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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早年經歷與步入政壇（1908-1951） 
 

 

第一節  家世、求學及行醫 
 
 

許世賢，1908 年 4 月 1 日，生於今台南市，為許煥章及陳富之次女，上

有兄姐各一1，其父為前清秀才，因此，許氏自幼即研習漢文古籍，凡《東萊

博議》、《資治通鑑》等均有涉獵，2而其漢文素養及對中國古史的熟悉，也

在其日後親擬之演講稿、政論中展現出來。31914 年，入台南女子公學校就讀，

四年級時，父親去世，乃隨母赴福建泉州拜祭祖墳。4公學校畢業後，考入台

南州立第二女子高等學校，在學期間，曾於校刊中撰寫文章，且為網球及桌

                                                           
1 「我外婆家賣米、賣布，房子很寛敞、椅子很漂亮，在二戰期間曾遭到轟炸。我的大姨，

許壬癸，年紀長我媽媽很多，她是第三高女畢業的，日本時代能進入這個學校是很不錯的！

我大舅，許燦然，就比較不喜歡唸書，也覺得女孩子不必讀那麼多書。不過，他有習武，

懂得武功」。 參見莊雅茹：＜張文英訪問紀錄＞，2001年 2月 22日，詳見本書附錄二。

而「能讓女兒就讀第三高女的家庭均屬高所得者，曾被批評為『貴族教育』」，參見陳君

愷：《日治時期台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研究所，1991年，頁

105。 
2 黃嬰：＜許故市長懷思錄＞，《嘉義市文獻》，第7期，1992年7月，頁21。 
3 如許世賢於＜現代婦女應有的認識＞一文中表示：「我們現代婦女應有的認識是依照先

聖哲學之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本，檢討自己、明白家庭環境、

認識國家現況，瞭解世界大勢。」參見許世賢：＜現代婦女應有的認識＞，1956 年 11 月

16 日於嘉義縣農會演講之手稿。又如其曾於親擬之政見原稿中表示：「立信於民……善為

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並援引齊桓公、

晉文公、秦孝公、魏文侯等治國之史事，以示立信於民之要。此為許氏 1963年競選第三屆

省議員時親擬之政見文稿。 
4 張博雅：「媽媽對大陸的情懷要從十一歲講起，外祖母帶媽媽去大陸尋根」，參見施叔

青、蔡秀女編：《世紀女姓、臺灣第一》，台北：麥田，1999年，頁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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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校隊選手5，可見其多才多藝。1925 年，入東京女子醫專，在繁重的課業
之餘，不時趕場聆聽日本各級議員選舉的政見發表會，6或謂此為許氏之政治

啟蒙，惟據各方資料，其在就學期間並未參與任何形式之社會運動。7 
1930年畢業後，許氏回台服務於臺南州立醫院，其後開設德泰、世賢醫

院。81933年，26歲，與張進通醫師結婚9，婚後兩人同赴張氏之母校九州帝

大深造，張氏鑽研內科，1938年獲博士學位後，曾任南滿鐵道株式會社鐵嶺
醫院內科醫長。許氏則入婦人科研究10，1939 年獲博士學位，兩人有「鴛鴦

                                                           
5 ＜許故市長世賢博士生平事蹟＞，載於訃文中。 
6 莊永明：＜嘉義媽祖婆許世賢＞，收錄於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編《臺灣近代名人誌．

第二冊》，台北：自立，1987年，頁 228。 
7 由結構性因素而言，游鑑明的研究可提供吾人在大時代下對女醫活動的觀察，其指出「以

政治活動而言，日據時期的醫生除全心投注專業工作之外，亦積極參與反殖民政府的政治

活動，惟較熱衷者多屬男醫生，顯少有女醫介入，一方面因女醫需兼顧家庭，自然無暇參

與，另一方面，女醫的日增係於 1930年代以後，而此時期台灣的反殖民運動正進入尾聲；

同時，對甫出校門的女醫言，她們更關心的是個人事業的奠基，而非政治活動」。參見游

鑑明：《日據時期台灣的職業婦女》，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年。

頁 124-129。 
8「東京女子醫專分本科和預科兩部分，預科一年，本科四年，預科等於是加強高女的延長

教育，另外，則是加強理化課程和增加德語基礎這門課而已。本科的課程則針對醫學教育。

我們在學期間並沒有分科，凡是婦產科、內科、眼科等各科都要學，考試時也是各科都要

考，每科都通過才能畢業。……女子醫專的課業非常繁重。……我們當年只要把畢業證書

拿到在台灣的醫師公會入會，便可以取得開業證書。……日據時期各地醫師普遍不足，所

以日本政府對開業科別並沒有特別限制」。參見游鑑明訪問，黃銘明紀錄：＜陳石滿女士

訪問紀錄＞，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

叢書（５２），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4，頁 227。（按：陳石滿於 1931年畢業）。 
9 張進通先生生於嘉義縣溪口鄉，台北高等學校理科畢業後，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並

於婚後繼而赴九州大學附屬醫院小野寺內科深造，1938年獲博士學位。曾任嘉義縣第一屆、

四屆醫師公會理事長、嘉義縣醫療物品合作社第一屆理事主席、中國紅十字會臺灣省分會

嘉義縣支會會長、嘉義市廣東宗親會第一任會長、嘉義市國際扶輪社第一任社長等職。參

見賴振興：＜張博士進通家世淵源＞，《嘉義市文獻》，第8期，1992年8月，頁80-81。 
10 期間，許世賢曾於醫學刊物中發表其研究成果，如＜副腎皮質製劑インテレニン 乳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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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之美譽。許氏並於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生育貴英、博英、博彥、文英等

四名子女11，其辛勞、毅力不言可喻。1941 年，兩人返台，於嘉義開設順天
堂醫院，不少人稱許其醫術醫德，例如蘇錦章指出：「嘉義人叫許世賢媽祖

婆，最早是來自順天堂醫院病患對許醫師的敬仰。……窮人就醫免費。」12鄧

甭也表示：「許博士行醫仁慈有醫德，貧困者醫藥費可打折。若患者錢財在

路上被偷，下次再付醫藥費即可，且許博士會先贈回程車費。蒜頭村水災，

許博士義診一個月，並接受患者至順天堂住院。」13林山生回憶道：「1941
年 12月 17日嘉義發生大地震，我當時擔任警察，與許世賢在救災過程中相
識，她在停戰前只行醫。……順天堂醫院在嘉義地區頗負盛名，許多日本人
都前往就醫，他們夫婦對貧困者施藥施醫，若有患者積欠藥錢，也不追討。」
14由上可知，許世賢其後雖因盡心於問政，而無暇行醫，然其早年之仁心仁

術，仍令人印象深刻。而許氏習醫的背景，也反映在其日後對於醫療衛生問

題的關注。 
 
 
 
 
 
第二節  擔任嘉義女中校長及籌組婦女會 

 

                                                                                                                                                          

分泌機能抑制作用に就て＞、＜瀉下劑イ ツエン・カタリ チ及ミレパール 比較實驗成

績＞，收錄於《東京醫事新誌》第二九七二號拔冊（昭和十一年三月七日）。另於1938年

發表＜「ェルゴタ ン」  藥理 特ニ腸管ニ對スル作用ニ就 ＞，收錄於《醫研》第

12卷11號，頁3709-3738。 
11 張進通、許世賢文教基金會：《許世賢博士紀念集》，附錄＜許世賢年表＞。 
12 蘇錦章：《諸羅春秋：嘉義政壇五十年縮影》，嘉義市：蘇錦章，2001，頁 63。蘇錦章

曾任聯合報雲嘉南巡迴特派員兼嘉義縣市特派員三十四年許。 
13 張進通、許世賢文教基金會：《許世賢博士紀念集》，頁 14。鄧甭為順天堂醫院護士長、

管家。 
14 莊雅茹：＜林山生訪問紀錄＞，2001年 3月 10日。林山生現為嘉義市政府顧問，曾

任嘉義縣議會第五、六、七、十屆議員及嘉義市第一至五屆市議員。詳見本書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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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1月19日，嘉義市地方人士組成「地方自治協會」，以協助政
府辦理接收。此協會甫成立，許世賢、許碧珊15、賴麗渚、林秀媚、施月、郭

碧梅等往晤陸兼市長公任，提出婦女應得參與協會運作的想法。其後，臺南

州接管委員會回應其要求，准由婦女界選出代表二名，參加自治協會。12月
2 日，許世賢、許碧珊獲選為協會理事。當時省立中等學校校長、國校校長

及教導主任，均由自治協會推薦人選，送政府聘請或委派，其中，黃文為嘉

義中學校長，劉傳來為嘉義農校校長，許世賢則為嘉義女中校長。16此外，許

世賢亦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幹事，17可見戰後之初其在地方即頗為活

耀。根據 1946年 5月所完成的移交名冊，許世賢擔任校長期間，教員人數如
下：教務主任（兼教師）1名，專任教師6名，兼任教師3名，年齡為27至
51歲之間

18
，班級數則為16班

19
。戰後初期之接收工作並不容易，論者指出：

「當時由於師資缺乏，許世賢分訪地方擁有專長或高學歷者，請他們在學校

經濟拮据的時候，出來為地方子女奉獻。」20許世賢於 1982年再度當選嘉義
市長時亦曾表示：「光復初，我被任命接收學校，當時學校沒有經費，我請

來免費教師義務教學，現在這些學生都是社會的中間分子，他們也發揮了力

量，幫忙我不少。」21儘管許世賢於 1946年3月當選嘉義市參議員後，即辭

                                                           
15「諸羅婦女共進會是由嘉義街的許碧珊主力鼓吹而成，許碧珊畢業於靜修女學校，1926

年 7月 22日假文協會員黃三朋住宅舉行發會式。……許碧珊為全島性的知名人物。文協改

組後，1927年 10月舉行第一次全島代表大會，許碧珊膺選為台南中央委員，可見它在社會

運動的舞台上曾經相當活躍。然據 1930 年 10 月台灣民報的報導，許於活動一年餘之後，

即因故偃旗息鼓」。參見楊翠：《日據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之研究：以臺灣民報為分析

場域  1920-1932》，台北：時報，1995年，頁 537-543。 
16 嘉義縣政府編印：＜光復志＞，《嘉義縣志．卷十》，嘉義縣：編者，1978年，頁 300。 
17 洪瑞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教育的接收與推展 1945-1947＞，台灣師範大學歷史

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頁 85。 
18 省立嘉義女子中學原住職教員名冊首頁（許世賢遺物）。 
19 嘉義縣政府編印：＜教育志＞，《嘉義縣志．卷四》，嘉義縣：編者，1991年，頁 395。 
20 潘立夫：＜許世賢當仁不讓＞，《政治家》，第24期，1982年3月，頁9。 
21 潘立夫：＜嘉義市長當選人許世賢訪問記＞，《政治家》，第 22 期，1982 年 2 月，頁

15。 



 13

去校長一職，然在短暫任職及資源缺乏的時日中，更加可見其頗具行政能力。 

 

此一時期，許世賢亦籌劃、參與婦女活動。1946年 2月 3日嘉義市婦女
會成立，許氏出任理事長。同年 5月，臺灣省婦女會成立，其亦為主要領導
者。1950 年嘉義市降為縣轄市後，許氏則接著任嘉義縣婦女會會長至 1957
年止。許氏除曾代表省婦女會赴中國大陸勞軍外，嘉義縣婦女會會長的身份

也使其得參與地方選務工作，例如 1950年，許氏受聘為「臺灣省縣市選舉監
察委員會嘉義縣監察小組委員兼召集人」。22當時，婦女會與國民黨間的互

動甚密，例如省婦女會成立大會於台灣省黨部舉行、嘉義縣婦女會改組成立

大會於嘉義縣黨部舉行，甚至嘉義市婦女會章程草案中列有「違反三民主義

之言論與行動者、褫奪公權者、違背國家民族之利益者，……不得為本會會
員。」等帶有黨國色彩之語23，足見戰後初期身兼三青團幹事及婦女會理事

長的許世賢，曾積極參與國民黨，據其表示：「當初參與的政治人物和選民

都沒有『黨』的意識，完全是『自發式』的參與。大家都認為祖國好，可以

自由發言，所以我們在盛情難却之下，加入了國民黨。」24 
 

當時嘉義婦女會的活動，以舉辦講習班、勞軍及調解家庭問題為主，張

文英表示：「那時候婦女會沒什麼錢，大家都是聚一聚，或自己出錢。婦女

會對她來講其實不是太大的助力（指從政方面）。當時有舉辦一些講習班，

如國語、烹飪、插花等課程，她那時還鼓勵我們家的管家煮完飯後去參加國

語班。我媽媽也幫忙調停夫妻吵架等婚姻問題，常常有夫妻吵架就跑到我家，

一講講好久。有的夫妻吵架，先生還會說：『我不怕啦！你去找許世賢啦！』」
25許世賢也曾指出：「每日都有家庭糾紛案來婦女會調解、陳情， ……現在

本縣婦女會有正式成立調解所，聘任法律顧問及調解要員數人。」
26
由上顯示，

                                                           
22 嘉義縣政府編印：＜自治志（三）＞，《嘉義縣志．卷十一》，嘉義縣，編者，1982年，

頁 68-69。 
23 嘉義市婦女會：＜嘉義市婦女會章程草案＞，1952年 2月。 
24 潘立夫：＜嘉義市長當選人許世賢訪問記＞，《政治家》，第 22 期，1982 年 2 月，頁

16。 
25 莊雅茹：＜張文英訪問紀錄＞，2001年 2月 22日，詳見附錄二。 
26 許世賢：＜現代婦女應有的認識＞，1956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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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會的活動實以「家庭」為主，雖因經費有限而不甚活躍，然「女性代表」

的頭銜，或為許氏初入政壇之階。 

 

 

 

 

第三節  參選各項公職 

 

 

1945年12月16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佈「臺灣省各級民意機構成立

方案」，據此，嘉義市於翌年3月24日，由各區區民代表會及職業團體中選

出19位市參議員，27許世賢因此步入政壇28。當選市參議員後，許氏進而偕同

夫婿角逐臺灣省參議員一職，29惟雙雙落選。同年 8 月，臺灣依規定補選 8
名參政員，鑑於省參議員婦女候選人的失利及省參議會對婦女議題的漠視，

婦女界開始爭取保障名額，省婦女會乃向長官公署提出陳請書，冀能規定婦

女名額；同時，正式推薦許世賢、姚瑄敏參選，然並無下文。30同年 10月，
許氏再參與制憲國大代表之選舉，欲爭取臺灣省唯一的婦女團體代表名額，

投票結果，時任台灣省婦女會會長的謝娥以 24票當選，許氏則以 4票而為第
一候補。31 
 

1951年 4月，許氏投入嘉義縣的選戰，報載：「張許世賢以女性參加競

                                                           
27 嘉義縣政府編印：＜自治篇（三）＞，《嘉義縣志．卷十一》，嘉義縣：編者，1982年，

頁 109。 
28 許世賢和我交情不錯，她曾說：「日本時代也出來，中國時代也出來管事的人無節氣，

她說她們日本時代不出來參與政治，帶點民族節氣」。參見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訪盧鈵

欽之妻林秀媚＞，《嘉義驛前二二八》，台北：吳三連基金會，1995年，頁 251。 
29《臺灣新生報》，1946年 4月 11日，第 169號（一）。 
30 許芳庭：＜戰後初期台灣婦女團體與婦運議題＞，《台灣史料研究》，第 15 期，2000

年6月，頁32。 
31 李筱峰：＜臺灣光復初期的民意代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年，頁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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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可說是一枝獨秀，開本省婦女參加縣長選舉之先例，她毫不勢弱的舌戰

群雄，每次演說都得到很多聽眾的鼓掌。……張許世賢雖是台南人，但她的
丈夫是嘉義縣溪口人，她有力的背景是婦女會。……男性候選人中沒有醫師
出馬，醫師公會也是她有力的後台。」32開票的結果許氏以 22,078票落選，
此一結果在無政黨奧援且民風保守的環境下，可謂預料中事，然其參選實開

風氣之先33。其他兩位候選人李茂松（80,491 票）、林金生（71,569 票）則
因得票未過總投票數之半，而進入第二輪選舉，最後，林金生在國民黨的支

持下勝出。 
 
由上觀之，許世賢以留日醫學博士的身份，於戰後初期即積極投入地方、

中央民代及地方行政首長之選舉，就參選經歷而言，惟同樣畢業於東京女子

醫專，曾任台北市參議員、制憲國大、立委、臺灣省婦女會理事長之謝娥凌

乎其上。然而謝娥於 1949 年赴美，且至 1991 年始返回臺灣，34未如許氏日

後在政壇之發展及影響。此外，戰後之初曾任各級民意代表的女性尚有：林

吳帖（大廈大學畢，國代，區域選出）、楊郭杏（台北第三高女畢，國代，

區域選出）、林珠如（彰化女中畢，國代，婦女團體選出）、鄭麗玉（台北

第三高女畢，國代，婦女團體選出）、林慎（廈門大學畢，立委）、李緞（早

稻田大學畢監委）、邱鴛鴦（靜修女中畢，嘉義市參議員），就其學經歷觀

之，除多數曾受過高等教育，或畢業於著名女子中學外，於婦女團體中擔任

要職，或為國民黨團組織中的一員，也是其相同之處。35要之，在民風保守

的戰後初期，臺灣女性菁英以個人優異之學經歷背景，不但積極參與婦女團

體之籌組、運作，且於各項公職選舉中獲肯定，實屬難得。而許氏的參選經

                                                           
32 《中央日報》，1951年，4月 12日，6版。 
33「當時我與母親曾一同於火車站前發傳單請求支持，然有一民眾當場將文宣撕裂並言：若

讓女性當選縣長，那麼我們大家豈不都要穿裙子了」；林山生也指出：「當年為許世賢助

選時，曾有人諷刺地問：你幫她競選？你是查埔？還是查某？」參見莊雅茹：＜張文英訪

問紀錄＞、＜林山生訪問紀錄＞，本文附錄二及附錄三。 
34 應大偉：＜跨足學政兩界的臺灣奇女子：謝娥＞，《臺灣女人》，台北：田野影像出

版社，1996年，頁 12-15。 
35 李筱峯：《臺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北：自立，1993年。附錄：臺灣光復初期各

級民意代表名錄及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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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及其日後在政壇的發展、影響，更為其中之翹楚。 

 

 

 

 

第四節 經歷二二八事件 

 

 

許雪姬的研究指出，嘉義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有：本、外省人間的感

情轉壞、生活狀況惡化、政治不清明等。36混亂局面發生後，時任三民主義青

年團嘉義分團籌備處主任的陳復志，被推為「嘉義市三二事件處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37然其後卻遭槍決，死於非命。此外，陳澄波、潘木枝、柯麟、盧

鈵欽等市參議員亦遭處決。38如前所述，許世賢曾參與嘉義市三民主義青年團

之活動，且亦具市參議員之身份，因此，事件發生時，許氏亦難置身事外。

據《和平日報》記者張岳楊回憶：「許世賢女士自願代表處理委員會去機場

送公文，她說：『你們這些男子，在市民最危急的時候還紛紛亂亂，講不平，

好啦！我去！』」39盧鈵欽的妻子林秀媚回憶道：「二二八事件之後，許世賢

曾告訴我，她的性命是阿博救的，她說她帶著小名叫阿博的博雅，逃到台北。

她說她不敢去住親戚朋友處，因為政府要掠的人的親戚朋友都不敢讓她藏

                                                           
36 許雪姬，＜台灣光復初期的民變：以嘉義三二事件為例＞，賴澤涵主編，《臺灣光復初

期歷史》，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年，頁171-173。 
37 同前註，頁 175。 
38 3月 31日，嘉義市處委會已知國軍上岸及基隆發生之慘劇，為了讓嘉義市的損失減到最

小，處委會仍決定前往機場談判，時議長鍾家成稱病不出，由副議長潘木枝代行，成員中

有陳復志、柯麟、劉傳來、林文樹、王鍾麟、陳澄波，邱鴛鴦則是事後自己搭車前往。談

判過程中眾人皆遭縛綁。除劉傳來、邱鴛鴦及通譯王鍾麟稍後被釋及林文樹以錢贖命外，

其餘分別於四月十八日、二十五日被處死刑。參見許雪姬，＜台灣光復初期的民變：以嘉

義三二事件為例＞，賴澤涵主編，《臺灣光復初期歷史》，台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所，1993年，頁182-183。 
39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訪張岳楊＞，《嘉義北回二二八》，台北：吳三連基金會，1995

年，頁 102。時一同前往者尚有張岳楊及劉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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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乃住在旅館。半夜有人來旅館檢查，她在房裡分明聽到外面唸許世賢，

她在房裡瑟瑟發抖，但旅館的人說：不過這房裡的女人帶著一個小孩子呢，

才沒有叫她開門，平安逃過一劫。」40 
 
惟雖受到二二八事件的衝擊，許世賢仍支持國民黨，國共內戰期間許氏

曾代表臺灣省婦女會至中國大陸向各地的國軍獻旗。41給丈夫進通的信函表

示： 

進通雅鑒，敬啟者：自十月一日飛到上海，三日來乘夜快車，四日

早晨到南京受國防部派劉司長、吳處長（皆少將級）來歡迎，及一

切招待、派汽車每日都來接洽，即刻訪問國防部何部長應欽，總司

令余漢謀、顧祝同、鄧文儀（工務局長），陸海空軍首長都訪遇。

昨夜受何部長、今午受鄧局長招待，會過秘書長洪蘭友等。昨夜宴

後在勵志社與軍界首長一同觀影戲（國魂：浩然之氣＝文天祥）有

所感動。今五號早朝往中山陵獻花、遊陵園，下午訪陸海空軍醫院。

明六日獻旗，七、八日飛到徐州、瀋陽、北京、西安、漢口，而後

回到南京，以上乃概略旅程，以後若有變更即須報知。42  
許氏給長女貴英的信函亦表示： 

貴英吾兒鑒：自十月九日來到瀋陽（奉天）一路平安，勿多掛念，

在這裡物價太貴，老百姓因為糧食缺乏，所以大半都遷出去南方。

瀋陽外圍受共軍包圍，糧食一概由空運。一粒棗值一角金元券（台

幣１８３．５元），一領毛質長內褲台幣貳拾萬元。43 

 

                                                           
40 張炎憲等採訪記錄：＜訪盧鈵欽之妻林秀媚＞，《嘉義驛前二二八》，台北：吳三連基

金會，1995年，頁 250。 
41 除許世賢外，「臺灣省慰問團」的成員有：團長黃聯登（省參議會）、副團長黃震球（省

社會處）、團員陳天順（省總工會）、李君曜（省農會）、邱章誨（國民黨省黨部）、余

滌之（中央社記者）、張沅吉（中央社記者）、楊成德（特勤署）、麻生哲（政工局）。

時為 1948年。參見張進通、許世賢文教基金會：《許世賢博士紀念集》，嘉義市：編者，

1997年，頁35。 
42 張進通、許世賢文教基金會：《許世賢博士紀念集》，頁35。 
43 同前註，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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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雖歷經二二八事件之政治避難，許世賢仍至前線勞軍，以行

動支持國民黨政府，而其家書中充分表露出其對當時政經情勢的體察。此外，

其於 1954年參選第二屆臨時省議會議員時，「經歷」欄載：「臺灣省黨部執
行委員、省黨部民眾運動委員會委員」，顯然的，至此，許世賢仍對國民黨

有所期待且積極參與黨內的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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