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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增福家族菁英群與臺北高等學校初探＊

蔡錦堂＊＊

摘 要

陳增福為臺北艋舺人，出身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短期擔任學校教員

後，赴日本明治大學就讀法科，通過日本司法省「辯護士試驗」（律師考試）後，

回臺執行辯護士業務。其娶臺灣人與日本人妻子各一，並於一般臺灣人尚未能取得

日本姓氏的1931年，即已改姓名成為「穎川增福」。陳增福家族共有子女18名，9

位男生中有5人先後進入當時號稱「臺灣高等教育最大難關」的「臺北高等學校」

就讀，另外還有1位就讀於「臺北帝國大學預科」。單一家族能有高達5位子弟擠進

臺北高等學校，陳增福家族乃是唯一的例子。

陳增福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的家族為何能培育出這麼多的菁英？這在

臺灣的教育史、家族史、社會史當中，到底呈顯了什麼意義？本論文藉著史料的耙

梳以及口述訪談，來針對這些課題進行探討分析。同時，也對陳增福藉著與日本女

性結婚的方式，取得「內地人」身份，而能於1931年即改姓名為「穎川增福」的特

例，所衍生出來有關日臺通婚、戶籍法、國籍法的問題，進行初步考察。

關鍵詞：陳增福、穎川增福、菁英、臺北高等學校、改姓名、日臺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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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序言

貳、辯護士陳（穎川）增福（1893.12.20～1977.5.1）其人其事

參、陳氏家族的臺北高校菁英群

肆、結論

圖一  陳增福家族照片（前排戴眼鏡者為陳增福）

資料來源：陳增福家屬提供

壹、序言

2009年6月5日臺灣師範大學於圖書館八樓新設立的「臺北高等學校資料室」揭

幕時，前師大音樂系主任、也是2011年國家文藝獎得主的名聲樂家曾道雄教授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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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陳素珍女士亦前來參加，陳女士告訴筆者，她的父親是臺北高等學校的畢業生，

而且父親的兄弟有許多人亦是臺高的畢業生。並未預期的這一次見面與對話，引起

筆者莫大的興趣，因而展開了對陳女士父親兄弟與家族的追蹤。在經過與陳素珍

（以下尊稱略）電話聯繫，以及8月中旬的拜訪、資料的蒐尋對照，筆者發現陳素

珍父親陳定燦竟有五位兄弟曾經就讀臺北高校，包括：長男陳定燦（第10回理乙、

1937年3月畢）、次男陳定松（第9回理乙、1936年9月畢）、三男陳定雄（第16回

理乙、1942年9月畢）、五男陳定芳（第18回文乙、1944年9月畢）、六男陳定光

（第20回理甲、1945年10月畢），1如果加上就讀「臺北帝國大學預科」的四男陳

定堯，一門竟有六虎屬於當時高等教育中的菁英群，而這一群菁英的父親即是戰前

臺北市著名的「辯護士」（律師）陳增福（穎川增福）。

在目前筆者所掌握到的臺北高校菁英群裡，臺灣人或日本人之中（當時或

用「本島人」、「內地人」稱呼，為解釋方便起見，本文權且使用臺灣人與日本

人），並不乏兄弟檔就讀臺北高校的例子，例如：魏火曜與魏炳炎、郭琇 與郭琇

琮、辜振甫與辜寬敏、王育霖與王育德、楊思槐與楊思標、賴永祥與盧焜熙、楊雪

樵與楊雪舫、梁炳元與梁大東、小田稔與小田滋，或日治五大家族顏國年家的顏滄

波、顏滄浪、顏朝邦三兄弟，但是一個家族中高達五位子弟能擠進這個當時被稱為

「窄門中的窄門」的臺北高校，陳增福家族可謂唯一。

陳增福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的家族為何能夠培育出這麼多的菁英？這在

臺灣的教育史、家族史、社會史當中，到底呈現了什麼意義？筆者希望藉陳增福家

族的菁英群研究，針對這些課題進行探討分析。

由於陳增福本人與就讀臺北高校的陳定燦等五位子弟、以及就讀臺北帝國大學

預科的陳定堯均已作古，訪談已是不可能，筆者乃藉著與陳氏家族的其他後代，包

括：陳增福的女兒陳美、媳婦陳詹月娥（陳定光夫人）、長孫女陳素珍（陳定燦長

女）、孫女陳愛蘭（陳定松女兒）的口述訪談，2佐以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日

日新報》、《臺法月報》、陳增福與陳定堯的訃文等等資料，來初步建構陳增福與

1   資料參照蕉葉會編，《蕉葉會名簿》（2005～2009年版），東京：蕉葉會，2004年。蕉葉會是臺北高等學

校日本人（當時稱「內地人」）畢業生戰後於日本東京所成立的同學會組織。文中的「理乙、理甲、文

乙」乃戰前臺北高校高等科分設文、理二科，再依主修外語不同而分甲、乙二類，甲類以英文為第一外

語，德語為第二外語，乙類則以德語為第一外語，英語為第二外語。有關臺北高校，可參閱筆者，〈日本

治臺後半期的「奢侈品」——臺北高等學校與近代臺灣菁英的誕生〉，收於《2007年臺日學術交流國際會

議論文集》，臺北：外交部，2007年；或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臺灣

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2   筆者於前年8月11日曾拜訪曾道雄•陳素珍夫婦，去年4月19日亦與臺師大臺史所的碩士班研究生潘郁雯、

蕭君霖，對陳愛蘭•姜仁治（臺師大美術系退休教授）夫婦進行口述訪談；5月2日訪問陳詹月娥與其兒子

陳秀浩（亞培公司經理）；5月23日口訪陳增福女兒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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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家族菁英養成的情形，至於此研究個案在臺灣史中的定位與意義之深度探討，則

留待日後繼續處裡。

     

貳、辯護士陳（穎川）增福（1893.12.20～1977.5.1）其人其事

陳增福為臺北艋舺人，日本統治臺灣的前二年出生，四歲時父親過世，仰賴母

親撫育成長，祖厝在艋舺入船町青山王宮附近（今貴陽街二段），家業似為與中國

大陸進行貿易。根據臺灣新民報所編《臺灣人士鑑》（1937年版）「穎川增福」項

下記載，陳氏家族曾於明治39年（1906年）寄附鐵道用地二千餘坪給予臺北廳，而

獲得廳長授與木杯一組予以表彰。31906年時陳增福只是13、14歲的小孩，有能力

寄附土地二千餘坪給予臺北廳，應可解讀為陳家在陳增福成為律師創業之前，早已

是地方望族、地主，4陳增福雖幼時失怙，但家境應相當富裕。 

陳增福與當時代的社會菁英一樣，公學校畢業後進入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

1914年畢業後，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訓導之身分，任職於艋舺公學校。51918年5

月通過該年度的總督府普通文官試驗，該年合格者計51名，「本島人」（臺灣人）

通過者只有3人，以陳增福成績最優，在所有合格者當中排名第三。6

1919年陳增福辭去訓導之教職，轉到三井物產株式會社臺北支店任職，隔年即

又辭職；1921年9月轉赴日本東京的明治大學專門部法科二年級就讀，7約一年半後

的1923年1月，陳增福即在司法省舉辦的當年度「辯護士試驗」（律師考試）國家

考試中合格通過，年紀是30歲。8當年通過辯護士試驗的臺灣人除了陳增福外，還

有嘉義的賴雨若與新竹的蔡式穀。賴雨若曾任臺灣總督府法院的通譯兼書記，30歲

時立志當辯護士，於1907年11月進入日本中央大學準備辯護士試驗，歷經11回的考

試，始於1923年如願成為辯護士，當時42歲。91884年出生、比陳增福大約9歲的蔡

3   臺灣新民報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1937年，頁25。但另根據陳增福訃文中之「陳府增

福公生平事略」記載，陳家捐贈之土地為北投至竹圍間的祖傳土地，計三千三百餘坪。未知何者較正確。
4   根據陳詹月娥的口述，她嫁到陳家時，住在萬華（原艋舺），曾被長輩叫去收房租「二十幾間」，陳增福

的媽媽都說：「我們走路都不用過別人的土地」。2010年5月2日於陳詹月娥家之口述訪談（未刊稿）。
5   〈國語學校訓導陳增福艋舺公學校訓導職務取扱ヲ命ス〉，《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2312，文號

103，1914年4月1日。
6   《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5月9日，6版。另二位通過之臺灣人為臺北地方法院通譯蕭祥安（40名），與何

禮謙（51名）。
7   《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3月16日，2版。

8   《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1月24日，2版。

9   《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3月9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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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穀，同樣是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畢業（1903年），歷任新竹、桃園公學校

教諭後，1912年辭職，赴東京明治大學專門部法科，歷經十餘年苦學，於1923年考

上辯護士。10相對於賴雨若與蔡式穀歷經十餘年始取得辯護士資格，陳增福一次考

試即順利通過，《臺灣日日新報》以「一氣呵成」四個字來形容他。11唯根據《臺

灣日日新報》之報導，這一年的辯護士考試，報考者不到四千人，卻錄取了927

人；「判檢事」（法官、檢察官）考試有三百多名應考者，通過者一百多人。該文

撰稿者認為，或許由於制度將於隔年進行變革，考試要員因同情而多少有放水之嫌

疑。不過無論如何，一次錄取三名臺灣人乃是破紀錄之事，當年朝鮮方面亦有11人

合格。12

陳增福能以一年多的短暫時間熟記六法全書等法律條文，一次就通過考試，其

聰明與毅力應不容置疑，何況當時他只是明治大學的學生，按時間，考試通過二個

月後的該年3月，他才能自明治大學畢業。1923年3月4日陳增福自日本司法省取得

辯護士合格證書，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10天後的3月14日陳增福即回到

臺灣，134月在臺北地方法院辯護士名簿登記後，迅即於臺北市太平町二丁目設立辯

護士事務所，受理民眾民刑事件的業務。14此時正好也是當時的攝政宮裕仁皇太子

到臺灣「行啟」的前後。

 根據《臺灣人士鑑》之資料，陳增福於隔年（1924年）9月亦向東京地方裁判

所（地方法院）辯護士名簿登錄，15如此一來，陳增福於臺灣、日本兩地均可執行

辯護士之業務。在戰後的1960年，陳增福如同林獻堂「離臺遠走日本」（原因等等

後敘），也因為擁有戰前可於日本執業的日本辯護士執業資格，而能在東京持續開

業。

10    《蔡式穀行迹錄》，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5。如眾所周知，蔡式穀取得辯護士資格後，

返臺於臺北市太平町開設事務所，並積極參與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臺灣民眾黨、臺灣地

方自治聯盟等政治、社會運動。
11   《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3月16日，2版。《臺日》在報導陳增福的同時，也順便提及陳增福胞弟齒科醫

學士陳增全於臺北市太平町開業事，並喻為「家門之榮」。
12    《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1月24日，2版。

13   《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3月15日，6版。陳增福迫不及待地迅速回臺，到底他有否自明治大學畢業，根

據群馬大學所澤潤對陳增福兒子之一的陳定堯（前臺北醫學大學名譽教授及國泰醫院、萬芳醫院病理科主

任）的訪談記錄，似乎並沒有。陳增福赴東京，只是將學籍置於明治大學，付了學費並不到學校，以一

年多的期間拚命努力背誦六法全書。參閱所澤潤，〈聴り調查：外地の進学体験（Ⅳ）  樺山小から、臺

北三中、臺北帝大豫科、臺北帝大医学部を経て、臺湾大学医学院卒業〉，《群馬大學教育學部紀要 人
文•社会科学編》46卷，頁129～130頁。另外，根據《臺灣人士鑑》與〈陳府增福公生平事略〉記述，均

載為「畢業」。待查。
14    《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4月6日，6版。

15    臺灣新民報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1937年，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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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2月，陳增福也登錄取得了「辨理士」資格。16這當中他曾以新科辯護士

之青年才俊身份，接受辜顯榮發起、以對抗臺灣文化協會的「臺灣公益會」之邀，

進行有關1924年1月起在臺灣開始施行的新「刑事訴訟法」的演講。17

1927年左右起，陳增福被官選為臺北市協議會會員，每屆任期二年，共連任四

屆。18此時的市協議會會員雖有日本人與臺灣人的民間人士擔任，但都是官選，亦

即由州知事任命；相對的上一層級的州協議會會員則由總督任命。陳增福連任四屆

臺北市協議會會員後，於1934年起（此時已改名為穎川增福）擔任臺北州協議會會

員。191935年起地方行政制度大幅改革，州與市各設立議決機關的州會與市會，取

代原先諮詢機關的協議會，並於該年底11月22日舉行臺灣有史以來的首次選舉（唯

只選出市會議員的半數，其他半數則為官選；州會議員半數由市會議員與街庄議員

互選產生，另半數由總督任命）。1935年之後穎川（陳）增福或許未投入選舉，也

未被總督任命為州會議員，因此沒能出現在臺北州會議員名單上，但在1933年5月

時，曾被選為臺北市辯護士會的副會長。20

陳增福在擔任臺北市協議會會員時，曾在第一回的任期中，大力主張應在臺

灣立即實施「自治制」，1928年1月29日的《臺灣日日新報》以大標題「自治制を

即施せよ  陳增福氏長廣舌を揮ふ」（立即實施自治制  陳增福氏長篇大論），以及

「議會素描」漫畫，大幅報導此事。報導中陳增福謂：

　　

……依照憲法所示，我本島人以臣民的權利得有參政權，但實質上卻無法取

得參政權，這是因為選舉令並不被施行之故。……本島社會中堅人士幾乎不

知支那時代之事，只知成為我領土以來之事。而內地人因為住在本島之故，

由於本島選舉令不被施行，所以同樣不滿。觀諸今日之社會狀態，內地已實

16   同上註。所謂「辨理士」指的是依據日本「辨理士法」向特許廳申請有關「特許•意匠•實用新案•商

標」等手續之代理或鑑定者，是執行產業財產權實務的「國家資格者」。不過，在日本擁有辯護士資格者

即能登錄為辨理士，而且辯護士即使不登錄為辨理士，也能執行辨理士之業務。戰後日本之辯護士與辨理

士均改用「弁」字，成為弁護士、弁理士。
17    《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1月9日，6版；1月16日，4版。

18    於陳增福訃文「陳府增福公生平事略」中，記載著陳被推選為臺北市協議會會員，任期二年，連任四屆，

但並未寫明自何年起。從《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月29日的記事，即登載陳增福於市協議會的發表，直

至1934年2月2日的《臺灣日日新報》仍有市協議會陳增福（此時已改姓名為穎川增福）的發言記事。該年

年底起穎川增福已成為州協議會會員，故推算其應自1927年起開始擔任臺北市協議會會員。
19    《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2月20日，夕刊4版。

20   《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5月7日，夕刊4版。同年蔡式穀被選為常議員。1936年穎川增福競選臺北辯護

士會長，但未選上；同年之副會長改選結果，由臺灣人施炳訓與另一位日本人知念政信出線。《臺灣日日

新報》，1936年10月19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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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普通選舉，婦人參政權被吶喊著。依此三個理由，在此合法地大聲呼籲，

能早一日在臺灣施行選舉令，使內地人、臺灣人均能取得作為國民的權利也

是義務的參政權，努力使議員民選，而成完全的地方自治團體。21

陳增福於1928年在臺北市協議會大聲呼籲即刻仿日本內地的普選，實施選舉，

1935年不完全的地方自治選舉制終於在臺灣實施，但是陳增福本人似乎並未投入選

舉的行列。

戰後陳增福曾於1947年擔任第一屆的臺北市律師公會理事長，1960年5月離臺

赴日，其赴日理由，根據訃文「陳府增福公生平事略」中的說辭是：「因公積勞成

疾，以致年老體衰，必須善加療養，是故，乃整裝赴日就醫」，但接著又說「未幾

即告痊癒，因思舊地重溫，頤養天年之念，遂寄留東京復開辦律師事務所，執行律

師業務以迄於今」。22從「乃整裝赴日就醫，未幾即告痊癒」之辭，對照前之「因

公積勞成疾」，大概可推測「因公積勞成疾」只是尚在戒嚴時期所寫的訃文中的表

面理由，實際上並非如此。據陳增福媳婦陳詹月娥（陳定光妻）的口訪資料，她說

陳增福會到日本（從1960年5月至1977年5月1日過世止，共17年），主要是：「他

去法院不能說國語（日本話）」，「還有他看不慣臺灣的司法。他說不是對不對的

問題，是在走後門的司法，他看不慣。他看不慣就去日本了。他說我再怎麼辯，就

算用國語（日本話）辯也沒用，人家用錢就……」。23或許語言的問題，以及戰後

臺灣司法陰暗面的問題，才是促使陳增福類似林獻堂一般離臺赴日的主因吧。

陳增福赴日後，因仍具有日本國籍（有關陳氏日本國籍事，後敘）以及在日本

執業律師之資格，所以於東京大田區開設律師事務所，直至1977年5月1日過世止，

享年85歲。

  參、陳氏家族的臺北高校菁英群

陳增福家族中，共有5位子弟先後就讀日本治臺後半期的高等菁英養成教育機

構——臺北高等學校，其資料如下表：

21   《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月29日，2版。文中的「普通選舉」指的是1925年3月，日本帝國議會通過普

通選舉法，取消了納稅額的限制，滿25歲以上的男子有眾議院議員的選舉權，30歲以上男子有被選舉權，

但婦女參政權仍不被承認。
22   陳增福訃文「陳府公生平事略」。

23   「陳詹月娥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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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陳增福家族就讀臺北高校者

姓名 稱謂 學                                                             歷
陳定燦 長男 建成小學→臺北二中→臺北高校（昭12理乙）→熊本醫大

陳定松 次男 建成小學→臺北二中→臺北高校（昭11理乙）→臺北帝大醫學部

陳定雄 三男
樺山小學→臺北高校（尋常科）→臺北高校（昭17.9理乙）→京都
帝大醫學部

陳定芳 五男 師範附小→臺北一中→臺北高校（昭19文乙）→熊本醫大

陳定光 六男 師範附小→臺北二中→臺北高校（昭21理甲之2）→臺大工學院

資料來源：1.所澤潤，〈聴取り調查：外地の進学体験（Ⅳ）  樺山小から、臺北三

中、臺北帝大豫科、臺北帝大医学部を経て、臺湾大学医学院卒業〉，《群

馬大學教育學部紀要 人文•社会科学編》

2.《蕉葉會名簿》，2005～2009年版

3. 陳氏家族口述訪談

說明：表中之「昭12理乙」表示昭和12年（1937年）畢業，理乙為理科乙類，「文

乙」表文科乙類，其他同。

從表一可知陳氏家族中就讀臺北高校，最早畢業者為次男陳定松，昭和11年

（1936年）畢業（亦即1933年進入臺北高校高等科）；最遲為六男陳定光，戰後的

1946年始畢業（之後進入戰後的臺灣大學工學院）。

在討論陳增福家族為何有這麼多位子弟能擠進當時高等教育窄門的臺北高校之

前，尚須瞭解陳增福家族的情形：陳增福擁有一位臺灣人妻子，以及一位日本人太

太，兩位夫人各生了9位小孩，因此他有共18名子女（男生10人、女生8人）。

陳增福於1921年9月赴日本東京明治大學留學前，已經在臺灣娶了妻子莊氏食

婆，育有三女（謹宇、雪金、粉）二男（定燦、定松）。到1923年3月取得辯護士

資格返臺的約一年半期間，他除了將學籍置於明治大學而努力背誦六法全書準備

辯護士的國家考試外，又認識了一位日本小姐，亦即他後來的日本太太松浦セン

（後稱穎川ゆり）。陳增福回臺時，不但帶了一張辯護士證書，還多了一位日本妻

子，以及懷抱中未滿三個月的陳定雄（穎川定雄）。陳增福如何認識松浦セン，根

據所澤潤對陳定堯的口訪記錄，認為或許是陳生病住院，與身為護士長的松浦因而

認識；24但據陳的媳婦陳詹月娥言，陳增福留學時住在松浦家，是房東與房客的關

24   所澤潤，〈聴取り調查：外地の進学体験（Ⅳ）  樺山小から、臺北三中、臺北帝大豫科、臺北帝大医学

部を経て、臺湾大学医学院卒業〉，《群馬大學教育學部紀要 人文•社会科学編》46卷，頁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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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25無論如何，陳考取辯護士資格後返臺時，是帶著松浦氏與甫出生的陳定雄一

起回來的。根據陳愛蘭（陳定松女兒）的說法：「我阿嬤（臺灣嬤）告訴我，說阿

公寫信跟她講，要帶一個（女人）回來，問說好還是不好。阿嬤說，如果我跟他說

不好，他一樣會帶回來，所以我乾脆跟他說好」。26

陳增福回臺後，與二位妻子住在一起，二位妻子並各再生了四位與八位小孩，

合計18位。這期間陳增福也選擇了與原妻莊氏食婆離婚，再與松浦セン結婚的方

式。根據陳詹月娥的說法：「那時候日本人沒有在做小的，所以跟臺灣嬤離婚，

並將現在中山北路、當時宮前町的一片土地跟房子、還有山坡地給她」。27陳愛蘭

說：「或許也因自己有點內疚，阿公什麼事情都聽臺灣阿嬤的，對日本阿嬤兇巴巴

的，對臺灣阿嬤就不敢」。28

陳增福雖然與莊氏食婆離婚，再與松浦セン結婚，但是全家仍然住在一起。例

如陳增福辯護士事務所後來搬到今天水路、華亭街一帶，前棟四樓後棟兩樓，前棟

一樓為辯護士事務所，二樓由日本太太使用，三四樓是小孩居住，後棟一樓為臺灣

太太、二樓為其較小的孩子居住。儘管分前後棟，全家還是住在一起。29

但是，陳增福與莊氏食婆離婚，再與松浦セン結婚，其實牽扯上一個非常重要

的問題，亦即日治時期臺灣人的「國籍」問題。陳增福到底是「娶」松浦氏？或者

是以日人所謂的「養子緣組」30的方式「入贅」松浦家？《臺灣日日新報》上面有

關陳增福的報導，於1931年1月起，開始以「穎川增福」之姓名予以刊登，也就是

說陳增福至少在1931年1月時，已成功改為日本姓名，成為穎川增福。這在當時應

該是一個很特殊的個案，亦是在探討臺灣「戶籍」或「國籍」時，非常值得注意的

案例。筆者曾在拙著《戰爭體制下的臺灣》一書中，敘述皇民化運動期，1940年開

始實施的「改姓名運動」時，提到在實施之前已有臺北州協議會會員、辯護士陳增

福，早已改名為穎川增福的特例，而且其所改的姓「穎川」，正是改姓名運動中，

總督府對取日本姓名的禁忌之一：「與現在的姓具有緣由的支那（中國）地名，不

得作為姓使用」——「穎川」乃取自於陳姓的祖先標記「穎川堂」（穎川，中國河

南穎水流域一帶）。筆者當時並不能確定陳增福何時開始改名為穎川增福，並以僅

25   「陳詹月娥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日。

26   「陳愛蘭•姜仁治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4月19日。

27   「陳詹月娥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日。

28   「陳愛蘭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日。

29   「陳美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3日。

30   所謂「養子緣組」，指的是沒有血緣關係者，形成等同親子關係的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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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取得的些微史料，作出陳氏能在改姓名運動之前即已改姓，或許是「因為陳家在

早期曾經捐贈鐵路用地2,000餘坪給臺北廳使用」的錯誤揣測。31如今，已能大致確

定陳增福改名為穎川增福，早在1931年初即已改名成功（或許日後再查閱陳氏戶籍

資料則更能清楚瞭解確定的年月日期），而其能改姓名，並不因寄付鐵路土地的關

係，而在於與日本女子松浦氏結婚的緣故。到底辯護士陳增福當時是運用了日本國

哪一項法律，而能突破臺灣人與日本人通婚「入籍」的藩籬？當時戶籍法或國籍法

對臺灣人的限制又是如何？此案例與「日臺通婚」法條的修改又有何關連？對這種

種問題，本文並無法馬上進行探討，留待日後再持續追蹤、分析探究。

不過，1931年陳增福成為穎川增福，或許代表著他已入籍成為「內地人」而不

是「本島人」，而這個改變也影響到戰後陳增福能夠順利離臺赴日。這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因素，因為他赴日之前已經知道他可以用「日本國籍」的身份「返日」，而

且辯護士的資格在戰後的日本依然有效，他是「回歸」的日本人，而非「歸化」成

日本人。

同時，1931年從陳增福變成穎川增福，或許對「穎川」家族子弟之求學，也

帶來影響，包括五位子弟進入臺北高等學校。因為1931年之後穎川家族子弟們，或

許可以持「內地人」的身份，與其他日本人子弟競爭臺北高校高等科120個內地人

錄取名額中的一席，而非與「本島人」子弟爭取40個名額中的一個。在競爭倍率來

說，成為「內地人」是相對有利的（至少倍率增為3倍），當然其前提是無論內地

人、本島人，學生本身非優秀不可。

以上的「推論」尚有一些問題未解決，一是陳增福成為穎川增福是否代表陳氏

及其家族成員已成為「內地人」？一是其子弟應考臺北高校時，其錄取名額是否算

計在內地人學生額度內？或仍然屬「本島人」？這些細節有待未來釐清。

再回過來看陳增福家族五位就讀臺北高校子弟的情形。長男陳定燦與次男陳定

松中學均就讀於臺北二中，定松小定燦一年，但依當時的規定，就讀年限五年的中

學校，四年級時即可與五年級生一同報考高校，在學校老師的鼓勵下，四年級的定

松與五年級的定燦一起報考，結果定松合格而定燦失敗，隔年定燦再捲土重來，也

因而造成弟弟定松反而比大哥定燦早一年從臺北高校畢業（定松1936畢、定燦1937

畢）的情形。二人畢業後，定松留在臺灣就讀臺北帝大醫學部，定燦則前往九州就

讀熊本醫大，兩人後來均成為開業醫，定松亦到過日本長崎醫院當內科部長，定燦

的兩個兒子以及定松的四個男孩，後來也繼續從事當年臺灣人出路最佳的行業——

31   參見拙著，《戰爭體制下的臺灣》，臺北：日創社，2006年，頁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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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32

三男定雄（穎川定雄）為陳增福日本太太松浦セン（穎川ゆり）於1923年1月

在日本所生，出生後二個月被帶回臺灣的長男。陳家五位就讀臺北高校子弟中，

他是唯一考上臺北高校尋常科的，4年之後順利直升臺北高校高等科，太平洋戰爭

發生後的1942年9月自臺北高校畢業，前往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就讀，可以說是陳

家子弟中最優秀的一位。但是隔年（1943年）3月為了回臺灣度假，16日從神戶搭

乘「高千穗丸」豪華客輪，19日即為美國潛水艇所擊沉而殞命。33一樣在「高千穗

丸」上的，還有同為臺北高校畢業在東京帝國大學醫科就讀的郭維租，以及京都帝

國大學醫科的楊雪樵，不過兩人九死一生逃過了劫難。34當時正是太平洋戰爭相當

緊繃的時期，據言正在臺南當兵的陳定松瞭解情勢的緊張，要陳定雄不要回來，但

是思子心切的日本媽媽卻想辦法叫事務所職員弄了一張船票（傳為請後來的名作家

邱永漢讓出船票），陳定雄才得以上船。陳定雄的不測，也一度讓陳增福不能諒解

日本太太的行為。35

陳氏家族五位就讀臺北高校的子弟中，有三位是日本太太所生，除了死於高千

穗丸船難的陳定雄外，還有陳定芳與陳定光。陳定芳臺北一中畢業後進入臺北高校

（第18回文乙），1944年畢業後考入長男陳定燦就讀過的熊本醫科大學，戰後留在

日本，於群馬縣開業行醫。陳定光進入臺北高校時已經是戰爭末期，他和八田與一

的兒子八田泰雄同班，因戰爭而縮短授課時間，終戰那一年（1945）的10月畢業，

戰後就讀承繼臺北帝國大學的臺灣大學機械科，畢業後進入臺電公司工作，先後在

羅東員山發電所、花蓮立霧溪、臺北烏來、粗坑、龜山發電廠擔任廠長，也曾到越

南去幫忙建設發電廠，是臺電的高級工程師。陳家幾位戰前就讀臺北高校的菁英子

弟，甚至包括原來讀臺北高校文科乙類的陳定芳，以及就讀臺北帝國大學預科的陳

定堯，後來全部選擇進入醫學院（熊本、臺北帝大、京都帝大），並成為醫生，唯

獨陳定光未選擇習醫之路，成了工程師而非醫師。根據陳定光夫人陳詹月娥的口

訪，這是由於陳增福認為戰爭末期「聽說不作醫生就可以留在臺灣，作醫生就要去

戰場」，所以不讓陳定光讀醫科。陳增福的思慮，或許是「高千穗丸」船難事件，

已讓陳家損失了陳定雄，他不願意再因戰爭而犧牲自己的子女吧。特別是陳家已

32   「陳詹月娥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日。「陳愛蘭•姜仁治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
月2日。「陳美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3日。

33   「陳愛蘭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日。

34   參閱佛光山•中國時報寶島版合編，《還原歷史真相——高千穗丸沉船事件的回顧與省思》，臺北：中國

時報，1996年，頁14。
35   「陳愛蘭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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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續入籍為「內地人」，平時得享與內地人相同的待遇，但戰時依照兵役法，役齡

男子有被徵召當兵的義務，就讀醫學院者，在兵源缺乏之下，被徵調往戰地擔任軍

醫，確實難以避免。但是也因為如此，讓陳定光非常不滿，為何哥哥們都能習醫，

只有他不行。「每天都聽他在叨唸，說不應該聽他們的，到要過世前都超生氣的，

說他一生的理想都沒達成」陳定光夫人陳詹月娥如是說。36

附帶稍微敘說未就讀臺北高校而選擇考進臺北帝國大學預科的陳定堯的情形。

陳定堯是陳增福於1923年初取得辯護士資格，與日本妻子及未滿三個月的陳定雄回

臺後，與臺灣太太莊氏食婆於該年底所生的小孩。陳定堯中學時就讀剛成立不久的

臺北三中，高中入學考時，由於臺北高等學校與臺北帝大預科的考試日期相同，他

自認考試運並不太好，而且臺北高校理科乙類（未來打算進入醫學院者）又相當困

難，所以選擇較易考進的臺北帝大預科（雖然幾位哥哥均進入臺北高校）。帝大預

科畢業後，於1944年9月免試直升臺北帝大醫學部（戰後改為臺灣大學醫學院），

1948年臺大醫學院畢業，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病理科，後為臺大醫學院、臺北醫

學院教授，並曾任職於國泰綜合醫院、萬芳醫院，為著名的病理學家。37陳定堯是

陳增福回臺後所生的第一個男孩，因此陳增福對他期望很深，6歲時就把他帶去跟

日本媽媽一起住，要日本媽媽教他日文。也因為如此，他只會日語而不會臺語，回

到自己親生的臺灣媽媽這邊要錢時，話也不會講。臺灣媽媽很生氣，說以後不讓孩

子去日本媽媽那裡了，陳定堯也覺得為什麼18個孩子，就我一個寄人籬下。戰後初

期陳定堯仍然不太會說臺語與北京話，他最流利的語言是日語，再來就是英語。曾

就讀北醫的陳定松女兒陳愛蘭說，有一次她與也在北醫任教的叔叔陳定堯一起坐計

程車，陳定堯問陳愛蘭：「妳現在要去妳的他家還是我的他家？」讓計程車司機忍

不住回頭問他們到底在說哪一國語言。38陳愛蘭也提到前述的陳定光，說：「他比

孫運璿還厲害，但是人家都有辦法往上爬。他（陳定光）在日本就有辦法嘰哩呱啦

的講話，在臺灣開會他就不講話，因為（北京話）講不出來」。39政權的轉換，也

使得日語文流利的戰前優秀人才，成為折翼的菁英。

　　

36   「陳詹月娥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日。

37   參閱所澤潤，〈聴取り調查：外地の進学体験（Ⅳ）  樺山小から、臺北三中、臺北帝大豫科、臺北帝大

医学部を経て、臺湾大学医学院卒業〉，《群馬大學教育學部紀要 人文•社会科学編》46卷。另，「陳

定堯教授事蹟」（訃文）。陳定堯（1923.12.22～2009.7.8）享年87歲。
38   「陳愛蘭•姜仁治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日。

39   「陳愛蘭•姜仁治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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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筆者自四、五年前開始進行有關臺灣師範大學前身的戰前舊制臺北高等學校

的研究與資料、文物蒐集，在偶然的機會中獲悉臺北艋舺陳增福家族有五位子弟曾

經就讀臺北高校。臺北高校是日本治臺時期最難擠進的窄門，也是高等菁英養成學

校，陳增福家族則是筆者目前為止蒐尋到的就讀臺北高校子弟人數最多的家庭。

筆者因而起意，試圖追蹤陳增福家族是什麼樣的家族？他是基於什麼樣的方式，

以致於能造就五位擠進臺北高校的優秀子弟？是否還有其他因素促成他的「五子登

科」？

本論文基於一些基礎史料，如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日日新報》、《臺灣人

士鑑》、陳氏家族相關訃文、其家族後代成員的口述訪談，建構了陳增福與其五位

臺高子弟的初步輪廓。

陳家應是臺北艋舺的殷實商家與地主，靠著與中國大陸的商賈買賣而致富，但

並非傳統士紳世家。四歲失怙由母親扶養長大的陳增福靠著自己的聰慧、毅力，歷

經國語學校師範教育、公學校訓導、日商公司職員，而到日本東京明治大學就讀法

科，並在不到一年半的準備之後，一次應考即順利通過辯護士的國家考試，回臺後

開始執業並擴大其事業基盤。陳增福赴日前所娶的臺灣妻子，以及從日本夥同回臺

的日本太太，各自生了9位子女，男10女8共18位。這個人數眾多的家庭，開銷雖然

浩大，40但也使得陳家有足夠的男丁員數得以應考臺北高校。

陳增福的辯護士事業，以及後來擔任臺北市、臺北州協議會員，社會地位基

盤的擴充，應使其子弟有更優厚的受教環境。而陳家子弟的聰慧優異，則使他們能

擠進臺北高校，後來並進入熊本醫大、臺北帝大、京都帝大醫學部，逐一成為醫生

（除了陳定光成為工程師），陳氏家族也因此從辯護士家庭轉變為醫生家庭。陳增

福的孫子輩，如果連同陳增福的弟弟、臺灣人第一個獲得齒科醫學博士的陳增全41

家人也一起計算，他們的家族三代共有十餘位醫生，這還不包括陳增福的姊姊一

家。

不過，陳增福家族在發展過程中，另有一個值得關注並繼續深入研究的部

分——陳增福與臺灣人妻子離婚（但仍一同生活、養育子女）而與日本妻子結婚，

40   陳愛蘭說他們家兩天就要吃掉半頭豬，燒洗澡水一天要用一簍煤，肥皂一天就會用掉一塊。「陳愛蘭•姜

仁治口述訪談」（未刊稿），2010年5月2日。
41   陳增福弟弟陳增全於1937年1月18日獲得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通過博士學位審查，為臺灣人第一位取得齒

科醫學博士者。《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1月30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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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婚姻對陳家造成了莫大的影響。陳增福於1931年改姓名成為穎川增福，應是他

身為辯護士，深諳日本的國籍法、戶籍法，而以與日本人松浦セン結婚（或「入

贅」）的方式，取得「內地人」的身份，並使其子女也一次或陸續改名，取得內地

人戶籍。42此入籍問題所帶來的正面與負面效應，不僅是解讀陳增福家族多人考進

臺北高校的關鍵之一，也是瞭解陳氏子弟於戰爭期間是否有被徵調去從軍、當軍

醫，或陳增福不願其六男陳定光習醫而改讀工科的一把鎖鑰。戰後陳增福能順利赴

日定居、不必再考試取得資格，即能在東京執業，端賴其戰前的「高瞻遠矚」，早

已取得「內地人」或真正日本人、日本國籍的資格。他於1930年代以後，已不是

「本島人辯護士陳增福」，而是「日本人辯護士穎川增福」，因此他戰後於1960年

再回到日本，並不是「申請歸化」成日本國民，而是按法律上所規定，理所當然的

再回歸為日本國籍，其在戰前已出生之子女、孫子女，也順次能取得日本國籍，只

要他們願意。

除了與臺北高校有關的研究之外，由陳增福家族之個案研究，也衍生出許多

與國籍法、戶籍法、日臺通婚之問題，甚至陳氏家族的經濟基礎、陳增福個人的思

想、人際、行動關係（包括與總督府、臺北州廳、臺日人團體等的關係），本論文

於此僅先提出初步的考察，仍有許許多多未解的課題，留待日後再逐步探究分析。

＊感謝曾道雄•陳素珍夫婦、陳美女士、陳詹月娥女士•陳秀浩先生、姜仁治•陳

愛蘭夫婦提供相片、文物、資料，以及接受訪談，謹致謝忱。

＊同時謝謝臺師大臺史所研究生潘郁雯、蕭君霖協助口訪並整理資料。並謝謝徐聖

凱提供網路資料。

42   根據所澤潤對陳定堯的訪談，陳定堯自稱約昭和13年（1938）才入日本籍，名字改為穎川定堯，而此入籍

或許也使得他考中學失敗二次後，能順利考上新設立的臺北三中。其家人並非一次全部入日本籍，而是陸

陸續續入籍。參考所澤潤，〈聴取り調查：外地の進学体験（Ⅳ）  樺山小から、臺北三中、臺北帝大豫

科、臺北帝大医学部を経て、臺湾大学医学院卒業〉，《群馬大學教育學部紀要 人文•社会科学編》46
卷，頁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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