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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透過大量與警察相關的文獻，試圖以「警察之眼」去探看戰爭時期臺

灣社會流言蜚語的發生原因、流布概況與治安當局的因應之道。另一方面，嘗

試分析流言蜚語的內容，並與時代背景相互連結，以了解戰時社會中人們在

意、關心、憂慮、恐懼、抱怨、期望的事物。 

在這樣雙重的企圖下，觀察到當時警察眼中的流言蜚語是由於變動不安的

環境與心理、民眾無知的狀態，以及敵人故意散播而形成，對戰時社會尤其具

有負面作用，必須透過宣導與取締全力遏止。同時從時人的經驗裡，映照出警

察箝制言論的高壓監控方式令多數臺灣民眾噤若寒蟬的實像。 

 

關鍵詞：警察、流言蜚語、謠言、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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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謠言，在每個耳朵裡傳播，在每根舌頭上成長」。
1
不管哪一個時代，人

群之間總會有一些沒有根據、真假難辨的話語在人們的嘴邊耳旁出沒，這些話

語可能被稱之為謠言、謠傳、流言、八卦、
2
風言風語、無稽之談，或者流言蜚

語。流言蜚語的內容包含誇大、虛構及真實的成分，在輾轉流傳的過程中，有

時候「止於智者」，風言風語就地散去。有時候經過眾人口耳相傳、加油添醋

以後，所造成的影響讓人無法想像，例如1923年9月1日日本關東大地震發生

後，在情勢混亂、通訊斷絕、人心驚惶不定的情況下，坊間謠傳在日朝鮮人趁

亂放火、搶劫、暴動、在井裡下毒，因此引起日人的恐慌與憤怒，於是群起以

暴力報復。據統計，震後期間遭警察、軍隊及民眾自發組成的「自警團」殺害

的朝鮮人，約有數百乃至數千人。
3
由此可見，流言蜚語能夠改變人類的心理認

知，進而做出非理性的行為，甚至動搖社會治安，其影響力實不容小覷。 

最早對謠言進行系統性研究興起於二次大戰期間的美國。
4
當時各種謠言在

戰地與後方社會沸沸揚揚地傳播，引起諸多的恐懼和混亂，打擊部隊與人民士

氣。這些漫傳的謠言讓美方高層頭疼不已，苦思防禦及解決辦法。研究者也對

謠言產生興趣，希望能清楚了解其發生的機制、傳播的歷程、對個人和社會的

作用，進而提供應對與控制之道。1947年美國的兩位心理學者奧爾波特

（Gordon Willard Allport）與波斯特曼（Leo Postman）合著的《謠言心理學》一

                                                 
1 這句話是前不久出版的一本探討謠言心理學的新書書封上的宣傳詞。請參見尼古拉斯．迪方佐
（Nicholas DiFonzo）著、林錚顗譯，《茶水間的八卦效應：透視謠言背後的心理學》（臺北：博
雅書屋，2011年）。 

2 此處的「八卦」不是《易經》中的八個卦名，而是指「閒言閒語，道人長短之意。本為香港地區
的流行用語，後臺灣地區亦沿用之」，同時「八卦」也具有「胡亂的傳言」之意。請參教育部國
語推行委員會編纂，《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index.html
（2011年5月查詢）。 

3 鳥海靖、松尾正人、小風秀雅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事典》（東京：東京堂，1999年），頁314-
316。關於關東大地震中傳播的流言內容與朝鮮人遭受迫害的經過之研究，請參見姜德相、琴秉洞
編，《関東大震災と朝鮮人》（東京：みすず書房，1987年），頁39-69、145-253；姜德相，《関東
大震災．虐殺の記憶》（東京：青丘文化社，2003年）。 

4 卡普費雷（Jean Noel Kapferer）著，鄭若麟、邊芹譯，《謠言》（臺北：桂冠，1992年），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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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即是在前述背景下投入研究，以科學方法解釋謠言起源及散播歷程的第一

本奠基性著作。
5
此後，對謠言的探討不僅侷限於心理學領域，包括傳播學、社

會學、政治學、市場學、歷史學等學科人員都相繼投身謠言研究，企圖解明謠

言這個「最古老的傳播媒介」
6
對人類個體與整體社會的影響。 

相較於心理學家關注人們造謠、傳謠的心理因素及心理活動歷程，或是傳

播學家關心謠言作為一種訊息在人類社會中傳播與交流的過程，歷史學身為一

門研究過去的學科，在謠言研究上的關懷焦點，自然與其他學門有所不同。因

此，當筆者看到戰爭時期流布的謠言使美國軍隊與民眾士氣受到打擊，為研擬

對策而催生了對謠言系統性的研究。再將目光轉回同時期的臺灣，同樣觀察到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以後，身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無可避免地被捲入戰爭的

漩渦中，處在戰雲密布的非常時刻，流言蜚語如同浪潮一波一波湧現，向整個

社會大舉襲來。這種情形在時人的日記、傳記、回憶錄中屢屢可見，是臺灣民

眾共有的歷史經驗。頻繁出現的流言蜚語也對公共秩序安寧產生重大影響，為

殖民當局與治安機關密切注意及管制，甚至出現專門探討流言蜚語的文章。讓

筆者不禁開始思考在戰時特殊的時空背景下，究竟這些四處散布流言蜚語是如

何產生？以什麼樣的形貌出現？對臺灣社會造成何種影響？時人與治安當局又

是如何看待流言蜚語的成因與作用？負責控管流言蜚語的警察提出哪種預防與

解決之道？以及流言蜚語背後所反映的想法為何？透過謠言研究來回答前述問

題，或許有助於我們了解日本治臺末期，亦即戰爭時期下民眾的生活處境、治

安維持的部份面貌，乃至於能稍稍碰觸那個時代人們的心靈。 

目前關於日治時代臺灣的流言蜚語的研究相當少見，僅鄭麗玲在〈日治時

期臺灣戰時體制下（1937-1945）的保甲制度〉一文中，論及1941年3月由臺灣

                                                 
5 本書有二大具體貢獻：（1）提出日後被廣泛接受與運用的謠言公式：謠言的傳播廣度（Rumor）
＝對相關人員的重要性（importance）×該主題證據的含糊性（ambiguity），強調「重要性」與
「含糊性」決定謠言的影響力。（2）進行心理實驗，以科學方法研究謠言個體傳播者的心理活動
歷程，並且得到謠言在流傳過程會受到「歪曲」，逐漸偏離真實的實驗結果。請參見奧爾波特
（Gordon Willard Allport）、波斯特曼（Leo Postman）著，劉水平、梁元元、黃鸝譯，《謠言心理
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 

6 卡普費雷著，鄭若麟、邊芹譯，《謠言》，頁5。 



師大              學報 第4期 

─ 206 ─ 

總督府臨時情報部舉辦的「流言防止座談會」的概況，並將會中時人針對流言

蜚語發生的原因、防制之道及後方治安維護方法所做的發言進行整理。
7
顯見對

於戰時流言蜚語的研究，仍有許多探討的空間。本文擬以1937至1945年戰爭時

期的臺灣流言蜚語為中心，考察流言蜚語的發生原因、流布概況與治安當局的

因應之道，並初步嘗試分析流言蜚語的內容，解釋流言背後所透露的訊息。 

此外，在進入正文之前須先說明，本文使用的「流言蜚語」一詞在日文裡

的意義，依據《廣辭苑》的解釋為「沒有根據卻被散布、不負責任的傳聞」，

義同「デマ」（dema，謠言）；
8
在臺灣，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的說明，則是「本指製造不實的傳言，用來詆毀他人。後泛指謠言。」
9
顯見流

言蜚語一詞，原先具有製造毫無根據的話語，用於毀謗、議論、挑撥他人之

意，到後來則泛指謠言。其中，「蜚」字本意為臭蟲，又與「飛」字相通，當

形容詞使用是「沒有根據、不實的」意思；作動詞使用，則有「在空中騰行」

之意，以此觀之，或許也反映了流言蜚語在人群間流傳散布的狀態。因此本文

將「流言蜚語」、「流言」、「謠言」視作同義，不特別去區分三個辭彙之間

細微的不同。 

二、流言蜚語的發生 

流言蜚語的產生與人們的心理狀況密切相關，除了平時就會出現的街談巷

議之外，當人們處於緊張、變動的環境時，譬如面臨戰爭、災難，以及政治、

經濟、宗教與社會組織激烈變化之際，當狀況不明確、訊息不夠充分的狀況

下，人因焦慮、懷疑、畏懼、不確定感等心理因素的影響，容易「疑心生暗

鬼」或四處「捕風捉影」，產生種種未經確認、沒有根據的流言蜚語。戰時的

                                                 
7 鄭麗玲，〈日治時期臺灣戰時體制下（1937-1945）的保甲制度〉，《臺北文獻》116（1996年6月），
頁36-39。 

8 新村出編，《広辞苑（第四版）》（東京：岩波書店，1992），頁2692。 
9 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編纂，《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網址http://dict.revised.moe.edu.tw/
（2011年7月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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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社會也是如此。面對臺灣社會層出不窮的流言紛飛現象，時人與警察當局

對流言蜚語產生的原因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最早在警察機關內部刊物《臺灣警察時報》上專文探討流言蜚語者，是任

職高雄州警務部高等警察課的警部補樺島克己（另作「椛島克己」）。他在

〈流言蜚語之考察〉一文中，引用清水幾太郎的著作《流言蜚語》之說法，再加

上自己的見解指出：（一）流言蜚語發生的地盤是社會秩序，當社會秩序有裂

縫時會釀成流言蜚語；（二）流言蜚語發生的原因在於社會不安；（三）流言

蜚語的發生是一種渴望獲得訊息的「飢餓」，當強烈的飢餓襲來時會飢不擇

食，尤其在交通與報導缺乏的狀況中，即使再如何荒唐無稽的訊息也會立即吞

下。
10

前述兩個說法明確點出流言蜚語與社會的關係，當社會整體處在不安、

焦慮、失序的情境下，流言因而生焉；流言產生以後，給社會帶來更大的不安

與失序，又引起更多的流言，兩者互為因果循環。將流言蜚語比擬成對訊息的

「飢餓」則解釋人們對流言的需求、接受程度，以及產生、傳播流言的動機。因

對訊息的飢餓感作祟而能吞噬各種荒誕無稽的流言，甚至以真實的事件作為材

料，進行加工後再傳播出去。
11

流言蜚語駁雜的源頭與多變的形式可見一斑。 

落到實際層面，樺島克己觀察到臺灣流言蜚語的產生特徵又是如何呢？在

另一篇討論流言蜚語的文章中，透過比較日俄戰爭與盧溝橋事變後的流言分

析，樺島克己指出臺灣流言蜚語的兩種性格：第一是「缺乏對日本實力的相關

認識」，因此有否定日本戰勝報導或散布有關敗戰的流言；第二是只求自己的

生活安泰，不能為了國家而犧牲自己的「利己主義」，導致有「沒收銀行存款

作為國防獻金」等與金融、經濟相關的流言產生。
12

儘管樺島克己所描述的是

臺灣流言蜚語的性格，但這種獨特性格不也正好說明臺灣社會產生流言蜚語的

原因。 

                                                 
10 樺島克己，〈流言蜚語の考察〉，《臺灣警察時報》271（1938年6月），頁99-100。 
11 同上註，頁99-100。 
12 樺島克己，〈本島に於ける流言蜚語性格の描寫〉，《臺灣警察時報》296（1940年7月），頁2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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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臺灣警察協會幹事，長期負責編輯《臺灣警察時報》的篠原哲次郎

（筆名志能鏑川），曾經在雜誌發表過兩篇討論流言蜚語問題的文章，除將前人

的研究成果盡納其中，更細緻地爬梳流言蜚語產生的原因、形成方式、傳播途

徑與影響。篠原哲次郎認為流言蜚語產生的最重要原因有三：其一，不安、恐

怖（或動搖、緊張）的心理狀態。人在感到不安動搖時，容易為流言所擒獲，

或自己散播流言，或輕易聽信流言再傳播出去。因此不安恐懼的心理狀態不單

是流言發生的原因，也營造了流言的傳播作用。其二，無知。就時局具體地

說，無知是皇民的信念低劣、對國力或政府的信賴感稀薄、缺乏作為社會人的

自覺、對時局的認識不足，尤其是與戰況相關的知識不足等，都會引發流言。

其三，因缺乏情報而引起的飢渴感，會將不是情報的情報，也就是流言給吞

食。不僅如此，有這種飢渴感的人會任意想像「食物」的姿態，伴隨著無知、

不安與不確定的希望等心理狀態，經常會更加遠離事情的真相。
13

此外，篠原

哲次郎又再舉出六項引發流言的次要原因：（一）好奇心；（二）自己無定

見，輕易附和他人言說的特性，將有助於流言的傳播；（三）誇示癖：無論何

事，習慣把自身見解向他人陳述，又喜歡把自己知道的事實向別人述說，以誇

示自己的知識高、見識廣的習性；（四）饒舌癖；這種多話的癖好與其他因素

結合，不單增加流言發生的頻率，也擴大流言形成及傳播的方向與速度；

（五）誇張癖：將自己所知或從他處聽來的事項，加上自己的想像與見解之後向

他人傳遞；（六）利己心：以謀求自己的私利為目的散播流言。
14

簡而言之，

篠原哲次郎從人的心理狀態、智識程度、心理需求、個人性格等角度，完整地

闡明流言蜚語產生的原因。 

至於全臺警察的中央主管機關警務局，對於盧溝橋事變之後臺灣流言蜚語

紛飛，尤以惡質者佔多數的情形，則認為這是臺灣的特殊情況，起因於皇民鍊

                                                 
13 志能鏑川，〈流言蜚語は何所から生まれるか〉，《臺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部報》146（1942年5

月），頁18-19；志能鏑川，〈流言の發生、形成竝に傳播に關する一考察〉，《臺灣警察時報》319
（1942年6月），頁14-15。 

14 志能鏑川，〈流言蜚語は何所から生まれるか〉，頁19-20；志能鏑川，〈流言の發生、形成竝に傳
播に關する一考察〉，頁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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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徹底，以及教育不充分與對世界的情勢陌生所致。
15

此外，警察當局更在

意流言蜚語的發生是一種「思想宣傳謀略」，敵人透過廣播與通訊設備，或是

派出間諜以口耳相傳，故意散布形形色色的流言迷惑民眾，藉此達到擾亂後方

治安、交通、金融、經濟與民氣之目的。
16

 

綜觀以上時人與警察當局對臺灣社會內部流言蜚語產生原因的討論，可歸

納出三個要點：首先是不安、變動的環境或現象會引發流言蜚語；當狀況不明

或威脅存在的情況下，流言由此產生。其次，流言蜚語的產生與人的心理狀態

關係密切，為紓解緊張、不安，流言成為心理壓力與內心想法的出口。有人說

「流言是民眾潛在的輿論」，或許指稱的就是這種心理壓力宣洩的結果。第三，

民眾（尤指臺灣人）的「無知」製造與傳播流言蜚語。這裡所謂的「無知」是

多種層次，包括不知道事情真相的無知，沒有教養的無知，
17

也是臺灣的「皇

民鍊成」不徹底，缺乏對日本國力認識的無知，導致各種沒有根據的流言因此

而生。 

究明了時人對流言蜚語發生原因的看法之後，讓我們將焦點移轉到戰爭體

制下的臺灣社會，觀察當時流言蜚語流傳散布的實際情況。 

三、戰時的流言蜚語 

（一）盧溝橋事變以前的流言蜚語 

在說明戰爭時期的流言蜚語之前，有必要稍微回顧之前臺灣社會流傳的流

言蜚語，以作為後文論述比對、參照之用，故在此先簡述盧溝橋事變爆發以前

流言蜚語的傳布情形。 

日本領臺後，流言蜚語始終存在於臺灣社會裡，未曾絕跡，只是在不同的

                                                 
15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武器なき敵：現在の諜報‧宣傳‧謀略と防諜〉，《臺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部

報》122（1941年5月），頁38。 
16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戰時國民防諜強化運動實施に當りて〉，《臺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部報》149

（1942年7月），頁18-20。 
17 今崎秀一，〈デマの心理〉，《臺灣時報》257（1941年5月），頁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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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背景下以不同的形貌出現。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與時人論著，日

治前、中期的流言蜚語，依其產生的時空背景與內容略可分為下列幾種： 

首先是日本對外戰爭與軍事衝突時出現的流言蜚語，例如日俄戰爭發生前

後，臺灣謠傳「俄國軍隊登陸臺灣，日本人將立刻被殺害」、「收回借給保甲

的槍械是要送回內地以填補武器不足」、「若進入持久戰，日本不堪負擔戰

費，大抵增加課稅怎麼也無法避免」、「戰勝的公報是政府的計策，在於粉飾

事實」等。
18

這類揣測戰爭情勢、政府舉措的流言蜚語，在日本與外國發生軍

事衝突時大量出現，讓當局大為警戒，嚴加監控；譬如1932年上海發生「一二

八事變」後，與中國僅一水之隔的軍事要港馬公情勢緊張，流言蜚語漫傳，警

察與憲兵「日夜潛行取締」，怕的就是前方有戰事，後方出亂子。
19

另外，日

本本土政治、經濟情勢不穩，也會影響殖民地。當1932年日本發生「五一五事

件」，首相犬養毅被海軍軍人刺殺，帝都東京陷入混亂之際，在臺灣這方的警

務局連忙發下通牒給各州廳，要求警察嚴格取締流言蜚語，以免重蹈「九一八

事變」後有不當言論煽動民心之覆轍。
20

 

戰禍、政變之外，面對地震、颱風、氣候異常等自然災害發生時，人心慌

亂不安，也會有流言蜚語產生。1930年12月8日下午四點一分震央在臺南新營，

規模六點一的地震發生後，厝倒人亡，餘震連連，使得臺南、嘉義地區流言頻

傳。
21

1934年9月6日颱風直撲臺東而來，造成當地對外交通斷訊全毀，電燈也

因電線損毀而無法使用，夜晚一片漆黑，據記者的描述「臺東街的夜晚全部黑

暗化，此間流言蜚語紛飛，街民乃戰戰兢兢地與連夜的不安及恐怖戰鬥著」。
22

可見災難來臨時，人心的恐慌、無助就像溫床，容易滋生流言。 

                                                 
18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二）》（臺北：南天書局，1995年；1938年原

刊），頁754；樺島克己，〈本島に於ける流言蜚語性格の描寫〉，頁20。 
19 〈上海事件以來 馬公は異常の緊張 日夜海上監視を嚴にし 流言蜚語の取締厲行〉，《臺灣日日新

報》，1932年2月5日，第07版。 
20 〈帝都勃發不祥事件 本島取締流言蜚語 督府警務局通牒地方廳〉、〈州通牒郡署 嚴重取締 北署

員密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2月10日，第08版。 
21 〈臺南州下の種種の流言蜚語 當局の取締りで漸く落著く 被害戶數は約三千戶〉，《臺灣日日新

報》，1932年5月17日，第07版。 
22 〈警察消防靑年團を總動員し 徹宵街内を警戒 流言蜚語に街民兢兢〉，《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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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1930年代之後，臺灣的流言蜚語出現一種特殊現象，也就是官方有任

何與時局或軍事相關的動作時，民間臆測戰爭爆發的流言隨即而起。1933年3月

基隆市召開時局演講會之後，坊間盛傳大戰爆發、飛機來襲等謠言，當月25日

海水漲潮急速，又連兩夜雷聲大作，好事者穿鑿附會說是重大事變前兆。更有

商人從旁煽動，民眾乃炊甜粿，購買「地下足袋」（勞動時穿的膠底襪子）以

備戰，讓基隆警察署無法漠視，嚴格查緝流言源頭。
23

1934年6月23日臺北地區

實施特種演習，各處布滿備戰裝置，加上幾天前在日新町媽祖廟出現神筊黏在

桌圍上的凶兆，以及北白川宮登陸的澳底附近出現慧星暗示的戰爭前兆，有人

在大稻埕地區散播「今早在淡水海岸出現敵艦」等流言。臺北北警察署署長擔

憂造成民心騷動，乃命令高等警察嚴格查緝造謠者。
24

臺中衛戍病院在1936年7

月20至22日受臺中市役所之託，為市內三間公學校十九至二十五歲的畢業生進

行體檢。結果當地流傳此舉是對臺灣人壯丁實施徵兵令的前置作業，或是哪天

有事發生能作為徵召輸送夫之用的謠言，其間甚至出現祈禱防止戰爭的現象，

讓臺中警察署趕緊著手深入調查。
25

這些例子都在說明1930年代裡，臺灣社會

面對殖民政府各種舉措而引發與戰爭相關的猜疑及揣測。在九一八事變發生

後，日本逐步走向侵略中國的不歸路時，這樣的流言蜚語不單只是空穴來風，

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臺灣人民心底對逐漸逼近的戰雲之憂懼。 

實際上，舉凡刑案、火災、街庄長改選、大額巨款遺失、海上有不明船隻

出沒等異常事件發生時，流言蜚語多半會趁隙而出。這些流言可能「事出有

因」，也可能毫無緣由地出現，例如1920年6月臺北突然謠傳會有大地震發生，

大屯山也會爆發噴火，「臺北測候所」（氣象觀測站）在10日傍晚到半夜接到

七、八十通詢問地震的電話，使得該所連忙出面澄清此事純屬流言蜚語，並通

                                                                                                                                      
9月9日，第03版。 

23 〈基市本島人流言蜚語 基署欲檢擧之〉，《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2月29日n04版。 
24 〈大稻埕方面に 流言蜚語 犯人を嚴探中〉，《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6月23日，第07版。 
25 〈本島人壯丁の體格檢查から 臺中市内に流言蜚語 戰爭防止の祈願迄飛出す〉，《臺灣日日新

報》，1936年7月24日，第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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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警察機構協助闢謠。
26

總之，除前文敘述的三種分類外，流言蜚語也會以各

種形貌於口舌滋長，在世間散播。若欲進一步了解相關的流言蜚語事例，可以

參考本文最後附錄的「盧溝橋事變前《臺灣日日新報》刊載『流言蜚語』報導

標題一覽」，再行探究。 

（二）盧溝橋事變以後的流言蜚語 

1.盧溝橋事變至太平洋戰爭爆發（1937年7月－1941年12月）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臺灣島內的流言蜚語顯著增加，以臺南州為例，就有

「我國的報紙、廣播都是虛報」、「因為日本戰敗，臺灣要回歸中國」、「伴隨

著戰局進展，乃至於日本的貨幣不能流通」之類的流言在臺灣人之間謠傳。
27

臺南州刑事課長瀧澤哲太郎指出，事變後初期的流言大部分像「瞎子摸象」的

程度一樣，屬於摸索、臆測的階段，隨著事變影響擴大，以及臺灣內部各種情

勢變化，流言的發生逐漸傾向惡質化，必須要特別警戒取締。
28

 

究竟此時期傳播的流言蜚語內容有何特徵呢？曾擔任高雄州高等警察課外

事係長的樺島克己觀察到盧溝橋事變之後臺灣的流言蜚語大致有兩個種類，第

一種是有關戰勝報導的否定，以及與敗戰相關的流言蜚語。這類型的流言蜚語

的例子有「日本軍戰勝的新聞或廣播的報導都是虛報，實際上是中國戰勝」、

「中日交戰的結果，若日本戰敗，不管滿洲或臺灣當然都應該交還給中國」、

「中日戰爭的結果是日本敗戰，臺灣再次成為中國的領土，我們將回歸祖國，得

以免除日本官憲的束縛」等。
29

類似的實例也發生在鳳山郡大寮庄。當地一位

簡姓壯丁團副團長與同庄二名人士，在慶祝「徐州陷落」的提燈隊伍解散後，

                                                 
26 〈大屯山が破裂すると 奇怪な流言蜚語〉，《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6月12日，第07版。事實上，

日治時代流傳大屯火山爆發的謠言不僅只有一次，1926年在大稻埕附近也謠傳大屯山爆發，臺北
市民會有二分之一的人死亡之流言。即使是能用科學儀器精密觀測火山活動的今日，筆者都曾經
耳聞大屯火山將爆發的流言。可見人們對於座落在臺北盆地一隅，猶自活動不休的大屯火山之敬
畏與擔憂。請參見〈無稽な流說〉，《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2日n02版。 

27 高橋秀二等，〈時局犯罪と之が取締狀況〉，《臺灣警察時報》269（1938年4月），頁78。 
28 同上註，頁78-79。 
29 樺島克己，〈本島に於ける流言蜚語性格の描寫〉，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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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提燈燒毀，嘲弄日本，並說：日本在徐州勝敗無法判斷，居然有提燈遊行很

可笑。結果走漏風聲，被移送法辦。
30

 

第二類的流言蜚語是與金融、經濟相關。因戰爭需要投入大量經費，導致

產生「現存在銀行、信用組合等的儲蓄會被沒收一半，作為國防獻金」、「今

後土地將被課予極端的戰時稅，所以早點賣掉換成現金放置才是好方法」等憂

慮經濟負擔激增的流言蜚語。
31

在臺北萬華地區還謠傳日本政府因中日戰爭導

致財政困難，要沒收抵押中的貴金屬，使得數十名臺灣人者聚集到當舖，欲究

明實情，此事驚動警方展開調查。
32

 

除了前兩種類型的流言蜚語之外，尚有一種反映時局的流言蜚語值得注

意。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開始徵調臺灣人到中國戰區當軍夫與軍屬。1937年9

月首次徵調臺灣軍夫「白襷隊」，由於沒有經驗，採取的是無差別、無秩序的

徵調方式。
33

政府徵調軍夫的措施引起民間一陣紛擾與不安，於是有關軍事人

力動員的流言也隨之出現，坊間開始謠傳日本軍隊會在登陸作戰時先派出軍

夫；因事關機密，回來前就先在戰地把軍夫殺光。
34

1937年9月，在基隆市的臺

灣人之間私下流傳加入防衛團就不會被徵召當軍夫的耳語，造成提出加入防衛

團的申請忽然之間暴增，最後經警察明查暗訪，有三位造謠疑犯被逮捕。
35

臺

灣人畏懼上前線的心理，或可從這類有關軍事人力動員的流言中窺見。 

從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開戰前，流言蜚語在

臺灣的傳播有兩個時期較為頻繁。第一個時期是在1937年7月以後至1938年初，

前面提到的三類流言蜚語都在此時出現，且內容大多圍繞著戰爭、軍事打轉。

後一個時期則在1941年上半年，此時民間盛傳有三則非常「經典」的流言蜚

                                                 
30 〈高雄に非國民徐州陷落祝賀提燈行列の夜 造言飛語を弄し檢舉〉，《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6月

3日，第05版。 
31 樺島克己，〈本島に於ける流言蜚語性格の描寫〉，頁20-21。 
32 高橋秀二等，〈時局犯罪と之が取締狀況〉，頁67；〈時局と刑事警察を語る座談會〉，《臺灣警察時

報》269（1938年4月），頁92-93。 
33 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臺灣》（臺北：日創社文化，2006年），頁97-98。 
34 〈時局と刑事警察を語る座談會〉，頁100。 
35 〈造言飛語者三人檢舉さる〉，《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9月29日n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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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不僅記載於時人的日記中，討論流言蜚語時也經常會被拿來引用。第一則

是有關繼母虐待或虐殺繼子的傳聞，同時還有公開虐待繼子的「鬼婆」（狠毒

的老太婆）的流言，導致民眾數百乃至數千人蜂擁到傳說中的公開地點等著看

熱鬧。此則流言在臺北、新竹、臺中、高雄等地皆有所聞。
36

識者認為人們流

傳這種與時局不相關的流言，是因為經歷戰爭這般巨大的變動，理智變得不健

康所致，不過謠言發生的實際原因仍不清楚。
37

第二則是鹽田被佔領或炸毀，

導致無鹽可買、可用的流言。食鹽缺乏的流言被散播後，各地零星出現買鹽囤

積的現象。
38

第三則是牛突然開口說人話，對牧童及旁人說出「臺灣人死一

半」，或是「臺灣人除了三分之一以外會全部滅亡」，而被憤怒的主人殺掉之

流言。
39

據池田敏雄所言，這則流言傳自臺中豐原，是一個叫龔匏的賣卜者為

了買賣而捏造出來，在日本與美國關係交惡之際，迅速傳遍全島。
40

 

當一個社會出現人們抱著好奇湧去觀賞傳說中虐待繼子的惡繼母，憂心生

活必需品之一的食鹽產地被敵人毀壞，農家最倚重也最親暱的動物——水牛，

突然開口對人說話，預言人們將會大量死亡。不難想像，這個社會正處於極度

不安穩的狀態，時局變動不居，人心倉惶無措，容易造謠生事，也輕易地被流

言所攫獲。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流言蜚語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到當時臺

灣社會的樣貌。 

2.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到二次大戰結束（1941年12月－1945年8月）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臺灣流言蜚語的犯罪稍有增加，據警務局

的資料指出，傳播者大部分是「居住在地方，時局認識程度比較低級的本島

人」。
41

開戰初期盛行的流言絕大多數與戰爭脫不了關係，例如「媽祖廟的神

                                                 
36 〈デマ防止座談會〉，《臺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部報》122（1941年5月），頁8；池田敏雄，〈流言蜚

語と迷信〉，《臺灣時報》257（1941年5月），頁88；志能鏑川，〈流言の發生、形成竝に傳播に關
する一考察〉，頁15。 

37 池田敏雄，〈流言蜚語と迷信〉，頁88。 
38 〈デマ防止座談會〉，頁8。 
39 同上註；池田敏雄，〈流言蜚語と迷信〉，頁85。 
40 池田敏雄，〈流言蜚語と迷信〉，頁85。 
41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第47編（臺北：成文，1985年；1943年原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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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預言1941年12月15日美國會攻擊臺灣」、「美機空襲嘉義，高雄也被空襲而

潰滅」、「水牛會口吐人言，說美國軍隊即將朝臺灣而來」等，
42

這類預測敵

軍即將攻擊臺灣，或是描述敵軍襲擊臺灣慘狀的謠言。往後隨著時局發展，傳

布的流言雖與戰爭有關，內容卻有所變化。 

太平洋戰爭初期，日軍以橫掃千軍的氣勢迅速攻佔香港、菲律賓、馬來半

島、新加坡、荷屬東印度（今印尼）等地，並持續往南太平洋區域擴張勢力。

1942年5月美軍開始在太平洋戰場進行反攻，隔年6月的中途島海戰，預計攻佔

中途島的日本海軍被美軍擊退，軍力受到重挫，戰局因而扭轉，由美國掌握作

戰的主導權。此後，日本的戰情急轉直下，在戰場上勝少敗多，儘管政府採取

封鎖消息的手段，民間已開始流傳日本在戰爭中失利的消息。1943年當時就讀

基隆瀧川國民學校一年級的許曹德回憶那段瀰漫備戰氣氛，參與防空演習的年

代時說：「小朋友從大人聽來的流傳消息，都說日本帝國無敵，敵機會來，豈

非笑話。但是也有祕密的耳語，傳說日本海軍吃了敗戰，日本商船遭到敵人潛

水艇魚雷擊沉、死人無數的路邊謠言」。
43

 

隨著日軍在太平洋戰場接連失利，盟軍的攻擊也愈來愈逼近臺灣。1943年

11月25日，盟軍的飛機飛到新竹上空，轟炸新竹機場及其鄰近地區，造成十五

架日軍飛機被擊落，二十七架未能起飛的日機損毀。此後，除零星的空襲之

外，一直到1944年10月美軍轟炸南部地區及澎湖馬公開始，盟軍出動飛機空襲

臺灣的次數愈來愈密集，轟炸愈來愈猛烈，到隔年8月戰爭結束為止，臺灣本島

及澎湖至少有72次被轟炸的紀錄。
44

各地的港口、機場、交通要道、軍事基

地、工業廠房、官廳建築與一般城鎮都是盟軍轟炸的目標，當尖銳的防空警報

鳴聲響起，人們頭戴棉製的三角防空帽，心驚膽跳地奔進住家附近的防空壕，

或就近找掩體庇護，恐懼焦急地等待轟炸停止，敵機遠去，防空警報止息。當

                                                                                                                                      
588。 

42 石田乙五郎，〈臺灣防諜の今後〉，《臺灣警察時報》321（1942年8月），頁27。 
43 許曹德，《許曹德回憶錄》（臺北：自由時代，1989年），頁93。 
44 戴寶村，〈B29與媽祖：臺灣人的戰爭記憶〉，發表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主辦「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學

術研討會」（2004年10月26日、27日），頁23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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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顫顫巍巍地踩在生死線上，有關空襲的流言蜚語益發多了起來。 

於是，開始有人謠傳「先前『霍亂』的流行是敵機散布的」、「從被擊落

的敵機上以降落傘跳下來的敵兵未被發現，憲兵與警察正拼命地搜索」、「新

竹空襲中發表的三架被擊落的敵機，似乎是我軍的飛機」、
45

「聽聞敵機轟炸

內地人住宅，卻無轟炸臺灣人的」，
46

種種與空襲相關，卻穿鑿附會，加進自

己的臆測及想像的流言蜚語，就在太平洋戰爭後半期於臺灣社會中滋長。此

外，據葉榮鐘說： 

當三十三年［按：1944］盟軍開始轟炸臺灣的時候，世間就流布一種謠

言，說：“林獻堂先生和蔣委員長已有暗默的諒解，所以霧峯絕對不會受美

軍的轟炸。”不但臺人信以為真，而且日本人竟也相信起來，很多日本人的

家屬疏散到霧峯去。這種謠言，雖不值一笑，但也無疑地是反應一般民眾

的心理。
47

 

有別於官方認為傳播或相信流言者多數是臺灣人的看法，葉榮鐘所舉的例

子，提醒我們不僅臺灣人，當在臺日人處於生死攸關之際，對於能有利自己生

命與財產的流言也會信以為真，並不會因身分而有差別。 

當時伴隨著空襲而來的，尚有一種被稱為「紙爆彈」的空飄傳單。
48

在盟

軍的飛機上，除了攜帶預備轟擊的炸彈，往往還有一疊用於心理作戰的宣傳

單，上頭的內容通常以日文與漢文寫著「轟炸預告」，或是呼籲臺灣民眾放棄

抵抗，也有指責軍閥的惡行，以及日本軍隊戰況惡化的情形。宣傳單由飛機在

天空散發飄落，希望能讓民眾拾獲、讀取，進而達到動搖人心與戰局之目的。

因此這類傳單被官方視作流言蜚語的另外一種傳播源頭，為了有效禁絕，不僅

透過警察或皇民奉公會的常會，向民眾宣導拾獲的傳單要直接交給警察或憲

                                                 
45 南博、佐藤健二編，《近代庶民生活誌 第四卷 流言》（東京：三一書房，1985年），頁13。 
46 同上註，頁186。 
47 葉榮鐘著、李南衡編，《臺灣人物羣像》（臺北：帕米爾書店，1985年），頁270。 
48 青木說三，《遥かなるとき台湾：先住民社会に生きたある日本人警察官の記録》（大阪：關西圖

書，2002年），頁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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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並且禁止將傳單的內容向外人訴說，否則將被處以重罰。
49

例如林莊生曾

指出，他的母親在日本投降前一個月於住家後園拾獲一張空飄傳單，上頭記載

「根據『開羅宣言』，臺灣將要歸還中國」。林莊生的父親讀過後，迅速遣人送

往派出所，因為「按當時的規定，凡是敵人的宣傳單應繳出，如果把內容向他

人宣告者，以資敵處理。」
50

事實上，隨便散播空飄傳單的內容，不僅會被以

「資敵」論處，也被當作散播流言蜚語，為警察所忌諱。1944年10月14日，住在

臺北市的警防團員張石基從市區往士林的道路上，聽聞敵機在北投、士林方面

灑落傳單，上頭的內容是：「不要全力以赴，內地人死了也好」。回去之後，

張石基向其他警防團員訴說此事，而被警察獲知，施以嚴懲。
51

 

此外，空襲引發的另一種「特殊流言」，是有關媽祖顯靈救助民眾的傳

說。隨著盟軍猛烈轟炸而激生的恐懼與不安，讓人們轉向宗教尋求慰藉，素來

是臺灣民眾主要信仰的神祇——媽祖，就成為人們心靈上重要的寄託。各地盛

傳在空襲危急之際，媽祖突然顯靈救護百姓。據研究指出，媽祖顯靈的傳聞大

致可分為：空襲前顯靈指示信眾避難、以衣裙接炸彈、以身體去接炸彈、民眾

到媽祖廟裡避難、庇祐地方安全、救助戰地臺灣軍夫危難。
52

 

戰爭後期，日軍在戰場上節節敗退，難扭頹勢，在後方的政府當局與新聞

媒體卻避談戰爭失利消息，持續鼓勵國民整軍經武，積極與敵軍決一死戰。不

過民間已然從各種跡象嗅到戰敗的氣息，並藉由紛飛的流言蜚語透露出來。臺

灣史研究學者王世慶說： 

其實早在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某次的朝會，桃園農校校長在訓話

中，多次講出「敵人已來到我們的玄關（正門口）」、「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最

後關頭」等語句時，站在講臺下的我們，心中對日本即將戰敗的事實，早

                                                 
49 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臺灣》，頁166。 
50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臺北：自立晚報，1992年），頁

40-41。 
51 南博、佐藤健二編，《近代庶民生活誌 第四卷 流言》，頁174。 
52 戴寶村，〈B29與媽祖：臺灣人的戰爭記憶〉，頁23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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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了然於胸。因為那年美軍船隻出現於基隆外海的消息早已流傳在百姓之

間，而東海與臺灣海峽緊繃的情勢，我們也早已略有所聞。
53

 

住在基隆的許曹德描述1944年之後他所見到的情形： 

這段期間，從謠言的不斷流傳及日本下令大量強徵十八、二十歲年齡的臺

灣人入伍的緊張，開始嗅出不祥之兆。……此時基隆到處是流言，日本人

的收音機廣播的是夸夸其言，每天勝利、皇軍到處無敵的一套，但市井流

傳的却是誰家誰親屬海上觸雷陣亡的恐怖消息。最令人震撼的是，基隆市

場傳出鲨魚肚中竟然發現有人體肢骨、小孩殘骸的駭人消息。這種流言證

實海戰激烈，臺灣附近海面船沉人亡一定頻頻發生，否則鯊魚肚中豈有人

類的殘骸？
54

 

許曹德的見聞突顯出民間所知所感與官方的說法頗有差距。換個角度來看，此

時社會流言紛傳的情形，是否與民眾不信任官方的訊息，導致流言迅速蔓延開

來有關呢？ 

隨著日本戰敗流言而來的，是另一個美軍即將登陸臺灣或琉球的流言。不

僅如此，坊間還謠傳日本人準備在美軍登陸時，把「黑名單」上的臺灣人加以

殺害，避免臺人與美軍裡應外合。宜蘭的眼科名醫陳五福說： 

戰爭末期，除美軍空襲，嚴重威脅人民生命外，對於美軍即將登陸的消

息，亦造成社會不安。此外，日人雖強迫臺人為其日本帝國犧牲、奉獻，

卻未能相信臺人，且處處設防。例如，以宜蘭來講，當時盛傳，日本政府

預謀一旦美軍登陸，將針對較有引響力的地方士紳一百多人，列為黑名

單。這些人，只要美軍一登陸宜蘭，必須立即處死，以防與美軍裏應外

                                                 
53 許雪姬、劉素芬、莊樹華訪問，丘慧君紀錄，《王世慶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2003年），頁46。 
54 許曹德，《許曹德回憶錄》，頁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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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做出背叛日軍之情事。
55

 

作家吳濁流在其自傳《無花果》裡也提到這段往事，他說： 

當時，對美軍的登陸地點最關心的是本島人的智識階級。一旦美軍來時，

日本軍部到底會把臺灣的智識階級怎樣呢，這是他們議論的焦點。謠言很

多，臆測也各不相同。其中有一說是美軍登陸後，黑名單上的本島人首先

會遭處置，或者驅向陣前，讓美軍來整，這也是大家最害怕的方式。據傳

聞，黑名單上的人多達五六百人，這些人都是美軍上來後馬上會遭毒手

的，也有可能教各地的特務人員執行任務。
56

 

二戰末期，美軍最後選擇登陸沖繩而非臺灣，我們無從得知及應證日本政

府是否會在美軍登陸臺灣時，將臺籍知識分子處死。不過，包括陳逸松、葉榮

鐘、吳新榮等臺籍菁英都曾在其回憶文字裡記下此事；
57

陳五福在戰後亦曾循

線追查，就黑名單一事詢問戰時任職羅東郡役所警察課的某位退休警察，經他

證實此事非屬捏造，可惜因年代久遠，相關文件資料已經散失。
58

種種證據或

可證明前述流言非空穴來風，然而在沒有更多資料佐證下，姑且記於此，以供

                                                 
55 張文義整理記錄，《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6年），

頁118-119。 
56 吳濁流，《無花果》（臺北：前衛，1993年），頁148。 
57 有關日人握有「黑名單」，將在美軍登陸時殺害臺人的相關記載，陳逸松在其回憶錄寫下：「當時

整個臺灣籠罩在戰爭的陰影和軍國主義的高壓下，臺灣社會正進入最艱苦黑暗的時期，敢於大力
反抗日本政府的，在南部有楊金虎，在北部就數我陳逸松了。日本人說我是剃刀，非常鋒利，必
欲除之而後快，所以軍部曾計劃在美軍登陸台灣的時候，要把反抗日本的知識份子，他們心目中
的『非國民』除掉，我赫然被列為民族主義派第一名，後來因為美軍改變戰略，越過臺灣，登陸
琉球而倖免。」請參見陳逸松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錄：太陽旗下風滿
臺》（臺北：前衛，1994年），頁289。葉榮鐘則寫道：「在“太平洋戰爭”的末期，日人預料盟軍必
在臺灣登陸，所以把警察平時注意的人物，編成黑名單，分發給當該地域的特工人員，每人負責
若干名，若盟軍一旦登陸，不論寅時卯時，將自己所負責的黑名單上的人物，先行幹掉。」請參
葉榮鐘著、李南衡編，《臺灣人物羣像》，頁260。吳新榮在其回憶錄裡追憶戰後初期他曾與一位主
管特務工作的日人平柳交談，平柳告訴吳氏日人在戰爭末期曾由軍部籌劃，「於各街庄（鎮、鄉）
將廟宇改為一個臨時的收容所，至最後的階段，將所有的」指導份子監禁起來」。其中，「指導份
子」指的是「街庄長、大地主、地方有力者，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黑名單人物」。出身北門郡的吳
新榮與吳三連，平素言行為當局所忌，兩人遂名列當地黑名單的第三與第一名。只是此份黑名單
在天皇宣布投降隔日即被燒毀，未留下確切證據。參見吳新榮，《吳新榮回憶錄：清白交代的臺灣
人家族史》（臺北：前衛，1991年），頁186-187。 

58 張文義整理記錄，《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頁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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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另外，關於日本戰敗與預測美軍登陸的流言可說是五花八門，從中也能觀

察到臺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微妙關係。其一是日人對臺人的不信任，例如1943

年12月住在臺北的日本人之間，流傳著高雄州下多數臺灣人預測美軍將會登陸

本島，因此製作數千面美國國旗而被憲兵檢舉的謠言。
59

1944年7月在臺南市的

一部份日本人之間，也謠傳著「最近臺灣人不穿『モンペ』（monpe，日本農

村婦女勞動時穿的褲子），因敵人登陸時會被誤認為內地人」。
60

臺灣人這一

方，則是開始揣想盟軍登陸臺灣後，只會殺日人、不殺臺人，所以有「據說

美、英軍登陸時，若穿支那長衫就能保住性命」的流言出現，
61

甚至也有人說

「臺灣人改姓名，對內地人奉公，在敵人登陸的場合，會和內地人一樣被殺

害」。
62

 

表一是根據一份日本憲兵隊在1943至1945年間對流言蜚語所做的調查結果

製成，儘管原始資料不甚齊全，若與筆者蒐集而來的流言蜚語實例（請參見文

末附錄二）相互對照，能初步指出幾個特殊現象。 

表一 1943-1945年臺灣流言蜚語分類統計表 
    時間 

類別 
1943 1944 1945 
12 5 6 7 8 9 10 11 12 2 3 4 

軍 
事 
類 

戰況 3(2) 1 － － 2(1) v 2(2) 3(3) －  4 3 
敵方

潛水

艇 
9 1 1 － － － － － －    

空襲 22(5) 1 1(1) 10 7 － 44(17) 4(2) 8(5)  2  
召集 
、動

員、
1(1) － － － － － 1(1) － － － － － 

                                                 
59 南博、佐藤健二編，《近代庶民生活誌 第四卷 流言》，頁27。 
60 同上註，頁112。 
61 同上註，頁113 
62 同上註，頁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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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用 
其他 4(3) 5 4(2) 5(2) 23(2) － 22 2 2    

小計 39(11) 8 6(3) 15(2) 32(3) － 69(20) 9(5) 10(5) 14 6 3

政治類 － － － 2(2) － － － － － － － －

外 
交 
類 

與蘇

俄、

德國

相關 

－ － － － － － － 1 － － － －

與中

國相

關 
－ － － － － － － 1 － － － －

經 
濟 
類 

糧食 5(1) － 2 － 2 － － － － － － －

物資 14 1(1)  2(1) 1 － － － － － － －

債券 
、儲

蓄、

金融 

－ 1(1) 1(1) － － － － － － － － －

其他 2(1) － － － － － － － － － － －

其他與治

安相關類 
20(2) 2 6 16(4) 12(2) － 28(6) 13(4) 2 31 1 －

總計 80(15) 12(2) 15(4) 35(9) 47(5) 46 97(26) 24(9) 12(5) 45 7 3

說明：1.因原始資料不全，本表統計的時間有不連續的情形出現。 

2.左邊的統計數字代表當月總件數，括弧中的數字表示為新發生的件數。 

資料來源：南博、佐藤健二編，《近代庶民生活誌  第四卷  流言》（東京：三一

書房，1985年）。 

第一個特徵是太平洋戰爭末期傳布的流言蜚語內容，以軍事類數量最多，

其他與治安相關類次之，經濟類居三。其中，排除涵蓋範圍廣泛、案例繁雜，

難以逐一劃分歸屬的「其他與治安相關類」之外，流言蜚語內容以軍事及經濟

類居多的情形，和盧溝橋事變之後謠傳的流言現象大致相同，足以反映民眾在

遭逢戰亂時，主要關心的是戰局的發展，和攸關自身利益的經濟與金融問題。

其次，軍事類的流言蜚語則以謠傳有關空襲的內容為最多，顯示空襲的侵擾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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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民眾的生活大事之一，這種情況與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流言現象有顯著不

同。尤其當盟軍轟炸後，流言數量會出現顯著攀升的情形。例如1944年10月被

查獲的空襲類流言就有四十四件，其中首次出現的流言有十七件，對照其他月

份的統計數據，數目明顯激增。當月正是盟軍連續轟炸臺灣的開端，南部地區

在12、14、16、17日接連被轟炸，有關空襲的流言可能因此滋生。再者，軍事

類中與戰局相關的流言在戰爭末期呈現一面倒向敵人的情形，不僅稱揚美、英

兩「敵國」實力堅強，日本難以對抗，終究會落敗，
63

更屢屢預測美軍登陸臺

灣之後的情況。這般對於戰局悲觀且恐懼敵人的流言，在戰爭的最後階段不但

充斥於臺灣，亦遍及於朝鮮、日本內地。
64

最後，有關經濟類的流言蜚語方

面，在多數重要物資都已納入統制，實施配給制度之際，仍有部份流言的內容

與物資統制有關，例如1943年12月，基隆、宜蘭、高雄、屏東、花蓮等地謠傳

「食鹽或醬油最近要實施配給」、「食鹽或醬油缺貨難買」，使得臺灣人蜂擁到

雜貨店搶購及囤積。
65

其他尚有「臺南的海軍因購入黑市魚貨而被警察官毆

打」，以及政府即將增加家畜的課稅等流言。
66

 

四、流言蜚語的影響 

經過前文對於戰時臺灣流言蜚語流布情形的說明後，我們能觀察到流言蜚

語始終源源不絕地在臺灣社會中滋生、蔓延，甚至隨著時局的演變而有不同的

型態。這些型態樣貌殊異，本質多是沒有根據的話語，究竟對全體社會有何影

響？不只讓殖民政府戒慎恐懼，更讓警察機關嚴格地監控與取締。 

《臺灣警察時報》的主編篠原哲次郎在他專門探討流言的文章中，以臺灣發

生過的實際例子指出流言所造成的影響： 

                                                 
63 請注意，這等「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流言蜚語在盧溝橋事變之後也曾經流傳過一陣子，

只不過在太平洋戰爭末期捲土重來時，日本主要的對手／敵人，已從中國置換成美國與英國。 
64 南博、佐藤健二編，《近代庶民生活誌 第四卷 流言》，頁222-223。 
65 同上註，頁19-22。 
66 同上註，頁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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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統制經濟的強化、物資不足的流言，會引起囤積居奇、惜售、黑市

交易。 

2.有關敵機轟炸軍事設施及工廠地帶的謠言，會促使市民從不必要離開的

村落中逃走。 

3.誇耀敵人戰力強大、敵軍攻擊臺灣的流言，會讓迷信與舊有弊病的信仰

復活，或出現算命仙、乩童、地理師等猖獗的現象。 

4.強制販售公債、大幅增收稅金、沒收半額存款的流言，會出現領光存

款、現金的「死藏」不用、賭博流行、金錢濫用的現象。
67

 

上述事例說明了流言對人們的心理與行動所造成的實質作用，而且作用的結果

往往引發不良的行為反應，這些反應均非統治當局所樂見。其中，第三點流言

與迷信的關聯可再援引一例作為補充。1941年10至11月間，屏東市的小川町流

傳敵機來襲的流言。根據屏東警察署的特高警察調查，原來是當地居民張姓婦

女在防空訓練時，聽到臺語廣播宣導敵機來襲時平常準備的必要性，而誤以為

敵機將來襲，加上看到附近國民學校的兒童都配戴著姓名牌
68

而更加不安。張

氏在10月20日到大宮町的王爺廟去問神明「敵機何時會來？」被告知「11月13

日的時候。」張氏繼續問「那時要逃往何處比較好？」答以「往防空壕中逃

吧。」事後，張氏將此事告知鄰人杜太太，杜又向朋友們說大宮町王爺廟的金

爐「發爐」，暗示最近將有異變，以及敵機來襲時沒有防空壕的人要趕緊逃到

萬丹云云。
69

一場由誤會而生的不安讓人們向宗教尋求慰藉，之後攙入臺灣民

間信仰色彩的話語幾經口耳相傳，變成一則人言鑿鑿的流言。反過來說，流言

引發的不安，也會讓人們求助於宗教，或是算命仙、乩童、地理師等江湖術

士，導致迷信的陋俗再起。前文曾經提到「牛開口說人話」的流言，也是由算

命仙之口傳出。由此可見，流言與迷信實際上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係，兩者皆

                                                 
67 志能鏑川，〈流言蜚語は何所から生まれるか〉，頁20。 
68 原文作「名札」。戰時為便於在空襲後進行急救與確認身分，會在上衣胸口縫上書寫姓名、住址、

血型的布條，或是讓民眾手持寫上個人資料的小型木牌。 
69 〈敵機襲來の流言蜚語 屏東で無智の女お灸〉，《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12月7日，第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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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治安有不良影響，而讓警察格外重視。 

另一方面，流言蜚語除了是社會內部自行孕育形成之外，還有一個源頭來

自於敵人策動的「思想宣傳戰」。換言之，就是敵人透過廣播、傳單、潛入間

諜等各種管道散播流言蜚語，用來宣傳反戰思想，流傳敗戰或物資匱乏消息，

煽動革命叛亂、殖民地獨立、軍需工業工人的罷工等，以達到離間軍民、擾亂

金融經濟、打擊後方士氣等危害社會秩序，妨礙戰爭進行之目的。
70

這類流言

蜚語如同無形的武器，對後方的社會危害甚大，影響深遠，更是被政府當局視

為禁忌。 

美國的兩位心理學者奧爾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與波斯特曼（Leo 

Postman）在1947年合著的《謠言心理學》一書裡寫道：「在戰時，謠言或散播

不必要的擔憂，或誇大希望，從而使道德遭到破壞，國家安全受到威脅，它們

威脅著軍事情報的安全，尤為有害的是，它們傳播敵視和仇恨國內本地駐軍的

有害偏見」。
71

不論是從前引事例，或是從心理學角度觀察，都顯示戰時的流

言蜚語對於社會的負面影響極大，莫怪乎官方試圖以各種方法防堵流言蜚語的

發生及流布，因此下文將著重探討警察如何防範與取締流言蜚語。 

五、警察對流言蜚語的防制 

有鑒於流言蜚語的負面作用，戰爭初期，有關當局已密切注意民間流言蜚

語的動向，並積極提出對策，尋求解決之道。臺北州知事藤田傊治郎在1937年8

月3日通告轄下的郡守與市尹，令其要求一般民眾留意流言蜚語、洩密行為，或

是不逞之徒的祕密行動，若有任何不對勁的情形，須立即與警察連絡。
72

臺灣

軍司令部則出面聲明，隨意散播流言蜚語者，不論軍人或常人都適用於「陸軍

                                                 
70 後藤吉五郎，〈勝敗の最後をきめる思想戰〉，《臺灣警察時報》321（1942年8月），頁20-21；臺灣

總督府警務局，〈戰時國民防諜強化運動實施に當りて〉，頁17-19。 
71 奧爾波特、波斯特曼著，劉水平、梁元元、黃鸝譯，《謠言心理學》，書前序文，無頁碼。 
72 〈流言、蜚語等は 嚴重に取締る 各郡守、市尹に通達〉，《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8月5日n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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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例如該法第九十九條規定：「戰時或事變之際，散播與軍事相關的造

言飛語者，處三年以下徒刑」，即是特別針對造謠者所設，希望民眾能多加注

意。同時也將此項聲明通報給警務局作為取締之參考。
73

總務長官森岡二朗更

於9月15日發給各地方長官與官廳、警察署首長通牒，要求嚴格取締流言蜚語。
74

於是，流言蜚語的取締就成為戰時體制下警察重要的特殊任務。 

關於戰時警察防制流言蜚語的產生與流布的情形，以下分別從時人的建議

與警察實際採行方式兩部分進行說明。 

（一）時人的建議 

1941年3月22日，臺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在臺北曾舉辦一場「流言防止座談

會」。會議由臨時情報部副部長細井英夫主持，並邀集了總督府保安課長、警

務局事務官、文書課長、視學官、臺灣軍報導部代表、臺北放送局放送部長、

青年團長、保正、學者，以及臺北州會議員施江南與黃炎生、臺北市會議員桂

式穀（蔡式穀）、藝文工作者張文環、《臺灣新民報》記者龜山炎亭（許炎

亭）等人出席。座談會的內容環繞在流言的產生原因、流布情形、對社會治安

的影響、防止流言發生的對策等。從出席人員與討論內容來看，足以兼納官方

與民間、日人與臺人、警察與一般民眾，對於流言蜚語的完整看法。其中，有

關流言的防止對策與後方社會治安的維持，是這場座談會主要的討論重點之

一，茲將其要點摘錄於後：
75

 

1.嚴罰主義：黃炎生認為要防止流言傳播，實施嚴罰主義是必要的。他舉

例說，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散播有關軍事類的流言者悉以陸軍刑法處分，使得

流言很快就絕跡。 

2.啟蒙運動：蔡式穀認為流言發生的直接原因，是因為「無智」而相信賣

卜者、乩童之類以說話為業者的話語，然後讓自己陷於不安。所以有必要對全

                                                 
73 〈造言飛語をなせば 三年以下の禁錮〉，《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8月5日n02版。 
74 〈流言蜚語の絕滅を期す 森岡長官から通牒〉，《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9月16日n02版。 
75 〈デマ防止座談會〉，頁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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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目不識丁者，以及有相當學問知識，也會閱讀報紙、雜誌，卻沒有任何軍事

知識的「無智」者，予以啟蒙。
76

 

蔡式穀的說法引起與會人士的迴響，紛紛針對啟蒙的方式提出各自看法。

歸納眾人的意見，啟蒙運動可以透過下列方法進行：（1）在各地實施演講會、

座談會，邀集地方的知識份子或有力人士對民眾進行演說，並交換意見。（2）

實際執行的方法，能以保甲、部落振興會、青年團等為單位，召集團體成員集

合以臺語發表談話，並在會後放映有關軍隊演習、航空隊飛行畫面的電影，讓

民眾認識時局發展與日本強大的軍備。（3）動員學校的教師，利用修身課或朝

會時間，向兒童說明日本國力的強盛。（4）藉由雜誌、廣播、報紙報導時事與

戰況，傳遞正確訊息給一般民眾。 

3.其他：各地進行的寺廟整理運動，使得管理者失業而對當局懷抱恨意，

或是燒掉神像而讓民間不滿，以及禁止燃燒金銀紙、燃放鞭炮，並禁絕農村的

「舊劇」等娛樂都會使流言產生。希望統治當局酌情考量這些信仰與娛樂的問

題。 

事實上，流言防止座談會中時人提出的建議，部分都已落實。例如對造謠

生事者採取「嚴罰主義」的主張，在1941年日本政府修改「刑法」，新增「安

寧秩序罪」，以及「國防保安法」、「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臨時取締

法」的頒布實施，對散布流言而危害國防、治安、經濟者明確規定刑責；1942

年陸軍、海軍刑法修正，更將散播軍事相關流言者的最高刑期從三年延長到七

年。顯見在1941年前後，官方對流言蜚語的取締與懲處已走向「嚴罰主義」。

（有關戰時流言蜚語取締的法規內容請參見表二）另外，對民眾實施「啟蒙運

動」的各種建議方式，在後文警察執行防制流言蜚語的措施中也能找到共通之

處。 

                                                 
76 當時曾有美國軍事預算擴張的報導出現，使得某些人認為美國財力與武力雄厚，而謠傳日本終究

會戰敗。這些人應為蔡式穀口中有學問知識，卻無軍事相關知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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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戰時流言蜚語取締相關法規 

法規名稱 
在臺 

施行日期 
與流言蜚語取締相關之法條／備註 

刑法 1896.8.14 

*第一百零五條第二項規定：「以惑亂人心為目的流布虛

偽事實者，處五年以下的徒刑或禁錮，或科五千圓以下

罰金；引發銀行存款擠兌及其他經濟上混亂為目的流布

虛偽事實者，處七年以下的徒刑或禁錮，或科五千圓以

下罰金」  
*第一百零五條第三項規定：「戰時、天災與其他事變之

際，蠱惑人心或引發經濟上之混亂流布虛偽事實者，處

三年以下的徒刑或禁錮，或科三千圓以下罰金」 

**前述條文皆為1941年3月11日法律第六十一號「刑法」

改正之際，新增「安寧秩序罪」的規定 

陸軍刑法、海

軍刑法 
1908.10.1 

*陸軍刑法第二十八條第七項與海軍刑法第二十三條第七

項均規定：「為了敵國的利益而從事左記行為者處死刑：

『七 造言飛語或於敵前呼叫喧噪』」 
*陸軍刑法第九十九條與海軍刑法第一百條均規定：「戰

時或事變之際，散播與軍事相關的造言飛語者，處三年

以下徒刑」 

**1942年2月19日，分別以法律第三十五號與第三十六號

修正陸軍刑法和海軍刑法，將刑期延長至七年 

臺灣違警令 1918.6.26 
*第一條第十六項規定：「不遵守左列記載事項者，處拘

役或罰金：『十六 散播流言、浮說或謊報，蠱惑人心

者』」 

國防保安法 1941.5.16 *第九條規定：「通謀外國或予以外國利益為目的流布危

害治安事項者，處無期徒刑或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言論、出版、

集會、結社等

臨時取締法 
1942.1.25 

*第十七條規定：「散播與時局相關的造言飛語者處，二

年以下徒刑或禁錮，或科二千圓以下罰金」 
*第十八條規定：「流布與時局相關蠱惑人心事項者，處

一年以下徒刑或禁錮，或科千圓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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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本表依各法令在臺實施日期順序排列。 

2.第三欄中有*記號者，為該法令中與流言蜚語取締有關之條文；有**記號

者為「備註」，補充說明法條公布與實施情形。 

資料來源：〈訓令第四十三號〉，《府報》第1595號（1918年6月26日），頁78；

〈 法 律 第 四 十 九 號 〉 ， 《 府 報 》 第 4145號 （ 1941年 3月 23日 ） ， 頁

101；〈法律第九十七號〉，《府報》第4397號（1942年1月22日），

頁89；〈法律第三十五號〉、〈法律第三十六號〉，《府報》第4432

號（1942年3月5日），頁31-32；後藤辰夫，〈經濟警察に關係ある三

法律の改正要旨に就て〉，《臺灣警察時報》306（1941年5月），頁

78-79。 

（二）警察的指導與取締 

戰時警察對於流言蜚語防制的方法，可分成預防流言發生的事前指導，以

及流言發生後的取締。正如前文曾提及時人與警察當局認為臺灣流言蜚語盛行

的原因之一，是由於民眾對時局的認識不足、戰爭知識貧乏、對國力或政府的

信賴感稀薄、皇民的信念低劣等「無知」所引起。為改善民眾「無知」而口出

臆測，以訛傳訛，有必要對一般民眾進行指導與啟發。這類的指導與啟發活

動，經常以演講會、懇談會、座談會等形式進行，並且會穿插電影放映，利用

電影畫面的影響力，來去除民眾「眼不見不足信」的心理，達到宣傳日本國

力，貶抑敵國之目的。
77

 

防止流言蜚語的各種宣導會議，大致上可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召集學

校教職員、街庄吏員、區長、州市議會員、皇民奉公會委員等地方有力人士，

由警察幹部及地方官員與前述人員進行時局懇談，並交換意見；第二種是糾集

保正與甲長到警局召開保甲會議，由警察說明時局進展與流言蜚語的指導方

針；第三種則是由保正、知識份子、地方有力人士，在學校、劇場等公共場

                                                 
77 三澤真美惠，《殖民地下的「銀幕」：臺灣總督府電影政策之研究（1895-1942年）》（臺北：前衛，

2002年），頁2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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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及各保甲與部落的常會、家長會、主婦會等場合，對一般民眾發表談

話，進行宣導。不論是哪一種型態的宣導會議，總有警察在其間指揮調度的身

影。 

當中值得注意的是，警察以保甲協助宣導防制流言蜚語。保正作為地方的

代表人物，承警察之令負責指揮監督甲長與保甲民，是直接指導一般民眾最佳

的人選，加上保甲會議向來是官方傳達政策的最佳場合，因此保甲在警察防止

流言蜚語的宣導活動中備受倚重。以臺北市為例，南警察署在1941年3月6日召

集轄下所有保正到警察局集合，由署長及高等主任與保正面對面，就流言蜚語

的指導方針進行懇談。13日，再以派出所為單位召開家長會，由保正搭配警察

進行演說，直接指導一般民眾清楚認識時局，避免大眾因無知而造謠。
78

同

時，臺北市北警察署也派出警察、保正與地方有力人士，在大稻埕等地舉辦廿

八場使用臺語宣導的時局演講會。
79

在臺中市方面，則是以派出所為單位，從

各甲中選出高女畢業的臺籍有識婦女組成「流言防止班」。先在派出所內接受

訓練，再針對「皇軍的戰果是偉大的事實、絕對信賴皇軍的思想準備、禁止流

言亂飛」三個項目，於各甲內進行宣導與演講。
80

 

除了保甲之外，警察還會利用一些外圍團體協助宣導。比如1938年由臺籍

的有力人士在萬華所組成的「保全會」，設立之目的是為了保護更生人、推行

防犯思想，執行無賴漢查察等工作。該會曾兩度邀集臺灣民眾到龍山寺參加演

講會，會議以臺語進行，內容是有關流言蜚語的取締與認識時局現況。據警察

事後評論，認為此舉對防止流言蜚語相當有效。
81

 

另一方面，警察對臺灣社會傳播流言蜚語的憂心，並且希望臺灣有識之士

協助指導的意見，在時人的記載中亦可窺見。林獻堂（1881-1956）的《灌園先

                                                 
78 〈保正と懇談會 南署も乘出す〉，《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3月7日n02版；〈南署の管內でも 浮說

徹底的一掃〉，《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3月13日n02版。 
79 〈デマ粉碎 大稻埕で講演會〉，《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3月7日n02版；〈效果を收めた デマ粉碎

の講演〉，《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3月13日n02版。 
80 〈婦人デマ防止班 臺中署の肝煎りで設置〉，《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12月15日，第02版；〈婦人

デマ防止班 本島人有識層で編成〉，《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12月25日，第02版。 
81 〈時局と刑事警察を語る座談會〉，頁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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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記》起自1927年，終於1955年，中缺1928、1936年份，恰好涵蓋了整個戰

爭時期，是彌足珍貴的私人資料，亦能補官方文獻之不足。以下舉出幾段林獻

堂日記中有關流言蜚語的記錄進行說明。 

1.警察告知流言蜚語傳播的情形 

林獻堂在日記中詳載每日重要行程，以及交遊的人物姓名及要事。因其身

分地位特殊，所以經常往來或登門求見者，除親友外，遍及鴻儒與白丁。在政

府機關任職者，最常到林家走動的非警察莫屬，有來打招呼或辭行的，有來請

教時事政策看法的，有來斡旋地方事務的，也有來閒聊雜談的。往還過程中，

可以看到警察告知林獻堂當前臺灣社會流言蜚語傳播的現象，例如： 

記特務來，謂今日之謠言頗多，有說牛能作人言，言臺灣人死一半；有說

鹽田被佔領，故無鹽可買云云。
82

 

日記裡的「記特務」是記豐一郎，當時擔任臺中州大屯郡巡查部長，為高等警

察。記豐一郎於1941年3月10日來訪，告訴林氏的流言內容，即是1941年上半年

在全臺流傳甚廣的「牛說人話」與「鹽田被佔，無鹽可買」的流言。此外，也

能在日記裡看到警察告知林獻堂流言內容後，林氏的反應是斥為「無知」，表

露「遺憾」的態度。譬如： 

濱崎巡查部長四時來雜談，言北屯庄國民學校生徒聞無知者之謠言，謂日

本戰敗，無作飛機戰艦之材料，將回收生徒之辨［按：便］當盒，生徒大

驚不敢帶辨［按：便］當往學校云。無知小兒作此舉動，實為遺憾。
83

 

                                                 
82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暨近代

史所，2007年），頁105。 
83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暨近代

史所，2007年），頁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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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警察之命宣導防止流言蜚語 

時常到林家走動的警察，以林家所在地霧峰的派出所及大屯郡警察課的職

員為主，偶爾也會有中央層級的警察幹部來拜訪。1941年10月26日，總督府警

務局保安課長後藤吉五郎到林家拜訪。林氏記載當日情形如下： 

昨晚派出所通知，本午保安課長後藤吉五郎及州高等警察課長海老澤吉松

欲來訪問余，為之準備午餐，並會猶龍、夔龍來共應酬。品川郡警察課長

亦受招待而來，待至一時二十分方至，詳問一般對皇民奉公會之感想，並

希望有識階級對民眾之指導，庶免謠言四起。
84

 

戰前取締流言蜚語是高等警察的任務之一，警務局保安課正是全臺高等警察的

主管單位。保安課長會見林獻堂時，提到希望有識份子能對民眾指導，以避免

流言發生，恰能反映警察在流言蜚語防制上的一項主張。 

同年（1941）11月29日，林獻堂到友人莊垂勝
85

處拜訪，同時招攬莊垂勝

與他同去參加演講。日記裡詳載林氏前去演講的目的與原因： 

余遂到垂勝處，丁瑞圖在焉，旣而蔡先於至，招垂勝往樂舞臺講演，因時

局切逼，以安定民心，庶免謠言惑眾，此舉蓋從警察之命令也。
86

 

演講的時間恰好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日本與美國關係極度惡化之際，民間

已經感受到國際局勢不穩的狀態。為求安定人心，林獻堂奉警察之命出席演講

會，協助官方指導民眾，避免流言惑眾。 

事實上，出席民間集會，向大眾說明時局現況，進行防止流言蜚語等政策

宣導，這樣的任務到後來已經變成林獻堂在戰爭時期的「例行公事」。例如

                                                 
84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頁359。（底線為筆者所加） 
85 莊垂勝（1897-1962），字遂性，彰化鹿港人。少時入林家擔任秘書，得林獻堂資助，赴日本明治

大學政治經濟科就讀。畢業後投入臺灣民族運動，經常隨林獻堂四處演說。後得張濬哲、張煥珪
支持，設立中央書局，為全臺規模最大的中文書局。戰後曾擔任臺中圖書館館長、臺中市二二八
事件時局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請參見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
那個時代》。 

86 同上註，頁398。（底線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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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8日，林獻堂陪同夫人楊水心參觀大日本婦人會的常會，受邀致詞的

情形： 

八時梅子來招內子參觀大日本婦人會第七保之常會，余亦與之同往，出席

者約二十名。梅子請余講話，略說時局急逼之情形，當努力奮練以防不

測，勿聽謠言以動搖人心，約談三十分間。
87

 

不僅林獻堂，當時的社會名流、知識份子、地方領導人物等臺籍菁英，都必須

參與此類活動，甚至被納入戰時動員組織（如國民精神總動員、皇民奉公會）

擔任幹部，配合官方指導一般民眾。
88

 

取締流言蜚語向來是臺灣警察的任務之一，在「臺灣違警例」中就規定

「散播流言、浮說或謊報，蠱惑人心者」得以交與警察「即決」，處以拘役或罰

金。
89

進入戰爭時期後，流言蜚語不僅產生於社會內部，也源自敵國的「思想

宣傳戰」，同時具有動搖人心、打擊士氣、妨害戰爭進行、擾亂後方社會治安

的多重危害，因此成為警察戒備與取締的重點之一。囿於資料所限，無法深入

探討戰時警察查緝流言蜚語的詳細情形，目前僅得知其取締流言蜚語的方式，

包括探查民情、祕密搜查、民眾檢舉、
90

利用線民，以及透過保甲協助取締。
91

特別是保甲向來就有協助警察取締流言蜚語之責任，在「保甲規約」中即規定

各戶家長發現「有蜚語流言或危害地方治安風俗者進入甲內時」，應立即向甲

長、保正或警察報告。
92

換言之，警察當局早已透過保甲制度，要求地方居民

                                                 
87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六）一九四四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暨近代

史所，2008年），頁164。（底線為筆者所加） 
88 有關臺籍菁英在戰時動員組織中的角色與活動之討論，可以參考江智浩，〈日治末期（1937-

1945）臺灣的戰時動員組織—從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到皇民奉公會〉（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
士論文，1997年）。 

89 〈訓令第四十三號〉，《府報》第1595號（1918年6月26日），頁78。 
90 在此舉出一則民眾檢舉的實例。1938年4月3日下午三點多，日本水產庶務課長福田勝郎聽到住在

基隆無線山下附近的居民謠傳有關時局的重大流言，隨即通知基隆署高等係。而後福田勝郎因協
助防諜有功，而在基隆防諜聯盟總會上被官方表揚。〈基隆支局通信：防諜聯盟總會〉，《臺灣藝術
新報》5：6（1939年6月），頁6。 

91 〈時局と刑事警察を語る座談會〉，頁96-97。 
92 鷲巢敦哉，《臺灣保甲皇民化讀本》（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41年），頁94-。 



警察與戰時臺灣流言蜚語的管制（1937-1945） 

─ 233 ─ 

協助監控流言蜚語的傳播與擾亂治安者的行蹤。進入戰爭時期，對於流言蜚語

的控管日益嚴格，出入地方的可疑份子也從過去的匪徒盜賊擴大到間諜奸細，

可想而知，警察將更加倚賴保甲協助警戒監控與維持治安。 

1941年2月20日，吳新榮在日記裡寫下：「南部某地方有一條牛說出人話：

『不過三月半/○○○變火炭/○○○剩一半』這當然是流言，但國際現勢已呈惡

化狀態總是事實。」
93

日記中略過不寫的字句，根據《吳新榮日記全集》編譯

者指出，「此兩句作者不便明寫，當為『日本人變火炭，臺灣人剩一半』。」
94

即使在個人最私密的日記中，吳新榮仍頗有顧忌地未把流言內容寫明，可見

戰時高壓、緊張的社會氣氛下，警察嚴格取締流言蜚語，在人們心中形成了一

把尺，自我測量，自我規範，以免逾越界線而惹上無妄之災。不僅大人們謹言

慎行，連小朋友也知道不能亂說話，否則會被警察「教訓」。戰爭後期在國民

學校低年級就讀的許曹德說： 

母親繼而叮嚀我在外面玩，切不要多講話，日本人正在打仗，說錯了話，

會被日本警察抓去派出所打死的。我當然知道日本警察的厲害，小耳朵只

在外面聽東聽西，小嘴巴絕不說日本人的壞話。我推算這一段時間，當在

一九四三年春天。
95

 

好不容易戰爭終於結束了。即使在傳出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後，大

部分的臺灣人仍對日本投降一事半信半疑，而且不敢隨便發表意見。這種現象

出現的原因，除了原先日本政府信誓旦旦絕不投降，「尤其戰時若稍微談及政

局是非，即被警察捉去拷打的痛苦經驗，令人印象深刻。」家住宜蘭的眼科醫

生陳五福在其回憶錄裡這樣說道。
96

 

前述時人的經驗反映出戰時警察以嚴厲作風與高壓手段管制流言蜚語、束

                                                 
93 原文為「不過三ヵ月半/○○○變火炭/○○○殘一半」。吳新榮作；張良澤總編，《吳新榮日記全集

5（1941）》（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8年6月），頁178。 
94 同上註，頁178。 
95 許曹德，《許曹德回憶錄》，頁85。（底線為筆者所加） 
96 張文義整理記錄，《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頁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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縛言論自由，給臺灣人民帶來難以忘懷的恐懼與傷害。一直到戰爭結束初期，

人們仍然心有餘悸，未能鬆綁緊縛的精神枷鎖。 

六、結論 

本文從警察分析戰時流言蜚語生成原因開始，繼而論及不同時期流言蜚語

在臺灣傳播的情形，並說明流言蜚語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最後以警察對流言

蜚語採取的防制措施及時人觀感作為收束。一方面透過大量與警察相關的文

獻，試圖以「警察之眼」去探看戰時流言蜚語的起因、流布概況與因應之道；

另一方面，嘗試分析流言蜚語的內容，並與時代背景相互連結，以了解戰時社

會中人們在意、關心、憂慮、恐懼、抱怨、期望的事物。在這樣雙重的企圖

下，觀察到警察眼中的流言蜚語是由於變動不安的環境與心理、民眾無知的狀

態，以及敵人故意散播而形成，對戰時社會尤其有負面作用，必須透過宣導與

取締全力遏止。並且從時人的經驗裡，映照出警察箝制言論的高壓監控方式令

多數民眾噤若寒蟬的實像。 

矛盾的是，雖然警察嚴格管制，流言蜚語卻未曾真正在臺灣社會絕跡。若

將本文中流言蜚語的內容與時空背景相對照，除卻部分匪夷所思者之外，亦能

發現被警察認為毫無根據的流言，並非完全虛構不實。事實上，多數流言將不

同程度的「真實心聲」與「虛構情節」揉雜在一起，經過提煉分析，能萃取出

民眾對當前生活處境的個人想法或集體觀感。例如在戰爭爆發後，民間謠傳政

府即將徵收個人私有財物，或是被派遣到前線的臺灣人軍夫將會被殺害，以及

鹽田被炸毀，導致無鹽可用的各種流言蜚語，處處透露出戰爭期間一般人對身

家性命和財產遭受威脅，乃至對生活必需品匱乏的擔憂。 

另外，日本政府在戰時面對臺灣人民有中國與日本「兩個祖國」的特殊情

況，為使臺人能全心全意效忠日本、協助作戰，因而推動強化日本色彩與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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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因素的皇民化運動。
97

然而，檢視皇民化運動推行期間的流言蜚語內容，

卻可以發現臺灣人對殖民母國的信心顯著不足。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或太平洋

戰爭的初期，即使日本戰勝捷報連連傳來，民間有關日本戰敗的流言卻紛傳不

休，認為日本豈會打敗強盛的中國與美國者，大有人在。太平洋戰爭末期，隨

著日本敗象漸露，敗戰流言不脛而走乃理所當然，只是在敗戰與預測美軍即將

登陸的流言中，日人懷疑臺人為歡迎美軍而製作美國國旗，或不穿日式服裝以

避免被誤認；臺人也強烈意識到自己不是日人，散播穿著中國服飾不會被美軍

殺害，甚至擔心自己名列政府黑名單，在美軍登陸時會被日人「處理」掉的流

言。由此可見臺人與日人相互猜忌，彼此懷抱著不信任感共處在戰時社會。流

言蜚語背後所透露出的人心狀況堪可玩味，並值得繼續深究。 

綜觀全文，當戰爭如烈火般燃燒，持續地加溫，在高度的心理壓力與不確

定性之下，儘管警察嚴格壓制、防堵，人們仍會將心裡所思所想以各種形式的

流言蜚語流瀉出來，就像緊閉的鍋蓋阻絕不了熱鍋中溢出的，飽含「時代真

味」的香氣。這或許就是流言能夠源源不絕出現在臺灣社會的理由吧。 

 

（責任校對：林姿秀） 
 

                                                 
97 蔡錦堂，《戰爭體制下的臺灣》，頁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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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盧溝橋事變前《臺灣日日新報》刊載「流言蜚語」報導標題一覽 

標    題 日  期 

蜚語流說 1898-08-17(2) 
本島人間の流說浮言（日露の關係に就て） 1903-10-08(2) 
車伕の喧嘩と流說 1904-09-18(7) 
硬貨改鑄の流說 1906-08-08(2) 
阿片煙膏價上げの流說 1909-12-14 (2) 
大屯山が破裂すると 奇怪な流言蜚語 1920-06-12(7) 
無稽な流說 1926-08-30(n2) 
流言蜚語に迷ふな 臺南州知事から有力者を戒しむ 1927-04-26(7) 
保險詐欺放火犯に絡る流說 1927-12-10 (5) 
稻江醫院爲何物 腸疾全治患含淚宣言 流言蜚語可一掃 1928-12-01 (4)漢 

問題の『昭和三年銘五十錢』 この頃拒絕者續出 贗造多

しの流說に迷はされて 通貨が非通貸たらんとす 
1930-03-15(7) 

臺南州下の 種種の流言蜚語 當局の取締りで漸く落著く 

被害戶數は約三千戶 
1930-12-10(7) 

流言蜚語の 犯人嚴探 1930-12-10 (7) 
金儲の流言蜚語で 内地人三名捕はる 歲末ナンセンス 1930-12-11 (n2) 
臺南州下 流言蜚語 1930-12-11 (n4) 
廿四日晩至早朝 繼續震動五囘 流言蜚語盛行 1930-12-25 (8)漢 

廿四日曉より早期に 五囘に亙つて震動 流言蜚語盛んに

傳へらる 
1930-12-25 (n1) 

雨の都基隆までが 未曾有のぉ天氣續き 正月五日間の快

晴に 流言蜚語まで傳る 
1931-01-07 (n2) 

以多雨名之基隆 新正未曾有快晴 遂生出流言蜚語 1931-01-07 (n4)漢 

流言蜚語を誡む 臺中州知事より通牒 1931-11-09 (2) 
流言蜚語で 拘留十五日 老本島人檢擧さる 1932-02-0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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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言蜚語で またも二人檢擧 いづれも拘留二十日 1932-02-05 (7) 
安心あれ 流言蜚語等に 惑はされるな 1932-02-06 (n2) 
上海事件以來 馬公は異常の緊張 日夜海上監視を嚴にし 

流言蜚語の取締厲行 
1932-02-07 (3) 

帝都勃發不祥事件 本島取締流言蜚語 督府警務局通牒地

方廳 
1932-05-17 (8)漢 

流言蜚語を 本島でも取締る 各地方廳に通達 1932-05-17 (n2) 
土匪策源地に突如軍隊出動 實はただの 演習と判明 流

言蜚語時代のウ ルトラナンセンス 
1932-06-25 (3) 

逃走の變態癩患者 未だ發見されず 二十日夜建成町方面

て 見たものがあるとのデマ 
1932-07-22(n2) 

街庄長の 改任期迫り デマ﹑排擊﹑陳情で大騷ぎ 1932-08-09(3) 
臺南大宮町の 火事騷ぎ デマ亂れ飛び眞相調查中 1932-12-11(3) 
早蕨漂流説は 支那人一流のデマ 搜查したが手掛なし 1932-12-23(7) 
デマを飛ばすは 支那人の國民性 早蕨漂流説もその一 1932-12-30(n1) 
蔣渭水の遺兒が南署へ不穩投書 デマを飛ばした二支那人

は拘留 
1933-03-17(n2) 

ナンセンス式のデマ 李氏夫人自殺未遂説 1933-03-18(n2) 
基市本島人流言蜚語 基署欲檢擧之 1933-03-29 (n4) 
拷問死だと本島人がデマ 州刑事課で調査開始 1933-04-26(7) 
防空演習で 亂飛ぶデマ 1933-06-29(7) 
流言蜚語 命華人退去 1933-08-03 (8)漢 

支那人に 諭示退去を命令 流言蜚語を放つので 1933-08-03 (n2) 
詐取云云はデマ 1933-08-19(3) 
飛ばしたデマが 當局に筒ぬけ シヤロ蕃の不穩計畫事件 

社衆は口車に乘らず 
1933-09-23(n2) 

天主公敎會の とんだ濡衣 祕密地圖などデマ / デマに憤

慨 靜修女學校で 
1934-0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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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警察に對し 支那紙、氣を廻す 『便船每に密偵を送

る』と デマ亂れ飛ぶ對岸各地 
1934-05-24(n2) 

大稻埕方面に 流言蜚語 犯人を嚴探中 1934-06-23 (7) 
亂れ飛ぶ 對岸のデマ 臺灣の特種演習につき 1934-06-24(n2) 
警察消防靑年團を總動員し 徹宵街内を警戒 流言蜚語に

街民兢兢 
1934-09-09 (3) 

街内流言蜚語 徹宵警戒 1934-09-10 (8) 
蓬萊出港までに いろくなデマ 指令も來ず無事出港 1934-11-10(7) 
市營漁民住宅に 三人組强盜 調べて見たらデマ 1934-12-12(n2) 
デマらしいので 二度びつくり 臺北の各關係方面が 1935-02-09(7) 
蓬萊米代用は尚ほ研究中のこと 申請説はデマと判明 1935-03-15(5) 
解剖の結果 流說解消 中壢の流腦注射事件 1935-04-13(n2) 
三百圓云云は全くのデマ 1935-04-14(7) 
慰問白米の密賣説はデマ 1935-06-27(n2) 
デマが亂れ 市中は憂鬱 新竹市のこの頃 1935-08-11(n2) 
鳳梨合同の怪聞は途方もないデマ  合同には何の懸念もな

い 
1935-09-15(7) 

デマが飛んて 十日も拘束さる 苑裡信組の公金紛失事件 1935-10-02(7) 
公學兒童數十名の 溺死説に父兄らビツクリ デマ流布者

に十五日の拘留 
1935-10-19(5) 

飛行機墜落の デマで大騷ぎ 1935-11-10(7) 
福建民報が 噴飯に堪へぬデマ 基隆市に暴徒蜂起説 盛

京丸の對岸情報 
1936-07-12(n2) 

火燒島はデマが亂れ飛ぶ 1936-07-15(7) 
本島人壯丁の體格檢查から 臺中市内に流言蜚語 戰爭防

止の祈願迄飛出す 
1936-07-24 (5) 

馬公特別開港場の復活に就てデマ 木幡參謀長は否認 1936-07-31(9) 
基隆市中に デマを流布 犯人は十七歲の内地人給仕 1936-08-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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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船現はる」のデマ解消 怪船の正體判明 1936-09-08(9) 
無智な一部本島人 防衛團に奇怪な流說 當局は內偵を續

く 
1936-09-26(7) 

流言蜚語の本源は 支那人石工 遠からず諭旨退去か 1936-10-03 (2) 
惡質のデマ亂飛び 取締當局尖鋭化す 裏の裏を行く抱込

み戰法 蘭陽地方 政戰愈よ土壇場へ 
1936-11-20 (9) 

遽しい年の暮に 大金紛失のデマ 〝帝糖で十二萬圓を盜

まる〞と 脫走犯搜查が噂の因 
1936-12-27 (9) 

呪ひの枝 盛にデマ飛ぶ 1937-05-10 (7) 
『毒殺』のデマ 1937-05-29 (5) 
港從組合支部擴充強化か 危機迫ろの流說から 1937-06-22(9) 

說明：日期欄中「括號」中的數字代表版次，數字前方有「n」者為夕刊，例如

1936-07-12(n2)，即出自於1936年7月12日夕刊第2版；日期後方有「漢」字

表示出自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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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1937-1945年全臺流言蜚語輯錄 

類型 時間 流言蜚語的內容 
流傳

地點
出處 

經濟 1937.9 

臺北萬華地區謠傳日本政府因中日戰爭導

致財政困難，要接收抵押中的貴金屬，使

得數十名中產階級以下者湧到當舖，欲究

明實情。 

臺北 
*臺灣警察時

報n.269 
p.67、92-93 

軍事/ 
戰況 

1937.9 

臺籍新聞記者看到中國飛機大量被擊中的

「號外」，造謠說：其實大部分是日本的

飛機被擊墜，卻謊報戰果。中國軍隊很

強，會敗給日本是胡說八道。 

臺北 
*臺灣警察時

報n.269p.94 

軍事/
動員 

1937.9 

在基隆市的臺灣人之間流傳加入防衛團就

不會被徵召當軍夫的謠言，使得加入防衛

團的申請突然增加。 
基隆 

*臺灣日日新

報

1937.9.29(n2) 

其他/ 
治安 

1937年

盧溝橋

事變後 

臺中市橘町一名受雇為人做事的中國人唐

子英，因在臺中公園表參道入口附近東側

的廁所塗寫不妥字句，而被臺中警察署高

等警察於基隆逮捕。偵訊後供出，在盧溝

橋事變後與同市另一名從事裁縫的中國人

林華，兩人皆具有反日意識，意氣相投，

企圖擾亂人心，散布中國與日本一戰是為

了使臺灣重回中國的謠言。 

臺中 
*臺灣日日新

報

1937.9.18(5) 

軍事/ 
戰況 

1937年

盧溝橋

事變後 

日本軍戰勝的新聞或廣播的報導都是虛

報，實際上是中國戰勝。 
臺灣 

*臺灣警察時

報n.269 
p.78、94、 

n.296 p.20 
軍事/ 
戰況 

1937年

盧溝橋

1.中日交戰的結果，若日本戰敗，不管滿

州或臺灣當然都應該交還給中國。 
臺灣 

*臺灣警察時

報n.269 



警察與戰時臺灣流言蜚語的管制（1937-1945） 

─ 241 ─ 

事變後 2.因為日本戰敗，臺灣要回歸中國。 
3.中日戰爭的結果是日本敗戰，臺灣再次

成為中國的領土，我們將回歸祖國，得以

免除日本官憲的束縛。 

p.94、n.296 

p.20 

經濟/
金融 

1937年

盧溝橋

事變後

現存在銀行、信用組合等的儲蓄會被沒收

一半，作為國防獻金。 
臺灣 

*臺灣警察時

報n.296 p.21 

經濟/
金融 

1937年

盧溝橋

事變後

今後土地將被課予極端的戰時稅，所以早

點賣掉換成現金放置才是好方法。 
臺灣 

*臺灣警察時

報n.296 p.21 

經濟/
金融 

1937年

盧溝橋

事變後

伴隨著戰局進展，乃至於日本的貨幣不能

流通等等，如同攪亂了下層經濟界。 
臺南 

*臺灣警察時

報n.269 p.78 

軍事/
動員 

約1937
年底至

1938年

4月以

前 

在徵集軍夫出征之際，坊間謠傳日軍會在

登陸作戰時先派出軍夫；因事關機密，回

來前就先在戰地把軍夫殺光。 
臺灣 

*臺灣警察時

報n.269 p.100

經濟/
糧食 

1938.1 

臺灣與上海之前的航線重啟營運，民間謠

傳能從上海輸入麩皮（小麥磨成麵粉後所

留下的皮殼﹑碎屑，可做為飼料），總督

府金融課出面闢謠，並重申不許可方針。

臺灣 
*臺灣日日新

報1938.1.2(2)

軍事/ 
戰況 

1938.2 

臺北州下某地謠傳有怪飛機向臺灣飛來。

流言的內容還包括： 
1.中國的飛機比日本的飛機更優秀，也沒

聲音；2.無法判別飛機在何時及何處降

落；3.在武器方面，日本劣於中國；4.被
一個大炸彈擊中，會使一個町或村全毀。

臺北 
*臺灣警察時

報n.269 p.93 

其他 1938.4 1938年4月13日下午三點左右，新竹州大 大溪 *臺灣日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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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郡大溪街謠傳有三名小孩掉落公學校前

的古井，警察與壯丁團出動搜尋，甚至以

幫浦抽乾水井卻一無所獲。 

報

1938.4.17(5) 

軍事/ 
戰況 

1938.5 

鳳山郡大寮庄簡姓壯丁團副團長與同庄二

名人士，在慶祝「徐州陷落」的提燈隊伍

解散後，將提燈燒毀，嘲笑日本，並說：

日本在徐州勝敗無法判斷，居然有提燈遊

行很可笑。被高雄憲兵分隊檢舉，依陸軍

刑法第九十九條求刑。 

大寮 
*臺灣日日新

報1938.6.3(5) 

其他/
理蕃 

1938年

上半年 

高雄州理蕃課命令原住民自動繳納隱匿的

槍械，共有二百五十把槍械被繳出。之後

有人將此事與盧溝橋事變連結起來，在各

部落散布因日本軍隊槍械不足才會下令繳

納槍械的流言。當局為了闢謠，召集各蕃

社代表到高雄，在其面前分解槍械，把槍

托燒毀，金屬部分則丟到高雄港的海裡，

以示澄清。 

高雄

州原

住民

部落 

*臺灣日日新

報

1938.6.22(5) 

經濟/
金融 

1938 年

9-10月 

1938年9-10月左右，中南部（特別是臺中

地區）出現輔助貨幣（輔幣）匱乏的現

象，相關的流言與異常行為因此出現。例

如彰化謠傳臺銀某天可兌換十元以內的輔

幣，就有一堆人蜂擁至臺銀窗口兌換；也

有民眾相信流言，而將輔幣「死藏」不

用。 

臺中 

*臺灣日日新

報1938. 
9.13(5)、

1938.9.30(1)
、1938. 

10.12(5) 

其他 1939.7 

臺北市役所衛生課員與南警察署衛生係員

固定在市內巡迴，進行傷寒疫苗接種工

作。住在臺北市古亭的陳姓腳踏車商，煽

動 別 人 說 「 去 注 射 那 些 有 的 沒 的 有 效

嗎？」使得7月31日當天前來接受施打疫

臺北 
*臺灣日日新

報

1939.8.2(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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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者不足五十人（平常約三百人）。讓南

署極為氣憤，將陳某以違反違警例拘留。

其他 1939.10

1939年10月1日是花蓮港碼頭竣工的開港

典禮。臺北、基隆一帶，謠傳自1日起的

一週以內，購買基隆到花蓮的來回船票能

有兩圓的折扣，因此當天約有一百多名臺

灣人湧到大阪商船基隆支店，要求買票。

臺北

基隆 

*臺灣日日新

報

1939.10.2(3) 

其他/
物資 

1939.11
-12 

臺中州北斗郡謠傳「最近對金屬類物品將

強化統制，不用說價格一定會暴漲，相關

製品恐怕品質也不佳」。因此有許多人跑

到鄰近的鹿港、西螺買鍋子。 

北斗 
*臺灣日日新

報

1939.12.20(5)

其他/
治安 

1940.9 

臺南州東石郡謠傳有一群六到十名的覆面

男子，頭上戴著小燈泡，手持凶器，入侵

不同部落偷盜。使得人心惶惶，自備武器

對抗。經高等警察調查，認為可能是夜間

釣青蛙人的惡作劇，而出面澄清闢謠。 

東石 
*臺灣日日新

報

1940.10.2(4) 

其他/
治安  

1941年

春天 

1.繼母虐待/殺害繼子。 
2.殺害繼子的「鬼婆」（狠毒的老太婆）被

公開。 
臺灣 

*部報

n.122p8、

n.149p.19 
*臺灣警察時

報n.319p.15 
*臺灣時報

n.257p.87-88 

軍事/ 
戰況 

1941年

上半年

牛會開口說人話，說出： 
1.臺灣人剩一半。 
2.臺灣人除了三分之一以外會全部滅亡，

而被憤怒的主人而殺掉。 

臺灣 

*部報

n.122p8、.n.1
49 p.19 
*灌園先生日

記1941.3.10 
p.105 
*吳新榮日記

1941.2.20 
p.178 
*臺灣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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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57 p.84-87 
軍事/ 
戰況 

1941年 
上半年 

坊間謠傳： 
1.鹽田被炸毀，導致無鹽可用； 
2鹽田被佔領，導致無鹽可買。 
因此出現民眾買鹽囤積的情形。 

臺灣 *部報n.122 
p8、n.149 

p.19 
*灌園先生日

記1941.3.10 

p.105 

經濟 

軍事/ 
空襲 

1941年 
10-11月 

屏東市小川町在1941年10-11月間流傳敵機

來襲的流言。據屏東警察署特高警察調

查，原來是當地居民劉張和妹在第三次第

一種防空訓練時，聽到臺語廣播宣導敵機

來襲時，平常準備的必要性，而誤以為敵

機將來襲，加上看到市內國民學校兒童配

戴著姓名牌而更加不安。10月20日到大宮

町的王爺廟去問神明「敵機何時會來？」

「11月13日的時候。」「那時要逃往何處

比較好？」「往防空壕中逃吧。」劉張和

妹又將此事告知鄰人杜家太太，杜又向朋

友們說大宮町王爺廟的金爐發火，最近會

有異變，以及敵機來襲時沒有防空壕的人

要逃到萬丹云云。導致當地敵機來襲的流

言紛飛。 

屏東 
*臺灣日日新

報

1941.12.7(4) 

其他/
治安 

1941年 
年底 

警務局保安課長後藤吉五郎舉出1941年年

底流傳在臺北的間諜流言傳播變化之例：

聽說拉手風琴的是間諜→拉手風琴的被當

作間諜給檢舉了→被憲兵隊檢舉是我自己

看到的。 

臺北 
*臺灣警察時

報n.321p.21 

軍事/
空襲 

1941.12 
臺灣憲兵隊司令官石田乙五郎舉出「大東

亞戰爭」發生之初，臺灣盛行的流言： 
臺灣 

*臺灣警察時

報n.321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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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況 1.媽祖廟的神明預言1941年12月15日美國

會攻擊臺灣。 
2.美機空襲嘉義，高雄也被空襲而潰滅。 
3.水牛會說人話，說美國軍隊即將朝臺灣

而來。 

軍事/ 
戰況 

1942.11

濱崎巡查部長四時來雜談，言北屯庄國民

學校生徒聞無知者之謠言，謂日本戰敗，

無作飛機戰艦之材料，將回收生徒之辨當

盒，生徒大驚不敢帶辨當往學校云。無知

小兒作此舉動，實為遺憾。 

臺中 
*灌園先生日

記1942.11.17 

p.294 
經濟 

經濟 1942.12

花蓮港廳近來有「味噌與醬油要實施切符

制度」的謠言在各個家庭中流傳。經濟警

察出面查明原因，指出是販賣機構有部分

變革所致。本來是生產者直接賣給零售商

或消費者，現在則由製造業者通過「組

合」分配後，再由零售商販售給消費者。

花蓮 
臺 灣 日 日 新

報

1942.12.15(3)

軍事/ 
戰況 

1943.12 兩個月前昭南（新加坡）被敵軍奪回。 臺灣 *流言p.12  

軍事/ 
戰況 

1943.12

塔拉瓦島（Tarawa）、馬金島（Makin ，吉

爾伯特群島之一）陣亡的軍屬皆是臺灣出

身者。 
臺灣 *流言p.12 

軍事/
空襲 

1943.12 先前「霍亂」的流行是敵機散布的 臺灣 *流言p.13 

軍事/
空襲 

1943.12
從被擊落的敵機上以降落傘跳下來的敵兵

未被發現，憲兵與警察正拼命地搜索。 
臺灣 *流言p.13 

軍事/
空襲 

1943.12 敵機中有女性乘坐。 臺灣 *流言p.13 

軍事/
空襲 

1943.12
新竹空襲中發表的三架被擊落的敵機，似

乎是我軍的飛機 
臺灣 *流言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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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
動員 

1943.12 
被召集的未婚女性是要送到大陸當軍隊之

妻。 
臺灣 *流言p.13 

軍事/
其他 

1943.12 

東港、潮洲方面，有憲兵（或警察官）頻

頻逮捕市內有力者，隔天妻子捧其遺骨而

歸。 
臺灣 *流言p.14 

軍事/
其他 

1943.12 
從12月1日起，民間也要武裝，不得外

出。 
臺灣 *流言p.14 

軍事/
其他 

1943.12 
以高價購買的舊衣服似乎是要送往重慶的

火藥。 
臺灣 *流言p.14 

經濟/ 
糧食 

1943.12 
臺南的海軍因購入黑市魚貨而被警察官毆

打。 
臺灣 *流言p.15 

經濟/
其他 

1943.12 最近家畜似乎要課稅。 臺灣 *流言p.16 

其他 1943.12 ○○人的英靈每晚在學校的走廊出現 臺灣 *流言p.16 

其他 1943.12 
冬至祭祀若早一日的話，明年就不會造受

災害。 
臺灣 *流言p.16 

經濟/ 
糧食 

1943.12 
1.謠傳食鹽或醬油將要實施配給制度。 
2.謠傳食鹽或醬油缺貨難買。 

基隆 
宜蘭 
屏東 
東港 
花蓮 
大樹 

*流言p.19-22 

軍事/
戰況 

1943.12 

高雄州下多數臺灣人預測美軍會登陸本

島，製作數千面美國國旗，因此被憲兵檢

舉。 
臺北 *流言p.27 

軍事/
動員 

1943.12 
未婚的本島人女性會被派遣到南方，因此

必須儘早結婚。 
臺北 *流言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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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
戰況 
空襲 

約從

1941.11
至 

1943.12

住在高雄鳳山的木屐商人駱蕃蒙，因自己

的生意不振，抱持極度的反戰思想，相信

日本在大東亞戰爭中必敗。對近鄰，以及

為了非法醫療而到住家來訪的鳳山、東港

郡下層臺灣人，散播以下流言； 
1.貧乏小國日本必定會敗給世界第一富有

的美國與英國。 
2.日本一定會敗給美、英兩國，現在使用

的紙幣會跟紙屑同樣無用，這段時間內藏

匿無論何國都能流通的金、銀幣才是良

策。 
3.來到新竹附近的大量敵機正朝鳳山方向

前來，現在逃往山中比較有利。 
4美、英飛機來空襲的話，是很有趣、值

得一看的戲。 

鳳山 *流言p.40 

政治 1944.7 對於東条內閣總辭與繼任者的臆測。 臺北 *流言p.101 

軍事/
戰況 

1944.7 

最近臺灣人不穿「モンペ」（日本農村婦

女勞動時穿的褲子），因敵人登陸時會被

誤認為內地人。 
臺南 *流言p.112 

軍事/
戰況 

1944.7 
臺灣人改姓名，對內地人奉公，在敵人登

陸的場合，會和內地人一樣被殺害。 
佳里 

*流言p.112-

113 
軍事/
戰況 

1944.7 
據說美、英軍登陸時，若穿支那長衫就能

保住性命。 
旗山 *流言p.113 

軍事/
戰況 

1944.6 

住在高雄鳳山的魚肉商孔真亭，對鳳山街

青果市場內的六名臺灣人，散播以下流

言： 
1.現在的時局還保留金錢的人是笨蛋。 
2.保留與紙屑同樣的東西，在空襲時會被

燒得精光。 

鳳山 *流言p.121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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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英的物資多、飛機也多，不知何時

會來空襲，殺光一切。 

軍事/
戰況 

1944.9 
傳聞臺北方面的臺灣人預測美軍會登陸，

而在練習「跳舞」。 
嘉義 *流言p.151 

軍事/
戰況 

1944.7 

因塞班島日軍守備部隊全員戰死消息傳

來，導致民間謠傳： 
1.登陸塞班島的敵軍出現像「游擊隊」一

樣的行為。 
2.傳聞被美、英士兵俘虜的年輕女性受

辱。 

臺灣 
日本 
朝鮮 

*流言p.161 

軍事/
戰況 

1944.9 

1.敵人似乎登陸沖繩。 
2.傳聞為了讓敵人即使登陸也不能運輸，

而將鐵路拆卸下來。 
臺灣 *流言p.164 

軍事/
戰況 

1944.10 
在菲律賓東方的海面上，敵人的大機動部

隊已舉白旗投降了，你沒聽說嗎？ 
臺灣 

*新建設 

v.4n.1p.22 

軍事/
戰況 
空襲 

1944.10 

因臺灣遭受空襲與「比島沖海戰」（亦稱 
「雷伊泰灣海戰」或「萊特灣海戰」）而

引發的種種流言，包括高雄捕獲三名女俘

虜；臺灣的精糖工廠被轟炸，下個月無法

配給砂糖；敵機空飄寫著不攻擊住宅，專

門攻擊軍事設施的傳單；來襲的敵機裡有

中國籍的飛行員同乘，作為嚮導以砲擊軍

事設施等。 

臺灣 
日本 

*流言 

p.169-170 

其他/
治安 

1944.10 

臺北市張姓警防團員在往外士林的路上得

知，回來以後向其他警防團員散布流言

說，「聽說敵機在北投、士林方面飄落宣

傳單，書寫的內容是：『不要全力以赴，

內地人死了也好』」。 

臺北 *流言p.174 

其他/ 1944.10 臺北市日新町一婦人用臺語向養女與鄰人 臺北 *流言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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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 說：「聽說高鼻子的傢伙（指美國人）不

殺穿中國服飾的，穿洋服的有危險了」。 

軍事/ 
戰況 
空襲 

1944.10

因10月12日以來，臺灣連續發生空襲，以

及臺灣空戰的影響而引發有關敵軍登陸或

空襲激烈化的謠言，其中有： 
1.聽聞敵機轟炸內地人住宅，卻無轟炸臺

灣人的。 
2.南方佔領地也好、臺灣也好，納入美國

的統治之下是好事。 
3.若美軍登陸臺灣，說「welcome」比較

好。 
4.聽說高鼻子的傢伙（美軍）不殺穿中國

服飾的，穿洋服的有危險了。 

臺灣 *流言p.186 

軍事/ 
戰況 

 
1944.11

住在高雄州恆春郡的無業者山根博，為接

受飲食招待而假裝成航空兵，對內地人婦

女說： 
1.日本的聯合艦隊有七百五十隻。 
2.自己曾在高雄海上擊落二十八架敵機。 
3.依照被逮捕的俘虜說法，敵人預定在10
月15日在臺灣登陸。 

恆春 *流言p.202 

軍事/ 
空襲 

1944.12
中島飛機製作所被轟炸，工人有四百名死

亡。 
臺灣 *流言p.209 

軍事/ 
空襲 

1944 

當三十三年盟軍開始轟炸臺灣的時候，世

間就流佈一種謠言，說：“林獻堂先生和

蔣委員長已有暗默的諒解，所以霧峯絕對

不會受美軍的轟炸。”不但臺人信以為

真，而且日本人竟也相信起來，很多日本

人的家屬疏散到霧峯去。 

臺中 
*臺灣人物羣

像p.270 

軍事/ 1945.3 住在苗栗通霄的錢苓任對四名友人說：從 通霄 *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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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況 情勢來看，敵人必定會登陸。我家離海岸

這麼近，很容易看見敵人登陸，屆時要協

助嚮導。 

p.229-230 

軍事/ 
戰況 

1945.3 

宜蘭礁溪六結的人力車夫林江番在飲食店

內，對在場約十名正在喝酒的客人說：

「如果敵人登陸的話，我就找人一起襲擊

警察」。 

礁溪 *流言p.230 

軍事/ 
戰況 

1945.4 

住在花蓮港的同盟支局長高木慶司在臺東

的「料亭」（高級日本料理店）對朋友

說：「菲律賓的戰局不必多說，以裝備貧

弱的兵力要如何取勝？山下將軍（按：山

下奉文）也要舉手投降」。 

臺東 *流言p.236 

其他/
治安 

1945 

池上附近有傳言說：有人在夜間燈火管制

時，以懷中的電燈交換信號。當時臺東警

方已收到敵軍空降部落可能會降落的情

報，因此格外緊張，嚴格監控。結果發現

是臺灣人女性在夜晚祭拜媽祖的線香之

火，確認前述傳言純屬謠言。 

池上 
*遥かなると

き台湾p.306-

307 

軍事/
戰況 

1945 

戰爭末期，謠傳美軍即將登陸臺灣。殖民

當局為避免臺人與美軍裡應外合，手上握

有一份黑名單，預定在美軍登陸後由各地

特務處決這些人，或是將這些人送到敵

前，讓美軍「處理」掉。 

臺灣 

*回首來時路

p.118-119 
*吳新榮回憶

錄p.186-187 
*陳逸松回憶

錄p.289 
*無花果 

p.148 
*臺灣人物羣

像p.260 
* 臺 灣 連 翹

其他/
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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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8 

軍事/ 
空襲 
戰況 

太平洋

戰爭後

期 

太平洋戰爭後期，臺灣各地被盟軍空軍轟

炸，民間傳說媽祖顯靈救百姓於危困。主

要的傳說類型有：空襲前顯靈指示信眾避

難、以衣裙接炸彈、以身體去接炸彈、民

眾到媽祖廟裡避難、庇祐地方安全、救助

戰地臺灣軍夫危難。 

臺灣 

*戰時體制下

的臺灣學術

研討會論文

集p.248-251. 

說明：1.本表依流言蜚語流傳的時間順序排列。 

2.「出處」一欄中，「v」代表卷數。「n」代表期號，「p」代表頁數；

《臺灣日日新報》後方括號內數字為版次。其他書名可與下方資料出處對

照查詢。 

3.本表儘可能將流言蜚語傳布的地點標示出來，如無法判定或此則流言分布

的範圍遍及全臺，則在「流傳地點」標示為臺灣。另外，有些關於日本戰

局的流言亦流傳在日本本土與朝鮮，本表也會標示出來。 

資料出處：《新建設》；《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時報》；《臺灣總督府臨時

情報部部報》；《臺灣警察時報》；吳新榮，《吳新榮回憶錄：清白

交代的臺灣人家族史》（臺北：前衛，1991）；吳新榮作、張良澤總

編 ， 《 吳 新 榮 日 記 全 集 5 （ 1941 ） 》 （ 臺 南 ： 國 立 臺 灣 文 學 館 ，

2008.6）；吳濁流著、鍾肇政譯，《臺灣連翹》（臺北：南方叢書，

1987） ； 吳 濁 流 ， 《 無 花 果 》 （ 臺 北 ： 前 衛 ， 1993） ； 青 木 說 三 ，

《 遥 か な る と き 台 湾 ： 先 住 民 社 会 に 生 き た あ る 日 本 人 警 察 官 の 記

録》（大阪：關西圖書，2002）；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

生 日 記 （ 十 三 ） 一 九 四 一 年 》 （ 臺 北 ： 中 研 院 臺 史 所 暨 近 史 所 ，

2007）；林獻堂著、許雪姬編註，《灌園先生日記（十四）一九四二

年》（臺北：中研院臺史所暨近史所，2007）；南博、佐藤健二編，

《近代庶民生活誌  第四卷  流言》（東京：三一書房，1985）；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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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整理記錄，《回首來時路：陳五福醫師回憶錄》（臺北：吳三連基

金會，1996）；陳逸松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回

憶錄：太陽旗下風滿臺》（臺北：前衛，1994）；葉榮鐘著、李南衡

編 ， 《 臺 灣 人 物 羣 像 》 （ 臺 北 ： 帕 米 爾 書 店 ， 1985） ； 鍾 淑 敏 等 訪

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臺北：中研院臺灣史

研究所，2010）；戴寶村，〈B29與媽祖：臺灣人的戰爭記憶〉，發表

於 國 史 館 臺 灣 文 獻 館 主 辦 「 戰 時 體 制 下 的 臺 灣 學 術 研 討 會 」

（2004.10.26-27），頁235-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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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e and control of the rumors in wartime Taiwan (1937-1945) 

 
Yi-fen Guo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y rumors started, how 

rumors spread, and how the police prevented rumors in wartime Taiwan based on 
a large amount of police-related data. In addition,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reveal what people cared for, worried about, feared of, complained about, and 
hoped for in wartime Taiwan by analyzing content of the rumors and connecting 
the rumors with background of wartime.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es, it was established that, in wartime Taiwan, the 
police thought the rumors were attributed to changes in environments, mass 
agitation, public ignorance, and the enemy. Because of their negative effects on 
society during wartime, the rumors must be prohibited through persuasion and 
suppression done by the police. Additionally, an investigation of wartime people 
experience also revealed their fear and silence caused by the police’s high-handed 
ways of controlling public opinion. 

 
Keywords: police, rumors (ryugenhigo),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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