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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極樂，右地獄：日治時期臺灣「左側通行」

規則之推行* 

陳芝蓉** 

摘 要 

清代臺灣，並無規定道路通行方向。至日治時期，始模仿日本內地，規定「當

遇到牛馬諸車及步行者時，需互相往左閃避」，而成為臺灣推行「左側通行」規則

的依據。推行「左側通行」規則不單純只是一項政策的實行，也是新的一套秩序的

建構，對於民眾的生活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也更是一種現代化的過程。並且，除了

制定規則之外，政府也採取其他配套措施來加以宣導，如設立「左側通行」立牌、

安排巡查指揮交通、於交通安全日／週宣傳、募集標語與印製宣傳品、利用國語教

科書宣傳等。其中，本文的標題便是改編自宣傳標語「右方是地獄的一丁目，左方

是安全極樂之道」。 

另外，民間所發行的報章雜誌中也有不少對於「左側通行」的書寫與意見。大

體而言，民眾似乎自始至終都是被動地、有選擇性地遵守這項新秩序。而一些與政

府相關的團體，或是基於利益考量必須配合政府政策的組織，則是傾向於盡力協助

宣導「左側通行」制度。然而，也有少數人質疑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以及反應交通

巡查的態度不夠親切，可見在社會之中仍存在各種不一樣的聲音，而官方欲建立的

新秩序也並未扎根。也正是因為如此，導致一直到日治末期仍反覆宣傳「左側通行」。 

 

關鍵字：左側通行、交通立牌、巡查、交通安全日／週、現代化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費心審稿並提出許多寶貴意見，謹此誌謝。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54  臺灣學研究‧第十八期  民國一○四年十二月 

 

 

壹、前言 

貳、日本及日治臺灣「左側通行」規則之制定 

參、交通立牌與標示器之演變 

肆、官方的其他宣導策略 

伍、報章雜誌上的言論與投稿 

陸、結語 

壹、前言 

日治時期，許多新事物被引進臺灣社會，使臺灣有了不同的面貌。這

些新的改變，不僅以文字被記錄下來，也可在舊照片看到。筆者偶然在《臺

灣日日新報》上看到一則 1935 年的報導，內容描述菊元百貨前的十字路

口新設置了一個相當先進的「交通標示器」，會發出綠、紅、黃三色燈光。

且從報上刊登的照片看來，該標示器寫著「前進」（ススメ），其基座上

還站了一名頭戴帽子、腳穿長靴的男子，看來應非一般行人。因此，筆者

不禁好奇，類似的標示器是否早已在臺灣出現，而這樣的標示器的功能又

為何。另外，照片中的男子是否和標示器或是維持路上交通有關，也是值

得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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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菊元百貨前的十字路口新設置的「交通標示器」1 

 

以此篇新聞為出發點，爬梳史料之後，筆者注意到在 1935 年以前街

上已有交通標示牌的出現。其主要的作用在於提醒民眾要「左側通行」，

屬於整頓交通政策的一部分。此外，政府也採取了許多其他宣傳策略，如

本文的標題「左極樂，右地獄」，便是改編自當時的宣傳標語「右方是地

獄的一丁目，左方是安全極樂之道」。並且，推行「左側通行」規則不單

純只是一項政策的實行，也是新的一套秩序的建構，對於民眾的生活有相

當程度的影響，也更是一種現代化的過程。因此，規則的制定、推行及民

眾反應是筆者欲梳理出的脈絡。在本文中將先追溯至日本及日治臺灣對於

「左側通行」規則的制定，接著探討官方如何在臺灣實施這項政策，包含

相關交通立牌與人員的配置以及宣傳活動、教科書的書寫， 後則透過報

                                                 
 
1 〈臺灣で初お目見えの モダンな交通標示器〉，《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1935)10 月 7

日，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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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雜誌來觀察「左側通行」在民間的落實情形以及民眾的意見。 

貳、日本及日治臺灣「左側通行」規則之制定 

為了追溯日治時期臺灣「左側通行」政策的由來，筆者認為有必要先

釐清日本本地何時確立「左側通行」規則。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社會並無

明文規定需靠左通行。而明治時期， 先與通行方向規範相關的條文，則

屬在明治 14 年(1881)由警視廳頒布的「人力車取締規則」。2規則中的第

十條寫道「當遇到軍隊及車馬時，應向左閃避」，3但這只是針對人力車

的規範，而非所有人都必須遵守。明治 33 年(1900)警視廳又發布「道路

取締規則」，第三十一條便寫明「在設有車馬道的場所，諸車牛馬皆須靠

左行駛，未設之處則行駛於中央」，兩年後更改成「不論是否設有車馬道，

諸車、車馬道皆須由左側通行」。4大正 8 年(1919)，由當時的內閣總理大

臣原敬頒布法律第 58 號「道路法」；5隔年，內務省基於「道路法」制定

內務省令第 45 號「道路取締令」，第一條便明確寫出「通行道路者皆應

靠左側」，6至此應可說是確立了「左側通行」規則。 

規範所有人的行進方向，其 大目的在於降低交通事故發生的機率，

這點應無疑慮。然而，光是梳理法令的制定過程，並不能看出日本採用「左

側通行」規則之理由。關於這一點，或許可以藉由當時的警察官僚高橋雄

豺所寫的文字來窺探一二。根據其記錄，明治 33 年(1900)警視廳所發布

的規則，是由警視廳第二部長松井茂所主導。當時許多人皆認為，「左側

通行」的導入是來自於對西方國家的模倣，但高橋雄豺指出在美國、法國、

德國、奧地利、義大利等國家皆是右側通行，只有英國是車馬由左側、步

行者由右側通行。7另外，也有人認為採用「左側通行」是沿襲日本以往

的習慣，而非學習西方國家。因武士慣於佩刀左側，所以無論是百姓或武

士本身，一直都有遇人需向左閃避的習慣，以免因碰撞而引起糾紛。而明

                                                 
 
2 高橋雄豺，《交通警察概論》（東京：清水書店，1926），頁 62-63。 
3 脇田季吉，《人力車取締規則》（東京：漸進堂，1881），頁 5。 
4 高橋雄豺，《交通警察概論》，頁 66。 
5 〈法律第五十八號〉，《官報》2004 號，大正 8 年(1919)4 月 11 日。 
6 〈內務省令第四十五號〉，《官報》2513 號，大正 9 年(1920)12 月 16 日。 
7 高橋雄豺，《交通警察概論》，頁 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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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44 年(1911)，文部省頒定「師範學校中學校作法教授要項」，其中第二

章第二節〈步行及迴旋〉的第四點，寫著「一般情況而言，行走道路應靠

左側，但遇到軍隊時則須往右側閃避」，8則是因為現代軍隊規定須將槍

枝背於右肩，若是一樣行走於左側，則反而容易滋生事端。9無論是沿襲

傳統抑或是模倣外國，日本「左側通行」規則的確是在明治、大正時期確

立。而這種新的交通規則的誕生，也代表當時有建立新秩序的必要性。此

必要性，或許是來自於對效率、理性及現代化的追求、因應新時代到來而

對公共環境的重新整理，以及新的交通工具出現所帶來的影響。以此脈絡

為背景，便可接著探討日治臺灣的情形。 

日治初期，臺灣的道路上有牛馬行走，也有荷車、10人力車等車輛，

自然也有步行者漫步其間。其後，陸上新式交通工具被引進臺灣，尤其在

1910 年代公路運輸逐漸發達之後，11道路上可見到汽車與公車次數更為頻

繁。如此，交通工具的多樣化與多量化，使得交通規則的制定及遵守更為

重要。就筆者目前所見，日治時期臺灣並無制定如「道路取締令」一般，

明文規定「通行道路者皆應靠左側」的法令。惟在與車輛相關的取締規則

部分，才明確寫著當遇到對面方向有人、車該如何閃避。其中 為相關的，

屬「街路取締規則」。日治時期， 早頒布「街路取締規則」是在明治

29 年(1896)，臺北縣以縣令甲第 17 號制定「街路取締規則」。其內容分

為「通則」、「街路的安寧與保存」、「街路的清潔」、「街路通行」、

「罰則」共五章，主要是對於道路建設修繕、路上擺放或裝設物品及清潔

等事項進行規範，12其內容和明治 19 年(1886)內務省訓令第七號「街路取

締規則標準」相當雷同。13訓令頒布後，日本各地方依此制定適合該地的

「街路取締規則」，因此臺北縣可能也是依此模式來訂立準則。不論是日

本或臺灣所制定的「街路取締規則」，都寫著「當牛馬諸車及步行者在路

                                                 
 
8 〈師範學校中學校作法教授要項〉，《官報》8459 號，明治 44 年(1911)8 月 31 日。山鹿粂次郎，

《作法教授要項》（京都：點林堂，1911），頁 3。 
9 相島亀三郎，《常識作法》（東京：東京寶文館，1918），頁 164-166。 
10 所謂「荷車」，指的是以人力或畜力拉動的載貨車。 
11 蔡龍保，〈日治時期公路運輸之興起與交通體系之變遷(1910-1936)〉，《近代中國》156 期，

2004 年 3 月，頁 89-91。 
12 〈臺北縣令甲第十七號〉，《臺灣臺北縣報》4 號，明治 29 年(1896)9 月 30 日。 
13 內務省警保局，〈第一章 街路取締規則標準〉，《第四版 警察法規》（東京：博聞社，1888

年），頁 52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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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相遇時，需互相往左閃避，遇到軍隊和砲車、輜重車（軍中搬運物資的

車）時則向右閃避」，間接規定了行走方向。然而，此規定畢竟只是地方

層級的縣令，效力有限。 

此後，有鑑於各地方所設規則情形不一，造成管理上的困難，因此在

明治 36 年(1903)由總督府以內訓頒布「街路取締規則」，14使各地方政府

按照此標準來制定。其內容改為「通則」、「街路的修理與使用」、「街

路的清潔保持」、「街路的保安」、「街路的通行」五章，罰則併於 後

一章，而上述的人車閃避條文也仍保留在內。並且，為了符合臺灣情形也

做了修改，例如將亭仔腳（騎樓）納入管理範圍。另外，關於規則適用的

地區範圍也會特別另外標示，如臺北廳的施行範圍為臺北及滬尾，宜蘭廳

則為宜蘭街、頭圍街、羅東街。15 

雖然此次的新規定是以總督府內訓為基礎，但內訓只能算是內部的行

政指示，實際發揮效用的仍是地方層級的廳令。直到大正 7 年(1918)，始

有中央層級的規則。由於各地的制定情形仍不理想，再加上市街逐漸擴張、

發展，16總督府便重新以府令第十四號頒布「街路取締規則」，17並一直

適用至日治末期。此後，各地方政府僅規範府令第十四號的適用區域，而

無重新制定法規。大正 9 年(1920)新設州制之後，臺北、新竹、臺中、臺

南、高雄州政府也僅重新規劃實施「街路取締規則」的區域。至於罰則部

分，在「街路取締規則」中明令違反此規定導致交通阻礙者，將處以五圓

以下的罰款。但實際上，是否造成交通阻礙應是見仁見智，因此其標準有

相當大的彈性，全賴執法者的判斷。 

又如明治 37 年(1904)臺北廳令第 11 號「人力車營業取締規則」的第

12 條第 12 點為「拉人力車時需通行於道路的左側」，18以及明治 41 年(1908)

總督府頒布的「荷車取締規則」也寫道「當荷車相遇時應互相向左閃避」、

「遇到軍隊和砲車、輜重車時則向右閃避」。19此類依情況向左、向右閃

                                                 
 
14 〈內訓第十一號〉，《臺灣史料稿本公文類纂》79 卷之 13，明治 36 年(1903)6 月 10 日。 
15 〈臺北廳令第十五號〉，《廳報》189 號，明治 36 年(1903)8 月 13 日，頁 136。〈宜蘭廳令第

貳拾七號〉，《宜蘭廳報》142 號，明治 36 年(1903)12 月 5 日，頁 144。 
16 〈道路取締規則〉，《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7 年(1918)3 月 19 日，05 版。 
17 〈府令第十四號〉，《府報》1517 號，大正 7 年(1918)3 月 17 日。 
18 〈廳令第十一號〉，《臺北廳報》264 號，明治 37 年(1904)4 月 9 日。 
19 〈府令第七十六號〉，《府報》2603 號，明治 41 年(1908)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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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的條文，顯然與前述日本的「師範學校中學校作法教授要項」中，「一

般情況而言，行走道路應靠左側，但遇到軍隊時則須往右側閃避」較為相

符。然而，在實際的宣導方面似乎沒有如此細部的區分，而是皆以「左側

通行」為重點，官方及民間皆是如此。日治時期臺灣的「左側通行」立牌，

便是以這樣的政策為背景而出現在街道上。 

參、交通立牌與標示器之演變 

曾有人如此描述毫無管制時的道路狀態：除了會出現一大群人一起並

排行走的情形之外，也有不顧前後便穿越馬路的人、突然右轉的人、站在

道路中央聊天的人、違法聚集在市場前的攤販、沒有大人陪同獨自走在路

上的幼兒、隨意放置在路旁的牛車及腳踏車、走在車道上的人……等等，
20看來實非安全的環境，也不適合車輛通行。因此，為了整頓交通秩序並

預防事故發生，政府也必須有所作為。日治時期，交通取締也稱為「交通

整理」，是地方政府及警察單位相當重要的職責之一。所謂「交通整理」，

重要的目的便是保持人車動線暢通，因此「左側通行」規則也在此類政

策範圍之中。其他如交通指揮、違規取締、亭仔腳（騎樓）下空間保持淨

空也同屬此類。本節便是要探討，政府為了宣導「左側通行」規則及維持

路上交通狀況，而在路上設置立牌及標示器的情形。為了方便討論，在此

將粗略分成三類，一是起初的「左側通行」立牌，二是改良後可通電的「左

側通行」標示器，三是其他作用的交通標示器。 

一、「左側通行」立牌 
日治臺灣 早是從何時開始設置立牌，並無明文記載。但在明治 38

年(1905)年底已有報紙報導「左側通行」立牌設置的消息。內容為臺北廳

政府為了實施「左側通行」制度，製作了寫有日文和漢文的立牌，設在各

個樞要場所。21可惜的是，報上並無刊登其樣式。首度提到牌子造型的，

是在大正 13 年(1924)關於臺北的「交通安全日」活動的描述。22文中寫道

                                                 
 
20 〈交通整理に就て〉，《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5 年(1930)3 月 29 日，n03 版。〈市の交通整

理に就いて〉，《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7 年(1932)10 月 25 日，n02 版。 
21 〈左側通行の立札〉，《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8 年(1905)12 月 27 日，05 版。 
22  〈臺北の安全第一日 交通巡查の袖に驟雨 安全宣傳で事故一つない〉，《臺灣日日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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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站著戴有腕章的巡查，以及豎立著很少見的菱形

標誌，上面寫著「左側通行」。至於「交通安全日」的設立及活動內容，

將會在後文論述。 

 

 
圖 2  交通安全日負責執勤的交通巡查與菱形立牌

23 

 

順帶一提，大正 15 年(1926 年)「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上所展示

的「南無警察大菩薩」海報中，警察所舉的左上角的「左側通行」牌子也

同樣是菱形。 

                                                                                                                                
 

大正 13 年(1924)4 月 17 日，07 版。 
23 〈初めて出來た交通巡查〉，《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3 年(1924)4 月 16 日，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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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左）「南無警察大菩薩」海報 （右）海報上的「左側通行」牌子
24 

 

另外，在昭和初期的照片上，也可看到類似的菱形立牌。 

 

 

圖 4  在北門前的立牌與交通巡查
25 

                                                 
 
24 臺北州警務部，《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寫真帖》(臺北：臺北州警務部，19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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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臺北，其他地區如臺南及新竹也同樣設有立牌。26同時，立牌

的材質與造型也呈現多樣化。昭和 3 年(1928)，有鑑於路上行車漸增導致

交通事故頻傳，臺南商工會及實業協和會捐贈了鐵製的移動式「左側通行」

立標及一般的木製立牌 77 隻，安置在十字路口及三叉路上。27所謂的「鐵

製的移動式立標」和一般的立牌相較，除了材質不同之外，其他相異之處

並不得而知，但從這一點可看出此類標誌並非一成不變。 

從當時留存下來的圖像中，還可發現幾種不同於上述類型的交通標示

牌。例如圖 5 中的立牌看似木頭材質，上面寫有三行字但不清楚；圖 6 的

立牌則是由四個葉片組成，其中兩片分別寫著「左側通行」及「交通安全」。 

 

 

圖 5  榮町通和本町通交叉十字路口的牌子
28 

 

                                                                                                                                
 
25 〈巷の夏……交通巡查さん〉，《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5 年(1930)5 月 21 日，n02 版。 
26 〈臺南／交通整理〉，《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0 年(1921)7 月 23 日，03 版。〈新竹郡の交

通整理 始政記念日に〉，《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3 年(1924)6 月 18 日，03 版。 
27 〈瀕發する臺南の自動車事故防止 左側通行標を新設〉，《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3 年(1928)4

月 19 日，n02 版。 
28 〈（臺北）榮町通〉，臺灣百年寫真／GIS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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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其他形式的立牌（一）
29 

 

 

圖 7  其他形式的立牌（二）
30 

                                                 
 
29 〈交通巡查（11） 午後三時〉，《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9 年(1934)8 月 21 日，n02 版。 
30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片格轉動的臺灣顯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修復館藏日治時期紀錄影

片成果》(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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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通電的「左側通行」標示器 
所謂可通電的「左側通行」標示器，指的是將「左側通行」的提醒牌

和電燈結合，成為具有夜間顯示功能的標示器。例如昭和 7 年(1932)的臺

南市便設立了 13 個這種標示器（圖 8），在昭和 16 年(1941)年拍攝的國

策紀錄片《南進臺灣》中也仍可看到，因此可推測至少進入戰爭時期後仍

被使用。並且，從影片中可隱約看到有線穿過燈的上方，可知是以線來懸

掛燈牌。 

 

圖 8  臺南「左側通行」燈牌
31 

                                                 
 
31 〈左側通行の標識燈 臺南市が主要箇所に建設〉，《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7 年(1932)2 月 3

日，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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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南進臺灣》中拍攝到的「左側通行」燈牌
32 

 

另外，臺北也出現了可通電的標示器，在《南進臺灣》則可看出此種

裝置應是一種箱型燈牌。 

 

 

圖 10  「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時從日本來台表演的「どんたく團」
33 

附註：畫面左方可清楚地看到「左側通行」標示。 

                                                 
 
32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片格轉動的臺灣顯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修復館藏日治時期紀錄影

片成果》。 
33 鹿又光雄，《始政四十周年記念 臺灣博覽會誌》，昭和 14 年(1939)1 月 23 日，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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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南進臺灣》中的各種霓虹燈

34 

 

三、其他作用的交通標示器 
為了更加有效地管理交通，各地方政府也參考日本內地的經驗來進行

新的嘗試與技術改造。例如，臺北市南警察署於昭和 3 年(1928)引進當時

在東京市所使用的「自動交通指導器」。此設備由鐵板製成，上面標示了

注意事項及危險警示燈，能自動升起，因此又稱為「不倒翁式（だるま式）」

的標示器。其設置地點在於榮町一、二丁目十字路口、榮町二、三丁目十

字路口、以及西門市場前、元園町派出所附近等處。35然而可惜的是，光

從文章內容並無法得知上面所寫的文字以及警示燈的作用，因此也無法判

斷是否跟「左側通行」有關。又如昭和 5 年(1930)，由於當時市內各處雖

已設置了「左側通行」立牌，但交通事故仍屢屢發生，因此臺北州引進東

京、大阪等地皆使用的「停止‧行進」標誌，試驗性地裝設了三座於本町

十字路口（新高堂前，有電燈）、太平町通、臺灣日日新報社前。其中一

座內部裝設了電燈，可在夜間使用。36 

                                                 
 
34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片格轉動的臺灣顯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修復館藏日治時期紀錄影

片成果》。 
35  〈市の交通整理に 自動交通指導器 交通頻繁な箇所に据つくべく 南署から當局に申請

中〉，《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3 年(1928)7 月 3 日，05 版。 
36 〈島都に現はれた 『止れ進め』機 試驗的に三基を雜沓の場所に立てる〉，《臺灣日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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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不包含照明功能的「停止‧行進」標誌及正在執勤的交通巡查
37 

 

另外，昭和 10 年(1935)臺灣舉行了一場規模盛大的「始政四十周年

記念臺灣博覽會」，趁著此盛典籌辦之際，臺北引進了「GO．STOP」標

示器，設置在交通繁忙的榮町菊元百貨前的十字路口，便是本文前言所提

到的設備。此種標示器，乃是前任臺北州警務部保安課長高橋秀二去日本

視察之後，所帶回來的產物。38如圖 1 所示，標示器的設計為透過轉換上

面的文字來管理東西、南北向的交通。文字有「行進（ススメ）」、「注

意（チウイ）」、「停止（トマレ）」三種，39也會發出綠、紅、黃三色燈

光，和紅綠燈的概念相當類似。此設備並非全自動，因此在使用時，需有

巡查手動操作文字的轉換，通常為幾個人一組，至少一人操作，另一人負

責拿著擴音器指揮交通。40 

然而，這樣的新嘗試似乎沒有發揮功效，反而成為累贅，甚至有人形

                                                                                                                                
 

報》，昭和 5 年(1930)10 月 24 日，07 版。 
37 〈島都に現はれた 『止れ進め』機 試驗的に三基を雜沓の場所に立てる〉，《臺灣日日新

報》，昭和 5 年(1930)10 月 24 日，07 版。 
38 〈灯のないの燈臺〉，《臺灣自動車界》5 卷 2 期，昭和 11 年(1936)2 月 1 日，頁 5。 
39 〈試驗期間は既に經過した不合格の交通信號整理機〉，《臺灣自動車界》5 卷 11 期，昭和 11

年(1936)11 月 1 日，頁 8。 
40 〈博覽會スナツプ〉，《臺灣警察時報》240 期，昭和 10 年(1935)11 月 1 日，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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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它為「沒有燈的燈塔」。41首先，此標示器在博覽會結束之後使用頻率

甚低，二至三個月才會啟動一次，導致路過的人怎麼樣也很難適應。並且

有時會出現整個白天都是東西向「停止」、南北向「行進」的失誤，實用

性質不高。再者，其造型及設計被視為沒有美感、不符合時代，甚至被譏

笑為「可以做為明治時代的資料放在交通博物館裡」。42 後，則是實際

處理上的問題。此設備是由「臺北自動車營業者組合」捐獻給保安課，43

總價七百圓，是一筆為數不小的金額。44但當發現設備並不適用時，其所

有權在各方推託之下，便變得模糊。45儘管如此，從圖 14 仍可看到此標

示器豎立在寫有「皇紀兩千六百年」的菊元百貨前，也在《南進臺灣》中

被拍攝到，代表至少到 1941 年都仍被使用。 

 

 

圖 13  「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時的榮町
46 

附註：標示器在中間偏右處，附近有兩位看起來是巡查的人。 

                                                 
 
41 〈灯のないの燈臺〉，《臺灣自動車界》5 卷 2 期，昭和 11 年(1936)2 月 1 日，頁 4-5。 
42 〈試驗期間は既に經過した不合格の交通信號整理機〉，《臺灣自動車界》5 卷 11 期，昭和 11

年(1936)11 月 1 日，頁 8。 
43 〈ゴー·ストツブ機で 臺北も交通整理 博覽會の開會迄には 菊元百貨店前に先づ出現す

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1935)8 月 13 日，n02 版。 
44 〈臺灣で初お目見えの モダンな交通標示器〉，《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1935)10 月 7

日，07 版。 
45 〈試驗期間は既に經過した不合格の交通信號整理機〉，《臺灣自動車界》5 卷 11 期，昭和 11

年(1936)11 月 1 日，頁 8。 
46 鹿又光雄，《始政四十周年記念 臺灣博覽會誌》，昭和 14 年(1939)1 月 23 日，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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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1940 年時的菊元百貨前
47 

附註：標示器上面的文字為「行進（ススメ）」和「注意（チウイ）」。 

 

圖 15  《南進臺灣》中拍攝到的「左側通行」標誌燈
48

 

                                                 
 
47 「臺北攝影中心在撫臺－臺北城風情特展」展出作品。 
48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片格轉動的臺灣顯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修復館藏日治時期紀錄影

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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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後，臺北再度從日本引進新的全自動式「GO．STOP」標示器，

其設計並非強調文字來表示三種訊息，而是將重點放在紅、黃、綠三色的

燈光，分別代表「停止」、「注意」、「行進」，更加接近現今的紅綠燈。

標示器是透過一台主機負責控制切換，會在經過一定的時間之後自動變換

燈色。當時總共製作了六台，分別設在御成町及大正町的敕使街道路段附

近。由於此種標示器需要通電，必須在地下埋電線，正好該年敕使街道正

在重新鋪設路面，因此埋電線的工程可以順勢進行，在鋪設工程完成時便

可啟用標示器。49 

 

 

圖 16  會自動變換燈號的標示器
50 

 

從以上所舉事例看來，日治臺灣設於一般街道的交通標示器，在技術

上逐漸進步，從 簡略的木製立牌發展到內嵌電燈的燈牌，爾後又有可自

動切換燈號的電子設備出現，且新設備多由日本引進。此外，此類標示的

                                                 
 
49 〈臺灣で初めての自動式ゴー・ストツプ 信號機 臺北御城町交叉點に設く〉，《まこと》

350 期，昭和 14 年(1939)6 月 10 日，頁 4。 
50 〈島都にデヴユーした 自動式の交通整理機〉，《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 年(1940)6 月 29

日，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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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也從原本單純的提醒「左側通行」，演變到具有管理十字路口東西、

南北向車流行進的作用。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實際上全臺灣所裝設的交

通標示應遠超過報章雜誌上所報導的數量，也應該存在款式不同的立牌或

燈牌。並且，這樣的變化雖顯示出科技的進步，卻不能代表全臺灣都已經

進入使用電子標示器的時代，實際採用的可能只是少數都市而已。同時，

電子標示器的使用也並不表示「左側通行」不再重要，許多地方可能仍設

置著提醒用的立牌。 

  這些裝置，皆是各地方政府為了改善交通而設，雖無法斷言其成果如

何，但這種讓民眾在「應該遵守規範」的路上直接「看到規則」的方式，

應該仍有其作用。只是，這種路上立牌有一項缺點，便是其豎立的位置多

是在於道路中央。有些道路因路面寬度較窄，本就難以讓對向的兩輛汽車

同時通過。而當中央設置了立牌，等於將路面一分為二，汽車必須繞過立

牌才能繼續向前行駛。如此一來，在繞過時便會相當接近行人行走之處，

因此對於行人、騎腳踏車者、拖荷車者等其他通行的人而言相當危險，在

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更是如此。51  

肆、官方的其他宣導策略 

前一節引用的史料中，皆反映出當時的交通立牌旁邊常會有巡查駐守。

不僅如此，為了呼籲民眾遵守交通規則，各地方政府也舉辦了許多宣導活

動，本節所要論述的，便是政府在推行「左側通行」時所採取的具體作為。 

一、安排巡查指揮交通 
如前文所述，日治時期所謂的「交通整理」， 重要的目的便是保持

人車動線暢通，並且提醒民眾要通行於左側。而巡查被派遣至路上維持交

通秩序的時機，大約有三種情況。一是交通事故頻傳之時；二是因特別活

動的舉行而吸引大批人潮，使交通秩序混亂之時，如日本皇親國戚來台，

                                                 
 
51 〈交通事故防止座談會〉，《臺灣自動車界》1 卷 9 期，昭和 7 年(1932)11 月 1 日，頁 11。馬

場總士，〈自動車と電燈照明(三)〉，《臺灣自動車界》2 卷 3 期，昭和 8 年(1933)3 月 1 日，

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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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或有較大型的慶典舉行（新年及城隍祭等）、53有任何新奇事物吸引人

潮聚集時；54第三種情形則是交通安全日／週舉行之時。並且，被派出的

巡查還有一項任務，便是要統計違規案件的數量。透過幾次的取締違規，

也讓警察單位發現許多違規者竟是在政府單位工作的人，55有時甚至會以

不遜態度對待交通巡查，56這種現象也令官方相當無奈。另外，有時巡查

也必須負責交通量的統計，並且以此做為參考依據，在交通繁忙的地區設

置「左側通行」一類的提醒立牌。57 

針對這些負責取締交通的巡查，總督府規定必須佩帶腕章以方便識別。

其樣式為約 42 公分乘以 9 公分的藍布，繡有幅度約 1.2 公分的兩條平行

白線，上下對稱於中央，左右兩端則有鈕扣可扣上。佩帶的方式則在左肩

縫線處下方約 9 公分處，58在許多照片或漫畫中也可隱約在巡查的左手臂

上看到這種腕章。 

 

                                                 
 
52 〈御著當日の 交通整理〉，《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2 年(1923)4 月 16 日，11 版。〈市中

の奉迎氣分〉，《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 年(1929)10 月 24 日，n01 版。 
53 〈城隍廟祭で 北署總動員 交通整理の為〉，《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7 年(1932)6 月 16 日，

07 版。〈萬華迎神熱鬧 市內外觀客極雜沓 警官努力交通整理〉，《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8
年(1933)12 月 10 日，12 版。〈初詣の交通整理〉，《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4 年(1939)12 月 29
日，07 版。 

54  〈バラバラ料理の現場に 見物人が押がける 交通整理までする大騷ぎ〉，《臺灣日日新報》，

昭和 9 年(1934)11 月 08 日，n02 版。〈交通巡查が出て 觀衆を整理 ゆういも三ケ所で 震

災映畫二報公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1935)4 月 25 日，07 版。〈日曜日拜觀軍

艦者 地方客多至五萬人 交通整理巡查甚忙碌〉，《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1 年(1936)8 月

4 日，n04 版。〈純毛異變 交通巡查も出動〉，《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 年(1940)1 月 9
日，05 版。 

55 〈基隆市の交通整理〉，《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4 年(1929)6 月 29 日，07 版。〈十日から始

まつた 交通整理の成績 意外な人人が却つて 之を守らない…………〉，《臺灣日日新報》，

昭和 4 年(1929)11 月 12 日，n02 版。 
56 〈人力車や自轉車にも 交通整理 斷行に際し市民に同情と 理解を促したい〉，《臺灣日

日新報》，昭和 5 年(1930)1 月 14 日，07 版。 
57 〈交通整理 臺南警察署の〉，《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0 年(1921)7 月 6 日，07 版。 
58 〈訓令第十四號〉，《府報》3450 號，大正 14 年(1925)2 月 17 日。〈交通整理の 警察官に 

腕章制定〉，《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4 年(1925)2 月 17 日，n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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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交通巡查腕章圖示
59 

 

另外，臺北南警察署還制定了巡查指揮交通的幾種手勢，如圖18所示。

不僅巡查需要熟悉這些手勢，民眾也必須有所認識，才能夠發揮指揮交通

的作用，因此有時會藉著一些集會場合來教導民眾如何看懂這些信號。60 

 

 

                                                 
 
59 〈訓令第十四號〉，《府報》3450 號，大正 14 年(1925)2 月 17 日。 
60 〈第六囘臺北州交通安全週間の實施〉，《臺灣自動車界》5 卷 9 期，昭和 11 年(1936)9 月 1

日，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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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指揮交通的手勢
61 

 

順帶一提的是，各地的警察單位有時也會動員各學校學生、少年團、

青年團、甚至是店員來一齊指揮交通及整理亭仔腳（騎樓）空間，形成另

類的宣傳景象。62尤其是在戰爭期間，以「戰時奉公」為名而進行的活動

頗多，而協助整理交通秩序也是其中一項。 
 

                                                 
 
61 〈スピード時代の 交通整理信號の統一 －臺北州下各郡署で制定－交通整理信號〉，《臺

灣日日新報》，昭和 7 年(1932)7 月 4 日，06 版。 
62 如大正 11 年(1922)7 月，宜蘭的小、公學校學生別上紅色的蝴蝶結，在路上提醒走在路中央或

右側的人們要通行於左側。又如 1940 年至 1943 年的暑假期間，在臺北市教護聯盟的策畫之下，

中等學校學生以「奉公」、「奉仕」、「守護槍後治安」為目的，由警察帶領分隊完成被指派

的任務。較特別的是，臺北北警察署曾安排轄區內的藝妓及女給輪流排班，至街上負責交通安

全宣傳；臺北南警察署也召集 650 多名商店店員並分成十班，每日早上八點至下午五點負責協

助整頓交通及騎樓空間的整理。 
〈叔父さん 何うか左側 を通て下さい と小國民の左側通行宣傳は一般の氣受よく好成

績〉，《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1 年(1922)7 月 5 日，07 版。〈男女學生が汗の奉仕上交通整

理のお手傳ひ〉，《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 年(1940)8 月 20 日，n02 版。〈若人ら汗の奉仕

で 民警一致の實行 街頭で交通整理の役〉，《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6 年(1941)7 月 3 日，

n02 版。〈銃後治安に若人らも一役 廿一日から男女中學生を動員、交通整理〉，《臺灣日

日新報》，昭和 17 年(1942)7 月 15 日，03 版。〈男女學徒街頭に進出 あすから交通整理に

出動〉，《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8 年(1943)8 月 12 日，03 版。〈大稻埕檢番藝妓カフェー

女給 北署の交通安全強調に街頭進出〉，《華光》1938 年 11 期，昭和 13 年(1938)11 月 28
日，頁 10。〈商店員を動員 交通整理役 南署で十一日から實施〉，《臺灣日日新報》，昭

和 15 年(1940)9 月 11 日，n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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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1940 年臺北中等學校學生在街頭協助整理交通秩序

63 

 

二、於交通安全日／週宣傳 
關於交通安全日／週的設立，以州而言應是屬於警務部保安課的負責

範圍，但在官方文書中多未有明確記載，因此這部分將仍以報章雜誌上的

紀錄為主。1920 年代開始，全臺灣各地陸續採用定期或臨時舉行「交通

安全日」或「交通安全週」的方式進行宣導。其用意除了提醒民眾注意交

通安全、遵守規定之外，實質上也發揮了整理交通秩序的作用。不同地區

的舉行時間，或有不同也不固定。例如，臺北曾以每月 16 日為「交通安

全日」，也曾設定某一個禮拜為「交通安全週」；又如高雄，昭和 8 年(1933)

宣布每月 10-12 日及 20-22 日共六天為「交通宣傳日」，64也曾舉辦「交

通安全週」，65昭和 17 年(1942)又訂為每月 15 日。66 

至於活動內容，根據《臺灣自動車界》上所刊載的臺北地區活動實施

要項，67可整理成以下 14 項宣傳項目。其他地區的活動內容雖不完全一

                                                 
 
63 〈男女學生が汗の奉仕上交通整理のお手傳ひ〉，《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5 年(1940)8 月 20

日，n02 版。 
64 〈高雄署の交通宣傳 八月から每月六日間 左側通行を實行〉，《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8

年(1933)8 月 11 日，03 版。 
65 〈無事故の好成績で 高雄市の 交通安全週間了る〉，《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7 年(1942)1

月 1 日，08 版。 
66 〈交通安全日設定 高雄署で事故の絕滅へ〉，《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7 年(1942)5 月 14

日，04 版。 
67 〈「交通安全週間」の記〉，《臺灣自動車界》1 卷 1 期，昭和 7 年(1932)3 月，頁 15-17。〈第

二回臺北州交通安全週間の記〉，《臺灣自動車界》2 卷 1 期，昭和 8 年(1933)1 月 1 日，頁 18-22。
〈第三回交通安全週間〉，《臺灣自動車界》2 卷 12 期，昭和 8 年(1933)12 月 1 日，頁 22。〈臺

北州第四回交通安全週間實施さる〉，《臺灣自動車界》3 卷 12 期，昭和 9 年(1934)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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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但也不出此範圍。 

1.張貼海報   

2.豎立看板、旗幟   

3.分發腕章給汽車業者及其他交通相關的業者，使之佩戴 

4.播放宣導電影   

5.以擴音器宣導 

6.舉辦演講   

7.由保甲役員、壯丁團員、青年團員向各住戶發傳單 

8.由藝妓、女給向路上行人發傳單   

9.由壯丁團員、巡查整頓交通 

10.組成自行車、人力車、汽車車隊遊行 

11.在各大商店的商品及包裝上印上標語  

12.在報章雜誌刊登旨趣 

13.分發小手冊給各學校、團體   

14.製作廣播節目 

   

                                                                                                                                
 

頁 18-20。〈臺北州第四回交通安全週間の記〉，《臺灣自動車界》4 卷 1 期，昭和 10 年(1935)1
月 1 日，頁 38-41。〈第五回臺北州交通安全週間實施さる〉，《臺灣自動車界》4 卷 10 期，

昭和 10 年(1935)10 月 1 日，頁 30-32。〈臺北州第五回交通安全週間の記〉，《臺灣自動車界》

4 卷 11 期，昭和 10 年(1935)11 月 1 日，頁 28-30。〈第六囘臺北州交通安全週間の實施〉，《臺

灣自動車界》5 卷 9 期，昭和 11 年(1936)9 月 1 日，頁 10-11。〈臺北州第六囘交通安全週間終

る〉，《臺灣自動車界》5 卷 10 期，昭和 11 年(1936)10 月 1 日，頁 53。〈見へざる敵に備へ

よ 臺北州下一齊交通訓練實施〉，《臺灣自動車界》8 卷 12 期，昭和 14 年(1939)12 月 1 日，

頁 9-11。 



 
 

78  臺灣學研究‧第十八期  民國一○四年十二月 

 

 

 

圖 20  臺北「交通安全日」的遊行車隊
68 

 

 

圖 21  馬公的「交通安全日」宣傳
69 

 

三、募集標語與印製宣傳品 
即使非「交通安全日」或「交通安全週」期間，警察單位也會透過募

集標語與發傳單的方式，來宣導大眾遵守交通規則，高雄州警務部甚至嘗

試以飛機空撒傳單，70以吸引民眾的注意。募集而來的標語中，較有特色

的句子也會被刊登在報紙上。例如大正 10 年(1921)臺南警察署對州市各

                                                 
 
68 〈交通安全の大々的宣傳 最終日の十六日〉，《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6 年(1931)9 月 17 日，

07 版。 
69 〈馬公の交通整理〉，《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3 年(1938)5 月 17 日，09 版。 
70 〈飛行機利用の宣傳 左側厲行と衞生〉，《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0 年(1921)8 月 31 日，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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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進行徵稿，並選出其中六句刊載於報紙，如本文標題「右方是地獄的一

丁目，左方是安全極樂之道（右は地獄の一丁目、左は安全極樂の道）」、

「左側通行是雙倍的道德，一則為己二則為人（左側通行は二つの德よ、一

は身の為人の為め）」等。71另外，由於僅憑巡查的口頭提醒效果有限，因

此基隆署製作了印刷有「現在你所走的路是正確的嗎（今歩いてゐる貴方

の道は正しい方ですか）」字樣的傳單，為的就是要讓拿到傳單的民眾感到

羞愧而改正自己的作為。72 

四、教科書中的書寫 

（一）國語教育 
國語教科書，大多是配合政策而撰寫。昭和 10 年(1935)5 月由臺灣教

育會發行的《新國語教本教授書》，其第 3 卷第 25 課便是一例。73所謂

的「新國語教本」，是針對全臺灣的國語講習所、簡易國語講習所而發行

的教材。而這種「教授書」乃是配合學生使用的課本所設計的，類似現今

的教師手冊，因此當時的課本中也應該有這一課。除此之外，昭和 12 年

(1937)4 月發行的第四版《新國語教本》卷 3 也可看到課文內容，74惟無法

確定之前的一至三版是否也包含了一樣的課文。以 1935 年的《新國語教

本教授書》以及 1937 年的《新國語教本》此二份史料來相互對照，可發

現有幾個重複的關鍵字句如下表。 

  

                                                 
 
71 〈左側通行の標語 臺南警察署の募集〉，《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0 年(1921)10 月 30 日，

04 版。 
72 〈交通整理に 名案 基隆署て案出〉，《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2 年(1937)1 月 20 日，05

版。 
73 〈二十五 左側通行〉，《新國語教本教授書》卷三（臺北：臺灣教育會，昭和 10 年(1935)5

月 20 日），頁 165-171。 
74 〈二十五 左側通行〉，《新國語教本》卷三（臺北：臺灣教育會，昭和 12 年(1937)4 月 30

日，第四版），頁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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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935 年《新國語教本教授書》第 3 卷第 25 課及 1937 年《新國語

教本》第 3 卷第 25 課課文大意與關鍵字 

課文大意 
  在城裡的十字路口，立著交通安全、左側通行的立牌。很多車子川流

不息地經過。因為彼此皆通行於左側，所以一點都不用擔心會發生碰撞。

鄉下的道路並不像城市一樣，交通並不繁忙，但偶爾還是會有汽車和腳踏

車經過，所以還是由左側通行比較安心。 

日文原文 中譯 
四つつじ 十字路口 

交通安全・左側通行のたてふだ 交通安全與左側通行的立牌 

ひつきりなしに 川流不息地 

お互に左側を通る 彼此通行於左側 

しようとつする心ぱいは少しもあ

りません 

一點都不用擔心會發生碰撞 

田舎道／ゐなかの道 鄉下的道路 

交通がはげしくありません 交通並不繁忙 

自動車や自転車 汽車和腳踏車 

左側を通る方が安心です 由左側通行比較安心 

 

這樣的課文，除了使學生注意到「左側通行」的重要及立牌的存在之

外，也提醒他們即使是在鄉下，也必須要遵守規則以保安全。在《新國語

教本教授書》的指導要點中也寫道，「道路是公共的，所以不論是誰、想

怎麼走都是自己的自由」這樣的觀念仍深植於地方民眾心中，因此要讓其

理解，為了維持秩序、預防危險的發生，「左側通行」是不能不遵守的規

則。75除此之外，文中也提到關於「交通週」的設置、交通指揮的實施等，

因此也希望教師能引導學生去思考這些行為背後的目的。76事實上，除了

課本上的學習之外，也有學校以發傳單、在校園的道路畫上白線等方式來

實際訓練學生通行於左側。77  

                                                 
 
75 〈二十五 左側通行〉，《新國語教本教授書》卷三，頁 167。 
76 〈二十五 左側通行〉，《新國語教本教授書》卷三，頁 170。 
77 〈臺北通信〉，《臺灣教育》331 期，昭和 5 年(1931)2 月 1 日，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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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新國語教本》的插圖

78 

附註：可看到路中央有寫著「交通安全、左側通行」的立牌，以及正在指揮交通的巡查。

兩旁則是有汽車、公車及腳踏車。 

 

從課文內容全以平假名及漢字組成這一點來看，使用第 3 卷教科書的

學生應已有一定的日文基礎。然而，這並不代表「左側通行」的相關課文

只會在較高程度的國語教科書中出現。就臺南州斗六街的石榴班國語普及

研究會所自行出版的教材而言，第 58 課只有以片假名及四個漢字，構成

短短幾句對話：「汽車來了。快點避開吧。好的。要往左側閃避喔。是這

樣啊。」但仍表達出在路上行走須靠左側的宣導意涵。79昭和 13 年(1938)

的新莊郡教育會所發行的國語講習所教材中也有類似內容，但教授的重點

較為豐富。80課文中，除了介紹幾個生詞，如「城市（町）」、「貨車（ト

                                                 
 
78 〈二十五 左側通行〉，《新國語教本》卷三，頁 52。 
79 〈五十八〉，《國語教本》卷一（臺南：石榴班國語普及研究部，昭和 13 年(1938)11 月 5 日），

頁 66。 
80 〈左側通行〉，《國語教本》（臺北：新莊郡教育會，昭和 13 年(1938)5 月 16 日），頁 72。 



 
 

82  臺灣學研究‧第十八期  民國一○四年十二月 

 

 

ラック）」、「公車（バス）」、「人力車」、「路過（トオル）」之外，

在旁邊還寫上幾個字型較小的詞彙，如「乘合自動車（ノリアヒジドウシ

ャ）」、「糞尿搬運自動車（クソモツジドウシャ）」、「計程車（タク

シー）」、「車屋（クルマヤ）」，81應是此課可延伸學習的內容。另外，

在臺灣教育會社會教育部所出版的國語學習雜誌《國光》中，也刊載了由

高雄市旭國語講習所講習生所投稿的「左側通行」，82其內容是一篇短文，

內容主要描述作者自己相當注意遵守「左側通行」規則，尤其是在人車眾

多之處會特別小心，並提到內地人都很了解要遵守規定，但本島人卻不太

知道，作者自己也是在進入國語講習所之後才學習到這樣的規範。 

（二）小公學校、中學校、高等女學校教育 
關於官方的學校教育，由於史料限制，因此筆者未能整理出較完整的

面貌，以下僅能呈現目前的研究成果。在小公學校的教科書中，並未看到

有以「左側通行」為主題的課文。但是，在大正 15 年(1926)由正榕會所

編纂的教師教學手冊中，附上了公民教育相關資料，其中包含了對孩童應

進行交通道德方面的宣導，並強調「左側通行」規則應嚴厲執行。83書中

所指的公民教育，並非小公學校的指定科目，只是編纂者認為，應該將具

體生活中理應具備的道德教給下一代，因此由臺北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修

身科主任訓導橫山長治，挑選了較為生活化的題目編列於此，並建議老師

可以在修身科課堂上，一個月挪出一兩小時來教授公民教育的部分。84交

通道德的教導被列於課外補充部分，或許也間接證明了在官方制定的小公

學校教學內容中，並無專門用來教授這一部分的課文。 

至於中學校、高等女學校教育方面，則在公民科教科書中談到「左側

通行」。雖並不像上述的國語教科書以一課的篇幅來專門談論「左側通行」，

但在提及交通道德時，仍是以「左側通行」為基本前提。如《中等公民科

敎科書》卷一的第十三章第四節便提到： 

現今交通越來越頻繁，交通工具的速度也越來越快，各種交通

                                                 
 
81 「車屋」可指製造車的人或車伕。 
82 〈左側通行〉，《國光》66 期，昭和 12 年(1937)11 月 15 日，頁 15-16。 
83 正榕會，《修身科 國語科 綴方科 書き方科 敎授提要 附、公民敎育資料》（臺北：臺

灣子供世界社，大正 15 年(1926)），公民敎育資料，頁 45。 
84 正榕會，《修身科 國語科 綴方科 書き方科 敎授提要 附、公民敎育資料》，公民敎育

資料，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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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的發生也有年年增加的趨勢……我等應不只要好好遵守

左側通行的習慣及交通規則，盡力防止事故的發生，更要進一

步愛護道路、保持其清潔……。85 

並且，高等女學校所用的《女子公民科敎科書》也有相同內容的課文。86

筆者所見的教科書版本為昭和 10 年(1935)版，以時間而言算是較晚的版

本，因此或許在早先的版本中，已曾以「左側通行」為主題撰寫課文也有

可能。 

伍、報章雜誌上的言論與投稿 

前一節論述官方為了推行「左側通行」而採取的行動，至於民間配合

宣傳的程度與民眾對於此項規定的看法如何，便是本節的重點，這一部分

將透過報紙、雜誌及教科書來觀察。必須說明的是，這些被留下來的文字

及圖像，或許並不能完全反映當時人們的想法，但仍有其參考價值。 

一、報社記者的報導描述 
由於《臺灣日日新報》為日治時期臺灣發行時間 長的報紙，因此此

部分的討論將以該份報紙為主。並且，在此僅列出報章雜誌對於「左側通

行」的勸導及相關事故的描寫，關於警察單位宣導活動的新聞報導並不在

此討論。《臺灣日日新報》中，明治 38 年(1905)已有提及「左側通行」

的報導，文中說道在日本的都市，不論哪條巷弄皆是由左側行進，步行者、

人力車、荷車相遇時也會互相向左閃避。而臺北尚未厲行此制，因而在新

起街或西門街附近常發生車禍。於是，無論日後有無嚴格取締，皆希望民

眾自身能配合「左側通行」規則。87新的秩序規定，似乎無法在短時間內

讓所有人習慣。明治 43 年(1910)的報導指出許多人只會在經過派出所前

才遵守規定，是相當沒有公德心的行為。88即使到了昭和時期，民眾仍只

在有巡查之處才會通行於左側。89另外，進入大正時期後，由於汽車逐漸

                                                 
 
85 《中等公民科敎科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出版年代不詳），頁 134。 
86 《女子公民科敎科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昭和 10 年(1935)），頁 102。 
87 〈左りへりへの勵行〉，《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8 年(1905)12 月 1 日，05 版。 
88 〈嚴管行路〉，《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3 年(1910)10 月 15 日，02 版。 
89 〈交通道德心を喚起せよ〉，《臺灣警察時報》83 號，昭和 6 年(1931)9 月 1 日，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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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發生交通事故的嚴重性更為增加，因此也更特別叮嚀除了遵守通行

方向之外，也勿讓兒童在路上玩耍。90像這種簡單、直接的初步勸導內容

只在日治初期出現，其後則較多是相關事件的報導或警察單位宣導活動的

新聞。 

不只是純粹地提醒閱報者要遵守規範，報社記者在撰寫與「左側通行」

相關的事件報導時，也會呈現出相當積極的宣導態度。例如一則因行人步

行於道路右側而和腳踏車發生碰撞的新聞，其標題便寫著「沒有通行於左

側的天譴」，91這樣的用詞實帶有道德上的責備意味。另一則新聞則更顯

現出，新聞媒體在書寫時對於「左側通行」的積極宣導。大正 11 年(1922)2

月 3 日，兩名師範學校的臺灣人學生因通行於道路右側，遭到正在值勤的

和田巡查口頭提醒，因而演變成小規模的鬥毆事件。不僅如此，2 月 5 日

又發生同校學生遭到另一名巡查提醒「左側通行」時對巡查出言不遜一事。

雖然當時並無追究，但日後卻因這兩件事而引發三百名學生聯合攻擊巡查

的事件。92 

兩件事情的起因，雖是巡查基於職務而對不遵守「左側通行」規則的

學生加以提醒，但實際上 大的原因應在於學生方面的誤解以及對警察的

不滿，甚至可能和在臺日人與臺灣人之間長久以來的摩擦有關。無論如何，

違反規則只是個小小的導火線，但日後報紙上卻認為此事件可作為宣導

「左側通行」的極佳材料。內容並寫道，這次雖然學生、學校及警察方面

都有不當之處，但更重要的是這顯現出師範生相當缺乏對於交通的公德心。

這些未來教師的缺陷被暴露出來，可說是文明國的恥辱，但也正可藉著此

機會來積極培養學生的公德心。也希望社會大眾能夠因此自我警惕，將來

能夠不用人提醒，便自然而然地遵守規定。93 

  

                                                 
 
90 〈左側徐行 を厲行したい〉，《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8 年(1919)12 月 20 日，07 版。 
91 〈左側を通行せぬ天罰 空壜買の重傷〉，《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3 年(1924)9 月 16 日，n02

版。 
92 〈臺北師範生暴行事件の顛末 左側通行の注意を肯かず遂に本島人生徒數百名警官を包圍す 

檢束者四十五名を算す 昨日釋放の恩典〉，《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1 年(1922)2 月 22 日，

07 版。 
93 〈左側通行厲行の好機會 暴行事件の影響の利用〉，《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1 年(1922)2

月 26 日，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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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眾投稿文章 
除了記者本身的書寫之外，報章雜誌上的投稿文章也有關於「左側通

行」的論述。有些文章所闡述的仍是前述遵守交通規則與公德心之間的關

係，舉例而言，刊登於《社會教育》的〈關於公德心（一）〉便是從交通

指揮的相關新聞出發，談論國民缺乏公德心的現象與理由。94此類的說法，

忽略了「左側通行」規則本身也可能存在不合理之處，而是直接檢討不遵

守的人的缺點－沒有公德心。順帶一提，在《臺日子供新聞》中也有小學

生投稿，內容除了「路上到處都是『左側通行』的標語」、「遵守規則能

夠使大家皆平安」之外，也同樣寫著「能夠使五大強國之一的大日本帝國

之名不受到蒙羞」。95這樣的言論雖有點難以想像是小學生自己的意見，

但這也顯現出在當時「國民素質便等同於國力表現」的想法的確存在。因

此，將自己的國家自詡於文明國、世界五大強國之一的日本人，便無法輕

易忽視缺乏公德心的現象。如此，個人的缺點被擴大成關乎國家形象的問

題，而原本為了減少事故發生的交通規則，也如前述般地時常和道德問題、

文明表現相連結。 

對於「左側通行」規則本身，也各有文章持正面、反面意見。如律師

播磨龍城所撰的〈道路左側通行的原理〉一文，其主張除了前述「日本傳

統武士習慣靠左行走以免刀鞘相撞」的理由之外，也認為在路上若與人相

遇，從對方的右方離開是一種符合傳統禮儀的行為，因為右方便等於下方，

如此一來兩人既不會發生衝突，也在互相平等、尊重的情形下離開現場。

通篇文章，作者旁徵博引，如老子《道德經》中的「君子居則貴左，用兵

貴右」及「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日本現存 早的歷史書籍《古事記》

中神祇的動作順序、天體運行的方向、時針的方向都成為印證左行原理的

事例之一。作者希望藉由這些例證，強調「左側通行」是合乎傳統與禮教

的行為。96 

然而，也有支持「右側通行」者。例如在東京開設「玉置英學院」的

英語教育家玉置彌造，於昭和 18 年(1938)接受《臺灣日日新報》記者訪

                                                 
 
94 〈公德心について(一)〉，《社會教育》，昭和 5 年(1930)11 月 1 日，頁 7。 
95 〈ミナサノのぺージ 左側通行〉，《臺日コドモ新聞》，昭和 3 年(1928)9 月 2 日，05 版。 
96 〈道路左側通行の原理〉，《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11 年(1922)2 月 24 日，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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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便提出支持「右側通行」的理由。97他認為，大部分的西方國家皆實

行「右側通行」，而日本為左行，這樣使得外國人來到日本之後與當地居

民發生糾紛的機會增加，不僅使得日本人與外國人之間的誤會加深，也使

日本的評價降低，若是改為「右側通行」，應該會使來訪者感到更便利、

更安心。這種見解應是基於跟外國人的接觸而產生的意見。 

另外，也有民眾對交通巡查的取締提出質疑。像是認為交通巡查在路

邊的執勤態度太過於死板，不懂得變通。人、車通行於道路，總是會有不

得不行於右側的時候，但某些巡查不懂變通，而是一律要求通行左側；有

的巡查則是只在乎民眾是否遵守「左側通行」規則，即使看到有兒童在路

中央玩耍也不會採取任何行動。這些行為，都代表一個缺乏正確態度的巡

查並不能發揮維持交通安全的作用。98又例如某些巡查看見戴有文官制帽

的人步行於右側時，雖然也會出聲提醒，但卻不會依法處理，使人感到不

甚公平；99也有人認為，某些巡查在提醒違規者時皆不客氣地大聲斥責，

這樣不親切的態度容易引起反感，而造成反效果。100 

綜上所述，報章雜誌上的言論雖多為傾向於替政策做宣導，但也有少

數文章從不同角度來質疑此規則的合理性與實際施行的公平性。然而，這

些質疑似乎並沒有對政策產生太大的影響。 

順帶一提的是，在日治時期的小說中，也會偶爾提到「左側通行」規

則。如蔡秋桐《興兄》一文中，對於習慣生活在鄉野田間的興兄來到古都

（應指臺南）後所發生的事情，有以下的描寫： 

又是在那銀座，馬路往來的人們足多，興兄在越角又被那交通

取締巡查扭住了，興兄又犯著左側通行了，這時興兄感覺都會

怎麼如此艱難過日呢！他愈想討厭起來了，興兄是一時想 得

一時緊離開這討厭的古都，回到他自己的田裏來了，這殺人的

都會有什麼可留戀？101 

這段描寫除了反映一般日常生活中的「左側通行」取締風景之外，也

                                                 
 
97 〈左側通行と右側の通行〉，《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3 年(1938)10 月 31 日，03 版。 
98 〈警察界の宿弊に就て〉，《臺灣警察協會雜誌》8 期，大正 7 年(1918)1 月 25 日，頁 53。 
99 〈不平鳴〉，《臺灣民報》，昭和 5 年(1930)1 月 29 日，09 版。 
100 〈亭仔脚の整頓と交通整理〉，《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7 年(1932)6 月 29 日，n03 版。 
101 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作，張恆豪編，《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臺北：前衛出版

社，1990 年），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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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主角展現出一般民眾對於此規定的反感與不便之感。 

三、與「左側通行」相關圖像 
除了文字以外，報上刊載的漫畫也曾以「左側通行」為主題。這些漫

畫為了吸引讀者注意，通常會以較為誇張的手法來呈現，但也正因為如此，

畫中所呈現的是一件事情的滑稽、醜陋面向，而非受人歌頌、光鮮亮麗的

那一面。這樣的角度，或許有助於理解民間對於「左側通行」規則的不同

看法。 

圖 23 中，穿著制服的男子正在斥責想要撿帽子男性，而圖 24 則是表

現出汽車駕駛、騎腳踏車的人以及基座上的人像，皆想要撿拾掉在路上的

錢包，但卻礙於「左側通行」規則而無法如願。這兩張漫畫，皆以「撿拾

物品」來諷刺該規則的不合理性：當路上的通行方向被規定時，人們的行

動自由也受到限制，儘管只是不經意的一個小動作如「撿拾物品」，也會

因受到用路規則的規範而無法做到。 

 

 
圖 23  報紙上的漫畫（一）

102 

附註：圖中文字為「喂！不知道要『左側通行』嗎！喂！走左側！」。 

                                                 
 
102 〈臺日漫畫 第十一卷四百七十九號 オイツ「左側通行」を知らんか﹑オイツコラツ﹑左側

を通るんた〉，《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6 年(1931)9 月 14 日，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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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報紙上的漫畫（二）
103 

附註：圖中文字為「左側通行成了阻礙，要拿也拿不到，這個錢包」。 

 

圖 25  報紙上的漫畫（三）
104 

附註：圖中文字為「指揮交通的人，反而不知道路」。 

                                                 
 
103 〈臺日漫画 第十三卷五百八十五號 左側通行が邪魔になり取るに取れぬ、この財布〉，《臺

灣日日新報》，昭和 8 年(1933)11 月 27 日，04 版。 
104 〈臺日漫画 第十一卷四百八十一號 交通整理員﹑かへつて道を知らず〉，《臺灣日日新報》，

昭和 6 年(1931)9 月 28 日，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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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也是諷刺「左側通行」限制住了行動的方向性。由於鼓勵人們

步行於左側是交通巡查的職責，因此不管民眾的目的地在何處，向交通巡

查問路都只會得到「往左側走」的答案。另外，圖中出現的穿著制服的男

子應皆屬於警察體系；三張漫畫中也都出現了標有「左側通行」字樣的立

牌，可見這兩項應是在談到此政策時，一般人皆會聯想到的要素。 

 
圖 26  報紙中的漫畫（四）

105 

附註：圖中文字為「小美：『小姐，要走在左側喔』，小姐：『媽媽說，如果曬黑了就

不能嫁去好人家了』」。 

 

另一幅漫畫則是刊登在「兒童漫畫」的單元（圖 26），圖中有兩人

在對話，左側的人奉勸走在右側的女子應該走左側，但女子卻因為不想曬

到太陽而拒絕走左側。畫面中也刻意呈現了膚色的差異，遵守規則走左側

的人相當黝黑，而走右側的人因為有陰影遮蔽，因此相當白皙。和之前的

幾則漫畫一樣，創作者皆從生活上的小細節去凸顯「左側通行」規則對民

眾帶來的不便。 

                                                 
 
105 〈コドモマンガ ノムラコウ一（編） 左側通行〉，《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10 年(1935)8

月 12 日，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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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和交通規則、交通安全密切相關的汽車業界，也站在整個產業

的角度而協助政策推行，無關國民道德，也不論過於嚴謹實施規定是否會

造成民眾生活的困擾。為了協助宣導，「自動車組合」、「自動車協會」

等組織會將交通安全週的內容刊登在機關誌上，甚至自製海報並附上幾條

從「街路取締規則」挑選出的漢文條文，106發配給同業者及貼在民眾容易

看見之處，其中第十六條便是本文第二節所探討的條文。 

 

圖 27  臺北自動車營業組合所製作的宣傳海報與規則拔萃
107 

附註：圖中畫著一場交通事故，文字為「危險！各位也請注意」。 

                                                 
 
106 海報的製作是在昭和 2 年(1927)，會附上大正 7 年(1918)頒布的「街路取締規則」，代表當時

此規則仍然適用。 
107 〈街路取締規則拔萃〉，《臺灣日日新報》，昭和 2 年(1927)11 月 11 日，n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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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日治時期臺灣施行「左側通行」制度，其意義在於確立了新的交通秩

序，其背後則是代表一種殖民地現代化的過程及殖民現代性。無論是遵守

交通秩序的概念，或是為了能有效管理交通而製作的交通標示器，都可說

是近代產物。此一新的秩序乃是由殖民母國率先實施，而後才在殖民地臺

灣推行，並且是由官方主導。因此，這樣的現代經驗其實並非單純的「學

習西方現代化經驗」而已，而是要以殖民者的力量、運用殖民者的統治技

術，在臺灣打造出一個「經日本化之後的殖民地現代經驗」。以現代化之

名，改變臺灣的街道面貌及民眾的行走習慣，使臺灣成為一個理性的空

間。 

然而，新秩序的建立要如何才能讓民眾接受，對政府而言是一個難題。

各個地方政府所採用的方法之一，皆是透過設置立牌及安排巡查在交通繁

忙之處指揮交通的方式，使民眾在路上「直接學習」這項新秩序。從報紙

上的漫畫及國語教科書中的文字敘述看來，立牌及巡查也是談論到「左側

通行」時，不可不提及的重要元素。之後，「交通安全日」一類的特別節

日活動逐漸普遍，也發展出多元的宣導方式。尤其在 1930 年代中後期，

或許是因為在戰爭時期秩序的穩固顯得更為重要，「維護交通安全」的概

念和「戰時奉公」相連結，使一樣的活動具有另一層的意義。然而，這些

政策的效果如何，則需要再審慎評估。像是本文前言中所提到的昭和 10

年(1935)新設置的「交通標示器」便不甚具有實用性，反而是讓人感到新

鮮、好奇的成分居多。 

至於民眾的反應，似乎自始至終都是被動地、有選擇性地遵守這項新

秩序。不只一篇文章中寫道，許多民眾只會在有巡查駐守之處或是派出所

前才會通行於道路左側，如此一來，「左側通行」便只是一句敷衍了事的

口號，並無法發揮其維護交通安全的作用。當然，一些與政府相關的團體，

或是基於利益考量必須配合政府政策的組織，則是傾向於盡力協助宣導

「左側通行」制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宣導文章中並不強調要「服

從官方命令」，而是從道德的觀點來呼籲民眾，要培養公德心、遵守交通

規則，不能做出不符合文明國家國民的行為。然而，也有少數人質疑制度

本身的合理性，以及反應交通巡查的態度不夠親切，可見在社會之中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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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種不一樣的聲音，而官方欲建立的新秩序也並未扎根，也正是因為如

此，導致一直到日治末期仍反覆宣傳「左側通行」。如此，雖然民眾似是

接受了殖民者所定義的「左側通行才是文明國家國民的行為」說法，但官

方的力量始終無法徹底改變民眾的舊有習慣，因此就「左側通行」規則的

推行而言，其成效相當有限。 

本文雖初步探討了「左側通行」規則的制定、推行與民眾反應，但仍

有許多問題留待解決。例如，學校教育裡的「左側通行」宣導情形如何；

交通巡查的制度變化及定義也仍需要釐清；而臺灣的宣導情形跟同時期的

日本也可以進行比較；並且，在整個日治期間官方的取締、宣導力道應非

完全不變，此方面也值得再觀察。另外，在本文所引用的史料之外，應該

還有其他的相關史料、甚至是宣傳用的材料還留存著。像是臺北州交通安

全協會所製作的電影「無海港口的燈塔(海のない港の燈臺)」，其字幕內容

及畫面呈現被化為文字記錄下來，108在本文中雖未使用此份史料，但其性

質相當特別，或許在日後的研究中可以多被使用、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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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各地方政府制定「街路取締規則」情形（不含實施區域變動）
109 

                                                 
 
109 資料來源：各地方政府官報。 

區域 制定時間 編號 
臺北縣 1986/9/30 縣令甲第 17 號 
臺南縣 1900/12/24 縣令第 26 號 

1903 年總督府以「內訓第十一號」頒布後 
臺北廳 1903/8/13 廳令第 15 號 
基隆廳 1903/8/14 聽令第 12 號 
深坑廳 未知 
宜蘭廳 1903/12/5 廳令第 27 號 

桃仔園廳 1904/4/22 廳令第 5 號 
新竹廳 1904/3/26 廳令第 4 號 
苗栗廳 1904/4/28 廳令第 7 號 
臺中廳 1904/1/22 廳令第 3 號 
彰化廳 1903/12 廳令第 15 號 
南投廳 1903/7 廳令第 20 號 
斗六廳 1904/9/5 廳令第 21 號 
嘉義廳 1904/3/25 廳令第 2 號 

鹽水港廳 1903/8/25 廳令第 8 號 
臺南廳 1904/10/27 廳令第 14 號 
鳳山廳 1904/8/25 廳令第 6 號 

蕃薯藔廳 1906/12/11 廳令第 23 號 
阿緱廳 1903/12/27 廳令第 20 號 
恆春廳 1903/8/10 廳令第 6 號 
臺東廳 未知 
澎湖廳 1903/6/25 廳令第 7 號 

花蓮港廳 1910/1/10 廳令第 1 號 

1918 年總督府以「府令第十四號」頒布後 
臺北廳 1918/4/1 告示第 41 號 
宜蘭廳 1918/4/ 1 廳令第 3 號 
桃園廳 1918/3/27 廳令第 4 號 
新竹廳 1918/3/28 告示第 2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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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廳 1918/3/27 廳令第 7 號 
南投廳 1918/4/1 廳令第 1 號 
嘉義廳 1918/3/26 廳令第 6 號 
臺南廳 1918/5/10 訓令第 16 號 
阿緱廳 1918/4/5 廳令第 3 號 
臺東廳 1918/3/25 廳令第 1 號 

花蓮港廳 1918/3/28 廳令第 2 號 
澎湖廳 1918/4/1 廳令第 1 號 

1920 年新設各州情形 
臺北州 1923/1/18 告示第 4 號 
新竹州 1921/12/5 訓令第 107 號 
臺中州 1921/1/22 州令第 1 號 
臺南州 1921/10/11 訓令第 73 號 
高雄州 1923/6/1 州令第 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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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 is Heaven, Right is Hell: The Implementation of 
“Left-Hand Traffic”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Chih-jung Chen*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the “left-hand traffic”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Taiwan. The implementation is not just a policy from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but 

also a new order that impacts people’s daily lives. Also, it was a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For implementing the traffic rule, the government adopted some 

measures as setting traffic signs in the middle of the road, assigning traffic policemen 

to conduct traffic, raising the traffic safety awareness of people and intensifying 

traffic safety guidance in “Traffic Safety Day” or “Traffic Safety Week”, soliciting 

slogan ideas, and using Japanese language textbooks to teach people what is 

“left-hand traffic”. The title of this essay “Left is Heaven, Right is Hell” is one of the 

slogans. 

There were also some publications by private publishing referring to people’s 

comments about “left-hand traffic”. Generally, people passively and selectively 

conformed to the new order. The “left-hand traffic” was not actually implemented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Keywords: Left-Hand Traffic, Traffic Sign, Traffic Policeman, Traffic Safety Day,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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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臺灣學研究‧第十八期  民國一○四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