，母親則
在懷孕的過程中感染風寒，生下陳遣福後沒多久，亦卒。陳遣福因父母雙亡，
故由陳宅仁所收養，陳宅仁亦視其如己出。到了陳遣福 6 歲時，就開始教導他
讀書。稍長，陳遣福則益自刻勵；而陳宅仁對於陳遣福的教育相當重視，百般
調教，因此在陳遣福尚未滿 15 歲時就已讀畢諸經。所學以宋儒之學見長，尤
尊朱子。陳遣福為人平和易親近，如冬日煦人，人皆親近之。到了壯年時期，
陳遣福設書房教導家族內的子姪，鄉里內的隨附學習者數十人。陳遣福一生正

林希張為錫口區長，在擔任錫口區長幾個月後即卒，時年 61 歲。陳遣福傳有
詩文集若干卷，但在日本人推行皇民化運動時，為家人焚燬。

18

柯朝（生卒年不詳），本籍為福建省同安縣人，以製造金銀飾品為業。
於嘉慶 14 年 (1809) 遷居臺灣並開業，設仁興金店於錫口（今松山、信義區
一帶）
。柯朝打製飾品的技藝超羣，其所製的釵、環、釧、珥，都極為精巧細
緻，尤其善於打製珠花，往往一串珠花打製好後，鄉里爭相競購，為當時錫
19

三、柯梅詠
柯梅詠（生卒年不詳），本籍為福建省同安人，為柯朝之子，自幼隨父
親柯朝居於錫口（今松山、信義區一帶）
。自幼讀書，具有淵博的學識。到了
咸同之際 (1860’s)，即在大稻埕設立柯氏書房，從學者數百十人。柯梅詠晚
年專心程朱之學，傳其齋頭嘗懸一聯云：「有用書時時要讀，無恥事萬萬勿
行」，可知其胸次。育有 2 子，長子柯大琨，次子柯大綱。
18
19
20

20

曾迺碩修，〈人物志賢德篇〉，《臺北市志》卷九，頁 185-186。
曾迺碩修，〈人物志賢德篇〉，《臺北市志》卷九，頁 102。
曾迺碩修，〈人物志賢德篇〉，《臺北市志》卷九，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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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篇

二、柯朝

口著名之奇人。

卷八

襟危坐，剖理析義，教學亦認真，常教學至聲音嘶啞。明治 43 年 (1910)，繼

四、王子榮

 圖 8-1-4

王子榮

王子榮 (1901～？)，本籍為淡水廳中坡庄人，生於明治 34 年 (1901)，
卒年不詳。祖先於清代即世居錫口中坡庄（即今信義區內）虎山步道山邊。
王子榮早年愛好漢學，曾在松山二張犁高福記的學堂學習漢文，也是「松社」

卷八

詩社的社員之一，大正 9 年 (1920) 畢業於臺北師範學校。王子榮是戰後松山
國小第一任校長 (1945)，於民國 56 年 (1967) 退休，共服務教育界長達 46

人物篇

年，桃李滿天下，受他教誨的學生不計其數。王校長夫人在日治時期到大稻
埕高婦產科學習，取得助產士執照，後來常幫助鄉民婦女接生，王子榮女兒
王遜雪曾擔任松山婦女會理事長、國大代表、監察委員等職。

第五節

21

德信忠義與貞節

一、陳宅仁
陳宅仁 (1819～1884)，字槐居，號靜階，亦號佛安，本籍為松山庄錫口
人，生於嘉慶 24 年 (1819)，卒於光緒 10 年 (1884)。居於錫口（今松山、信
義區一帶）
，個性方正嚴謹，為人沉默寡言，不苟異同；喜好詩古文辭，好作
深湛之思，鄉人常疑其迂。同治 9 年 (1870)，參加科舉考試，考取貢士，復
上鄉試，但不第，遂絕意功名於身外，落寞之餘，買一舟渡海至廈門，溯閩
江，涉建溪，攀武夷山，出水口寨；復南走榮花隘，履梅子坑，越朝天嶺，
閩中佳山水佳景無不纜；又與陳景玉、黃鐵塘、謝紫煙等結滄浪詩社，詞人
韻士，日相唱和，遁世逃名，軼於塵穢之外。到了光緒 4 年 (1878) 秋歸臺，
21

王受寧撰：古松山方志，頁 17、24。http://wenfeng-web.sg1012.myweb.hinet.net/2009051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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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其弟剛過世，弟媳婦生下遺腹子陳遣福後也跟著過世。陳宅仁哀痛欲絕，
為營喪葬畢，撫姪教子，身心交瘁，但仍致力於詩文，所作堆滿几案；其書
法亦清勁，嘗上清水祖師聯云：
「清風明月此談禪，心澄似水；祖義本仁而濟
世，德大稱師」
。士林皆欽其學問、品德。光緒 10 年 (1884) 病重，拆財產為
二，一份給姪子陳遣福，一份給 3 個兒子，並且說道：
「吾家倖得溫飽，皆祖
宗潛德所致也。今大難將滋，但我所有，夕未必有，故遇年荒歲歉，賙恤萬
勿後人」
。鄉梓鄰里聽聞此事，都相當敬佩，陳宅仁於光緒 10 年 (1884) 夏天
病卒，時年 66 歲。育有 3 子，長子陳錦如，次子陳贊添，三子陳有義；陳贊
添與陳有義皆為螟蛉子。

22

二、詹振
詹振 (？～1897)，為五分埔庄人士，生年不詳，卒於明治 30 年（光緒
23 年，1897）。世代居住於五分埔庄業農，勤奮耕作，生活上衣食無虞；容

應，亦不責償，頗受住民敬重，因此其在鄉里間享有義名。光緒 21 年（明治

信義區一帶）
，焚穀淫擄，無所不用其極，又在籍五品軍功陳春光助紂為虐。
詹振居錫口五華里，聞日軍暴行，大忿。聚集庄中獵戶、丁壯 2 百餘人，各
執利器，進攻錫口街，日籍鐵道工平田逸作等會守軍應戰，振揮刄而前，高
呼：「願天佑我，盡滅倭奴，如不用命，必遭神譴」。眾諾，奮力作戰，並逮
陳春光，令陳春光參加抗日，陳春光佯裝答應，等詹振退去後，仍與日軍勾
結如初。詹振復攻錫口，焚陳春光宅，日軍迎戰，詹振等人不支，退至北山
為根據地，出沒宜蘭、基隆、桃仔園、新竹間，遇日軍，則潛伏叢莽中，發
彈襲擊。明治 30 年（光緒 23 年，1897）
，詹振與簡大獅、陳秋菊、徐祿等率
千數百人，光復臺北城。簡大獅、陳秋菊自南攻，徐祿由西進，詹振欲取大
稻埕。激戰達旦，日軍雖有傷亡，但義軍損失慘重，後援無繼，遂敗。日軍
乘勝追殺，當時遇基隆河漲潮，詹振所率部眾聚集河邊，渡之不及，日軍則
扼於高地，發動攻擊，涉水生還者十不一二。後數日，鄉人於上埤頭泥淖中，
獲義軍遺體一具，容貌魁梧，衣着有別尋常，鄉人認其為詹振。或傳詹振未
22

曾迺碩修，〈人物志賢德篇〉，《臺北市志》卷九，頁 27-29。林進發，《臺灣官紳年鑑》，
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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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年，1895），日軍近衛師團大舉侵臺，自澳底登陸，後掠錫口（今松山、

卷八

貌魁梧，長有五尺七寸，為人慷慨，若遇鄉里有急，向詹振求助，詹振無不

死，見大勢已去，變姓更名，在羅東經商，不知所終。

23

三、杜鴛
杜鴛 (1861～1903)，本籍為臺北州七星郡松山庄錫口人，生於咸豐 11 年
(1861)，卒於明治 36 年 (1903)。杜鴛家裡為錫口街杜姓的名門望族，性情端
靜，貌美，幼時家教甚嚴，知書達禮。及筓，與同里名儒陳宅仁的次子陳贊
添結婚，夫妻感情和睦，生有一男一女。到了 26 歲時，丈夫陳贊添咳血而死，
其子陳媽力尚未滿週歲，杜鴛悲痛欲絶，為夫營喪葬畢，堅忍含淚渡日，並
且矢志守節，上事奉公婆，下養育子女，專心教養子女成家立業；杜鴛一生
勤儉持家，友愛郷里，街坊四鄰皆讚其為賢婦。於明治 36 年 (1903) 逝世，
得年 42 歲。後來臺灣第十二任總督川村竹治銀杯表揚頒獎其含辛茹苦堅貞守
節之美德。而錫口慈祐宮感念陳媽力傾家之力以整修廟宇的奉獻，且深感其
母杜鴛之美譽，為鄉里婦女之典範，因此在錫口慈祐宮註生娘娘殿中配祀十

卷八

二婆姐之中增加一位杜姓的婆姐，就是「杜鴛」
。因此臺灣各地寺廟都是十二
婆姐，唯有錫口慈祐宮是十三婆姐，以紀念杜鴛的典範。

人物篇

第六節

24

宗教與醫療

一、馬偕（偕叡理，Dr. Ceorge Leslie Mackay D. D.）
馬偕偕叡理 (1844～1901)，為加拿大安提里荷人，
生於 1844 年 3 月 21 日，卒於明治 34 年 (1901)。個性堅
毅不拔，勇於任事。馬偕在愛丁堡神學院，研究基督教
教義學成後，得到院方推薦，派赴中國區宣教。於 1871
年（同治 10 年）10 月 19 日啟程，並在 12 月底於打狗
登陸，牧師李庥 (Hogh Ritchie) 迎接馬偕，馬偕來到臺
灣後，遂學習中國文字及閩南語。不久後，馬偕聽聞淡

 圖 8-1-5

馬偕

水山川秀麗，沃野千里，居民數十萬，各安其業，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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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迺碩修，〈人物志賢德篇〉，《臺北市志》卷九，頁 159。
曾迺碩修，〈人物志賢德篇〉，《臺北市志》卷九，頁 206-207。王受寧撰：古松山方志，
頁 20。http://wenfeng-web.sg1012.myweb.hinet.net/2009051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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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末以來，即為天主教活動之所，基督教傳教士迄今無至者，於是和李庥
商量後決意前往，以求發展。同治 11 年 (1972) 3 月 7 日，沿著海路北行，10
日抵滬尾，至 4 月 6 日，賃陋室一間，陳設齊備，開始傳教。時風氣閉塞，
在臺灣的漢人、原住民皆恪守傳統信仰，對馬偕所鼓吹的洋教，非但不能接
受，且視之若魔邪。於是常常發生鄉里鄰黨毀其匾額，焚其經卷，但是馬偕
不以為意，安之若素。時日既久，環境漸為熟悉，馬偕藉由醫療為媒介，深
入窮鄉僻壤，只要遇有病患，無不全力救治，因此受惠者眾多，歧見逐漸稍
解。到了光緒初葉（1870 年代後期）
，馬偕佈道地區已達到大稻埕、艋舺（今
萬華區一帶）
、錫口（今松山、信義區一帶）等處，教堂亦同時興建。但是民
間反應不一，不算十分順利。光緒 10 年 (1884)，中法戰起，臺灣民情激憤，
誤以為馬偕所創之教會，與法人的侵略同出一轍，於是群起焚毀錫口（今松
山、信義區一帶）
、大稻埕等地教堂；馬偕忍辱負重，委曲求全，數月後，仍

基隆等處，亦先後創立教堂十所。到了光緒 18 年 (1892)，北部的基督長老教

播基督教外，對西方新文化的推廣，亦有良多的貢獻。如淡水神學院、淡水
女學校、淡水婦學、淡水中學校等，皆其一手締造。明治 34 年 (1901) 6 月 2
日馬偕卒，時年 57 歲。

25

二、陳能記
陳能記 (1856～1918)，本名為陳水龍，本籍為臺北州七星郡松山庄人，
生於咸豐 6 年 (1856)，卒於大正 7 年 (1918)。父親、祖父皆是天主教徒，為
陳榮輝之弟，馬偕牧師為其受洗，以陳能記嗜學篤行召其習醫，到了陳能記
成年時，便讓其於錫口（今松山、信義區一帶）主教務，並准其開業行世。
後來陳榮輝之子陳清意與馬偕長女偕瑪蓮結婚，因此，陳家與馬偕有姻親關
係。到了日本人來臺，詹振統義軍數次攻打臺北府城，詹振陣亡後，其部屬
散亂，被擒者悉以匪類見法，陳能記出面協調，使其安居生業，五分埔（今
信義區內）之民，至今尤能道其恩德。陳能記創設陳能記炭礦，亦是當時臺
北地區的煤炭大王，此外，陳能記熱心為錫口鄉里服務，受人敬仰。陳能記

25

曾迺碩修，〈人物志賢德篇〉，《臺北市志》卷九，頁 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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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共有禮拜堂 56 座，都是馬偕長年奮鬥努力所成的。馬偕除在臺灣除了傳

卷八

得逐步恢復。最後於臺北市郊三重埔、和尚洲、新莊、五股坑莊、八里坌、

於大正 7 年 (1918) 過世，時年 62 歲。基督教系統的陳能記家族，幾乎都是
牧師長老出身。

26

三、陳拱北

 圖 8-1-6

陳拱北

卷八

陳拱北 (1917～1978)，本籍為臺北州七星郡松山庄人，生於大正 6 年
(1917)，卒於民國 67 年（1978 年）2 月。為陳能記之孫、陳復禮之子，世出

人物篇

錫口（今松山、信義區一帶）名門望族出身，家境富裕，日治時代深受日本
人器重，求學順利，曾就讀馬偕創立的淡江中學，後東渡日本就讀東京明治
中學畢業，不久後即考進日本慶應大學醫學部，因其成績特優，因此留校在
附屬醫院擔任醫師一年，並於昭和 16 年 (1941) 獲慶應大學醫學博士回臺，
並在昭和 18 年 (1943) 任教於臺灣帝國大學公共衛生學授課（即今臺灣大學
醫學院）
。到了戰後，於民國 40 年 (1951) 為中華民國政府第一批公費留學派
赴美國的人士，與高玉樹、李登輝等人同一梯次，陳拱北在美國明尼蘇達州
立大學公共衛生進修，後又在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研究一年，回臺灣任教
於臺灣大學，陳拱北是臺灣公共衛生著名的教授，對於烏腳病、皮膚癌有專
精的研究，亦對今日臺灣的全民健保制度有良多的貢獻，有「公共衛生之父」
之稱，同時，陳拱北也是長老教會的牧師，陳拱北卒於民國 67 年 (1978) 2
月，時年 61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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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迺碩修，〈人物志賢德篇〉，《臺北市志》卷九，頁 154。臺灣總督府，《臺灣列紳傳》，
頁 31。
王受寧撰：古松山方志，頁 20-21。http://wenfeng-web.sg1012.myweb.hinet.net/2009051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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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2-1 信義區歷任區長一覽表
任次

姓名

到任日期

卸任日期

備註

第一任

王更生

79 年 03 月 12 日

84 年 03 月 01 日

派任

第二任

黃玉川

84 年 05 月 10 日

88 年 01 月 06 日

派任

第三任

陳壽寶

88 年 03 月 15 日

88 年 12 月 07 日

派任

第四任

黃媺雲

88 年 12 月 16 日

92 年 09 月 18 日

派任

第五任

張金鎮

92 年 09 月 19 日

97 年 06 月 30 日

派任

第六任

余星華

97 年 07 月 01 日

至今

派任

卷八

資料來源：信義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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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區歷屆里長請參閱卷三第一章第二節。

歷屆孝悌楷模暨孝行模範

 表 8-2-2 信義區歷屆孝悌楷模暨孝行模範一覽表
姓名

得獎年
（民國）

陳碧珠

81

孝行事蹟
陳碧珠女士，個性溫柔和順，民國 78 年 (1989) 嫁
至夫家為媳後，孝順公婆，視如親生父母，家庭和樂生
活美滿，素為鄰里及親友稱道。唯其婆婆因年事已高，
不幸於民國 75 年 (1986) 中風，纏綿病榻，行動不便，
洗澡、大小便溺均無法親自動手，已歷六個寒暑，至今
尚未稍癒，陳女士毫無嫌棄之意，親侍湯藥，並為婆婆
洗頭、洗澡，大小便溺亦動手處理，噓寒問暖，終年如
一日，毫無怨言，此種孝行，足堪世人表率。

28

臺北市信義區於民國 79 年 3 月 12 日成立，里長從第 6 屆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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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女士平時協助其夫開設之松柏土木包工公司業
務，因公司與住家尚有一段距離，每日往返奔波，為一
家大小準備三餐，並為婆婆餵食，復須定期抽空送至醫
院診病，如此公私兩忙，身心俱疲，偶或遭受委屈亦能
逆來順受，不予計較，誠屬難能可貴，尤其是婆媳相處
不易的今天，陳女士竟能與婆婆相處融洽並竭盡孝道，
實令人感佩。
曾楊阿吟

84

曾 楊 阿 吟 女 士 原 籍 臺 灣 省 彰 化 縣 人 ， 民 國 66 年
(1977) 與臺北市的曾阿珍先生結婚，育有 1 男 2 女，均
為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曾先生以做工維持家計，夫妻平
日刻苦耐勞，勤儉持家，對公婆非常孝順。
由於婆婆腿部罹患關節炎，疼痛多年，行動不便，

卷八

生活起居皆由曾楊女士服侍在側，為其按摩及送醫診
療，侍奉三餐及湯藥，沐浴及換洗衣褲，日復一日，年

人物篇

復一年，其孝行足以為國人表率。
曾楊女士的公公曾進財先生擔任鄰里，終日為工作
與服務鄰里而忙碌，部分工作由曾楊女士代勞。因其服
務熱心，態度誠懇，與其孝行同獲鄰里一致讚揚。
87

章艷容女士，民國 42 年 (1953) 陳明俊上尉，和其
公公陳超群先生，婆婆陳廖金華女士由大陸來台，先後
生下 1 男 1 女。不幸公公陳超群先生於民國 48 年 (1959)
間罹患中風，造成雙目失明，隨後婆婆也因神經系統病
變，行動不便。丈夫陳明俊先生，在軍中服役上尉，退
伍後，也因耳朵重聽而殘，全家老幼 5 口，生活起居，
全由章艷容女士照料，無怨無悔，責無旁貸的一肩負起

章豔容

照顧年邁體衰公婆，及教養兩名子女之責，數十年如一
日為公婆料理，為家庭努力；每日親自為公婆梳洗、按
摩身體。章艷容女士年已 70 歲，在孝順公公婆婆的心意
下，不考慮自己的健康問題，仍繼續照顧年多病、行動
不便的公婆，實足以為楷模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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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黃俊哲先生母親黃薛銀女士，於民國 61 年 (1972) 因
腦溢血臥床無法行動，大小便失禁，生活起居完全須假
他人照顧。黃先生雖有姊妹弟多人，但因愛護弟妹之意
及孝順父母之心，不忍母親在子女之間搬來遷去，時常
面臨環境的改變，是以責無旁貸的一肩擔起照顧病重母
親及年 邁體弱的父親。25 年來每日早 晨為父母 準備 早

黃俊哲

餐，將一切茶水點心準備好才出門上班，中午亦犧牲午
休時間趕回家為父母料理中餐，下班即速速回家打理晚
餐，每日親自為母親梳洗、按摩身體。民國 80 年 (1991)，
父親黃春貴老先生亦不幸中風臥床，黃先生仍無怨無尤
的擔下了雙重的照顧責任。如此多年下來，身心的操勞、
疲憊，導致黃先生亦於民國 84 年 (1995) 罹患了癌症，

母，然而沒多久黃先生父母因不習慣新環境，造成父母

慮自己的健康問題，將父母接回同住。繼續照顧年老多
病的雙親。黃俊哲先生的孝行，不因病魔的摧殘，一心
一意侍奉父母為先，足以令人感佩與讚許。
90

葉女士為臺北市人，自民民國 68 年 (1979) 與夫婿
林世男先生結婚後，在從事美髮工作之餘，與妯娌輪流
照顧婆婆與祖母林蘇鉗女士。
民國 70 年 (1981) 皈依慈濟證嚴法師後，隨即參加
慈濟工作行列，服務社區及貧困民眾。而其婆婆於數年
前不幸辭世後，葉女士便肩負獨自照顧祖母林老夫人之
重任，不論三餐照顧、生活起居，無不全力以赴。

葉秋蓮

十餘年來，林老夫人身體健康，飲食正常，甚少病
痛，可歸功於葉女士無怨無悔之悉心照顧，殊堪嘉許。

資料來源：信義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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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弟弟雙方生活上的不便，在孝順父母的心意下，不考

卷八

在精神體力不勘負荷的狀況下，和弟弟商量請其照顧父

第三節

歷屆臺北市傑出市民

 表 8-2-3 信義區歷屆臺北市傑出市民一覽表
姓名

得獎年
（民國）
94

事由
推廣道教文化藝術：為導正臺灣民間道教正統
長期奉獻心力，於奉天宮內進行藝術文物展館
及宗教史料藏館之修建，開設課程供志工學
習，對地方及公益團體予以贊助，並成立奉天
宮南管樂團，與各縣市及大陸地區進行交流。

王君相

卷八

94

漫畫精神領袖：筆名「果耳」，從事漫畫工作
達 50 餘年，與「牛哥」等漫畫家齊名；推動
成立中華民國漫畫學會，與國際漫畫界進行實

人物篇

質交流學習，堪稱漫畫界之精神領袖。著有《中
華民國漫畫家名鑑》等多項著作、獲獎無數，
並於 92 年獲頒「第 2 屆漫畫金像獎終身成就
獎」榮譽，由總統接見嘉勉表揚，畢生奉獻於
李闡

我國漫畫界，堪為後進之表率。
96

臺北樹蛙的保姆：推動臺北樹蛙保育成為國外
工作團隊參觀的對象，成功打響將臺北市推動
社區營造之國際知名度。

蕭蘇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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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得獎年
（民國）
98

事由
不斷的民俗藝術：在社區教授剪紙藝術，並多
次擔任中小學教師剪紙藝術研習班指導老
師，對民俗教育工作投入及貢獻。

陳碧芳
資料來源：信義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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