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講人：李毓嵐(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人才輩出—霧峰一新會與婦女教育



霧峰一新會

 1932年3月19日，林攀龍在其父林獻堂的
支持下，成立霧峰一新會，以提升霧峰
民眾的文化水準，並凝聚社區共同意識
為目的。



霧峰一新會的重要性

臺灣最早的社區總體營造團體

堅持延續漢文

致力婦女教育工作



霧峰文化活動興盛

 1902年，林癡仙組織櫟社，林幼春、林仲衡、
林獻堂均為該社成員。

 1924年起，一連3年，臺灣文化協會之夏季
學校於霧峰林家萊園舉行，禮聘全臺名士講
學。

 1925、1926年，林獻堂為提高霧峰婦女的知
識水準，各召開一次婦女研習會議，一為
「霧峰婦人國語漢文研究會」，一為「婦女
研究會」，以傳授漢文、日語為目的。







1920年代婦女運動興盛

《臺灣民報》常刊登提倡婦解思潮的文
章，鼓吹婦女的婚姻自主權、教育權、
經濟權、參政權。

 1923年臺灣文化協會將尊重女子人格列入
其年度新設事業中，其後於全臺各地舉
辦以討論婦女問題為主軸的大型演講會。

臺灣文化協會分裂後，新文協正式成立
婦女部。



臺灣農民組合與婦女運動

設有婦女部

提出較為進步細緻的婦女政策，例如男
女工資平等、產婦產前產後休假8週、產
假期間工資全額支付、月經期間休假一
週、女性結婚離婚自由、廢止聘金習俗、
制定婦女保護法、設立免費幼稚園。

農組三女傑葉陶、簡娥、張玉蘭積極從
事巡迴演講，以宣揚理念。



彰化婦女共勵會

 1925年成立

臺灣本土第一個獨立的婦女團體

會員定期聚會研習日文、漢文

舉辦演講

組織體育會



區域性婦女團體

諸羅婦女協進會

汐止女子風俗改良會

臺中婦女親睦會

高雄婦女共勵會

宜蘭婦女讀書會



「霧峰一新會」與婦女

非婦女團體

並未設立婦女部

致力於婦女地位的提升與知識的啟蒙

會中女性幹部與會員的活躍亦為其他團
體所難以匹敵



「霧峰一新會」成立原因

 1932年2月2日，林
獻堂長子林攀龍從
英、法留學歸臺。

林攀龍打算組織一
個啟發霧峰文化，
提升一般人民智識
水準的團體，將霧
峰打造成臺灣的模
範鄉。



「霧峰一新會」成立原因
此一提升農村文化
的構想得到林獻堂
等族人的支持。

 1932年3月19日，
「霧峰一新會」正
式成立。

改建位於景薰樓對
面的林梅堂家屋，
成為一新會館，做
為主要活動場域。



林獻堂父子



「霧峰一新會」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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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灣之建設。」

大意是要從霧峰庄做起，一新眾人的生
活，再將此清新之氣廣布於外，以建設
新臺灣。



「霧峰一新會」組織架構

調查部：負責資料的徵集與事業方法的
設計、指導。

衛生部：負責督導公眾衛生、家庭衛生
及霧峰庄之美觀。

社會部：掌管事務包含社會教育與社會
救護兩部分。

學藝部：籌辦演講會、讀書會、義塾等
活動。



「霧峰一新會」組織架構

體育部：主辦運動會及其他運動競技。

產業部：注意農業生產技術的革新、農
家經濟的改善。

庶務部：處理人事、掌印、文書收發等
雜務。

財務部：職司會費徵收、金錢出納、物
品購買與預算決算等事宜。





「霧峰一新會」幹部

設委員長一名，由林攀龍擔任。

林獻堂及其夫人楊水心為顧問。

主要幹部稱為委員，分別隸屬於前述8部，
並自委員中選出各部主任。

委員每年改選，人數不一，從30人至37人
不等。

委員每月召開委員會一次，負責工作的
計劃與執行。



「霧峰一新會」委員

霧峰林家成員

霧峰當地領導階層

至霧峰就職的外地人



「霧峰一新會」女性委員

 1932年佔16.67%

 1933年佔29.03% 

 1934年佔27.27%

 1935年佔27.03%

多為霧峰林家的千金、媳婦，及當地領
導階層的家眷。



「霧峰一新會」歷任女性委員

王水：產婆

陳盞：霧峰庄協議會員林阿華之妻

林吳帖(吳素貞)：林資彬繼室

楊桂鶯：林春懷醫師之妻

楊素英：林陸龍之妻

陳玉盒：霧峰基督長老教會長老賴其昌
之妻



「霧峰一新會」歷任女性委員

楊桂桃：產婆

張月珠：臺中市慎齋堂菜姑

林碧霞：林烈堂次女

洪瑞蘭：產婆、霧峰公學校教員楊東波
之妻

曾珠如：林攀龍之妻

林碧霜：林水來醫師之女



「霧峰一新會」歷任女性委員

何秀眉：何添丁之女

林瑞珠：霧峰公學校畢業

陳木霞：霧峰公學校畢業

林雙意：林季商之女



「霧峰一新會」會員

 1934年有503人，男342人、女161人，女性
佔32%。

來自霧峰庄轄區霧峰、北溝、坑口、柳
樹湳、吳厝、萬斗六等地。



霧峰一新會成立紀念



「霧峰一新會」會歌

起初曾公開募集，
但並無佳者。

最後，採用蔡培火
作詞、譜曲的作品。







「霧峰一新會」會旗

藍地三角形，中間一顆紅心，因「心」
字的讀音與「新」相同，也有眾人同心
之意。



「霧峰一新會」活動內容

一星期之中，週日有日曜講座和圍棋會，
週一讀書會，週二塾友研究會，週三宗
教座談會。

一新義塾天天上課

運動會、週年慶祝活動一年一次

各種親睦會不定期舉行



日曜講座

時間：起先在週六晚間進行，稱為「土
曜講座」，後改於週日晚間。

地點：霧峰革新青年會館（現址為霧峰
第一公有菜市場）

持續時間：1932.4.23-1936.2.23，長達4年。

次數：至少200回



日曜講座―聽講人數

情況好時一、兩百名

有時遇下雨，僅三、四十人。

 一般是五、六十人到近百名



日曜講座―特色

通常每次安排一男
一女兩位講員，因
此女性演講者至少
佔一半，這在當
時重男輕女的臺灣，
實屬少見。

曾登場的女性演講
者共56人，高於男
性的44人。





日曜講座―特色

長老教會陳瓊琚牧師，看到霧峰市街張
貼於路邊與門樓前的講座廣告海報時，
感到非常驚奇，因為傳單上列出的演講
者竟是男女各半，他自認跑遍臺灣南北
各地，見慣各地重男輕女的事例，從未
見過女性能如此出頭的，因此深受感動。



最常登場的女性演講者

張月珠(14回)

楊水心(11回)

林吳帖(11回)

洪瑞蘭(11回)

林碧霜(10回)

楊桂鶯(9回)

施專真(8回)

林碧霞(7回)

林瑞珠(7回)

陳木霞(7回)

曾珠如(6回)

楊桂桃(5回)

林時喜(5回)

林雙盼(5回)



女性演講者的講題多與婦女有關

新觀念的提倡：林雙全(林瑞騰之女)講
「現代婦人之主張」、洪浣翠講「男女
平等」、林吳帖講「婦女教育之必要」。

傳授育嬰之法：王水講「妊產婦及初生
兒之衛生」、李春蔭講「幼兒之教育」。

女子的社會責任：林碧霜講「女子社會
奉仕」、謝有講「新婦人之使命」。



女性演講者的講題多與婦女有關

旅行心得：例如楊水心講「香港旅行
談」、施專真講「福州旅行談」。



巡迴講演

通常由林攀龍帶隊，率領男女講員5、6
名，至北溝、萬斗六、坑口、吳厝等地
開講。

張月珠、林吳帖、楊水心、林碧霜、林
時喜、曾珠如為較常出現的女性講員。

林吳帖曾單槍匹馬至後壠仔菜堂宣傳霧
峰一新會之精神，前後計演講3次。



通俗講演

每月固定一次

地點在霧峰戲園

 1932年4月1日，舉行第一次，吸引三、四
百名聽眾，在廖德聰、林金生、林攀龍、
林以義、溫成龍等男性講員之後，林吳
帖以「打破迷信」為題登台演講。



通俗講演

林吳帖認為臺灣婦女因為過度迷信，以
致無暇也無心關懷社會事務，久而久之
成為社會的負擔，她呼籲婦女要即早覺
醒，莫在迷信之中白費光陰，應將有用
的時間和精力投入社會，促成社會的進
步。



郭朝成牧師感想

霧峰的女性有的沒唸過多少書，卻能勇
敢的輪流上臺，站在文人學士等幾百名
聽眾前演講，真是讓人感動！

反觀自己教會中的姊妹，遇到有人邀她
當祈禱會的主席，或是主日學的司會，
往往堅辭不敢。



一新義塾―成立背景
 1922年，新「臺灣教育令」公布後，公學
校漢文科改為選修科目。

許多學校全然不顧社會需要，未經家長
同意，便廢除漢文科。

 1930年代初期，日人指稱漢文教學阻礙
「內地延長主義」，舊式的書房紛遭取
締或禁止。

林獻堂想以體制外的漢文教育，彌補官
方教育的不足。



一新義塾―成立波折

為取得日本當局諒解，也安排日文教學。

不過既有漢文教授，日人自是充滿疑慮，
其設立申請書屢屢遭到拖延。

直到日方再三確認義塾有開設日文課程
後，才予以核可。



一新義塾―學員人數

 1933年5月15日，一新義塾正式成立。

開塾時共 126人，其中，女子70餘人，男
子40餘人。

 1938年，結束前有74名畢業生，男23人，
女51人。

林碧霜、林碧霞、張月珠、楊桂鶯、林
時喜、楊桂桃等人也報名參加



一新義塾―課程內容

依學生程度分為女子4組、男子2組上課

教授漢文、日語、算術等

林吳帖教授染布、製造人造花與刺繡

藤井愛子傳授洋服裁縫

遠足：吳子瑜東山別墅



一新義塾―課程內容

校外參訪：1935年10月，安排22名女學生
及11名婦女，組隊前往臺北，參觀｢始政
四十週年紀念博覽會｣。



一新義塾―漢文教材

六百字篇

四書

古文析義

高等漢文讀本



一新義塾―教師

櫟社成員莊嵩教漢文

潘瑞安教日語

若逢漢文教師有事請假，林獻堂義務代
課。



一新義塾―林獻堂的付出

有空時常前往視察，以了解學員學習的
情況。

親自批改女學員的作文、日記等家庭作
業。

每逢週日召集女學員，幫其複習一週來
之所學，並鼓勵其發表口頭讀書報告，
表現佳者，安排於日曜講座上演說。



讀書會

 1934年5月7日成立

每週一晚間定期聚會（後改為週四）

至少進行達83回

參加者分為正會員、特別會員、旁聽者，
正會員需定期出席，並做讀書報告。

進行方式是每週由正會員負責發表其所
讀之書，介紹一些學派及較高深的學問。



讀書會

後改為由正會員兩人演講，講題多為介
紹國外政經概況與學說。

其主題除對中國的學問重做解釋外，並
常引進歐美新學，且熱心研討國際情勢。

洪浣翠、張月珠、林吳帖、林碧霜、楊
桂鶯、曾珠如經常參加，為女性特別會
員。



婦人茶話會

時間：1932年4月6日

參加者：楊水心、林吳帖、洪浣翠、楊
桂鶯、王水、陳盞等女會員計20人，林
獻堂、林攀龍、李崑玉等5名男子參與談
話。

內容：與會男性鼓舞女子應急起直追，
不要落後於男子，並鼓勵她們學習白話
字。





婦人茶話會

後續教學：安排李崑玉、賴其昌、潘瑞
和等長老教會傳道與長老，分別於下厝、
吳厝、霧峰禮拜堂等三處教授。

十餘日後純熟白話字之女會員已不少



婦人會

時間：1932年5月2日

參加者：百餘人

主持人：張月珠

開會詞：林吳帖

閉會詞：李真瑜(林季商妾)

林獻堂演講「演說之方法」，教導女性
應如何演講。

有魔術表演與口琴演奏



婦女親睦會



婦女親睦會

時間：1932年11月21日

參加者：婦女五十餘人、男子十餘人、
兒童十餘人，合計七十餘人。

開會詞：楊水心

閉會詞：楊桂鶯

演講：林攀龍講婦女親睦會之精神、陳
懷澄講漢學之必要



婦女親睦會

何秀眉演奏風琴

張月珠以「婦女之努力」為題發表演說，
並獨唱霧峰一新會歌。

洪浣翠吟詠其所作黃竹坑之詞

林瑞騰6位女兒上臺吟詩



婦女懇親會(一)

時間：1933年4月19日

參加者：男女五十餘人

主持人：洪瑞蘭

開會詞：林碧霞

林攀龍擬訂8個演說題目，再以抽籤方式
決定每人講題，訓練婦女即席演講能力。

楊桂桃講「拿破崙、大里杙、一新會」

楊桂鶯講「我的戀愛觀」



婦女懇親會(二)

時間：1933年10月27日

參加者：八十餘人

主持人：張月珠

開會詞：林碧霜

閉會詞：林紫雲

演講：楊水心暢談如何打破迷信、林獻
堂講「有備無患」

有跳舞表演與摸彩



第一回運動會

時間：1932年10月23日

地點：霧峰公學校運動場

項目：200米競走、一人一腳、二人三
腳、腳踏車徐行、穿越障礙、提燈競賽、
化妝遊行、團體接力等。





第一回運動會

特色：在楊水心領軍下，共有30名霧峰一
新會女會員參加競賽，甚至霧峰林家婦
女亦參加持球競走、提燈競賽等趣味競
賽，造成轟動。

觀眾人數：吸引1,500多位霧峰庄民前往
觀賞，觀眾亦以婦女佔絕大多數，為地
方上一大盛事。



第二回運動會

時間：1933年11月19日

林獻堂親自下場參加700公尺徒步競爭

張月珠、曾珠如、林碧霜、林紫雲等女
會員參加化妝遊行





週年慶祝活動

日期：每年3月19日舉行，一連三天。

第一年：

1. 音樂演劇、書畫手藝展覽、演講、電影
欣賞、施放煙火等

2. 吸引千餘人前來觀賞，道路為之擁塞。





週年慶祝活動

第二年：

1. 手工藝展覽、服裝設計展覽、義塾成績
展覽、園遊會、花燈比賽、化妝遊行

2. 展售的手工藝品和服裝、販賣的菜餚點
心，均是女會員的精心傑作，負責販賣
和招待的則是霧峰林家婦女。

3. 扶老攜幼前來參觀者絡繹不絕。



霧峰一新會二週年紀念





遠足與參訪

 1932年12月4日，體育部主辦黃竹坑遠足
活動。

 1933年2月13日，一新會組隊參觀臺灣製
麻會社、羅安製紙會社、製造金紙工廠、
營林所，參加者男子50餘人，女子30餘
人。



遠足與參訪

據林獻堂觀察，一行人均頗為滿足，但
婦女之感想猶深，觀製麻女職工之辛苦，
方知自己之幸福；觀製造金紙，方知費
不少之勞力，卻投諸無用，故迷信不可
不打破。



女學員宿舍的興建

興建原因：林獻堂因感於張月珠、施專
真等女學員通勤不便

地點： 1933年改建一新會館附屬之炊事
場為女生宿舍



日本當局的壓力

此種民間自發性、且教授漢文的文化啟
蒙運動，自然招致日本當局的疑慮，而
想將其置於官方的掌控之下。

 1933年4月開始，日本當局要求「霧峰一
新會」加入臺中州教化聯盟，且以取締
其活動做為要脅。



日本當局的壓力

 1934年，迫於壓力，「霧峰一新會」加入
臺中州教化聯盟。

 1936年6月，發生「祖國事件」，對「霧
峰一新會」產生重大衝擊，日曜講座、
讀書會等活動均停止舉行。



祖國事件

 1936年3月，林獻堂至上海，在華僑聯合
會的歡迎席上曰：「此番歸來祖國視
察」，引起日本軍方不快。

臺灣軍參謀長荻洲立兵認為林獻堂認中
國為祖國，不認日本為祖國。

 6月17日，林獻堂參加在臺中公園舉行的
始政紀念日園遊會時，荻洲唆使流氓賣
間善兵衛掌摑其臉頰。



霧峰林家受壓迫

林松齡與林鶴年只因酒後在郵局鬧事，
竟被拘留達19日。

日警揚言霧峰林家之人皆傲慢，警察前
往拜訪皆避不見面，此後不論何人，將
以處置松、鶴之法處置之。

林資彬被警察留置，家宅被搜查，因日
警懷疑他私藏軍械武器。



「霧峰一新會」的落幕

 1937年5月起，林獻堂避居日本，對僅存
的一新義塾自然無力顧及。

 1937年，起臺灣總督府全面禁止漢文，
一新義塾自該年10月4日起停止漢文教授。

最後，一新義塾僅剩每日兩小時的日語
課程，意義已不大，遂於1938年9月劃下
句點，「霧峰一新會」正式落幕。



「霧峰一新會」的再起

戰後，林獻堂鑑於人心漸次頹廢，急需
重新鼓舞，乃重新恢復「霧峰一新會」。

 1946年7月6日，召開「霧峰一新會」委員
會，選舉林攀龍為主席，17日起舉行夏季
講習會，進行多場演講。

惜因時局不靖，最後無疾而終。



林吳帖―家世

生卒年：1900-
1972

名帖，字素貞。

父吳汝翰、母胡甘

彰化名儒吳德功之
姪女



林吳帖―家世

兄吳上花，曾任彰
化街協議會員。

霧峰林家下厝林資
彬之續絃妻



林吳帖―教育程度

自幼好學，喜讀書，然因其父認為公
學校男女共學，有傷大雅，有違大家
閨秀清譽，故僅受3年正規學校教育。

其後留在家中由父親教授《女論語》

少女時期另受教於洪以倫



林吳帖―教育程度

 1925年與數名就讀臺中州立彰化高等女學
校（今彰化女中）的友人成立「彰化婦
女共勵會」，為日治時期臺灣第一個獨
立的婦女團體。

其後，獲准進入臺中州立彰化高等女學
校手工藝科當講習生，修讀4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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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吳帖―婚姻

嫁入霧峰林家後，由於其夫資彬是典型
花花公子，在外拈花惹草外，家中又畜
養成群妾婢，終日嬉戲酒色無度，開啟
其人生黑暗期。

小妾先行產下一男，常遭譏諷生不出男
孩的大房正妻不能有地位，直到她也產
下男嬰，才如釋重負。

曾考慮要自殺、離婚。



林吳帖―參與霧峰一新會

 1932年參與「霧峰一新會」，擔任社會部
委員，負責手工藝教學和演講庶務等工
作。

在該會每週定期舉行之「日曜講座」演
講過11回，講題多與提倡婦女教育、強調
婦女的職責有關。

又於霧峰一新會所辦之「一新義塾」學
習漢文，接受林獻堂的指導。





林吳帖―參與霧峰一新會

深入霧峰各地，鼓勵婦女與她一起從事
社會服務。

曾以「納妾陋習的革除」為題進行演講，
在臺上痛陳蓄妾陋習遺害社會、毀損人
權等罪過，造成無數婦女過著暗無天日
的痛苦生活。



林吳帖―戰後發表漢詩

發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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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錄於王建竹主編
《臺中詩乘》



林吳帖―戰後社會工作

 1947年當選首屆國
民大會代表(臺中
縣區域國代)，翌
年赴南京投票，選
舉正、副總統，並
藉機向蔣宋美齡陳
情，要求政府將接
收的日產一部分做
為婦女教育基金。





林吳帖―戰後社會工作

回臺後，擔任臺中縣婦聯分會總幹事，
舉辦婦女識字班、習藝班，鼓勵婦女善
盡家庭職責。

 1949年在臺中創設婦女生產合作社，且被
推選為理事主席，經營衣服縫製、食品
加工販賣、各學校制服承包等業務，並
舉辦產品展覽會。



林吳帖―戰後社會工作

參加臺中市婦女會，被推舉為第五、六
屆理事長。任內定期舉辦國語講習班、
英文補習班、插花班、縫紉班，並巡迴
訪問市轄內八區之婦女，鼓勵大家入會，
使會員總數達3千多人。

 1961年創辦「素貞興慈會」，擔任董事長，
以獎助清寒學子、救濟貧民、扶助佛教
宣揚教義為會旨。



林吳帖―自傳

 1970年出版自傳《我的記述》，自述其一
生事蹟。



曾珠如―家世

生卒年：1915-1979

霧峰曾吉祥之女

彰化高女畢業

其家族與霧峰林家來往密切，其祖母賴
霞常找林獻堂商量事情。



曾珠如―參與霧峰一新會

婚前即參與「霧峰一新會」，任社會部
委員。

在「日曜講座」演講6回

加入巡迴演講隊，至吳厝、坑口等地演
說。

表現深獲林獻堂讚許，乃促成其與長子
林攀龍的婚事。

 1935年曾珠如與林攀龍結婚。



曾珠如―戰後社會工作

任臺中縣婦女會理事長

 1947年9月，獲臺中縣婦女會推舉為第一
屆國民大會代表候選人，其後順利當選。

曾任明台高中董事長









曾珠如―婦女幹部講習班

 1948年起在萊園舉辦婦女幹部講習班

參加者包含霧峰婦女會幹部及各村遴選
之優秀婦女

聘請林吳帖等女性國大代表及林攀龍為
講師

講習內容有三民主義、革命簡史、婦女
組訓、家事衛生常識



洪浣翠―家世

新莊人

從小送給人家當童養媳，養父在淡水河
邊開大型米店。

 14歲起就會作詩，亦能篆刻。

其後，某年臺北淹大水，養父破產，舉
家遷往廈門。



洪浣翠―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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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瑚3歲時，林瑞騰至廈門考察，結識洪
浣翠，養父認為陳季良是軍人沒什麼出
息，遠不如霧峰林家，浣翠乃成為林瑞
騰的妾。





洪浣翠―詩學才華

作品收於《臺灣詩薈》

連橫誇其詩「無語不香，有詞皆秀」，
並說「其錦囊，時貯佳句」。

 1930年2月，參加在臺中公會堂舉辦的
「全島詩人聯吟大會」，以律詩〈遠寺
疏鐘〉掄元。



洪浣翠―霧峰一新會委員風波

該會成立之初，有人推薦洪浣翠擔任委
員，但因她是林瑞騰的妾，引發部分族
人反對，認為妾沒有當委員的資格。

林獻堂認為蓄妾是傳統文化的缺失，並
非是妾本身的罪過，浣翠雖為妾，其人
格亦當被尊重。

其後浣翠知難而退，由楊素英遞補其位。



洪浣翠―參與霧峰一新會

在「日曜講座」演講4回，講題關注男女
平等和婦人獨立等課題。

以特別會員身分加入「讀書會」



洪浣翠―追尋自我

林瑞騰不喜歡陳瑚，浣翠只得將陳瑚四
處寄養。

陳瑚長大後，返回中國尋找生父陳季良。

 1934年，浣翠聽聞陳瑚生病，林瑞騰又對
她的行動多方束縛，已有與瑞騰對決關
係之想法。



洪浣翠―追尋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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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陳季良已升至中國海軍中將，乃引
起日警的高度注意，常至霧峰林家調查
她的去向。

浣翠此舉展現出女性的自覺與獨立自主



楊水心―基本資料

生卒年：1882-1957

彰化人

林獻堂之妻

曾受私塾教育，能
讀寫漢文。

能書寫羅馬白話字



楊水心―家世

彰化開拓先賢楊志
申之後裔

父楊晏然，母郭珠。

楊晏然堂兄弟楊坦
然為彰化街長楊吉
臣之父



楊水心―家世

林朝棟夫人楊水萍之父楊斐然亦為楊家
然字輩

妹楊秀嫁霧峰下厝林資彬

出身之家族為彰化當地望族，亦是霧峰
林家習於聯姻的對象。



楊水心與林獻堂



楊水心―參與霧峰一新會

 1932年參加，並擔任顧問。

在該會每週定期舉行的「日曜講座」中，
共登臺演說11次，講題多與自身的旅行經
驗有關。

參與巡迴演講會，至吳厝、坑口等地演
說。

在「婦女懇親會」暢談如何打破迷信



楊水心―參與霧峰一新會

 1934年至中國旅行歸來後，擬以「中國旅
行談」為題發表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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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前林獻堂特別向曾
至北京的林瑞騰詢問一番，以確保妻子
所言無誤。



楊水心―中部婦女領袖

 「愛國婦人會」的
會員，戰時奉命向
霧峰各住戶勸誘賣
出黃金。

 1942年1月在「愛國
婦人會」主辦之時
局講演會演講，題
目為「聖戰態勢與
婦人之自覺」。



楊水心―中部婦女領袖

與臺中州知事森田
郡介之妻靜江、霧
峰國民學校校長大
脇正臣之妻等日本
官紳夫人，平日也
有禮貌性的往來。



張月珠―出身

其父張迺榮為臺中慎齋堂堂主及管理人

 1917年張迺榮過世，其母劉玉(劉性淨)接
任管理人。

自幼寄養於慎齋堂。

為林吳帖好友



張月珠―參與霧峰一新會

 對演說深感興趣，曾向林獻堂提議開一研究
會，以培養女辯士。

 1933年擔任第二屆社會部委員，1934、1935
年出任第三、四屆體育部委員，

 在「日曜講座」演講14回

 入學「一新義塾」

 和林吳帖一起加入讀書會，成為特別會員。

 多次參與婦女親睦活動



張月珠―社會事業

 1944年成為慎齋堂
堂主管理人(第七
代住持張德熙)，
慎齋堂轉型成女眾
齋堂。



張月珠―社會事業

慎齋佛學園

1. 1948年9月10日，舉行開園典禮。

2. 以研究佛學為主

3. 張月珠任園長、林吳帖為董事長

4. 有女學生60餘名



張月珠―社會事業

慎齋家事職業補習班
1. 1952年創設

2. 為一年期之補習班，學生不需繳納學雜
費。

幼教師資訓練班

1. 臺中市政府在慎齋堂開辦

2. 她鼓勵佛門女眾前來研習，若取得資格，
就能合法開辦幼稚園。



張月珠―投身佛教

任臺中市婦女會第一屆理事、佛教會臺
中支會理事

 1964年出家，慎齋堂空門化，成為佛教寺
院。

張月珠(張德熙)被譽為佛教巾幗中不可
多得者也



臺中慎齋堂



洪瑞蘭

苗栗苑裡人

 1923年苑裡公學校畢業，1928年臺北張
文伴醫師開設之蓬萊產婆講習所畢業。

 1931年2月與霧峰公學校教諭楊東波結婚

 1931年4月取得臺中州產婆執照，開始在
霧峰執業產婆。



洪瑞蘭

一生中共接生數萬人，曾有早上5點出門，
到晚上一共接生7人的紀錄。

由於經驗豐富，遇到嬰兒落地停止呼吸、
臉色變黑，亦能靠其臨床技巧，讓嬰兒
轉危為安，因此有人尊稱她為「女華
陀」。



洪瑞蘭

 1932年參加霧峰一新會，擔任第二屆社
會部、學藝部委員與第三、四屆衛生部
委員，在日曜講座演講11回，講題涉及
嬰兒照護、婦女生產、家庭教育等層面。

為虔誠基督徒，先後於1957年5月至1960
年4月、1977年5月至1979年4月，擔任霧
峰基督長老教會執事，並帶領全家信主。



結論

在霧峰一新會的會員與幹部中，女性均
佔一席之地，成為該會的一大特色。

她們在日曜講座登臺演講、在一新義塾
學習漢文、在各種婦女親睦活動中表演
與練習演講技巧，所受的啟發與訓練對
其未來人生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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