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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許丙丁的漫畫看日治時期的臺灣警察 

蔡秀美 
摘

要

本文利用許丙丁刊載於日治時期《臺灣警察協會雜誌》及《臺灣警
察時報》中的警察漫畫作為材料，探討許氏的警察漫畫所呈現的基層警
察形象，以究明許氏警察漫畫與其警察生涯之關連。曾經擔任日治時期
臺灣人基層警察幹部「巡查部長」的許丙丁，戰後絕口不談其日治時期
從事刑事警察之經歷。然而，本文探討之結果顯示，許氏所繪的警察漫
畫呈現不少關於基層警察平日執勤生活、辦理刑事案件、與民眾接觸等
之情景，有的畫作亦具有諷刺警界階層結構之意味，其畫作的靈感來源
似乎取材於許氏的實際警務體驗和觀察。透過許氏的警察漫畫，有助於
瞭解向來文獻資料中難以完全呈現的日治時期警察生活實況，以及當時
臺灣人警察的處境。

關鍵字：許丙丁、巡查、漫畫、川柳、圖像



本文初稿荷蒙兩位匿名審查人仔細審閱原稿，指正原稿之疏漏和不逮之處，並惠賜許多精
闢的修改建議，使本文之論述更臻適切允當，謹特申謝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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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日治時期自由主義學者矢內原忠雄明白地指出，日本對臺灣的統治乃是典型
的警察政治。1臺灣警察不僅是法律的執行者、公共秩序的維護者，同時，也是地
方基層行政事務的推動者。曾在臺南執業律師的沖繩人安里積千代（1903-1986）
回憶日治時期臺灣警察的權威時表示，其經常聽到臺灣鄉村居民說：
「誰當臺灣總
督，沒有人會關心，最關心的是管區巡查換人，會有直接的影響。」2並指出基層
警察乃是臺灣民間社會中「絕對性的權力支配者」。 3 顯示日治時期警察扮演關鍵
的角色，其透過監督和指揮保甲，將統治力量深入基層，長期有效地控制臺灣社
會民眾的日常生活。因此，臺灣民間常稱警察為「大人」
、
「田間皇帝」
，可說是臺
灣社會一般民眾生活中不可或缺之人物。
1920年代臺灣人作家的小說中，警察往往被描述成暴虐橫行、欺凌弱小、貪
財好色、陰險狡詐等惡形惡狀者。 4 臺灣人代表性小說家吳濁流（1900-1976）在
其回憶錄《臺灣連翹》一書中，對日治時期臺灣警察有如下之批判，略謂：
我們臺灣人很討厭守護日本帝國主義的看門狗──警察。當時有一句流行
的話說：「花是苦楝，人是警官。」這是套用「花是櫻花，人是武士」的
話，用來揶揄警察的橫暴。臺灣人絕不是只恨日本人的警察，對橫暴的臺
灣人警察更為憎惡。 5
顯然的，日治時期臺灣警察的專制殘暴，始終讓吳氏印象深刻。此一臺灣警
察的負面形象，無疑的是身歷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人普遍的回憶，因而形成戰後
新世代對日治時期臺灣警察的既定印象。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提及日治時期警察
負面形象之文字，幾乎都是出自臺灣人知識分子或一般民眾，至於警察本身對執
行警察勤務及警察生活實況之看法究竟為何？則鮮少受到研究者重視。
1

2
3
4

5

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2004），頁204-206。
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日本殖民下的臺灣與沖繩》（臺北：前衛，1997），頁158。
又吉盛清著，魏廷朝譯，《日本殖民下的臺灣與沖繩》，頁158。
蔡秀美，〈警察制度：大人來了！〉收於百年風華編輯委員會，《百年風華》
（臺北：行政
院新聞局，2011），頁46。
吳濁流著，鍾肇政譯，《臺灣連翹》（臺北：前衛，1989），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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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來關於日治時期臺灣警察之研究已累積一些成果，內容大多集中於探究警
察制度建立之背景、經緯及其影響。6儘管近年來開始有部分研究者拓展警察如何
控制並教化臺灣社會之新課題，7試圖重建警察與臺灣社會接觸實況，可惜仍為數
不多。整體而言，研究成果顯然偏重制度層面之探討，將日治時期的警察視為思
想和做法始終固定不變的整體，猶如一塊堅硬的鋼板，卻忽略了這些臺灣警察常
因臺灣或日本國內出身地、種族、任用資格而有個別差異，例如1928年苗栗郡通
霄支廳三義派出所巡查佐藤儀一郎撰《實歷三十年血淚の痕》一書即是，該書為
佐藤氏在臺服務近三十年的回憶錄，堪稱是日人基層警察回憶警察生活實況及甘
苦談之文字，8可惜利用該書從事研究者似乎並不多。今後，重新發掘淹沒在史料
堆中的警察資料，探討不同出身或族群的警察之服務概況，將有助於釐清此一時
期警察在臺灣社會的確切角色和真貌。
本文探討焦點的許丙丁（1900-1977），乃是日治以迄戰後初期活躍於詩社的
代表性詩人之一。1951年「香農先生」葉書田曾盛讚許氏「功文墨，喜漫畫，能
文而兼精詩，幽默而且風流，善南腔而擅北調，慣作流行新曲，時為古風鄉歌，
興之所之，作優孟以登場，情或不禁，為周郎而顧曲」。 9在時人眼中，許氏被譽

6

7

8
9

例如，李幸真探 討日 治初期 警政 的建立；岡本真希子分析日治初期臺人巡查補的政治處
境；劉惠璇透過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探討臺灣警察教育制度之形成；潘為
欣利用臺語教材分析警察教育的內涵。詳見李幸真，〈日治初期臺灣警政的創建與警察的
召訓〉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112頁。岡本真希子，〈「臺
灣人巡查補」的統合與排除－前期武官總督時期的待遇與慰靈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整理
組編，《第六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1），
頁337-376。劉惠璇，〈日治時期之「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1898-1937）：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校史探源〉上，《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學報》4：8（ 2010.10），頁63-94；
〈日治時期之「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1898-1937）：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校
史探源〉下，《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學報》5：1（2011.4），頁1-34。潘為欣，〈日治時
期警察臺灣語教材之思想觀念探析〉，《臺灣史料研究》37（2011.6），頁50-66。
例如，郭怡棻討論1937年以降戰時體制下警察對臺灣社會的嚴密控制實況，並以流言蜚語
為例深入探 究警 察對臺 灣民 眾的 高壓 監控；江玉林則以 1925年警察衛生展覽會上展出的
「南無警察大菩薩」等數張海報為例，討論日本殖民統治當局如何塑造警察形象。詳見郭
怡棻，〈戰時體制下的警察與臺灣社會（1937-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
究所碩士論文，2011），161頁。江玉林，〈「南無警察大菩薩」－日治時期臺北州警察衛
生展覽會中的警察形象〉，《政大法學評論》112（2009.12），頁1-44。
佐藤儀一郎，《實歷三十年血淚の痕》（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28），頁113-114。
許丙丁原著、呂興昌編校，《許丙丁作品集》下（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 1996），頁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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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臺灣文學界中多才多藝的文學家。 10 戰後，許氏歷任臺南市議員、救濟院董事
長及臺南市文獻委員會編輯組組長，其在臺灣古典文學、臺南鄉土文化均有一席
之地。向來研究者大多從「地方庶民精神的代言人」之角度，探討許丙丁的詩文
和文藝表現，例如其在漢詩、歌謠、臺語民間文學、戲劇、鄉土史料整理等之角
色和影響，以及戰後參與臺南地方政治、慈善事業之貢獻。 11 然而，鮮少有人特
別關注許氏於1920至1944年長達24年的警察生活概況，以及其所繪一系列以警察
為主題的漫畫作品。
迄至目前，以許丙丁所繪漫畫作為專題的研究成果，僅有2013年林育薇撰〈許
丙丁之報刊漫畫研究－以《臺灣警察時報》
、
《三六九小報》為中心〉碩士論文。12
該文發掘許丙丁投稿於報章雜誌的漫畫，尤其是爬梳整理居許氏漫畫作品之主體
的警察漫畫，並選取部分代表性的漫畫略作介紹和分析， 13 使向來鮮為人知且資
料零散的許氏警察漫畫有了初步的分析成果，頗具開創性意義。然而，其漫畫之
分析偏重個別孤立的探討，而欠缺通盤的、統整的分析視野，以致未能適切究明
許氏的漫畫創作與許氏所處的警界結構、臺灣社會脈絡之關係。
「漫畫」係帶有強烈諷刺性和幽默性的繪畫，大多取材自政治事件和生活情
境，以誇張、比喻、象徵、寓意等手法呈現幽默詼諧的圖像，或藉以諷刺、批評、
歌頌事物。 14 因此，漫畫作品往往反映創作者特定的觀點。近幾年，利用日治時
期的漫畫作為分析素材的研究成果，除了上述林育薇的碩士論文之外，尚有坂野
德隆的《風刺漫画で読み解く

日本統治下の台湾》一書，該書內容旨在透過日

治時期臺灣知名的日人諷刺漫畫家國島水馬在《臺灣日日新報》的新聞漫畫作品，

10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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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顯宗，《臺灣文學家列傳》（臺北：五南，2000），頁583-596。
詳見呂興昌，〈地方庶民精神的代言人：論許丙丁的歷史位置〉，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
討論會秘書處編，《20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
國史館，2002），頁599-612；李姵樺，〈許丙丁與民間文學〉（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
民間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174頁。
林育薇，〈許丙丁之報刊漫畫研究－以《臺灣警察時報》、《三六九小報》〉（臺北：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212頁。
林育薇，〈許丙丁之報刊漫畫研究－以《臺灣警察時報》、《三六九小報》〉，頁47-75。
此外，該文對許氏漫畫蒐集和統計似乎有所疏漏，僅整理1929～1936年之作品，而遺漏
1937年的漫畫作品，例如〈自由警邏〉，《臺灣警察時報》254（1937.1），頁12、13；〈自
由警邏〉，《臺灣警察時報》255（1937.2），頁6。
徐桂峰主編，《藝術大辭海》（臺北：華視，1984），頁714。

從許丙丁的漫畫看日治時期的臺灣警察

向現代日人讀者介紹大正至昭和年間日本在臺灣殖民政策的變遷和統治實況。 15
不過，國島水馬的漫畫作品只能反映出當時日本人對臺灣總督府殖民統治、臺灣
社會概況的觀察視野和看法，未必能適切呈現臺灣人的觀點。由是觀之，無論從
日治時期臺灣警察之研究或是圖像學研究觀之，許丙丁所繪警察漫畫之研究都別
具意義和重要性。
有鑑於此，本文擬以許氏刊載於《臺灣警察協會雜誌》及其後改編發行之《臺
灣警察時報》中的警察漫畫為中心，探討許氏漫畫所呈現的基層警察形象。許丙
丁既然身為日治時期臺灣人基層警察幹部，從事警察工作必定有不少不為人知的
甘苦談，其筆下如何呈現基層警察的面貌？作為一個臺灣人基層警察幹部，許氏
如何觀察警察與臺灣社會民眾之關係？其警察漫畫作品與實際的警察生活有何落
差？希望透過許氏畫作之研究，有助於瞭解日治時期基層警察生活的真貌。

二、許丙丁的警界生涯及其漫畫創作
（一）許丙丁的警界生涯
1.成長背景
許丙丁（1900-1977），臺南市人，字鏡汀，號綠珊盦主人。父許賽為臺南的
油商、鴉片零售商。1910年許賽去世後，許丙丁由許母撫養成人，1912年曾到律
師事務所當工友，以貼補家計。據呂興昌編之許丙丁生平年表，謂許氏於1913年
從事保甲書記之工作，協助登記戶籍或傳送公文； 16 惟遍查1913～1919年《臺南
廳報》關於臺南廳各區保甲書記之人事任免公告，許氏並未正式擔任保甲書記一
職，可能只是協助保甲書記推動地方事務的職員而已。
「保甲書記」係日治時期地方基層行政體系中實際推動保甲事務的人員。據
臺南市代書兼商人孫江淮（1907-2013）回憶表示，其曾於1922～1923年擔任臺南
新化郡東勢寮聯合保甲事務所的保甲書記，工作內容包羅萬象，平常除了要代表
出席各種會議外，也須巡邏、巡戶口，查看路燈是否要更新、道路是否整理好、
15
16

坂野德隆，《風刺漫画で読み解く 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東京：平凡社，2012），199頁。
呂興昌，〈許丙丁先生生平著作年表初稿〉，許丙丁原著、呂興昌編校，《許丙丁作品集》
下（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頁647-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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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渠是否暢通等；當時的警察什麼都管，將很多事務交給保甲書記處理，而保甲
書記沒有獨立職權，只能聽警察交代及差遣，至於保正、甲長只是形式上的職務、
名譽職，保正的印章都由保甲書記保管，保正的事務也都由保甲書記處理。 17 由
此可見，保甲書記乃是地方社會中與警察密切接觸之人員，許丙丁雖非保甲書記，
但若如前述所推測的，其曾在保甲事務所協助保甲書記從事文書工作，則可理解
其為何報考升遷有限但生活安定的基層警察。
2.警界經歷和工作表現
許氏正式投入警界擔任巡查始於1920年。1920年以前大部分有志投身警界的
臺灣人，只能進入各廳轄下的巡查補教習所修業，結業後擔任各廳的巡查補。由
於巡查補的地位和待遇均甚低，向來頗受臺人輿論批評，指責臺灣總督府阻礙臺
灣人青年的出路； 18 指出臺灣人縱使拼命讀書也無法擔任官吏，即使成為官吏，
頂多擔任巡查補的職位，能擔任判任官或巡查者屈指可數。 19 為了擴大臺灣人青
年的出路，1920年1月下旬，臺灣總督府首次在各廳舉辦全臺規模的臺灣人巡查練
習生採用考試，招考臺人巡查練習生進入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錄
取者於練習所修業期滿後，得分發至各廳擔任巡查。 20 據資料顯示，此次考試因
係總督府首度招募臺灣人巡查練習生，因此，全臺各地報考者十分踴躍，多達606
人，且大多已具備一定的學歷，其中，國語學校畢業者2人、中等學校出身者4人、
公學校高等科出身者460人、其他出身者132人；考試當天上午進行作文、書取（按：
即聽寫）、算術等筆試，下午舉行口試和體格檢查。 21經激烈的競爭，第一關筆試
及格者152人，接著第二關口試合格者30人脫穎而出， 22 總錄取率僅5％，許丙丁
得以名列其中，可說十分不容易。同年4月，許氏進入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
練習所修業，成為第一批臺灣人巡查練習生。 239月，自練習所結業後，旋即被分
17

18
19
20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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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江淮口述，林玉茹、王泰升、曾品滄訪問，吳美慧、吳俊瑩紀錄，〈戰後初期的政治社
會〉，《代書筆、商人風：百歲人瑞孫江淮先生訪問紀錄》
（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8），
頁27-29。
〈巡查練習生を本島人より採用す〉，《臺灣警察協會雜誌》32（1920.1），頁65。
兒山直三郎，〈臺灣警察の改善意見〉，《臺灣警察協會雜誌》39（1920.8），頁30。
〈巡查練習生を本島人より採用す〉，頁65-66。
〈本島人巡查練習生採用試驗及問題〉，《臺灣警察協會雜誌》33（1920.2），頁49。
〈初めて試みの本島人巡查練習生〉，《臺灣警察協會雜誌》35（1920.4），頁24。
〈初めて試みの本島人巡查練習生〉，頁24。〈本島人巡查練習生入所式〉，《臺灣警察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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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至臺南州新豐郡擔任巡查， 24月薪40圓。 25從此展開長達24年的警察生涯。
身為第一批眾所矚目的臺灣人巡查之一，許丙丁的警察生活如何？目前許丙
丁本身所留下來的文字資料鮮少提及，無從得知詳情，只能透過同一時期警察的
同人刊物《臺灣警察協會雜誌》及《臺灣警察時報》等資料，間接推知一二。首
先，就薪俸觀之，1925年，許氏的月薪增為43圓，26月俸逐年微增，可知其自1920
年任職新豐郡巡查以來表現尚稱不錯。其次，就研習成果觀之，1925年10月，臺
灣總督府為了提高臺灣人巡查的素質和效率，從各州篩選優秀的臺灣人甲種勤務
巡查60人為特科生，進入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講習訓練兩個月，學習訓育、法
學通論、行政法、經濟大要、警察法總論、刑法、衛生行政法、警察實務、警察
法各論、司法警察犯罪搜查法、地理及歷史、傳染病學、法醫學、操練點禮、劍
道、柔道等課程。許丙丁亦是獲遴選者60人之一。據稱，此次獲選的臺人巡查均
被認為是「性格品行善良、身體強健、勤務成績優秀且將來具有發展潛力者」
，可
說是「自臺灣人巡查中精挑細選者」。 27由此可知，臺南州的臺灣人巡查中，服務
滿五年的許丙丁表現相當突出。其後，許氏亦不時參加臺南州舉辦的各種警察進
修活動，例如1927年7月11日迄至8月下旬，臺南州當局在臺南公會堂附屬市營游
泳池舉辦游泳講習會，講習對象為州內警部以下的警察人員50人，教授各種游泳、
跳水技巧，以及溺水救助法，許氏亦參加該講習會，9月獲頒結業證書。 28
1927年因臺南州警界人事異動，許氏獲得升職之機會。該年4月臺南警察署刑
事王拱元自動請辭，5月其職缺由新豐郡特務刑事的巡查部長楊克紹遞補，接著，
許丙丁從新豐郡永康派出所取締升任新豐郡特務刑事。 29 翌年，許丙丁進而獲新
豐郡署之推薦，參加臺南州巡查部長的銓衡考試。 30 該考試分成筆試和口試，最
會雜誌》35，頁47。
1921年9月8日，許丙丁參加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舉辦之臺灣人巡查練習生修
業式後，旋即於同月20日以總督府巡查至臺南州新豐郡擔任巡查。參見〈本島人巡查練習
生修業式〉，《臺灣警察協會雜誌》41（1920.10），頁62。
25
〈敘任辭令〉，《臺灣警察協會雜誌》44（1921.1），頁78。
26
秋澤次郎，《臺灣總督府警察職員錄 大正十四年》
（ 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25），頁66。
27
〈本島人巡查の複教習開催〉，《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02（1925.12），頁202-203。〈本島人
複教習班入所〉，《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02，頁210-211。
28
〈臺南州水泳講習會狀況〉，《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23（1925.9），頁173-174；〈臺南州
水泳講習修了式〉，《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24（1925.10），頁193-194。
29
〈刑事更迭〉，《臺灣日日新報》，1927.5.3，夕刊第4版。
30
關 於 巡 查 部 長 之 制 度 ， 日 治 之 初 歷 經 多 次 變 革 。 自 1918年 以 降 ， 總 督 府 分 別 以 訓 令 第
24

57

興大歷史學報

第二十八期

後從臺南州各郡署所推薦之巡查部長候選人78人中錄取13人，錄取率約為17％，
許丙丁順利被錄取，同年5月獲頒合格證書， 31升任新豐郡巡查部長，負責協助警
部、警部補。兩年之間，連續調升職位。顯示許丙丁「久受上峰器重」， 32時論譽
稱許氏與前述之臺南警察署刑事楊克紹兩人，乃是當時臺南州警界中通過巡查部
長銓衡考試的唯二臺人警察。 33 由上觀之，許氏之所以連續升職，專任新豐郡之
刑事警察，其本人的認真努力固不必論，惟其受到長官刻意拔擢栽培，也是原因
之一。尤其是許氏所遞補的新豐郡特務刑事一職，為前任的臺人升職後所留下來
的空缺，遞補職缺者皆是臺灣人，顯示該職位似乎是殖民統治當局設置的特定職
位，以安插表現優秀的臺人警察從事特定的任務。要之，許氏擔任特務刑事之實
務體驗和觀察，似乎也常成為其警察漫畫的靈感來源或題材。
1929年4月，許氏自臺南州新豐郡轉調至嘉義郡警察課司法室服務， 34以巡查
部長之資格繼續擔任刑事。35雖然許氏轉調嘉義之原因欠詳，但許氏於同年6月之
詩作中，略謂：
「一官清楚信無憂，好買湖船任去留。錯受塵途將隱遁，何妨身世
寄沈浮。山林境邃間吟眺，鷗鷺情清樂唱酬。羈旅欣逢諸大雅，且拋離緒快登樓。」
36

該詩反映出許氏轉任嘉義後，內心相當受挫煩悶，而不得不轉變為隨遇而安的

心境。1930年4月許氏前往日本國內遊歷考察。 37翌（1931）年回任新豐郡巡查部
長，月俸增為50圓； 38 又二（1933）年，獲頒精勤證書，再獲加俸2圓。 39 1934年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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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177號制訂「巡查部長配置及任免規程」、「臺灣總督府地方警察配置及勤務規程」，
明白規定在各廳駐在所和警戒所，設置巡查部長以協助警部、警部補分擔監督事務；至
於巡查部長之採用，則從服務一年以上且有巡查精勤證書者、通過巡查部長銓衡試驗合
格者中任命之。參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編警察機關の
構成（臺北：該局，1933），頁604-605；
〈臺灣總督府地方警察配置及勤務規程〉，
《臺灣警
察協會雜誌》40（1920.9），頁53-56。
〈臺南州巡查部長銓衡試驗合格者〉，《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32（1928.6），頁204。
〈許氏及第部長 南州僅二人〉，《臺灣日日新報》，1928.5.6，夕刊第4版，
〈許氏及第部長 南州僅二人〉。
〈人事〉，《臺灣日日新報》，1929.4.11，夕刊第4版，
〈司法增員〉，《臺灣日日新報》，1929.4.19，夕刊第4版，
許丙丁，〈赴任嘉義有作〉，《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44（1929.6），頁218。
呂興昌，〈許丙丁先生生平著作年表初稿〉，頁658。
篠原哲次郎，《臺灣總督府警察職員錄 昭和六年版》
（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2），頁
93。
篠原哲次郎，《臺灣總督府警察職員錄 昭和八年版》
（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4），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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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自臺南州警察署新豐郡巡查部長調任臺南州刑事課巡查部長。 40 1937年12
月，出任派出所取締。 41 1938年以迄1941年，月俸復加俸3圓，增為56圓。 42 1941
年2月改姓名為「本山泰若」，同年五月「始政記念日」特別獲臺南州當局表揚為
服務二十年者之一。 43 1943年，擔任臺南警察署代理警部。1944年，辭去警察工
作。 44 許氏辭職前之職稱，可能仍以巡查部長之資格代理警部一職，並未正式升
任警部。辭卸警察公職的許丙丁，未對其24年的警察生涯特別發抒感言，戰後隨
著政治環境丕變，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許氏一時身陷囹圄， 45 更讓許氏對其
戰前警察之經歷長期噤聲。
就許丙丁長期的表現觀之，其自投身警界以來，表現可說頗為傑出，數度獲
頒精勤證書，不時利用在職進修，加強職務訓練，深獲上級器重。儘管如此，力
求表現的許氏長達24年間始終擔任巡查部長一職，直至退休前一年才暫時「代理
警部」
，而且該職位亦稱不上正式升職。許氏擔任警察之心境，可從下述詩作略窺
一二。1923年2月，許氏投稿於《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的漢詩〈除夕偶感〉一詩，
吟道：
「飄搖無處寄吟身，塵鞅勞勞逐苦辛。不分窮途同阮籍，空將豔福問劉晨。
功名竟累羊頭爛，歲月頻增馬齒新。二十三年容易過，那堪曉鼓又迎春。」 46 同
年7月，許氏又作〈自歎二首〉之詩作，其中一首吟道：「落拓年來厭送迎，關門
夕伴一青檠。浮生富貴原無味，靜裡詩書却有情。世態炎涼多變化，人間恩怨未
分明。折腰有愧東籬士，差喜心腸如水清。蔚蔚青庚志未酬，學書擊劍半籌不。
傷心有賦歌黃鵠，避世無才羨白鷗。獨對紅箋偏寫怨，每吟香草反緘愁。綿山有

40
41
42

43

44
45

46

呂興昌，〈許丙丁先生生平著作年表初稿〉，頁665。
呂興昌，〈許丙丁先生生平著作年表初稿〉，頁667。
篠原哲次郎，《臺灣總督府警察職員錄 昭和十二年版》
（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8），
頁101。篠原哲次郎，《臺灣總督府警察職員錄 昭和十七年版》
（臺北：臺灣警察協會，
1942），頁112。
〈始政記念日の行事 臺南州に二十年 勤續九氏を表彰〉，《臺灣日日新報》，1941.6.15，
第4版。
呂興昌，〈許丙丁先生生平著作年表初稿〉，頁668-669。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許丙丁於3月2日參加事件處理委員會，據臺灣南部防衛司令部
臺南區指揮部所製之「臺南市參加二二八暴動涉嫌分子調查表」載，許丙丁與眾人商議，
擬 於 3月 5日 出 任 治 安 組 副 組 長 ， 並 準 備 出任 警 察局長 ， 其 後被 國 軍逮 捕 。參見 廖 彥博
撰，〈許丙丁〉，收於張炎憲主編，《二二八事件辭典》（臺北：國史館、二二八事件紀
念基金會，2008），頁375。
許丙丁，〈除夕偶感〉，《臺灣警察協會雜誌》69（1923.2），頁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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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憐慈老，作嫁依人任馬牛。」 47 由上述兩首詩的內容顯示，許氏在殖民政權下
擔任警察，似乎係為了五斗米而折腰，其感嘆年屆23歲，終日公務辛勞忙碌，雖
累積功績，但實際上有如仕途不得意的阮籍，始終有壯志難伸之感，不過是「作
嫁依人任馬牛」
，徒具虛名、馬齒徒增罷了。上述兩首詩雖撰於許氏擔任巡查的第
三年，惟似乎亦可概括反映日治時期許氏擔任警察長期鬱悶不甚得意的心境。
3.警務公餘下的文藝表現
許丙丁幼時曾就讀私塾，從朱定理、石偉雲兩儒者習漢文，奠定紮實的漢學
根基。 48 及長，文學的興趣和才華漸次展露。1920年以迄1944年經常利用公餘，
參與傳統詩社活動，例如南社於1921年6月初在臺南舉辦徵詩活動，即由許丙丁擬
設詩題「角黍」以徵求詩作。 49 另如同年10月參加嘉義羅山詩社舉辦的「嘉南聯
合吟會」
，11月參加南社擊缽吟詩活動，1923年4月參加「桐侶吟社」等均是。50就
其詩社的活動觀之，許氏所撰漢詩雖未必特別突出，但其積極參與詩社活動，是
當時臺灣人漢詩壇中少數擔任警察的詩人。
除了創作警察漫畫之外，許丙丁經常在《臺灣警察協會雜誌》、《臺灣警察時
報》、《語苑》等雜誌上發表關於警察的文字。自1923年許氏擔任警察第三年起，
在《臺灣警察協會雜誌》、《臺灣警察時報》發表漢詩、小說，1924年亦曾在《語
苑》刊載關於臺灣社會和警察值勤時常用之會話、俚語、小說及民間歌謠等的臺
日語的對譯文字。 51 可惜上述資料幾乎未受到研究者重視和利用。另據呂興昌編
許丙丁生平年表，稱1937年3月追捕在逃要犯楊萬寶途中，墜落山涯，幸被崖壁之
茄苳樹枝勾住，逃過一劫。 52 1941年起，許氏乃以其追捕在逃要犯楊萬寶的辦案
47
48
49

50
51

52

60

許丙丁，〈自歎 二首〉，《臺灣警察協會雜誌》74（1923.7），頁108。
呂興昌，〈許丙丁先生生平著作年表初稿〉，頁650。
〈淚珠徵詩揭曉〉，《臺灣日日新報》，1921.6.5，6版。惟目前關於許丙丁加入南社的時
間，尚未有定論，呂興昌認為許丙丁是否加入南社及其加入時間，仍有待考證，惟據〈淚
珠徵詩揭曉〉之報導，顯示許丙丁至少於1921年6月已成為南社會員。
呂興昌，〈許丙丁先生生平著作年表初稿〉，頁650、651、653。
關於許丙丁發表於該刊之文字概有：
〈お目出度う〉，
《語苑》17：1（1924.1），頁10-13。
〈雞
筋錄〉，《語苑》17：2（1924.2），頁39-40。〈多方面〉，《語苑》18：1（1925.1），
頁27-34。〈可憐的孤兒〉，《語苑》18：8（1925.8），頁48-53。〈琵琶哀話〉，《語苑》
19：6（1926.6），頁52-56。〈口角幻夢〉，《語苑》20：10（1927.10），頁49-54。〈嘆
煙花〉，《語苑》22：1（1929.1），頁57-59。
呂興昌，〈許丙丁先生生平著作年表初稿〉，頁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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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為基礎，撰寫日文小說「楊萬寶搜查漫記」
，分三回計29小節連載在《臺灣警
察時報》第303～304期，並在該小說的每小節繪製漫畫插圖， 53 相當生動活潑。
1944年3月，進而以其日本名「本山泰若」將該小說合輯成《實話探偵祕帖》一書，
委由嘉義蘭記書局印行。54該書亦獲得當時臺南市知名律師坂井德章（即湯德章）
為之撰寫序文。迨至1960年，許氏再將該小說中「殺人放火鬼楊萬寶」一章之情
節融合向來臺灣民間膾炙人口的廖添丁傳奇故事，改寫成中文章回體小說〈廖添
丁再世〉，連載於《中華日報》，其後集結出版。該小說內容主要敘述要犯楊萬寶
為廖添丁轉世之化身。要之，上述文藝作品在在反映許丙丁豐富的基層警察實務
經驗和深刻的體驗。

（二）許丙丁的漫畫創作
1.臺灣警察漫畫專欄的背景
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以降，隨著近代新聞和雜誌之發行，連載漫畫的日文報
刊雜誌等出版品逐漸引進臺灣，日人漫畫家陸續抵臺，漫畫風潮漸次傳入臺灣，
由是開啟臺灣近代漫畫之端緒。1896年起，
《臺灣新報》
、
《臺灣日日新報》先後發
行，初期僅零星刊載漫畫或滑稽畫，例如1905年日俄戰爭之際，刊載一系列諷刺
漫畫。迨1910年代，報刊雜誌業者為了吸引讀者的注意，乃在版面上置入更多的
漫畫、照片及插圖，
《臺灣日日新報》
、
《臺南新報》
、
《三六九小報》
、
《臺灣婦人界》
等報章雜誌開始刊載近代漫畫；同時，各報社經常舉行漫畫徵選比賽，專業的漫
畫家逐漸出現。當時臺灣的漫畫創作者絕大多數是日本人，例如國島水馬、舜吉、
渡邊汲、川原久仁於、島田啟三、田河水泡、野村幸一、榎本真砂夫、井元水明、
明石精一、吉本三平等均是；臺灣人漫畫創作者為數甚少，概有許丙丁、陳炳煌
（基隆生）、陳光熙、陳定國等數人罷了。 55
2.許丙丁的警察漫畫創作概況

53

54
55

該小說於《臺灣警察時報》分三期連載，詳見許丙丁，〈楊萬寶搜查漫記1-15〉，《臺灣
警察時報》 302（ 1941.1），頁 2-11。〈楊萬寶搜查漫記 16-22〉，《臺灣警察時報》 303
（1941.2），頁2-7。〈楊萬寶搜查漫記23-29〉，《臺灣警察時報》304（1941.3），頁2-4。
呂興昌，〈許丙丁先生生平著作年表初稿〉，頁668-669。
洪德麟，《臺灣漫畫閱覽》（臺北：玉山社，2003），頁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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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警察協會雜誌》自1924年起開闢漫畫專欄，特別聘請日人漫畫家國島
水馬，繪製敘述警察勤務、訓練、待遇、招募樣貌的漫畫二幅（詳見圖1），在圖
畫說明中標示「歡迎此類漫畫」， 56鼓勵讀者踴躍投稿警察漫畫。不過，投稿者並
不踴躍。1928年12月，文藝欄援例舉行新年有獎徵文比賽，57首次在既有的小說、
散文、俳句、短歌、漢詩、長詩、川柳、俚謠、笑話等比賽項目中，增加「漫畫」
一項。 58 翌年1月，公布比賽結果，許丙丁、小林孝一之漫畫作品各2幅分別獲選
第二（圖2）、三與第一、三等。 59 此次許氏獲選的漫畫乃是現存其早年發表的漫
畫作品，據擔任此次徵文評選的文藝欄編輯表示，參加漫畫比賽的作品雖量少但
質佳，美中不足的是入選者集中在同一人。比賽結束後，該刊文藝欄編輯從其他
的參賽作品中再選載2幅漫畫，許氏的漫畫「迎春門」為其中之一，並獲得獎金10
圓。 60 要而言之，許丙丁初試啼聲的漫畫作品能獲得評審青睞而入選，顯示其漫
畫創作已具有一定的水準。許氏可說是警界中少數展露漫畫才藝的警察之一。此
外，此次比賽中，許丙丁的漢詩作品「田家朝」一詩亦獲選為「選外佳作」， 61其
既能詩又善畫，可謂相當風光。
前述《臺灣警察協會雜誌》漫畫徵選比賽結束後，該刊每期刊載之漫畫漸次
增多，例如，第136期1幅、139期4幅、145期2幅、146期2幅、148期2幅、149期4
幅漫畫。 621930年1月，該刊改名為《臺灣警察時報》， 63發行由月刊改為半月刊，
內容增加許多讀者投稿的漫畫和照片。每期漫畫之篇幅、數量及頻率，均遠多於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時期，每隔一、二期刊載1～10餘幅漫畫，例如《臺灣警察
56

水馬，〈警察漫畫〉，《臺灣警察協會雜誌》81（1924.2），頁33。水馬，〈警察漫畫〉，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82（1924.3），頁67。
57
〈每月の文藝にも懸賞〉，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38，
（1928.12.1），頁208。自1923年1月起，
每年一月《臺灣警察協會雜誌》均舉行小說、散文、長詩、短歌、俚謠、俳句、漢詩等文
學作品之徵文比賽，並於每年度的正月號刊載得獎的作品。詳見《臺灣警察協會雜誌》68
（1923.1），頁89；《臺灣警察協會雜誌》80（1924.1），頁89。
58
〈文藝欄編輯後記〉，《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39（1929.1），頁297。
59
詳見《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39（1929.1），頁292、300、308、316。
60
〈文藝欄に就いて〉，《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40（1929.2），頁268。
61
〈漢詩〉，《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39（1929.1），頁313。
62
詳見《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36（1928.10），頁124。《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39（1929.1），
頁292、300、308、316。《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45（1929.7），頁70、71、236、237。《臺
灣警察協會雜誌》146（1929.8），頁24、25。《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48（1929.10），頁
194、195。《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49（1929.11），頁56、57、170、171。
63
詳見《臺灣警察時報》1（19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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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第1號刊載6幅，而第23號多達17幅。 64 許丙丁乃是長期經常投稿上述二刊
漫畫欄的創作者之一，可說十分活躍。正因為如此，1931年度在《臺灣警察時報》
之「文藝欄」中負責評選所有文藝作品的評選員及評選顧問中，許丙丁獲聘評選
顧問，是唯一的臺灣人警察代表。 65 足見許氏對該刊文藝欄之編輯和選文工作有
一定的參與和影響。
就許丙丁漫畫作品的創作年代觀之，發表時間集中於1929～1937年間。據初
步統計，至少113幅，幾乎均以警察為題材。就一個業餘漫畫家而言，其創作量實
頗為驚人。其漫畫表現方式，或採用單元或連環圖的方式，構成故事性質的連環
漫畫（如圖2）
；或繪製「似顏漫畫」
（又稱「人像漫畫」）
，描繪各種情境下警察的
顏面表情，寫實地呈現警察的各種習性、姿態及心理特徵等（如圖3）；或描繪其
前往日本國內考察見聞的報導性漫畫，例如其自1930年7月起刊載在《臺灣警察時
報》之「母國漫寫行」系列漫畫即屬之（如圖4）；或以充滿幽默諷刺的片句短詩
為題，繪製單幅簡筆圖畫（如圖5），這些詞句包括時人創作出版之川柳、短歌、
俚謠，或是許丙丁自行構思的幽默文字等，尤其以川柳居多數。許氏的漫畫頗能
收畫龍點睛之效果。
所謂川柳，係由17字構成之傳統日本文學表現的方式，旨在透過滑稽趣味的
短文，深刻反映悲哀、諷刺的意涵，用以闡明人性、解釋社會、捕捉森羅萬象的
宇宙、刻畫人情的喜怒哀樂等。 66 因此，正如《臺灣警察協會雜誌》主編志能鏑
川所說的，透過以警察為主題的川柳作品，可用來瞭解民眾對警察的看法。67《臺
灣警察協會雜誌》和《臺灣警察時報》經常刊載以警察川柳為題創作的漫畫，稱
為「川柳漫畫」或「警察川柳」。
許丙丁的「川柳漫畫」至少有31幅，約佔其漫畫總量的1/3。其取材大致來自
當時已出版的川柳集或是警察雜誌上刊載的時人創作之川柳作品，例如1929年10
月許氏引用當時已出版的川柳文集中所收錄之川柳「交番のあくび天井へ手が届

64

65

66
67

詳見《臺灣警察時報》1
（ 1930.1），頁5、7、12、14、15、41。《臺灣警察時報》23（ 1931.1），
頁23、25、27、29-31、40-41、44-45、52-55、67、69、71、73、75、79。
該年度「文藝欄」的評選員概有志能鏑川、森夢秋、遠蘇岳3人，評選顧問則有許丙丁、小
林孝一、遠藤信坊3人，詳見〈蒙御免昭和六年本誌普通號文藝欄得點大番附〉，《臺灣
警察時報》149（1932.5），頁105。
〈川柳：新たに文藝欄に加ふ〉，《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08（1926.6），頁299。
志能鏑川，〈川柳子の見た警察官〉，《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31（1928.5），頁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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き（按：譯為「輪班的呵欠，手伸向天花板」），描繪正在值勤中的警察打呵欠時，
手臂可伸展至天花板的樣子（如圖7）； 68 又如1929年7月許氏引用同年1月《臺灣
警察協會雜誌》舉行之徵文比賽中戶塚春海、馬淵玄裳、荻原水生、岡部如水等
警察同仁得獎的川柳作品， 69 將向來以文字呈現的「川柳」加以圖像化，並附上
引用之川柳作品的作者名號（如圖5、6） 70 。儘管許氏本人並未對時人創作的警
察川柳作品發表任何看法，但其根據這些描述抽象意境的川柳文字，轉化成具體
生動的漫畫作品，反映許氏本人亦認同川柳作品之意涵，同時，其詮釋手法亦獲
得雜誌主編之採納。
總之，作為目前所見早期臺灣人業餘漫畫家之一，許丙丁自1929年起開始在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和《臺灣警察時報》發表一系列的漫畫，不僅數量可觀，
且取材多元，表現活潑生動，描繪警察生活，風格生動，富涵諧趣，畫作主題頗
能反映警察的喜怒哀樂。茲進一步析論許氏漫畫內容所呈現的基層警察訓練及工
作概況、警民關係與臺灣人形象。至於許氏考察日本警政之見聞的漫畫，由於本
文主題並非臺灣的警政，故暫不列入討論。

三、漫畫中的基層警察訓練及工作概況
由於許丙丁長期擔任地方基層警察，因此其漫畫題材關於基層警察的訓練及
工作概況為數最多，描繪對象含巡查練習生、基層巡查、資深巡查，內容包括巡
查練習生在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的修業概況、巡查的勤務狀況和甘苦談，以及
反映警察界不公現象的諷刺性漫畫等。

（一）基層警察訓練概況
如所周知，日治時期有志成為警察者，必須先進入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
官練習所擔任練習生，練習生依經歷及資格分成甲、乙科兩類，甲科係為了培養
警察幹部，招收在臺灣服務滿一年的現職警察幹部，乙科則是為了培養基層警察
68

69

70

64

許丙丁，〈警察漫畫〉，《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48（1929.10），頁194。志能鏑川，〈川
柳子の見た警察官〉，頁131。
上述諸人之川柳作品均獲選為「秀逸」、「佳作」之獎項，詳見〈川柳〉，《臺灣警察協
會雜誌》139（1929.1），頁319-320。
許丙丁，〈警察川柳漫畫〉，《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45（1929.7），頁23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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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招收一般青年。無論甲科或乙科，應考者均須通過身體檢查和學科考試後
方能錄取練習生；甲科修業一年後，得依文官任用令取得判任文官之資格；乙科
修業20週，結業後由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分派至各州廳擔任巡查。 71
就乙科巡查練習生觀之，自1910年代後期以降，由於日本國內經濟不景氣，
報考臺灣的巡查練習生考試者呈激增之勢，1921年報考人數稍微回穩，惟迄1926
年，報考者已達到錄取者的百倍，錄取率甚低。 72 1933年，許丙丁以「巡查採用
試驗的將來」為題創作漫畫，以誇張的筆法描述未來巡查任用考試的情景，諷刺
未來的巡查必須精通十八般武藝，亦即是想成為巡查的人必須具備大學畢業的學
歷、充分的膽量、強壯的身體等條件，以及通過柔道、劍道、舉重、跳高、飛行
術、投繩、射擊、拳擊、游泳等技藝測驗；考試結果，能通過上述嚴格的測驗者
往往僅寥寥數人，大部分應考者無法通過每項考試，而被迫從「不合格者出口」
退出考場（圖9）。 73 上述嘲諷警察採用考試的漫畫，一方面反映出當時巡查採用
考試競爭十分激烈。1934年總督府警務局警務課囑託鷲巢敦哉即感嘆想要成為巡
查並非易事，並表示連警察官練習所的教官亦慶幸自己已成為巡查，若參加目前
的巡查採用考試，則可能無法考上。 74 質言之，與其說巡查採用考試合格的標準
嚴苛，毋寧說巡查一職並非是一般人能勝任的工作，許丙丁該幅漫畫可說相當寫
實地反映當時成為巡查之不易。另一方面，則是諷刺當時巡查的工作相當繁重，
往往必須身懷各項武藝方足以應付各種職務之需求，但能完全符合上述嚴格的挑
選條件者為數甚少。蓋巡查練習生除了必須通過競爭激烈的入所考試之外，在警
察官練習所修業期間亦頗為辛苦，舉凡游泳、柔道、劍道等基本的武藝訓練均是
必修課程之一。
練習生結業後，擔任巡查時仍須不時參加武藝競賽，保持各種警察技能和體
力。許氏漫畫中經常出現以警察武藝訓練作為主題之圖像，例如描繪柔道初段者
站在游泳池跳板上面無血色的神情（圖8）、 75 舉起竹劍的巡查與其上司比試劍道
71

72
73
74
75

1938年以降，甲、乙科練習生的資格逐漸嚴格，甲科練習生的資格為在臺服務時間 2年以
上，乙科練習生的年紀須20～35歲，修業年限從原20週延長為6個月。詳見劉惠璇，〈日
治時期之「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1898-1937）：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校史探
源〉，《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學報》4：8（2010.10），頁80-82。
參見鷲巢敦哉，《臺灣警察四十年史話》（臺北：鷲巢敦哉，1938），頁99。
許丙丁，〈（二等）懸賞警察漫畫〉，《臺灣警察時報》206（1933.1），頁6。
鷲巢敦哉，《警察生活の打ち明け物語》（臺北：鷲巢敦哉，1934），頁4。
許丙丁，〈警察漫畫〉，《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48（1929.10），頁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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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姿勢（圖10）
、76柔道一段者意外地擊敗七段者而驚慌不知所措的樣子（圖11）、
77

武藝競賽前夕一心期待勝利的選手，連作夢都不忘持棍張腿以擺開應戰架勢（圖

12） 78 、曾因點檢而招致上級申斥的基層巡查利用武術練習之機向該上級長官扳
回顏面（圖13） 79 等即是。這些漫畫之構想幾乎都是根據警察川柳之詞句，以詼
諧的漫畫手法呈現警察參加武藝競賽時恐懼、苦惱、緊張等之氣氛。
此外，對於巡查練習生或巡查新鮮人，許丙丁亦繪製漫畫呈現其青澀樣貌，
例如描繪動不動就在意臂章上繡著「練」字的巡查甲科練習生（圖14）
， 80或描繪
坐在地上抽煙的攤販好整以暇地看著路過的練習生，圖畫旁附上「連攤販都不害
怕「練」字章」之句子，誇張地諷喻巡查練習生地位低落，甚至連路邊小販也不
將其放在眼內（圖15）
，81以及描繪新任巡查不知駐在所位置而驚慌失措的樣子（圖
16）82等，在在反映出甫踏入警界的菜鳥警察面對民眾感到戰戰兢兢的不安心情。
上述漫畫的畫法固然稍嫌誇大，但不容否認的，無論是描繪巡查練習生受訓
之情景、參加武藝比賽的心境，或是描繪警察新鮮人剛上任的青澀，可說均相當
生動地呈現警察初踏入警界的樣貌。嚴格而言，除了圖9的漫畫具諷刺意義之外，
其他的漫畫則是充滿娛樂消遣之意味，頗能引發警察讀者之共鳴而發出會心一笑。

（二）基層警察工作之甘苦談
警察平日執行的公務內容包羅萬象，舉凡民眾生活上的大小事情均須管理取
締，例如描繪警察疲憊地追趕著在街道上奔跑的放養豬。 83 同時，許氏也繪製漫
畫說明警察24小時輪值待命的工作情況，例如分別以「剛洗完澡的巡查赤裸身體
聽電話」、 84 「服勤中無異狀地搖醒」 85 等川柳文字為題繪製漫畫即是。上述漫畫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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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30.4），頁45。
該川柳原文為：
「服務中異狀ないの揺り起し」，參見綠珊盦，
〈警察漫畫〉，
《臺灣警察時報》
215（1933.10），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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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屬描繪一般警察執行公務生活的甘苦談。
許氏漫畫最常出現的主題，乃是為了偵察犯罪及警戒巡邏而化裝成便衣的刑
事警察。此類漫畫創作時間集中於1930年代前期，可能與當時許氏正擔任刑事警
察一職有關。其中，以偵察犯罪作為主題的漫畫，概有繪製一為化裝的警察走在
街道上，連妻子擦身而過都無法辨識出來（圖17）， 86或描繪某一警察突發奇想，
打扮成美麗的女子誘捕不良少年至拘留場（圖18）； 87又如，描繪刑事雙手抱胸盯
視著地上的纏足腳印而陷入苦思，以及描繪刑事蹲在地上用鼻子嗅著手巾味道的
樣子； 88以「買賣根性（按：指商人性格）」為題，敘述一名唯利是圖的汽車司機
向正在追捕犯人的巡查表示能優待運費協助載運等。 89 至於警戒巡邏，概有描繪
膽小的警察在寂靜的夜裡巡邏，不小心踩死老鼠而嚇一跳的樣子（圖19）； 90繪製
巡查神氣十足、腳步輕快地出外巡邏，邊走邊想若能一舉逮捕匪徒集團即可獲得
特別賞金，沒想到一不留神卻與汽車相撞的窘態（圖20）； 91餘不備舉。事實上，
上述偵察犯罪之漫畫內容，有的未必符合當時現實生活中刑事警察的作風。許氏
主要是以輕鬆幽默的方式揶揄糊塗怯懦的警察辦案及巡邏之花絮。
刑事警察為了偵察犯罪，必要時必須執行跟監任務。許氏的漫畫中，與監視
有關之漫畫概有：以「埋伏時忍住的咳嗽從屁股出來」之川柳文句為題，描繪警
察執行監視任務時強忍咳嗽以避免發出聲音，卻忍不住放出響屁； 92 創作四格漫
畫，描繪一名警察以不變的姿勢執行監視任務長達四季，其身上的黑衣逐漸變色、
被樹葉覆蓋，最後變成一尊化石的情節； 93 以「埋伏時在頭上鳴叫的貓頭鷹」之
川柳文句為題，描述警察夜間躲在樹下執行監視任務時，樹上的貓頭鷹正低鳴，
備感寂寥的心境； 94 以「寒月下，踩著自己的影子巡邏」之日本徘句為題，描述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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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12），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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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寒月高懸，警察踏著自己的影子在外巡邏的心情。 95 上述漫畫之內容，有的
以幽默的畫法訴說埋伏跟監時百般無聊的心情，令人捧腹大笑，有的則以白描的
筆法呈現，反映執行監視或巡邏任務時寂寥的心境。
刑事警察的工作雖在於打擊犯罪，行事作為難免得罪角頭勢力，亦須提心吊
膽，擔心是否遭到報復。許氏曾繪製漫畫敘述刑事警察到理容院刮鬍子，卻發現
正持刀準備幫其刮鬍子的理容師，居然是昔日被其逮捕而服刑3年出獄的人，該刑
警驚嚇得冷汗直流、緊張不已。 96 另有漫畫描繪警察一邊移送流氓，一邊回頭看
的神情（圖21）
，97似乎正擔心背後是否有追兵報復。這些漫畫表現方式誇張逗趣，
生動地呈現刑事警察面對昔日犯人而害怕遭到報復的心情；同時，也反映出許氏
從事刑事警察一職亦感到有不少隱憂。究竟許氏如何評價自己擔任刑事警察的工
作性質呢？或許可以從另一張漫畫略窺其概。該漫畫繪製戴著頭巾的屠夫一邊使
勁用繩子拉住肥豬，一邊瞋目怒視豬隻的樣子，旁白文句為「（擅長）套捕繩的知
名刑事離職後變成屠夫」（圖22）。 98 乍見之下，許氏將警察與屠夫相提並論，似
乎相當突兀。惟若考量到儘管兩者面臨的對象有別，刑警面對的是人犯，而屠夫
面對的是豬隻，但兩者相同的是均對生命擁有生殺大權，則似乎可用來理解許氏
長年從事刑事警察一職的感慨。蓋若不謹慎辦案，任意致人冤獄，則與殘暴殺生
的屠夫有何殊異？！
要之，上述漫畫主要以突發奇想、誇張幽默的筆調，呈現刑事警察偵察犯罪
時面臨的各種狀況，具有博君一笑的效果。就許丙丁長期擔任刑事警察之經歷觀
之，漫畫中描繪的情景，部分可視為其辦案時自我調侃之輕鬆小品漫畫，部分則
似乎也反映其長年辦理刑事案件的甘苦談和心境。

（三）對警察工作規範之諷喻
值得注意的是，許氏並非只有描寫輕鬆詼諧或自我解嘲之漫畫，亦有批判警
察工作內容之漫畫。以指紋為例，許氏描繪小偷潛入一位「忠於職務的指紋係巡
查」的家中偷東西，正準備溜之大吉時，只見身後的巡查一邊拿放大鏡審視櫃子
95
96
97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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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指紋，一邊對小偷說：「喂！這枚指紋的紋路欠完整，再按一次…。」99上述
巡查的對話，令人莞爾。依照常理，巡查見到小偷，理應隨即加以制伏，卻因巡
查拘泥於辨識指紋而慢條斯理地審視小偷留下的指紋，要求小偷重新留下完整的
指紋。此一超乎尋常的做法，成為該幅漫畫幽默的笑點。與之相同的漫畫表現手
法，尚有一幅漫畫描述小偷潛入「過度熱衷於鑑識的刑事」的家中竊取財物，臨
走前回頭看見該刑事已測量完成小偷的腳印尺寸，正打電話給派出所，報告說：
「主
任，緊急報告！小偷現在正要逃跑，是一兩腳步幅2尺、步行角度2寸、身高約5
寸的健壯男子，請緊急派遣刑事（前來）
。報告完畢。」100刑事理應迅速逮捕眼前
的小偷現行犯，卻急著測量小偷的腳印，並打電話向上司報告，委實令人匪夷所
思。上述漫畫似乎具有諷喻部分警察拘泥行事、不知變通之用意。
同樣的，1932年許丙丁繪製以「安全第一」為標題的漫畫也具有諷刺之意味，
該漫畫內容描述交通巡查站在路中間指揮交通，只見一輛汽車從遙遠的路頭行駛
而來，而行人已走避在道路旁等候，漫畫說明文字為「汽車從遠方行駛而來，絕
不是行人膽小，而是因為交通警察是安全第一主義者」。 101 嘲諷交通警察矯枉過
正，有擾民之嫌。正如1928年1月臺灣日日新報社顧問赤石定藏和高雄州協議會員
大坪與一兩人所指出的，臺灣的交通取締流於墨守成規，對有公務在身的人造成
困擾，尤其是皇族來臺時經常面臨上述情況，例如1927年11月朝香宮殿下巡視臺
灣中南部，在其到達預定巡視的地點前30分鐘，警察即禁止一般民眾進出該處，
頗為擾民，因此，大坪與一進而呼籲警察宜涵養常識，俾能好好地活用法律及規
則。 102由是觀之，許氏的漫畫並非完全只是嬉戲娛樂的漫畫，其畫作委實隱含著
批評當時警界做法之用意。
另以警界上下有別的秩序為例，許氏的漫畫中，經常出現基層警察的心聲，
以及描繪警察幹部與下屬相處概況的情景。關於反映基層心聲的漫畫，概有描繪
課長正準備回家的樣子，旁白為川柳文句「課長一回家，大家都回家」
；103描繪下
午4點課長與訪客相談甚歡的樣子，旁白為川柳文句「課長室有客人來時，就是下
99

許丙丁，〈警察漫畫〉，《臺灣警察時報》211（1933.6），頁2。
丙丁，〈自由警邏〉，《臺灣警察時報》238（1935.9），頁8。
101
許丙丁，〈警察漫畫〉，《臺灣警察時報》54（1932.10），頁3。
102
〈名士の聲〉，《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27（1928.1.1），頁53-54。
103
該川柳原文為：
「課長歸れば歸り」，參見鏡汀，
〈警察漫畫〉，
《臺灣警察時報》3（1930.2），
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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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的時候」
。104另如，關於反映上下階層相處概況之漫畫，概有描繪正在看報紙的
課長轉頭以咳嗽聲叫醒打瞌睡的下屬； 105以及課長面對汗流浹背的下屬時邊抽煙
邊說「辛苦了」
、新上任的警部補神氣地接受下級的敬禮、老巡查聽到別人尊稱「殿
（按：大人，係指下級對上級的尊稱）」後才願意回應。106許氏的漫畫維妙維肖地
呈現警察的職場生態，以及每位警察同仁面對長官及同事的心態。1926年有一位
警察幹部投書《臺灣警察協會雜誌》
，討論關於訓誡警察下屬之事項，主張在警察
事務的執行上絕對不可廢除上下有別的階級制度，蓋上下有別方可維持秩序，並
圓滿完成事務。 107呼籲警界維持嚴明的上下秩序。不過，許氏之所以將上下秩序
嚴明的階層關係作為其漫畫的笑點，似乎也可視之為針對此一現象的消極反抗。
有的漫畫諷刺部分警察過度強調其權威、裝模作樣的姿態，例如1932年繪製
一位穿著臺人服裝的警察正為自己是否該剃掉鬍子而困惑，108呈現警察執著於「蓄
鬍」的心態。同時，巡查的配劍、帽子及制服上的銀線（圖23）
、肩章等象徵警察
權威的衣著配件，在許氏的警察漫畫中經常被提出來調侃，例如描繪一個穿著和
服的男子用手指著警察的佩劍並詢問是否能斬斷東西、 109特科巡查每走一步就盯
著自己的佩劍的樣子（圖24）
、110警察下田插秧時仍戴著制帽的樣子、111站在鏡子
前愉悅地看著自己制帽上的銀線之姿態、 112 戴上肩章並向鏡中的自己敬禮、 113 即
使遭遇吠叫的狗仍不忘表明自己的身分。 114上述許氏漫畫中所描繪的警察形象大
多刻畫出警察故做姿態、威風十足的神色。此一警察漫畫之形象，頗能呼應向來
時人回憶錄中警察的負面社會觀感。1928年有一日本人投書當時的警察刊物明白
指出，一般人提到巡查均先表現出輕蔑、憎惡的態度，雖然偶爾有諂媚警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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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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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多數是居心相當陰險的狡猾之徒，而造成警察社會觀感欠佳的原因，在於警
察的地位低於其他官吏，以致警察本身面對社會亦常表現出彆扭的態度。 115此一
彆扭的態度，或許可以用來解釋許氏漫畫中呈現的警察樣貌。由是觀之，許丙丁
對基層警察自我價值的複雜心境，似乎頗有感觸。
1937年以降隨著臺灣漸次進入戰時體制，警察的職務更加擴大和忙碌。該年，
許丙丁僅投稿刊載三幅漫畫，分別是以「泰山鳴動鼠一匹」為題，描繪為了追緝
一隻叼走老鼠的貓之蹤跡，動員五名警察在一棟大房屋外來回搜查、拿放大鏡檢
視證據， 116以及描繪實施燈火管制時一名正準備隔天考試的考生利用自己的光頭
取得反射光線看書、 117兩名警察為了警告未熄燈的大樓頂樓而爬上電線桿，卻發
現原來是光頭民眾所反射的光線。 118不僅透過寓言的方式，諷刺當時臺灣警界大
費周章、勞師動眾卻成效有限的做法，並調侃當時燈火管制的社會實況，似有諷
刺當局做法之用意。
大致而言，許丙丁的警察漫畫有的如實地描繪現實狀況，反映其對警界不公
的同情和理解；有的則是透過辛辣的筆調，嘲笑和諷刺警界常見的陋習。就上述
警察漫畫中的警察族群形象觀之，許氏並未特別強調這些警察究竟屬於臺人警察
或日人警察，然而，若考慮許氏的警察漫畫大多描繪與臺灣社會民眾直接接觸的
基層警察，而日治時期臺灣基層警察的巡查補、警手又以臺灣人居多數，則可推
知這些以基層警察為主角的漫畫似乎反映日治時期臺人警察的處境和執勤生活。

四、漫畫中的警民關係與臺灣人形象
許丙丁長期擔任臺南州下的中階臺灣人警察，專門辦理刑事案件之偵查，與
一般民眾之關係可說相當密切。臺灣社會一般民眾的圖像，以及警民之關係等，
亦成為許氏漫畫的主角之一。透過許氏之畫筆，被捕之犯人、兒童、婦人、美女、
藝妓及女侍、苦力、郵差、富人、保正等各種人的喜怒哀樂，無不躍然紙上。

（一）警民關係
115
116
117
118

伊藤生，〈門外漢の偶言〉，《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33（1928.7.1），頁142。
丙丁，〈自由警邏：泰山鳴動鼠一匹〉，《臺灣警察時報》254（1937.1），頁12。
丙丁，〈自由警邏：試驗前夜の燈火管制〉，《臺灣警察時報》254，頁13。
丙丁，〈自由警邏：漫畫傑作集—燈火管制〉，《臺灣警察時報》255（1937.2），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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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犯人及被拘留人被警察逮捕、拘禁，甚至出獄等各種面貌，最常出現
於許氏的漫畫中。有的漫畫以警匪追逐為主題描繪嫌疑犯千方百計想辦法脫逃的
心態，例如以「某囚犯的空想」為題，描繪囚犯脫逃出監獄，為了躲避警察的追
緝，突發奇想地進入魔術表演場地，透過魔術師的表演，從箱子中憑空消失的故
事； 119或描繪竊盜犯背著裝滿他人財物的袋子正準備離去，不料卻看見警察，於
是突發奇想地易容裝扮成聖誕老人，以逃脫警察之緝捕。 120有的漫畫則笑罵犯人
的小奸小惡，例如描繪嚴重近視的小偷注視著地面上的黑皮鞋，心想：
「上天未放
棄我，這裡放著一雙華麗的鞋子」，卻沒注意到正穿著這雙鞋子的人是警察（圖
25）
。121或描繪醉漢的鼾聲響遍拘留場的情景。122要之，上述漫畫的主題簡單明確，
以幽默有趣的方式呈現一般犯人的種種樣貌，可視為輕鬆小品漫畫。
不過，有的不只是輕鬆幽默而已，同時也是因應社會時事而繪製的諷刺漫畫。
茲略舉數例說明之，例如描述警察誤認為一對夜晚手持燈籠到公園、舉止怪異的
夫婦正從事非法的秘密集會活動，不料受到該夫婦愚弄，故意逃跑讓警察追趕，
當警察追到上前盤查後，始知夫婦兩人乃是為了天皇即位慶祝大會之活動，正演
練男扮女裝的化妝遊行。 123該幅漫畫之用意除了消遣刑事警察無所不懷疑的偵探
心態之外，同時也是諷刺時事之作，蓋因當時日本國內為了慶祝昭和天皇的即位
大典，青年男女開始出現男扮女裝、女扮男裝之奇風異俗， 124該幅漫畫乃是以輕
鬆的筆調諷刺當時日本男女不分之現象，並於同年《臺灣警察協會雜誌》舉行之
漫畫比賽中獲得第三名。顯示許氏批判現實社會的畫風，獲得評審的肯定。
另有漫畫描繪坐在牢籠外的警察，喝令牢內的犯人禁止交談，犯人雖互相摀
嘴不再交談，卻禁不住放出響屁的情景。 125該漫畫寓意為犯人將警察的話當作放
屁，以淺白粗俗的白描手法呈現犯人普遍對警察外表柔順但內心未必畏懼的心
態；有的漫畫描述警察對拘留所的犯人表示其獲釋放可返家，但犯人卻蹲坐在地
上向警方表示目前時機不湊巧，因為家中的妻子尚未備妥飯菜，請明日再予以釋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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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云云。 126對一般犯人而言，若能早日出獄，自然求之不得，但該幅漫畫的犯人
卻一反常態，希望能暫時繼續留在監獄，以求一餐之溫飽。該幅漫畫刊載於1931
年1月，表面上，其用意在諷刺犯人將拘留所視為飯店的心態，實際上，其真意可
能在於抒發1930年代初期臺灣經濟不景氣，陷入正衰退中的世界經濟泥沼。
有的漫畫則以「刑事補償法施行」作為漫畫標題，漫畫內容描述一名男子為
了謀取政府的賠償金，利用冤獄賠償辦法，先冒充為殺人犯到派出所自首，迨被
起訴後，在法院全面否認犯行，誣指冤獄。 127該則漫畫之情節主要在於批判1933
年起臺灣正式實施的「刑事補償法」
，128蓋因該幅漫畫創作時機，與該法實行於臺
灣同一時間。
「刑事補償法」先於1932年在日本國內實施，查該法之立法用意有二，
一則鑑於無辜民眾因司法之疏失而遭到處罰時，國家須負起責任以賠償其損失、
痛苦及污辱；一則避免不肖法官及檢察官濫用職權，減少審判之缺失，藉以監督
司法行政權及司法權之行使。惟該法實施後，引起部分律師及司法人員之疑慮。129
許氏既然身為刑事警察，該法律之規定與其職權可說息息相關，儘管許氏未留下
任何討論該條法律之文字，但由該則漫畫可推斷其亦對該法充滿疑慮和不滿。
許氏的漫畫亦呈現犯人可憐的模樣，例如有的描繪警察坐在桌前單手托住下
顎，看著眼前被捕繩綁縛的犯人，旁白的川柳文句為「看守著犯人的男子神情」；
130

有的描繪牢房內有女犯人坐著，警察拿鑰匙鎖上牢房的情景，旁白的川柳文句

為「哄勸啜泣的女人後上鎖」（圖26）； 131有的描繪身穿破爛衣服的竊盜犯被警察
綑綁，滿臉淚水十分傷心地跌坐在地上，旁邊的警察亦不禁動容流淚的情景，漫
畫附上「貧困的竊盜，使巡查哭泣」之川柳文句（圖27）
；132另有以「看著送進來
的飯，瞭解父親的慈愛」之川柳文句作為主題的漫畫，描繪關閉在監獄的拘留人
一邊吃飯一邊痛哭流涕的樣子。 133 這些漫畫不僅刻畫出犯人及拘留人內心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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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也呈現警察的憐憫之情。雖然上述漫畫旁白川柳文句的創作者係他人，而非
許氏，但也反映許氏本身亦對上述川柳文句有所感觸，所以選擇作為漫畫的主題。
警察作為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必須較一般民眾對可能破壞社會秩序的事物提
高警覺以防範未然，許氏擅長觀察人物的神情，其以「盯視人群臉孔的巡查經過」
之川柳句子為題，描繪巡查經過人群時仔細觀察人們的表情， 134或描繪巡查「看
到眼神兇惡者則認為可能是扒手」 135等之漫畫，平實地呈現警察平日認真偵查犯
罪的樣子，反映出刑事警察往往在潛意識中有「必須找出什麼線索」
，以便隨時偵
察可疑分子的心情。 136類似的漫畫尚有許氏以「凹巡查」的故事為主題所繪製系
列連環漫畫，此一系列漫畫先發表於1929年，描述基層警察「凹巡查」任職十年
間因未曾逮捕嫌犯，受到上級的責備，於是決心發憤圖強，認真巡邏，結果卻差
點將普通的攝影者當作可疑的嫌犯； 1371931年許氏再以「凹巡查」為主角繪製漫
畫，描述身為「萬年巡查」的「凹巡查」因久未升職，最後在其妻的協助下合力
逮捕犯人，終於升官的故事。 138與上述漫畫主題相近者尚有「憲兵特務與高等特
務」
，描述憲兵與高等警察走在路上互相認為對方是可疑人物而彼此跟蹤，沒想到
一路上兩人都被下屬認出身分，最後始知係烏龍一場。 139巡邏警察將電影的殺人
情節誤認為殺人刑案 140之漫畫等均是。上述漫畫之主旨均在於辛辣地諷刺基層警
察因升遷不易而急於求功的心態，而造成警察往往充滿戒心地面對民眾，遂將人
民視為犯罪嫌疑者。事實上，正因為警察隨時抱著將民眾視為嫌疑犯的心態，結
果，民眾對之心生畏懼。此一態度當時已受到不少人批評。
1928年1月，《臺灣警察協會雜誌》邀請全臺各地名人發表關於臺灣警察的個
人看法，其中，東臺灣新聞社社長梅野清太即指出，民眾面對警察時，只注意到
警察的配劍和捕繩，以致懷著恐懼的心情與警察接觸，結果往往出現欠缺意見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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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邏的警察看到在戶外播映的有聲電影之殺人情節後，誤以為發生重大殺人刑案，乃急
忙報告上級，眾人浩浩蕩蕩前往取締時，卻發現為烏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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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產生各種誤解和曲解之情形；梅野氏期許警察保持威嚴，並透過人情味成為
民眾親近的對象。 141由是觀之，許氏漫畫之取材及呈現，並非漫無目的地笑謔娛
樂之作，而是透過漫畫呈現其對臺灣警民關係的看法。亦即是，基層警察應如何
與臺灣社會的民眾和諧相處？關於此一課題，鮮少於警察同仁刊物上發表評論意
見文字的許氏，特於1924年投稿表示，其曾與某警察課長結伴前往某部落出差，
看到該地一母親驚嚇地對哭泣不止的孩子說：
「看！警察來了。」該孩子遂害怕地
逃離；許氏有感而發地表示，該母親的恐嚇之詞無疑地係向敏感的孩子教導警察
是恐怖的人。當孩子成長後不易消除上述對警察的看法，以致對警察抱著先入為
主的印象。如此一來，其不但無法瞭解警察的工作和性質，反而對警察產生誤解
和抱持反感，並大肆攻擊警察的過錯。因此，許氏建議警察宜對民眾「為政以德」
或「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142由上顯示，許氏認為利用警察的權威恫嚇孩童實有
害於警民的和諧關係，期許警察同仁宜以德性和禮儀對待民眾，而不宜擅用自己
的官威震懾民眾。許氏亦曾繪製川柳漫畫描述臺人婦女為了使哭泣中的孩童停止
哭泣而向其說道：
「大人來了」
（圖28）
。143繪製該幅漫畫之構想顯然係來自許氏的
親身體驗，自不待言。
事實上，在許氏的漫畫中，兒童也是許氏漫畫中經常出現的角色，例如繪製
兩個臺灣人兒童敲打著高於他們兩人的郵筒，看看是否信件已投進郵筒， 144生動
地呈現描繪臺灣人兒童天真無邪的樣子。其中，也有部分畫作描繪警察對迷路兒
童的耐心和愛護，例如有的漫畫描繪兒童在人群中迷路而哭泣的樣子，畫中警察
伸手安撫； 145 有的描繪警察面對哭泣不止的兒童，感到束手無策樣子； 146 有的漫
畫則描述警察急忙地扶起跌倒的孩童等； 147有的描繪警察親切地望著一對母子牽
手離開派出所走向街道轉角處的身影。 148除了兒童之外，臺灣婦女、乞丐等均曾
出現於其漫畫中，例如，描繪臺灣婦人在司法室涕泗滂沱地用手擤鼻涕的傷心模

141

〈名士の聲〉，《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27（1928.1），頁51。
許丙丁，〈現代を見て私の偶感〉，《臺灣警察協會雜誌》90（1924.11），頁122。
143
許丙丁，〈警察川柳漫畫〉，《臺灣警察時報》26（1931.2），頁34。
144
丙丁，〈警察漫畫〉，《臺灣警察時報》2（1930.1），頁5。
145
鏡汀，〈川柳漫畫〉，《臺灣警察時報》7（1930.4），頁45。
146
鏡汀，〈川柳漫畫〉，《臺灣警察時報》7，頁45。
147
鏡汀，〈警察漫畫のページ〉，《臺灣警察時報》55（1932.11），頁2。
148
丙丁，〈川柳漫畫〉，《臺灣警察時報》7，頁46。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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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149 年老的臺灣婦女向警察受理櫃臺提出請願書並雙手合十拜託的樣子； 150 農
曆新年期間臺灣人女僕人特地穿上鞋子提水； 151警察憐憫地向乞丐施捨錢幣（圖
29）
。152嚴格而言，上述以兒童、婦女、乞丐等社會弱勢者為主題的漫畫，並不是
具有諷刺現實社會寓意的畫作，而是屬於素描寫實性質的作品，不僅呈現警察對
社會弱勢者的慈愛和關懷，亦反映許氏本人對臺灣社會弱勢族群的同情和理解。
向來關於日治時期警察形象，不少回憶文字抨擊日治時期警察欺負或刁難無
辜良民、作威作福的惡行。換言之，大多將警察視為是總督府各項殖民統治政策
的執行者，甚至認為其為殖民統治者的爪牙，反而忽略了基層警察本身的想法。
更何況不少批評日治時期警察的文字是出自被殖民者的臺灣民眾，片面採取一方
的回憶文字作為概括討論之素材，是否足以客觀呈現當時警察的樣貌，值得深思。
上述許氏以兒童為主角繪製的漫畫，呈現基層警察慈愛的另一個面向，可視之為
許氏創作理念及其對警民關係想法之呈現。

（二）臺灣社會百態
許丙丁筆下的臺灣人形象，概有臺灣人的保正、婦女等。其中，關於臺灣人
保正的漫畫2幅，為數不多，其一為描繪臺灣人保正戴著眼鏡、穿著西裝和皮鞋，
一派紳士模樣，卻用手擤鼻涕（圖30）
；153其二為描繪臺灣人保正戴著毛線帽、穿
著傳統臺灣衫和馬褂，滿臉笑容地將紅色名片遞給日本警察的樣子（圖31）
。154前
者對比臺灣人保正之外表與衛生習慣，似乎諷刺儘管臺灣人保正穿著時髦的西
裝，但顯然表裡不相稱；後者則呈現臺灣人保正對警察諂媚之神情。另有一幅漫
畫描繪一名警察坐在桌前，高興地看著一名臺灣人民眾勉強地從肚臍邊的暗袋掏
出罰金的樣子（圖32）
。155上述漫畫中，臺灣人保正及民眾的形象似乎均是有欠體
面、粗俗、諂媚，許氏之創作初衷為何？不知其詳，惟應與現實差距不大，略顯
嘲諷意味。
關於社會風俗習慣、市井百態、時尚流行等，許氏漫畫中亦有所呈現。每年1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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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丙丁，〈警察漫畫〉，《臺灣警察時報》53（1932.9），頁2。
綠珊盦，〈警察漫畫〉，《臺灣警察時報》215（1933.10），頁4。
許丙丁，〈警察川柳漫畫〉，《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45（1929.7），頁236。
許丙丁，〈警察漫畫〉，《臺灣警察時報》213（1933.8），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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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丙丁，〈警察川柳漫畫〉，《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45（1929.7），頁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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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刊的《臺灣警察協會雜誌》或《臺灣警察時報》經常刊載許氏與其他日本人
漫畫家分別繪製的新春漫畫，例如1932年繪製新年期間各種風俗之漫畫即是，畫
中呈現各種奇風異俗，包括眾人排隊參加「虛禮廢止名刺交換會」
、警察成立「臨
時屠蘇收容所」和「風俗取締查詰所」取締在街上爛醉如泥的醉鬼和聚賭者、街
上出現以五分鐘內自動拍照為名而變相提供女子裸體供人偷窺的「自然美照相
術」、警察觀看街上民眾相互拜年而自嘲警察紅包與去年一樣均減半等情形（圖
33）
。156上述「奇風異俗」乃係許氏以誇張的筆觸所製造的娛樂效果，生動地揭露
基層警察新年疲於奔命的樣子和渴望提高新年紅包獎金的心聲。若與同一時期發
表的日人漫畫家「信坊」所繪製的新春漫畫相較，
「信坊」的漫畫描繪新春民眾家
家懸掛日本國旗、見面拜年、參拜神宮、開車前往北投等富有意義的活動（圖34）
，
157

畫面呈現一片祥和安樂的氣氛。至於許氏的新春漫畫，則是充滿各種誇張化的

想像，且畫面呈現的各種活動均是取材於生活中不可能發生的奇想，在現實生活
中頗富諷刺意義。許氏的其他新年漫畫亦幾乎都以日本人警察的年節風俗作為漫
畫主角，例如喝屠蘇酒、交換名片、玩日本和歌紙牌遊戲等， 158呈現日本新年期
間庶民生活的趣味，以臺灣人新年民情風俗為主題的漫畫反而數量不多。
另有漫畫生動地描繪賭徒的各種面貌，例如以「麻將狂（按：原為麻雀狂）」
為題，描繪坐在麻將桌前正耽於方城之戰的4名賭徒，看到警察破門而入查緝時，
仍從容地對警察說：「長官！真不巧，已經有四個人了。」（圖35） 159又如以「麻
將狂夫婦的歸來」為題描繪一對嗜賭的夫婦於翌日清晨返家時，互相發現對方滿
臉都是「X」字記號（圖36）。 160上述漫畫以幽默的方式刻畫出賭徒的嗜賭樣貌，
令人莞爾。然而，若從戰後臺灣耆老的回憶文字可知，日治時期警察取締賭博之
實況與上述許氏漫畫的內容實有所差距。1991年5月臺北市大同區舉辦「大稻埕耆
老座談會」
，邀請區內橫跨日治與戰後兩時代的耆老，講述大稻埕地區的史事。會
中，時年75歲曾任職該區民防副分隊長的陳連壽回憶道：
日據時期日本政府對老百姓極為嚴苛，在警察局南署、北署均設有防犯
156
157
158
159
160

許丙丁，〈新年警察漫畫〉，《臺灣警察時報》45（1932.1），頁172。
信坊，〈新春百景〉，《臺灣警察時報》45，頁173。
許丙丁，〈正月川柳漫畫〉，《臺灣警察時報》1（1930.1），頁5。
許丙丁，〈警察漫畫〉，《臺灣警察時報》220（1934.3），頁4。
許丙丁，〈警察漫畫〉，《臺灣警察時報》218（1934.1），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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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是個預防犯罪的機構。警察出外巡邏，一看到有多人聚集在一起，就
會問是否在賭博，如果發現賭博，所有的人馬上就會被押回去治罪。如果
沒有發現賭博，就會問有沒有職業，如答說沒有，就當做「無賴漢」押回
去拘留二十九天。若在問話時，對方支吾其詞，會被打耳光，接著檢查手
掌，如發現手掌很細，就會被懷疑是無業遊民而被收押。警察在拘押嫌犯
時，是用繩子拴著手銬，騎在懸掛青色車牌（大多是富士牌）的高級腳踏
車上，嫌犯跟在車後徒步走，好像在拉狗一樣。如果犯人走路太慢，警察
就下車，賞幾個耳光，催促動作快些。
由於警察平日太蠻橫，欺壓百姓，光復後許多當過警察的人都被痛打，甚
至有傷重不治的。也有日本警察在被遣送回國時，人已到車站，還有人因
太痛恨不甘心，跑到車站攔阻，再狠打一頓的。 161
曾擔任當地鄰長的許添福亦同意上述發言，略謂：
日據時期警察對於犯罪行為，可以不憑事實，根據密告逕以嫌犯逮捕，以
濫刑毒打、灌水逼供，非常不合理。譬如知道地方上有賭博的人，就非將
賭博的人逮捕不可，不惜用什麼方法、手段，一有嫌疑就捉拿。在嚴刑峻
法下，治安當然很好！ 162
由上述資料可知，當時警察雷厲風行取締賭博，不問有無參與賭博，一律視
為嫌疑犯加以嚴刑拷供，其恐怖的惡行依然讓戰後老一輩的臺灣人印象十分深
刻。由是觀之，許氏的警察漫畫似乎只是選擇輕鬆逗趣的一面，對於警察殘酷苛
刻的面相，則略而不提。
此外，關於時尚流行之漫畫，概有以「舞場也混合著屁的味道」之川柳文句
為題的漫畫，內容描繪警察在跳舞場等時髦的場所中亦聞到放屁的味道， 163暗諷

161

162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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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時髦風氣如何轉變，人性的本質仍未有太大改變。另有以「跳舞狂時代」為
題的漫畫，描繪兩名匪徒及緊追在其背後的兩名警察，看到翩翩起舞的華爾滋舞，
均不禁跳入舞場雙雙起舞，而忘了偷竊財物和逮捕犯人的初衷。 164上述漫畫對時
下青年男女流行跳舞的風氣，亦頗具批判意味。

五、結論
整體而言，許丙丁的漫畫取材豐富，透過許氏的畫筆，呈現出警察實際的生
活及臺灣社會的百態。這些警察圖像有的身著警察制服，頭戴警帽，腰繫配劍；
有的則是一身日本人浴衣或和服，呈現日本人警察的樣貌。就其漫畫中所呈現的
警察生活觀之，許氏取材的範圍相當廣泛，包括警察練習生之訓練概況、新人警
察、經驗老道的萬年巡查，以及警部補等各種樣貌；同時，部分漫畫的主題為警
察埋伏跟蹤嫌疑犯、從事鑑識、偵辦犯罪案件、警匪追逐及鬥智等情景，反映許
氏的漫畫作品主題與警界生涯及實際體驗密切相關。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漫畫描述基層警察對上司長官唯唯諾諾，執行工作時墨
守陳規、不知變通，有時卻展現高度權威、沾沾自喜的神態。在許丙丁的警察漫
畫中，似乎不易看到廉潔正直的警察形象。這些漫畫作品，雖強調娛樂戲謔，但
也寓有諷刺警察工作、警界生態之用意。若從近代漫畫的幽默特質觀之，許氏以
戲謔的方式嘲弄警察職場生活的各種樣貌，提供警察讀者輕鬆愉悅的閱讀空間，
引起讀者之共鳴，可視之為警察職場抒壓性的漫畫作品。其畫筆下這些充滿各種
喜怒哀樂的警察人物，可說是基層警察的心聲和無奈的呈現，反映出許丙丁觀察
人情世事的敏銳度
上述諷刺警界職場生活的漫畫題材，絕大多數都是川柳漫畫，真正出於許丙
丁本身所構思的漫畫作品反而為數不多。乍看之下，此類川柳漫畫的創作構想不
過是許丙丁取材於他人所創作的川柳文句，接著再繪製插圖漫畫而已，而充滿諷
刺寓意的「川柳」文句亦似乎與許丙丁本人之意念無關。然而，若從這些川柳文
句的選擇、畫作呈現的方式來看，則適足以反映許氏本人的意念，亦即是，這些
川柳文句和構圖，乃是許丙丁有意識地選取和呈現。由是觀之，許氏在川柳漫畫

164

鏡汀，〈（三等）警察漫畫〉，《臺灣警察時報》209（1933.4），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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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以括號註明原川柳文句的創作者及出處，毋寧可視為許氏的保護色。
許氏的漫畫中所呈現的警民關係，除了警匪追逐及鬥智漫畫之外，大部分的
漫畫幾乎都是和諧的。其所描繪的臺灣人嫌疑犯、婦女、兒童及其他弱勢族群之
樣貌，有的天真無邪，有的令人哀憐，大多呈現對漫畫角色的同情憐憫，並未出
現臺灣警察欺凌弱小的圖像。至於許氏畫筆下的臺灣人保正形象，雖略呈批判色
彩，但並不明顯，且相關主題之漫畫數量不多。乍看之下，許氏創作關於警民關
係的漫畫中，警察似乎被塑造成哀憐弱小的形象。而且，其漫畫中所出現的臺灣
人及臺灣社會圖像似乎也欠鮮明。
若與同一時期許氏投稿於《三六九小報》的漫畫相比較，兩者的圖畫風格有
明顯的區別。
《三六九小報》創刊於1931年，係以臺南地區臺灣人傳統知識份子為
主要成員的報紙，許丙丁是該報活躍的成員之一，自1931年起許氏最著名的文學
作品《小封神》即首先在該小報連載。研究者指出，許氏也是該報創刊後第一位
漫畫創作者。許氏投稿該報的漫畫作品數量僅8幅，165漫畫中的主角有的穿現代西
裝， 166 有的穿長袍及戴瓜皮帽； 167 漫畫內容有的是該報的宣傳漫畫，有的則是諷
刺社會百態，呈現庶民生活的面貌； 168以1932年許氏創作的「現代世相表裏」漫
畫內容為例，該畫以表、裏兩種圖像對比，描繪4種人，分別是外表清心寡欲而私
下到歡場尋歡作樂的和尚、出外勇猛無比而在家卻怕河東獅吼的男性、對子女嚴
肅權威但私下流連花街柳巷的父親、外表是氣派堂堂社長但實際上全身裝扮都是
逐月分期付款而得的假富人，藉以諷喻社會上表裏不一的世情百態。 169要之，這
些漫畫人物幾乎清一色是臺灣人，完全未有日本人。
相較而言，許氏投稿於警察刊物的漫畫中，僅1930年所繪製川柳漫畫作品最
能呈現臺灣人警察圖像，該漫畫描繪特科出身的臺灣人警察穿著臺灣式衣褲與另
一位穿著日式浴衣的警察打招呼的樣子，旁白的川柳文句為「特科出身，愛穿臺
灣衣褲」
，170反映出其身為臺灣人警察的自覺和認同，可惜的是，在許氏所有的警
察漫畫中，此類反映臺灣警察色彩的作品為數相當稀少。除此之外，許氏大多數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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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薇，〈許丙丁之報刊漫畫研究－以《臺灣警察時報》、《三六九小報》〉，頁86-87。
綠珊盦，〈現代世相表裏〉，《三六九小報》215（1932.9）。
綠珊盦，〈漫畫（無題）〉，《三六九小報》243（1933.1）。
林育薇，〈許丙丁之報刊漫畫研究－以《臺灣警察時報》、《三六九小報》〉，頁 87-96。
綠珊盦，〈現代世相表裏〉。
丙口丁，〈警察漫畫：警察川柳〉，《臺灣警察時報》2（1930.1），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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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漫畫作品有的如實地描繪現實狀況，反映其對警界不公的同情和理解；有的則
是透過辛辣的筆調，嘲笑和諷刺警界常見的陋習。這些警察漫畫的主角幾乎都以
基層警察為主，而當時臺灣基層警察的巡查補、警手又以臺灣人居多數，因此，
或許可視之為臺灣人警察執勤生活的縮影。換句話說，許丙丁的畫筆以隱喻的方
式，敘述日治時期臺灣人警察面對日本人警察同事、臺灣社會的處境和遭遇。對
於一個自詡為「鄉土觀念最深」 171的臺灣人傳統詩人而言，許氏的警察漫畫可說
巧妙地呈現其對當時臺灣警界和臺人社會的關懷。此一表現之手法，似乎反映許
氏在殖民政權下不得不採取的自制做法。
漫畫成為現代報刊雜誌上新興的藝術表現，迄今不過百年間而已。最初，警
察同仁刊物為了使刊物內容更加活潑，開始徵求相關漫畫作品，由是構成許氏繪
製警察漫畫的特色，亦即是強調輕鬆幽默，可讓人發出會心一笑的漫畫作品。平
心而論，許氏並非《臺灣警察協會雜誌》及《臺灣警察時報》唯一的漫畫投稿者，
蓋同一時期亦有不少日本人的漫畫投稿者，甚至許氏也不是唯一一個臺灣人的漫
畫投稿者，同樣是臺灣人警察的投稿者另有署名「黃明通」者。 172其次，許氏的
漫畫作品與其他日本人投稿的漫畫作品相較，在數量及表現手法上並未特別突
出。然而，警察雜誌所刊載之漫畫作品中，許氏很可能是少數大量發表川柳漫畫
創作者。
要之，本文透過許丙丁的警察漫畫，重新發現日治時期臺灣基層警察的圖像。
利用這些圖像資料作為分析素材，有助於瞭解向來鮮 少在文獻中「發聲」的臺灣
人警察之圖像。不容否認的，圖像資料本身同時兼具寫實與扭曲現實之性質。173本
文所採用的漫畫作品雖然無法完全作為歷史證據，但至少足以反映出許丙丁作為
一個臺灣人警察的觀點。至於整體的臺灣人警察圖像，則有待將來進一步與同一
時期的日本人及其他臺灣人警察漫畫創作者進行比較探討。如此一來，方可望解
明許許丙丁的警察漫畫在當時漫畫界的地位和意義。

171

172

173

許丙丁，〈寫在小封神的前頭〉，收於許丙丁原著、呂興昌編校，《許丙丁作品集》下，
頁625。
黃明通之生平及職稱欠詳，查詢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未見相關記載，此人之職稱可能是
巡 查 部 長 以 下 ， 詳 情 有 待 進 一 步 釐 清 。 其 漫 畫 作 品 大 多 出 現 於 1935年 以 降 ，例 如 黃 明
通，〈警察漫畫〉，《臺灣警察時報》233（1935.4），頁10。
Peter Burke, Eyewitnessing: The Uses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London : Reaktion
Books, 2001), p.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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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圖1

圖2

資 料 來 源 ： 許 丙 丁 ，〈 漫 畫 第 二 等 當
選 〉，《 臺 灣 警 察 協 會 雜 誌 》 139
（1929.1），頁300。

圖4

資料來源：水馬，〈警察漫畫〉，《臺灣
警察協會雜誌》82（1924.3），頁67。

圖3

資料來源：丙丁，〈母國漫寫
資料來源：丙丁，
〈巡查百面相〉
（一）
、
（六），

行〉（一），《臺灣警察時報》

《臺灣警察時報》12（1930.7），頁26、41。

12（1930.7），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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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圖6

圖7

圖8

資料來源：許丙丁，
〈警察川柳漫畫〉，

資料來源：許丙丁，〈警察漫畫〉，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45（1929.7），

《 臺 灣 警 察 協 會 雜 誌 》 148

頁236。

（1929.10），頁194。

圖9

資料來源：許丙丁，
〈（二等）懸賞警察漫畫〉
，
《臺灣警察時報》206（1933.1），
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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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資料來源：許丙丁，〈警察漫畫〉，《臺灣
警察時報》54（1932.10），頁4。

資料來源：許丙丁，
〈警察漫畫〉
，
《臺灣
警察協會雜誌》149（1929.11）
，頁170。

圖12

圖13

資料來源：許丙丁，
〈警察川柳漫畫〉，
《臺灣警察時報》23（1931.1）
，頁23。

資料來源：鏡汀，
〈警察漫畫のページ〉，
《臺灣警察時報》55（1932.11），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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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圖15

資料來源：鏡汀，〈警察漫畫〉，《臺灣警
察時報》56（1932.12），頁4。
資料來源：許丙丁，
〈警察漫畫〉
，
《臺
灣警察協會雜誌》146（1929.8）
，頁24。

圖17
圖16

資料來源：許丙丁，
〈警察漫畫〉
，
《臺

資料來源：鏡汀，
〈警察漫畫のページ〉，

灣警察時報》236（1935.7），頁6。

《臺灣警察時報》55（1932.11），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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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圖19

資料來源：鏡汀，〈警察漫畫〉，《臺灣
警察時報》218（1934.1），頁3。

圖20

資料來源：鏡汀，
〈警察漫畫〉
，
《臺
灣警察時報》210（1933.5）
，頁1。

圖21

資料來源：許丙丁，〈警察川柳漫
畫〉
，
《臺灣警察時報》26（1931.2）
，
頁34。
資料來源：許丙丁，〈警察漫畫〉，《臺灣警察時報》211（1933.6），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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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圖22

圖23

資料來源：鏡汀，
〈警察漫畫〉
，
《臺灣

資料來源：丙丁，
〈川柳漫畫〉
，
《臺

警察時報》214（1933.9），頁4。

灣警察時報》7（1930.4），頁46。

圖25

圖26

資料來源：鏡
汀，
〈警察川柳
漫畫〉，《臺灣
警察時報》23
（1931.1）
，頁
23。

圖27

資料來源：許
資料來源：許丙丁，〈警察

丙丁，
〈警察川

漫畫〉，《臺灣警察時報》

柳漫畫〉，《臺

213（1933.8），頁3。

灣警察時報》
45（1932.1），
頁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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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圖29

圖30

資料來源：許丙丁，〈警察漫
畫 〉，《 臺 灣 警 察 時 報 》 213
資料來源：許丙丁，
〈警察

（1933.8），頁5。

川柳漫畫〉，《臺灣警察時
報》26（1931.2），頁34。

圖31

資料來源：鏡汀，〈警察漫畫〉，《臺灣
警察時報》3（1930.2），頁42。

圖32

資料來源：許丙丁，
〈警察川柳漫
畫 〉，《 臺 灣 警 察 協 會 雜 誌 》 145
（1929.7），頁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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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丙丁，
〈自由警邏〉
，
《臺灣
警察時報》238（1935.9），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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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資料來源：許丙丁，
〈新年警察漫畫〉
，
《臺灣警察時報》45（1932.1）
，頁172。

圖34

資料來源：信坊，〈新春百景〉，《臺灣警察時報》45（1932.1）
，頁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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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資 料 來 源 ： 許 丙 丁 ，〈 警 察 漫
畫 〉，《 臺 灣 警 察 時 報 》 220
（1934.3），頁4。

圖36

資料來源：許丙丁，〈警察漫畫〉，《臺灣警察時報》218（1934.1），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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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Police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ga by Bing-Ding Hsu
Hsiu-mei Tsai
Abstract
This paper utilizes the police-themed manga published by Bing-Ding, Hsu in
Taiwan Police Magazine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o study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image of basic level police officers within Hsu’s police-themed
manga series in order to achie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su’s police-themed manga and his career as a police officer. Bing-Ding, Hsu, who
once served as a basic level police official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a Police Sergeant, never spoke of his experience as a police officer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However,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 that the police manga drawn by
Hsu portrays several scenes of the regular on-duty lives of basic level police officers
handling criminal cases and interacting with ordinary citizens. Some of the manga also
portray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police department in a satirical fashion. It
appears that the inspiration for his work was drawn from his experiences and
observations in the course of his actual experience as a police officer. Hsu’s
police-themed manga could facilitate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lives of police officers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coloniza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of Taiwanese police during the time period that has been difficult to
portray in the previous documentation and data.
Keywords: Bing-Ding Hsu, Policeman, Manga, Senryu (comic haiku),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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