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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檔案裏的禁書與禁歌 ★ 加入書籤：    

 

第20屆臺北國際書展於本（101）年2月熱鬧登場，除代表

我國出版業蓬勃發展外，也象徵著我國出版與言論自由的成

果。然而回首當年，您目前正在閱讀的小說、報紙雜誌、字

典，或是誦唱的歌曲，卻可能曾經在查禁的行列，就讓本期的

檔案瑰寶帶您回顧那些年被查禁的書本與歌曲吧！

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研究員  馬有成

圖1-1 民力報聲請登記書  
 

檔號：0036/137.1/5/1/002 
 

案由：茲呈送新聞紙「民力報」登記聲
           請書三份證件一份請察核由  

 
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圖1-2 新世界雜誌登記審核
 

檔號：0036/137.1/7/1/002
 

案由：函為擬准「新世界」等登記附原
           新聞紙什誌登記聲請書各三份

           請查照審核見覆由
 

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圖1-3 國民教育指導月刊登記審核
 

檔號：0036/137.1/7/1/006
 

案由：范壽康等創辦「國民教育指導月
           刊」「台灣郵報」等什誌經核

           尚無不合檢附原登記聲請書各  
           三份請查照審核見覆由

 
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正因臺灣受到日本統治長達半世紀之久，光復後長官公署積極

推廣國語教育，並成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負責國語教育與

中國各朝代在建立初期，可能會因為各種因素而對書籍與文字有所限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秦始皇的

焚書事件。清代初期也有大規模的查禁書籍及文字獄，流傳甚廣的譬如「維民所止」、「清風不識字、何

故亂翻書」與「一把心腸論濁清」等。

臺灣在對日抗戰期間受到皇民文學運動的影響，當時的「皇民文學奉公會」有權考核作家，也可指派

作家著述宣揚國策（註1）；由於文學創作受到限制，連帶影響此時期出版品的內容。臺灣光復後，各類

報紙雜誌及書籍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種類亦相當繁多，此時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下簡稱長官公署）依

照中央命令廢止新聞檢查，並成立宣傳委員會，負責臺灣地區圖書出版及報紙雜誌發行及審查登記等業務

（註2）。同時，新聞雜誌社亦紛紛成立（圖1-1～1-3），譬如民國（以下同）35年年初臺北市聲請登記

者多達39家（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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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組織規程
 

檔號：0036/012/3/1/003
 

案由：茲送上本會組織規程一份請查照由
 

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書籍編輯與審查事項（圖2）；同時也逐漸禁止使用日文，譬如禁

止店面招牌以日文書寫（註4）。35年2月長官公署公布日文圖書

雜誌取締規則（註5），10月1日長官公署公布自10月25日起撤除

臺灣地區報紙雜誌附刊日文版（註6）。此時報紙雜誌若有報導失

當，也會被撤銷登記或查禁（圖3-1～3-4），而圖書館內部分書籍

也被列入禁閱（註7）。

圖3-1 查禁臺灣秘聞  
 

檔號：0038/9999/1/1/002
 

案由：臺北市和平日報廣告刊  
           有「臺灣秘聞」，應予  
           查禁。

 
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圖3-2 臺南興臺日報不當言論
           禁止發刊  

 
檔號：0036/137.3/2/1/001

 
案由：為本市興臺日報刊載叛  

           亂言論業經依法暫行禁  
           止發刊謹電察示由

 
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圖3-3 臺南興臺日報
 

檔號：0036/137.3/2/1/001
 

案由：為本市興臺日報刊載叛亂言論業經依法暫行禁止發  
           刊謹電察示由

 
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圖3-4 查禁好消息  
檔號：0038/9999/1/1/012

 
案由：各縣市政府查坊間出售  

           之「好消息」刊物內容  
           荒謬絕倫、搖惑人心，  
           應予取締，請查照辦  

           理。
 

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圖4-1 查禁刊物清單
 

檔號：0038/9999/1/2/012
 

民國37年以後，隨著國內情勢緊張，臺灣省政府對於報紙雜誌若有涉及為敵宣傳、風月情色或誇大不

實的報導，則依法將其糾正或查禁（圖4-1～4-3），各縣市政府亦會指定各警察分局專人審查與取締不當

刊物（註8）。當時被查禁的報紙雜誌內容多為影響民心士氣與敗壞善良風俗者，惟臺灣省政府基於維護

民眾知的權利，要求各縣市政府於適當處設立貼報牌，讓民眾能夠獲取資訊（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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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電送查扣違禁刊物計二三六
           本請查照由

 
來源機關：臺灣省政府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圖4-2 查禁刊物公文  
檔號：0038/9999/1/2/012

 
案由：電送查扣違禁刊物計

           二三六本請查照由
 

來源機關：臺灣省政府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圖4-3 查禁刊物公文
 

檔號：0038/9999/1/2/014
 

案由：遵經轉飭所屬嚴密查禁取締去  
           后，茲據收繳已聲請登記尚未  
           核准許可出版之刊物三種共四  
           五本及未聲請登記刊物七種共  
           一○四本前來，除經將所扣繳  

           之中國人物刊物十種計全部繳  
           交警務處，並飭屬繼續取締外  
           ，將遵辦情形電請察核。  

 
來源機關：臺灣省政府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38年5月20日臺灣進入戒嚴時

期，此時臺灣省政府依據戒嚴令的

規定頒佈「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

誌圖書管理辦法」，對於內容不當

之報紙雜誌及書籍進行管制，由各

地駐軍、警察及憲兵負責查禁

（圖5）。 圖5 臺灣地區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
 

檔號：0038/9999/3/4/020
 

案由：訂定防止非法集會及管理新聞等辦法兩種
 

來源機關：臺灣省政府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圖6-1 查禁同勝行印贈日曆等出版品
 

檔號：0044/1324.8/5060
 

案名：書刊查禁
 

來源機關：國防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圖6-2 查禁「音響擴大機」
 

檔號：0044/1324.8/5060
 

案名：書刊查禁
 

來源機關：國防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圖6-3 查禁「小按君奇案」漫畫
 

檔號：0044/1324.8/5060
 

案名：書刊查禁
 

來源機關：國防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行政院亦於59年重新制訂「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並廢止「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

書管理辦法」，該辦法規定凡是中國大陸出版品一律查禁，而各類出版品亦不得有違反國策、危害治安等

內容。在「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及「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相關法令的

規定下，當時許多出版品譬如小說、字典、專業性書籍、漫畫及日曆均被查禁（圖6-1～6-6），查禁原因

相當多元，大多係為敵宣傳、內容刊登不實或者是翻印敵區書籍等；日曆則是因未載明國定紀念日被查

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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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我們常閱讀或耳熟能詳的

書籍，譬如作家郁達夫及吳濁流的

著作，當年曾以內容不妥等理由被

查禁（圖7-1、7-2）。武俠小說多

涉及武力或以歷史事件（譬如明末

流寇、清代太平天國等）為背景，

當局認為有鼓動社會暴力及借古諷

今之嫌，也成為當年查禁的重點出

版品（註10）；倘若作者為香港人

士，或是在香港報刊連載，有時也

會被列入查禁對象，譬如金庸所著

之「射雕英雄傳」、「書劍恩仇

錄」及「碧血劍」等，原連載於香

港新晚報及大公報副刊，當集結出

書在臺灣市面販售時，曾被民眾檢

圖7-1 查禁「郁達夫小說集」
 

檔號：0044/1324.8/5060
 

案名：書刊查禁
 

來源機關：國防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圖7-2 查禁「無花果」
 

檔號：0044/1324.8/5060
 

案名：書刊查禁
 

來源機關：國防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圖6-4 「古史辨」審查意見
 

檔號：0044/1324.8/5060
 

案名：書刊查禁
 

來源機關：國防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圖6-5 查禁「中國文學史」、
           「赤慾」  

 
檔號：0044/1324.8/5060

 
案名：書刊查禁

 
來源機關：國防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圖6-6 查禁「最新小兒內科學」  
 

檔號：0044/1324.8/5060
 

案名：書刊查禁
 

來源機關：國防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圖8-1 民眾陳情「書劍恩仇
           錄」、「碧血劍」不妥

 
檔號：0044/1324.8/5060

 
案名：書刊查禁

 

圖8-2 查禁「書劍恩仇錄」、
          「碧血劍」

 
檔號：0044/1324.8/5060

 
案名：書刊查禁

 

圖8-3 查禁「大漠英雄傳」
 

檔號：0044/1324.8/5060
 

案名：書刊查禁
 

來源機關：國防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舉內容不妥，為此相關單位進而採取查禁舉措（圖8-1～8-3）。除了出版品外，歌曲及唱片若有不當之處

也會被禁止流傳，譬如「何日君再來」歌曲，曾被列入禁唱（圖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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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機關：國防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來源機關：國防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圖9-1 查禁「何日君再來」、
          「蘇州夜曲」歌曲

 
檔號：0044/1324.8/5060

 
案名：書刊查禁

 
來源機關：國防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圖9-2 查禁「幾時你回來」唱片
 

檔號：0044/1324.8/5060
 

案名：書刊查禁
 

來源機關：國防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圖9-3 查禁日語唱片
 

檔號：0044/1324.8/5060
 

案名：書刊查禁
 

來源機關：國防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圖10-1 教育部行文各校需制訂現
            存查禁書籍等處理暨保管
            辦法

 
檔號：0044/1324.8/5060

 
案名：書刊查禁

 
來源機關：國防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圖10-2 政治大學管理與處理內容不妥
            書籍辦法

 
檔號：0044/1324.8/5060

 
案名：書刊查禁

 
來源機關：國防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圖10-3 政治大學「另櫥保管」書籍借
            閱登記表

 
檔號：0044/1324.8/5060

 
案名：書刊查禁

 
來源機關：國防部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註1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臺北市：聯經，民100），頁33。

註2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1卷2期，民國34年12月5日。

註3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三月來工作概要（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三十五年一月二十四

日）》，（臺北：編者，民35），頁104。

註4 檔號：0035/483.2/1/001/001，案由：奉令店號招牌廣告等不得沿用日文希遵照，來源機關：高雄市政府，管有機

關：檔案管理局。

註5 薛化元主編，《臺灣歷史年表：終戰篇I（1945-1965）》，（臺北市：業強，民82），頁13。

從戒嚴時期所查禁的出版品或歌曲中，可理解當時的社會氛圍，而教育部也指示各級學校圖書館需將

列管書籍目錄造冊，並制訂相關處理辦法（圖10-1～10-3）。翻閱昔日查禁檔案，已蛻化為歷史記憶，96

年7月國家圖書館曾舉辦「戒嚴時期查禁書刊展」，同年高雄也曾舉辦禁歌演唱會，讓民眾回顧戒嚴時期

的禁書及禁歌。回首檔案裡記載那段逝去的時代，更可體認我國民主成就。「風簷閱檔案、舊事照顏

色」，想多認識那些年的國家檔案嗎？歡迎您至「國家檔案資訊網」（https://aa.archives.gov.tw），共同

發掘我們過去的生活記憶！

註釋：

https://aa.archive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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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6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冬季號2期，民國35年。

註7 檔號：0037/240/01，案名：查禁圖書，來源機關：國立臺中圖書館，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註8 檔號：0038/9999/1/2/013，案由：准電為本市新聞什誌之言論記載應經常責成專員詳加審查乙案電復查照，來源機

關：臺灣省政府，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註9 檔號：0038/9999/4/11/005，案由：遵經選擇新生報等分別於適當地點張貼並經分駐各區署辦理報請核備由，來源機

關：臺灣省政府，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註10 檔號：0044/1324.8/5060，案名：書刊查禁，來源機關：國防部，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若您對檔案樂活情報有任何建議或疑惑，請聯絡：alohas@archives.gov.tw

http://www.archives.gov.tw/Default.aspx?c=1
mailto:alohas@archives.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