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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在近 400年里两度经历殖民地时代,即 1642至 1662年和 1895至 1945年,先后被荷兰和

日本占据。因此,殖民地历史是研究台湾史的重要一部分。特别是后一阶段的殖民地历史,因其年

代较近,且长达半个世纪,与今天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密不可分。故而, 为推动台湾史研究和学科建

设,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办,大连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华全国台湾同胞

联谊会研究室协办的 台湾殖民地史学术研讨会 ,于 2009年 8月 20! 25日,在辽宁省大连市召

开。

一  研讨会内容

研讨会以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以及岛内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过程及

其历史意义、台湾总督府殖民地统治政策等问题为主题,邀集海峡两岸和日本学者 70余人,交换研

究心得。会上共发表论文 59篇,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研讨。

(一 )日本对台殖民统治及总督府政策

针对近 20年来台湾分裂主义者为推广台独史观而建构日据时期 日本统治肯定论 的倾向,

台湾佛光大学戚嘉林在 ∀日据殖民在台近代化本质及其影响 #一文中, 指出日据时期, 日人在台以

近代国家机器,通过法律、警政、行政、金融、新闻管制等手段,结合巨额现代资本入侵,构成殖民地

剥削体系,推行 工业日本、农业台湾、压榨台湾 政策,攫取巨额利润。而且,以歧视化的教育方针

与不平等录取方式,剥夺台籍学生受教育机会。日人在台的殖民建设, 从技术层面讲,应承认为台

湾后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那是因战败离台而不得不留下的, 并非善意援助。按比例原

则, 则不应蓄意抹煞日人在台近代建设的本质是残酷掠夺与压榨。

日本中京大学檜山幸夫的 ∀日本帝国 台湾統治構造論  支配原理 #指出,日本在甲午战

前是传统国家,甲午战后膨胀发展而成为大日本帝国。在此时的日本国家构造中, 台湾被作为国家

构成部分的固有领地,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地。在统治制度实态中,台湾总督并非土皇帝,他

制订的法律,要经拓务大臣同意,并经内阁才能上呈天皇, 可见实际权力在内阁。虽然紧急律令可

由总督直接发布,但几十年中只有 10次。日本欲同化台湾人,并推行对他民族的殖民统治。

在台湾总督府的权力与台湾政治构造方面,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王铁军与檜山幸夫观点不同,

他在 ∀台湾总督府文官制度研究#一文中认为,台湾总督府握有治台的立法、行政、教育、卫生、警察

和司法等各项统治权力。台湾总督府虽沿袭日本本土的文官制度,并深受日本本土政治影响,但同

时又派生出其独有的官僚体系。台湾总督府官僚不但与日本本土官僚享有同样官等, 在薪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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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服饰等方面比本土官僚还有更为优越的特权。此间,台湾政治社会构造不是日本人对台湾人而

是 统治者对被统治者 的政治构造。在频繁的官制修订中,台湾总督府陷入了官僚人数膨胀和集

团 惰性化 的怪圈。

台湾文献馆陈文添利用日本近年开放的战前官方档案及台湾总督府档案等资料,探寻今天台

湾属岛 ! ! ! 兰屿归属问题的外交交涉和台湾总督府的调查及施政。他提出虽然清朝政府最先发现

该岛,并曾派人实地勘查,却未有实际统治的事实,仍可能发生领土争议。在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后,

日与当时菲律宾殖民母国西班牙为明确疆界, 发表台菲疆界宣言,将红头屿 (后来的兰屿 )列为台

湾属岛,这才使该岛确实归入台湾界内。不过,依据现存大正、昭和时期资料, 台湾总督府对兰屿的

施政并不多,一些管制措施和建设规划似仅止于纸上作业。%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赖正维的 ∀日据台湾时期的 经略对岸 #一文指出, ∀马关条约 #

后, 日本随即开始对一水相隔的福建实施 以台制华 政策。日本全面侵华后,台湾总督府又借助

日籍台人和汪伪势力,在不同时期,或贩毒走私, 或积极参与对福建的经济统制。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矶部靖的 ∀日本统治下 台湾 ! ∀ # ∃ 社会 ∃文化的统合 试 %

 限界 #一文,对日本占据下 台湾人意识 与 台湾人理念 的形成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考察。他

认为日据时期的台湾社会思潮,对当前岛内的 台湾人意识 与 台湾人理念 等有着直接的影响,

今后有必要以日据前后台湾社会的连续与断层为线索,对此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讨。

日本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东山京子以∀台湾行启记录 #有关资料,论述了天皇制国家日本

和台湾人的国民统合。& 台湾大学法律学系阿部由理香根据驻日盟军总部 ( GeneralH eadquarters,

GHQ )的资料,指出战后初期在日台湾人的法律地位是 涩谷事件 后,通过 GHQ、中、日三者之间

外交交涉而确立的。∋ 日本中京大学大友昌子的∀日本统治下台湾 社会事业政策研究 #对日据时

期的台湾社会事业政策做了探讨。南开大学思想政治学院赵铁锁与韩剑锋的 ∀日本占领台湾时期
台湾总督府的殖民统治政策#、明道大学应用日语学系黄颂显的∀日据时期在台日人眼中的台湾总

督府殖民统治 #等文则分别论述了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的殖民政策及其给在台日人之观感。

(二 )台湾殖民地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陈小冲在 ∀日据时期台湾移民问题初探 #一文中,提出台湾的殖民地地位

及殖民当局 将台湾拉开中国而与日本相结合 的两岸隔离政策, 使台湾的移民问题在日据时期出

现新的时代特征: 即从历史上自西往东的单向度移民,朝着多维方向移民的态势发展, 且随着日

本在台殖民统治的终结,移民群体又各归原位,终点重回起点。

台湾文献馆王学新撰文指出, 1895年∀马关条约#第五条第一项: 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

内, 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 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

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其中 酌宜 二字在日文原文中为 日本國&都合∋( ) , 即随

日本方便之意。1900年前后警察制作的户口调查簿仅是调查现住者,到各家将调查簿上的人名与

现住者相对比而已。( 而户籍簿仅有申报才处理, 故常有不明异动情形。由于皆不完整,以致漏籍

者不断出现。在日治时期对漏籍者的处理中, 日本以 随日本国方便 的政略考虑为依据, 否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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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添: ∀日据时期的兰屿 #, 台湾殖民地史学术研讨会 2009年 8月 20! 25日,大连。

东山京子: ∀天皇制国家日本 植民地支配 国民統合 #, 台湾殖民地史学术研讨会 2009年 8月 20! 25日,大连。

阿部由理香: ∀战后初期在日台湾人的法律地位 1945! 1947! ! ! 以 GHQ对在日台湾人政策为中心 #, 台湾殖民地史学术研讨

会 2009年 8月 20! 25日,大连。

∀警察 戶口調査!就∗ #, ∀台灣日日新報 #1898年 11月 2日。见王学新: ∀日治时期台湾的漏籍问题 #, 台湾殖民地史学术

研讨会 2009年 8月 20! 25日,大连。



些犯罪者的国籍,并专案处理,准备 视时机送还清国 。或许总督府仅是出于岛内治安考虑, 但若

将 不良分子 秘密送往大陆, 即使并非出自 浪人谋略 % ,也是出自 与邻为壑 之心态。

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郑政诚的 ∀准军人的养成 ! ! ! 日治时期台湾中等学校的军事训练 #

一文,指出以往有人认为日人为防台人武装反抗,直到二战末期才对台人子弟规定服兵役, 中等学

校学科中没有单独的军事课程。但是, 从日治时期校刊、校友会志、毕业纪念册、口述访谈等材料中

发现,日人早已在中等以上学校强化台人子弟的军事训练。1925年, 日本政府为避免陆军大臣宇

垣大量裁军而丧失职业的军人变成浮浪者,发布 ∀陆军现役将校学校配属令 #,将资遣的现役军人

分配到日本国内及殖民地中等以上学校服务,教授军事课程。中学生在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政策下,

被灌输忠君爱国思想,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尤其到 1943年,在战争动员体制下,学生经常处在军

事训练与勤劳奉仕状态中,学校多遭停课。这种训练有利于日本在战事急迫时缩短新兵训练时间,

并使学生认可国家军人纪律与整齐形象。

1945年 8月 15日, 日本宣布投降, 在台湾停止军事行动, 但台湾总督府仍在运作, 台湾社会尚

未完全脱离日本殖民地机构的统治。从那时到中华民国开始接收台湾的 10月 25日,存在着一段

政治真空期 。过去的研究中,对于这段政权转换的真空期并未给予足够关注。会上, 台湾政治

大学台湾史研究所阿部贤介在∀二次大战前后的台湾人#一文中探讨了这段历史。文章讨论了因

总督府的警察失去威信而产生的最迫切的治安问题与因发行大量的银行券 &而导致的通货膨胀问

题, 并以林献堂和吴新荣为例,展示了当时台湾人的表现。

(三 )经济史研究

关于日据时期台湾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王键在 ∀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

对外贸易之初探#中,指出日本占领台湾后, 配合日本需要,台湾对外贸易由日据前期的贸易自由

化转为单一出口型殖民地贸易模式,且主要对宗主国日本输出, 贸易品种则以农产品和工业原料为

主。台湾向日本长期提供蔗糖和稻米, 充当日本的 米糖生产基地 。以米糖为中心的农业经济是

当时台湾经济的主体,对日米糖出口是台湾殖民地对外贸易的主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周翔鹤

认为只有对日资企业和传统经济部门都充分把握, 才能准确分析日据时期台湾经济。他在 ∀日据

初期台湾企业形态及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 #一文中, 指出日本占据台湾时,尚未发展到垄断阶段,

没有资本输出的需求;而台湾的传统经济已相当成熟,使日本在弱化殖民地传统经济部门之前能先

加以利用,巩固其殖民地经营;台湾总督府以行政力量推动传统经济部门转型为近代企业, 加速了

这一进程;但是,宗主国日本的目的不在于台湾传统企业的转型, 而在于本国的利益。虽然传统企

业在组织形式与技术运用上的转变将导致其向资本主义企业的转型, 但我们无法期望在台湾出现

一个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台湾交通大学黄绍恒在∀日治时期台湾工业化的特征#一文中,也指出

1930年代以后台湾的军需工业化是基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考虑, 并非出自台湾社会、经济等方

面的需求。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并不能使其向真正的工业化方向发展。这些论文都对台湾殖民地

经济特征给予阐述,即被动型发展,缺乏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规划和导向, 而主要以满足宗主国需

要为目标。在这种发展态势下,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台湾殖民地经济的问题,如发展的不平衡性、经

济形态的非正常转型、工业化的军需特征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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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所谓 大陆浪人 ,常适时在大陆制造混乱,配合日军的侵略。如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朝鲜问题、厦门事件、九一八事变

等时期,都有浪人的踪迹。见王学新: ∀日治时期台湾的漏籍问题 #, 台湾殖民地史学术研讨会 2009年 8月 20! 25日,大连。

该文称,日军判断盟军将在台湾登陆,为将台湾要塞化,需要大量临时军事费,因此台湾银行不得不发行巨额银行券。详见阿

部贤介: ∀二次大战前后的台湾人 #, 台湾殖民地史学术研讨会 2009年 8月 20! 25日,大连。



在具体经济政策方面,台湾 中研院 台湾史所黄富三的 ∀台湾总督府樟脑专卖政策与雾峰

林家#一文, 指出日治初期台湾总督府的樟脑政策与雾峰林家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鉴于雾峰林

家在山区的重要地位,领台初期的总督府不得不谨慎对应, 在不激起反抗的前提下将其纳入管

辖。在 1899年之前, 总督府采取驱逐外商势力、怀柔林家的策略。 1899年之后, 总督府进一步

实施专卖,控制樟脑产销, 外商优势不复存在。随着林家在山区势力的消失和清代特权的丧失,

其组织的小规模公司,难与日资、官资竞争, 因此逐渐淡出樟脑业。同时, 林朝栋在福建经营樟

脑失败, 樟脑市场全在总督府控制之下。关于鸦片渐禁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

李理撰文 ∀日据台湾时期鸦片渐禁政策确立原因再探析 #,指出在日据台湾初期鸦片渐禁政策确
立过程中,以水野遵为代表的台湾总督府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水野提出以税收为基础的 鸦

片渐禁政策 , 虽未被日本采纳, 但如果没有以水野遵为代表的台湾总督府的坚持, 后藤新平的

渐禁政策 或许不可能那么快就被接受。日本帝国议会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使 渐禁政策 突

破最后防线而顺利通过。

此外,在区域贸易方面,有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萧明礼的∀1930年代台湾对华南的水泥输出贸

易#。在个案考察方面,有台湾成功大学经济学系洪绍洋的 ∀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机械与造船业的发

展 ! ! ! 以台湾铁工所和台湾船渠为例#、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历史学系林兰芳的 ∀科技与社会 ! ! ! 以

台湾日月潭水力发电工程为例 ( 1919! 1934) #、台湾中国科技大学张怡敏的 ∀战时体制下台湾银行

业的经营问题 ! ! ! 以株式会社彰化银行为中心#、台湾政治大学台史所李为桢的 ∀战时体制下台湾
金融统制与工业化资金问题 ! ! ! 以台湾电力株式会社之资金筹措为考察 #等论文。

(四 )历史人物研究

对台湾殖民地时期历史人物的研究是会议的一个热点。如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若林正丈的

∀矢内原忠雄 植民地台湾人 ! ! ! 植民地自治运动 言说同盟  戦后#一文,就日本著名台湾

问题研究权威矢内原忠雄对于日本学界早期台湾研究的指导性作用与影响等进行了全面总结,并

归纳出 5大方面的内容。若林正丈还指出矢内原忠雄与台湾自治运动倡导者蔡培火、林献堂是同

盟关系,并以叶荣钟、陈茂源等台湾政治活动家为例, 就矢内原忠雄对台湾社会的影响等进行了阐

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褚静涛的 ∀陈仪对日据下台湾的考察及研究 #, 提出日据后

期, 陈仪任福建省政府主席, 组织展开对台湾的考察和研究有独到处,但也有盲点。由于资料的局

限性,陈仪只注重研究台湾的 物 ,而忽视了台湾的 人 ,这在他后来治台中试图维持台湾总督府

的行政架构与统制经济,却与台胞的迫切需要隔有鸿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陈建樾撰

文∀ 族 与 国 :李春生与清末民初的台湾#, 从 族 与 国 的观念入手, 分析清末民初台湾知识

分子国家观与民族观的流变过程。日本台湾学会理事长春山明哲在 ∀后藤新平 台湾 ! ! ! 植民地

统治 文明 关系 ! + , ∗ 一考察#一文中,以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殖民

地统治理念形成过程为线索,对其台湾殖民地统治策略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后藤新平的殖民地

统治理念是欲将 整体的文明 引入台湾岛内,以期实现 健全而发达的殖民地经济 。该结论值得

商榷。

关于台湾共产党的研究,近 20年有不少著作问世,如陈芳明著 ∀谢雪红评传: 落土不凋的雨夜

花#% , 卢修一著 ∀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 #& ,其中传记、口述类是重要的两种类型, 且多集中在对

领导人物谢雪红、翁泽生等人的评述方面。此次会议上, 也有两篇研究日据时期台共人物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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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副主席蓝博洲的∀台湾共产党人张志忠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杜
继东的∀台共风云 ! ! ! 蔡孝乾红白人生研究之二#。蓝博洲继 2007年发表∀孤坟下的历史:张志忠

及其妻儿 #%之后,再次撰文讲述张志忠的传奇历史及其妻儿季澐与杨扬的悲剧故事。∀台共风云 #
一文认为,蔡孝乾与台共的关系尽管只维持了几个月,却影响到谢雪红与翁泽生的关系,加深了翁、

谢之间在建党初期就已存在的误解和矛盾, 是造成台共内讧的因素之一。这些内斗严重影响了台

盟的发展,伤害了在大陆的台湾同乡之间的感情,造成了长久难以弥合的心理鸿沟。

(五 )区域研究与比较研究

日据时期在中国大陆各地的台湾人,是目前台湾史学界一个正在研究的课题。现任台湾 中

研院 台史所所长许雪姬,在 ∀在中国东北的台湾人: 1908! 1945#一文中, 指出当时 满洲 在日本

控制下,需要各方面的人才, 而台湾人在台求学、求职机会少, 因此 满洲 成为台湾人发展的新天

地。保守估计,到过 满洲 的台湾人前后至少有 5000人。他们均具中上素质, 从事正当职业,在

日本战败回台后,亦能发挥在 满洲 的经验所长,投入战后台湾建设。

福建和台湾地理位置相近,历史渊源深厚,闽台关系素来是学界研究热点之一。会上, 福建师

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谢必震的∀略论日据时期的闽台关系 #一文, 对日据时期台湾和福建的关系进

行了探讨。

在社会学中,比较是常用的研究方法。此次会议上亦有几篇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 如台湾成功

大学历史学系高淑媛的∀日本统治末期台湾工业技术人才养成 ! ! ! 台南与东北的交会 #、台湾中山
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翁嘉禧与王林楠的 ∀日据时期台湾与东北地区煤矿业之发展 ! ! ! 以基隆与抚

顺煤矿为例#、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倩的 ∀对日本统治台湾、大连时期电影业若干问题
的考察#、台湾 中研院 台史所钟淑敏的 ∀试论后藤新平与伊泽多喜男 ! ! ! 从专卖局与鸦片事件谈
起#等。可见, 比较研究已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台湾史研究,而将台湾或台湾某地区与大陆或大陆某

地区的同一方面进行比较,是其中的热点。

(六 )其他

会议提交论文,还有研究综述及资料介绍类的。如, 福建省闽台缘博物馆杨彦杰的 ∀日据时期
对荷据台湾史的研究#、台湾辅仁大学历史学系许毓良的 ∀日据时期的清代台湾史研究回顾 ! ! ! 以
台北帝大文政学部研究年报与光复初期台湾岛内发行的杂志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

所图书馆李然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书及其台湾史料建设概述 #、台湾 国家图书馆 特

藏组张围东的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图书馆馆藏台湾数据探析 #等文。宗教研究类, 如台湾 国史

馆 卓遵宏与徐一智的∀从)台灣神社与宗教 ∗管窥日据时代台湾佛教 #、日本宇都宫大学国际学部

松金公正的∀殖民地时期真宗大谷派在台湾布教的演变 ! ! ! 台北别院落成的象征意义 #等文。教
育类,如日本中京大学国际教养学部酒井恵美子的 ∀植民地台湾 ! ∀ # ∃ 日本语教育 ! ! ! 公学校
教科书编纂− . / 0∗ #。原住民研究, 如台湾政治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藤井志津枝 (傅琪贻 )的

∀第一回高砂义勇队出发前夕的台湾 ! ! ! 1940年日军南进的系谱#。妇女史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刘佳的 ∀角色扮演与榜样塑造 ! ! ! 台湾列女群体的地域差异 #、中国社会科
学院日本研究所胡澎的∀试论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妇女的 皇民化 塑造#等文。民众的反抗与斗争

研究,如大连民族学院关捷的 ∀日本对台湾、大连的统治与人民反抗斗争之比较 #、台湾中兴大学历
史系孟祥瀚的 ∀一九二八年台中市赵明河事件初探 #、台盟中央研究室潘新洋的 ∀简述台湾革命同

盟会 #、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刘相平的∀反战斗争中的台籍日本兵 #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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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现状及问题%

就地域而言,研讨会收到论文 59篇,其中大陆 22篇,台湾 24篇,日本 13篇。台湾有资料方面

的优势与便利,确实呈现出较高的研究水准。大陆方面的台湾史研究起步晚, 资料少。日据时期台

湾史研究,大多资料是日文, 需要日文功底。对大陆学者来说,面临困难多,还要付出更多努力。大

陆方面的 22篇中,中国社科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据有马首地位。

就研究类别而言,社会史方面论文数最多,其次是经济史、政治史, 文化教育史再次,日台关系

与两岸关系史末之。这显示出与当前学术界潮流大体一致的态势,社会史、经济史是主流课题。需

要注意的是,政治史仍占重要地位,对于殖民地历史、转型期历史来说, 政治史尤为重要,不能忽视

和偏废。文化史研究本可更为丰富多彩,如可以研究服饰、语言等,而此次会议在这方面研究的多

样性不足。

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也有欠缺之处。主题上, 对日据时期台湾左翼人士研究较少,日本对台

政策研究和国民政府对台政策研究也较欠缺。研究方法大体体现了当代史学界的主流,即偏重于

以个案为中心的研究。应该指出的是, 个案研究也有缺点, 它不能解决史学研究中的所有问题,还

需整体研究对其进行综合和提高。比较研究方面,仅侧重于大陆某地区与台湾某地区的比较,关于

日本在台殖民政策与日本在朝鲜或南太平洋或沦陷区的殖民政策应给予一定的关注。

会议论文普遍利用档案作为论述依据, 是值得肯定的。同时,我们不应满足于档案资料。如何

拓宽资料来源,是每个史学工作者需要不断思考和探索的,台湾殖民地史研究也不例外。如台湾总

督府档案,完全以其为论述依据,则易被导向某个与历史真实有所偏离的方向。又如口述史, 因为

距离访谈时间的久远、当时时代背景的局限、记录者的主观、提问的诱导等因素,均会造成资料的偏

差。今后在台湾殖民地史研究中, 放开眼界,建立宽广历史观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与会学者认为两岸应继续加强学术交流,才能共同促进台湾殖民地史的研究。目前的交流有

限, 这使双方不能充分了解和共享对方的研究成果和资源,造成一些低水平重复和脑力浪费。如一

些题目在台湾已研究得很成熟, 而大陆还作为新课题在发展。只有更多交流,才能使每项研究都

站在前人的肩上 ,共同提高研究水准。同时,大陆学者倘若能有机会用较长时间在台湾查找资

料, 亲身感受台湾的人文政治和自然环境等,亦将对台湾史的研究大有助益。

(作者冯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助理研究员 )

(责任编辑:徐志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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