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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時代( 1895....1945 )台灣的地方政治制度變潛之研究

蓋率鱉菇、解從琳、棄舊j睿宇*

中文描要

台灣在總督專緝的殖民統治體輔下，地方政清說度深具中央集權的官治主義

色彩。

日據初期，地方行政組織雖途有更動， t最各級地方行政機鞠並未享吾自泠權

與自主權，高深具從鸝性 o 1920 年，總督蔚採地方分權主義為原則 ， PJ相

當謝讀與人口為行政距畫n原點。將攤改為劑，改支聽為郡蓓，聽區儘腿澳蟬，

設街症。將台灣商懿分成五卅五市，州下新設的郡，郡下體 2的街庄，東

部設有命黨、花蓮二麓，其下分為 5 支廳，下積 2第一庄及 18 籃。外i 、市、

街度不僅是行政區輯，時時也是公共羈體。

新地方制度標榜以地方自治為基瓣，然認並未明定州、市、第控為法人，自

主權和自治立法權均有限。井、i知寧、市尹、話庄提均係宮吏，以關家宮吏贅

理白活體之單窮。高各級協議會也不過是徒具形式的民意代漢犧朧。州、市、

街直分對受上級機輯強閱有力的監督，的深具中央集權的官制主義性格，此

一新地立于劉度可謂是?變彤的日拾制度 J 0 

關鍵詞:台灣總管府、自治法輯史、台灣文化鵲會、地方 r台

、解從琳、善黨、擁芋，環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研餾家事務與管瓏棋士學分班學

a 本研究

承圈立台灣研報大學政研所陳越難教授不吝予以指導，經多次反覆討論始寫繭，謹此致謝

會議員(1996) , (日接詩頭台灣地方選舉與政治學與一拉幫次甫、外|會議錢去醫鸚鵡例

( 1935仆940)) ，國立中興大學腫史學研究研讀丈論文，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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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前曾

研究動機與間的

為什麼一樣的變法圖強，中日鵑途卻大不問? 1895 年是決定台灣命運的一

。響串H搏一紙換來五十年心酸 e 中日甲午戰爭後，連朝失敗，發方在，噶關簽定

傢約，清朝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說這樣無可奈何，步入了殖民行列2 。陌現

今有許多文獻，多在社評日本對台的錯民統治的剝削'J1t外，從日本時代台灣的

文學作品中，倒如:彈和的〈…桿稱仔γ和腸遠的〈活報伏γ等，位可深刻地

瞭解生活在當時，措境下的台灣住民一悲請與無奈。

1895 年割台的消息傳來，路逢申上血書: r萬民誓不股價f 商企事 5 月 25 日

並鼓吹台灣土紳成立「台灣民主國 J '攤清朝最後一任迷撫唐景器為大總統， í旦

「傀儡政權」在不受鸝際承認與清朝放黨支援下，不對五欄月的先聽說無疾陌

棒，而唐景路與邱連用也紛紛走避中國，只留給台灣人一錯痛苦的印記。之後，

日本為了對付台灣的抗日勢力，強力的鎮聽台灣的武裝反抗擺動，誼華IJ 1915 年

才告一段藩。

日本於 1895 年據台後，以陸軍省令設立台灣韓、督府。日本政府授與輯、督極

大的攤力，集行政、立法、清法三權於一身，建立專制的行政統治體系，並透過

嚴厲的法律和大麓的響察、宮3趕來執行其殖民統治。

日本在國內憲法的規構之下，另外設計一聽適賠於台灣的法體系。在道套法

體系當中，台灣總督持為台灣島內最高行政機關，但卻沒有足以制衡它的議會 o

當然，台灣人也沒咨發政的機會，害的只是總督府為了攝絡士紳、 t處方名望家族

問設的名譽職或服跨世質的饗讀、庄長等職。 1919 年，由於間是日本殖民地的朝

鮮有主張獨立的「三一運動f 使血本政府將外地的繞治政策改掠「內地延長主

J Q 日本國內的各種辦度才被施行於台灣，部仍受到各種限制。

時35 年 11 月 22 日及 1936 年 11 月 20 日，日本在台首次舉辦半數市會議員、

2殷允?正等著(1992) , (發現台灣(下舟，台北:天下雜誌'頁 242-329 0

3賴華日 ， 18僥幸字 5 月 28 日出生，的09 年說讀聾北醫學校， 1943 年國心臟病去壁。 1926 年 2 月發
表小說〈…桿稱仔卜描述當時農村社會一般農民生活狀況，及攏們受至3封警欺酷的悲慘遭還，

充分顯示其人道主義的1曹操。

4台灣文學步過。上網臼蹺 :2∞3 年 3 月 4 B 0 網址: http://www.south瓜ysu.edu.tw/sccidJli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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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庄協議會員及州會議員的選舉，使台灣居民首次擁有參與政治的機會，實為台

灣政治現代化上一重要旦程碑。雖其有相當侷限性，但已使從未體驗過選舉的台

人，瞭解自治、參政權等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觀念及選舉的運作過程。

研究範團與限制

本文研究主題為 1895-1945 年日本時代台灣的地方政治制度。研究範疇自

1895 年 3 月中、日兩國議定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與日本，至 1945 年台灣

光復止，日本據台前後凡五十年，在此半世紀中台灣的地方政治制度變遷模概。

另外，本研究僅就台灣當時漢人的地方政治制度變遷為研究主體，但當時日

本對原住民的各項殖民統治制度是不同於漢人社會的。因此，對原住民相關部分

未列入討論範圈中。叉相關之日文資料未能廣泛地蒐集，疏漏難免，尚期學者專

家不吝指正。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採用歷史研究法、文獻探討法和比較研究法的應用。本

文在架構上除前言及結語之外，分為兩部分探討。首先，探討日本時代台灣「地

方政治制度」的建立，說明台灣地方行政制度之變遷，藉以明瞭日治時期各階段

地方行政組織的內涵及所施行的法律特質，並分析該政權統治下地方政治制度與

法治的特色。再者，探討 1920-1930 年代期間，台灣地方自治制改革運動的背景、

發展過程及所獲致的結果;在日本殖民政治體制下，當時台灣的知識分子如何在

合法的空間內，透過政治運動爭取殖民統治者開放政權的機會。

總而言之，本文期望經由上述各個層面的探討與分析，能略窺 1895-1945 年

日本時代台灣地方制度變遷的面貌。

相關文獻探討

本文所參考進行分析的資料，主要為歷年有關之著作、文學作品及學術性論

文另在探討過程中，儘可能避免孤證及特例說明，以維持論述之客觀性。其

中「日本時代台灣的地方政治制度變遷 J '為了研究當時法制史的內容與特色特

別參考了:李建二， (台灣光復前法制史及法社會之研究γ及李崇信， (日本時

5 見本文「參考書目」部分，第l3頁。

6李建二(1990) , (台灣光復前法制史及法社會之研究卜國防管理學院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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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台灣瞥察制度之研究γ兩篇學術論文。 γ地方自治改革還動之探討f 為增益

本文之廣度及深度，特參考及分析了余磁笨. (日本帝國統、治下台灣的民族溫動

之研究γ及許淑貞， (日據持期台灣地方選舉與政治參與一以閥次市、州會議員

選舉為例 0935-1940)) 9兩篇學術論文。

許淑貞， (臼據時期台灣地方選舉與政捨參與一以爾次舟、封、l會議員選舉為

研 0935-1940))此篇論文偏重在探討自據時期台灣地方市、共才會議真選舉的單

分，對於

日據時期地方政治輔度的變選研究，較少深度恆的著聽，本文研究即朝此單向發

展匡lE其不足。

貳、台灣總督府

且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如何漸漸形成鞏盟與變選，與歷任台灣總督施政行

績有關。 1895-1945 年日練時期台灣前接共有十九任總會絡。一至台任為武官;第

八任以後為文人蟬督(除的任安藤利音外)。在十九任輝、督中以當任總督樺山資

紀及第四任總督兒去源太都對台灣影響最大。首任總督樺山資紀，任期雖懂一

年，任內制定總督府梅側，合布組稅減免，確立委任立法辦度，創設律令及總督

府評議會;確立三級司法制度等Jl。

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任期八年一個月，任內修改法院條例，改為二級制。

寶施保甲制度。調查地籍。設台灣銀符。禁止鱷足，確立輸業政策、鴉片政策及

實施戶口審查(成為日本戶口著查之先驅)。

台灣總督白天皇派任。從此%年的「六三法J I2到 1906 年的 r-一法J

?李漿偉(1996) , (百本時代台灣電產黨制度之研究) ，蟬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8余攜恭(1996) • (日本帝翻統始下台灣的民族運動之研究}﹒續立合灣吾吾範大學三三民主義研究所碩
士論文。

9 時註 1 • 
拇見衷一，本文質 6 。

JJ囑孟哲(1996) ，(日本競站台灣至五十年紀事卜〈台灣歷史最多像)， (台拉布:聽術家出版社) ，頁 168 0

12詞本政府以台灣治安不攘，為了能密地制盒，讓總督在行事時能有更多的彈性，進於 1896 年 3

丹 30 日，以法律第 63 號頒佈「闋齡施符螢台灣之法律J (鶴稽六三三法) ，採委任立法制度，授權
於台灣聽督，得獵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以 f六三乏法」作為台灣殖民地法輯結構的基癮，使命人

被鎮黨齡日本憲法保障。
13日本帝攝政府於 1906 年以五十一戰法律取代六乏法。「三一愷」槍繳削棋總督的立法權，第一
條規定: r台轉必要之法撐事項，台灣總督得以命令規荒之f 能緊急峙的先斬後奏權的無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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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的「法三號j i4 ，台灣總督集有佇敢、立法、司法三權於一身;復盤有軍

事權，親像台灣的土皇帝，擁有君主般的權力。

日本於 1895 年據台後，以盟軍省會說立會灣總督蔚，雄行軍政。 1896 年改

行民政 o 1919 年以前囑武官總督蔚制，以後改換黨政分立制或文當總督制15 。其

內齡組織嘴邊，略連如下: 1895 年設立台輝總督府，分體民政、陸軍、海軍三鬧，

民政局下分設內務、外務、殖鑫、財務、學務、還偉、司法七部。 1896 年規定總

督臥龍海軍大將或中將充任，統率臨海單。 1897 年總督層官制，除總督府官房之

外，設臨海軍幕僚，及民政、財務二局。 1901 年改訂民政部組轍，己女設警察本署

及總糖、財務、通信、聽~及木等五局 o 1908 年改撞車幕僚為陸軍部。腹警察

本腎、總務及土木二賄，增設番務署、內務局、土木厲。 16

以後總督府內部總督蔚還有變動，計有十五次之多。至 1945 年，台灣光復

前夕，緒、督府之組織，二級機關計有:總督宮房、總務局、文教賠、財務島、礦

工局、錢請路、警務鳥、交通島、國土局、京穀崗、專寶局、法務部、外事部、

法撓、提存庸、那篇所、台北帶窮大學、台北高等學校、台中高等農林學校、台

北高等鶴業學校、師範學校、警鱉官及向獄當練習斯、鹽醬館、少年救護撓、臀

院及驛護婦助產婦講習賄、結核療贊斯、麻瘋療醬戶丹、精神喝院、工業試驗研、

體業試驗所、水鑫試驗戶丹、天然瓦斯試驗所、台灣神社、台南韓社、台中神社、

兩方資源科學研究所、熱帶馨學研究所、南方資料館、階方人文研究所，合招來

多達時十二軍泣，至於三級機關以交通崗所屬單位最多，幸言鐵道部、遞{瓷器、海

務部、郵政局等。

該法的立法顯眼為五年，帝闊議會仍照樣再三予試廷期，結果，按法軒 1907 年持續懿 1921 年共

讓十五年之久。
14 1919 年日本法心「悶兒」台灣人· 1921 年以怯律第三號 f有關實行於台灣之法揀J 敢代王一
法，此環 F法三號 J 自 1922 年實蹦到告本戰敗轉為止。法三號原鋪上使日本本土的法律過路於
台灣，能台灣總奮仍擁有捧令制定纜。終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五十年，台灣雖有「法J' 但台人從

來自行制攝法. flrl未嘗過有主樣的國家主人。

括劉寧頓總聽(1996)' (重(樓台灣省通志卷七政治草行政鴛).第…彈(南投市:台灣省文獸委員會) • 
頁吟。
161司前註'頁 104心。'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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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歷任台灣總督任期一覽表

任~m 吧?西膺/合W苑 l 

司、有';Il91J!f(~V'C- 姓名

1895.05.10-1896.06.03 樺山資紀

2 1896.06.03-1896.10.14 桂太郎

3 1896.10.14-1898.02.26 乃木希典

4 1898.02.26-1906.04.11 見玉源太郎

5 1906.04.11-1916.05.01 佐久間左馬太

6 1916.05.01-1968.06.06 安東貞美

7 1968.06.06-1919.10.24 明石兀二郎※

8 1919.10.29-1923.09.02 田健治郎

9 1923.09.06-1924.09.01 內田嘉吉

10 1924.09.01-1926.07.16 伊澤多喜男

11 1926.07.16-1928.06.16 上山滿之進

12 1928.06.16-1929.07.30 川村竹治

13 1929.07.30-193 1.01.16 石塚英藏

14 1931.01.16-1932.03.02 太田政弘

15 1932.03.02-1932.05.27 南弘

16 1932.05.27 -1936.09.02 中川健藏

17 1936.09.02-1940.11.27 小林擠造

18 1940.11.27-1944.12.30 長谷川清

19 1944.12.30-1945.10.25 安藤利吉

資料來源:楊孟哲(1996) , (台灣歷史影像〉台北:藝術家出版社。著者整理自繪。

、地方行政組織

日據時期，台灣地方行政組織，配合十次行政區域調整而增減更送。由三縣

一廳演變到五州三廳，共分三期:第一期自 1895-1901 年為縣廳階段，初以設縣

為原則，必要時設廳，縣之下設支廳，山地設撫墾署;最後乃是縣廳之下設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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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多讓 86 個辦務署) ，辦務署下設盟、盤、朔:、澳，再分鼓搗壯。第二期自

1901斗的G 年聽聽治階段，聽聽及辦務署，設廳，廳下設支麗，其下之街庄市改

為區，設軍裳。第三期第 1920-1945 年囑州廳階段，聽聽改為什I '改支聽媽都市，

驗報盤里澳鄉，設梅症。至 1945 年台灣光彼前，全台共有五持麓，下轄 11 市、

51 器、 23定廳， 67 館、 1971念。 17

1919 年，自本首任文官總督剖健次鄭華任，致力「啦方自治」制度，黨j州市

街庄為國家行政髓，亦為增方去共嘲體，但其首長位為當漲，而新成立之州、市、

街協議會嘆為諮詢機瀾，挺有自治之名，闊無自治之賞。 1935 年增方制度改棋，

州、市、街、陸各賦予法人的地位，受官府之監督，於法令龍圈內纜現其公共事

務及地方事膀，賦予居民選舉權及被灌轎疇，持、i種州會，市設市會為議決機關，

議決藏入歲出及其他依法令規定之案件，當各異地方自治之極燼。

除了地方行政組織之自治化措施悴，台灣總督輔導設置了財鸝法人台灣地芳

自治協會，由總督充任籲悶，會投靠種事由總督聽聽務長官充佳，副會民兼理事

，密地方監察囂張充f妾，理事八λ' 酬各外i廳知事廳長充任。評議員四十二人，

對會提提供重要政築之路誨，說外並成立會灣總管府評議會，以總督為會長，總

務長官為靜j會晨，會員三三十九人，由轉督府高級官鼠，及居住台灣脊學識經驗者

任命之。全台有命灣靜議會，州有持i會，聽有協議會，市有市會，第度有協議會。

做議員半數為官選，劑、市、街庄畏仍為當漲，理事機關不脂民選，市尹對市會

或甫發事會之議決或選哩，有權取消，台灣輯、管並得命市會，或街控協議會解散，

如知事亦有權命令布會停會，徹底推翻培方自治之精輛。 18

攤、法駐組織

自據時期，法院組織囑於總督跨管轄，可分軍權時期、民段時期兩部分來說

明;第一、軍權磚頭是指 1895.能-1896.03 月暉，文分為話、後期，前點是指縣

知事及聽長兼管可法業務，行政據與司法權之行使機關不分。而在未設知事及品

商!這揮系及地芳之司法事務，到自陸軍路法當部指揮之下，由單法會議掌管之。後

期是於輝、督將設一法院，及聚合設 11 法院支部，審對台人之民刑事案件，總督

17時蓋在註，頁 14 。
18 1苛捐諒，頁 21-泣。



176 日車時代 0895-19是5) 台灣的地方政治對農雙邊之研究 蘇學亮、解起溝、

發璿宇

府法院除有總督之特別命令外，對支部管轄耳域之案件無管轄權，其審判為一審

終結，媽日據時期台灣司法制度之濫觴。第二、民政時期:艾可分路線督府法院

條例的公布，臨時法院設置、法院制度、司法制膜等閻部分。問元 1896 年 5 月 1

日成當總督能太郎，廢軍政而行民政，公布總督府法脫條例，創三級三審制，法

院隸鵬總督，華民別事裁判，分地方法院、種審法院、高等法院。各法院價判官、

檢察宮及書記(書記官) ，與宮及檢察官係由台灣總瞥府任命，判官需具有日本

裁興辦構成法 f法院組織法J 所定之事j事資格，續擴當任冊資格，限制不嚴，得

使警都表(警宮)、警器(迷宮)代理。各法院擺脫接一人，出判官兼任，監督

說內及下級法院之裁對事務。 A昆、芳i墉裁餌，在總方浩踐自夠實一人為之(獨

{妥之) ，在覆審法院宮對i宮三人，高等法院E討會u富五人之合議為之。檢察富實施

偵壺，提起公訴，進行公訴程序及指嬋娟事裁熱之執行，聽於單家之訴訟，代表

關東進行訴訟，上級法院搶察官，監督下級法院轍察宮。自鼠目接待

期裁判制度，始立基礎，並閱啟台灣現代化問挽釋手呀!組織學構之新頁。臨詩法院:

1896 年 7 月以審判政治犯罪為目的，公布總督府臨時法院蝶倪，特設臨時法蹺，

以啊!當五人一組，一審終結。 1899 年 8 月以律令二十七號，規定對於臨詩法說所

為之對決，得請求再審及非常上告(非常上訴)。臨時法院於 1919 年司法改制時

廢除 e 法院制度: 1898 年修改法院機側，臉高等法院，採二級二審制，即總督府

法院分為地方法院及讀審法蹺，地方法脫瓶其轄臨內得設一至二所以上之出強所

(地秀法院分院)。各法說閻麗檢察局，為本次再法改制特色。以前有檢察官制，

話采設撿察員，檢察馬車接於台灣總督，管轄藍城與各法說管轄區域同。而關於

接察官之任用資樁以往也輩無競走，協會9年 6 丹以教含第三百號明定法說檢察宮

薩就具有判事資格者中任用。的19 年改革布法幫度，其重點爵揉二級三審制，膜

覆審法蹺，恢復設高等法院，並分報審及上告謂當ß; 合議說審理; J寮躊躇法說，

將其業務移高等法院上告費ß ;搗強倒會身分之保障，以往台灣總督器與官有你聽

命令權，自此改正剝奪總督之休職命今槽，前立殖民地司法權獨立之基聽。 1927

年，台灣法院制度日報颺成為「工級(閻部)主審制 J ' r 四部J 分別露:高等法

院上告部、高等法院褲帶郎、地方法院合議部、地方法院單獨誨，實質上等問於

日本內地之「四級J" 大審院、如訴院、地方裁判所、甚裁宇u所。因此，自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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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全灣法院可說是自跟日本內梅伺採「四級三審」制。 19

盔、地方政能幫度與法梅特色

企灣總督之絕對專車i搗號:

由於在台灣無所謂三權分立，立法、何政及司法行使之主體，均由台灣總督

一人行使悴，軍權亦鸝於台灣總督，法治主義之原則未見實行。在行政權之過馬

上，台灣總督除與中央特定官署(拓婚大臣或內務大臣或內摺總理)具有監奮鵲

係外，概括地對全台「諸數政務 J 有統理之權;台灣總督依贅任立法輯嫂，得發

布真有法律效力之命令;司法方面，裁何組織亦麗律令立法之範蝠，且法院設立

之訝，非立於攝立之位 '1919 年再法改制前，台灣總督其久具有何當休職命令權 o

上站權力，乃構成台灣總督在統治上之絕對專制增位。

由上而下的集權會治主輯:

1921 年試前，總督興地方之職權關{率上，下級之職權以上級保留以外之…般

行政事務為眠，上級得聽時以裁量取消或停止下級所為之颺分。 1921 年以後，以

律令制定之州、菇、街、庄餌，雖陸續公布施行，但仍不其任何地方臨捨體體之

權能。

行鼓機關權力蠹泛前強大:

台灣總督單純之行政命令之府令〈非其依接任立法權接布之立法命令之命

令) ，如有違反科輯之章，相當於日本園內違反敷令之處罰。還反扑i令者，近似

違反日本內摺令及省令處罰。在行政法規中，任由行政機厲行使之權力進大，但

當行政宮署之還反處分擴及人民之權利哼，卻毫無行政救濟之制度。

不過用法律館館展則:

在日本本土，立法權係經誦會之協贊，乃得行使之累賄，在台灣不蘊用。凡

有關人民權利義務，或與人民生活者重大影響以及與日本殖民政黨有關之學頃，

續以法律繞定贅，台灣總督得奏請日本天皇觀定律令，律舍為台灣總督之特殊就

法權，其有法律效力，可謂法律之命舍，毋須經日本議會之間意或承認，日本憲

法中有關人民權和諧務之規定，在台灣並不過用。

瞥寮政浩及雄事統繪色影濃厚:

時間註 6' 賀 87-93 。



178 日本特代(I 895-1945 )台灣的地方政治制度變遷之謂究 蘇景蓮、解從琳、

發濤字

在歷任 19 位台灣總督中，一至信任為武官第八任以後為文人總督(餘 19

任安藤幸IJ吉夕~)。其中第七任研石元二郎與第十九任安藤和吉並兼任會灣軍荷令

。 1896 年起，日本在台攤施行民致，但總督在鑽在範圈內仍專程繞率臨海空軍

之槽，總督踏車有臨海軍幕僚。的19 年將軍令系統品設台灣軍司令部，承認菇、要

持可以軍事統惰。

至於響察政治，日本時代台灣山地蛤終串瞥察治理。劑廳時期前接之支廳提

懿警察，廳、治時之瞥察本轉有指揮地方行政首長之權。州臨時之都守有警察權，

而街住下之義層組織之保甲，實行路保連主義實任，乃瞥察之補助機輯，受審藤之

指揮。清朝對於台灣的保甲割度主要是保衛政持和社會秩序的維持。總、餐時更是

活用其輯度確立全方位的保甲制度。實施賞任過坐棍，保甲為警旗的補劫機關。

其構造為 10 戶為 1 甲 '10 甲為 1 保，保設在「謀正 J '甲設有「申長 J 0 f于政權

方面:保甲的主要任務是戶口調查、農民出入的監輯、傳染病的預防、道路或攜

樑的補修、義務勞動等。同時擔任保甲的年聽男子組成壯了圈，從事抗日份子的

錯聽及協助天災的預防。另外為了絞治制訂保甲繞豹，對保甲成員加以規範限

制，保甲成麓的自常生活和行動也完全在其說治下。保甲除協助一般仔政業務，

總督府亦常用保甲來館進日常生活的改善，如廢止鐘足和蓄髮、日本諧的推麟、

膩俗的改善、破除迷信等。顯然保甲對於總督府在人員輯動上是蠶要的單位。

在警察之任窮與權限方暉，分點扮演用法、思想、行政、蕃務、風俗、醫生

及經濟等角色。而「犯罪即決例」及「台灣建警伊IJ 的實施，對警寮授權過大，

賦予審續對人民之百常活有各種干預的權力。聞說，日本時代台灣端方佇政制

度之基本內酒，可說寫典攘的警察政治。給

引進西方現代法律制度:

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其法典即參考西方現代法制緝毒草而成。在 1921 年浩

5號以敕令指定的本本土之法律，亦施行於台灣之內地短長法適用原則下，茵河

現代法律制度亦隨之引進台灣社會。

本節之自本時代台灣的地方政治制度，是串台灣總督時組織變溫談起，可對

盟問話時，菜 103-1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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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府內部編輯有…個初步的觀念;冉說日本將代台灣的地方行政組織詳加研

究，可以瞭解其十次的行政liI城講整過程及行政組饋的沿革;及日本時代台灣的

法院組織的建立，可以說是對台灣司挂制度創時代的銷單，別具時代意義與價值。

接 J地方政治制度J 改革運動

?地方政治輯皮」改革的背景

第一次大戰前後，由於民族主義嵐潮影響，盟際上的捕民統、追逐漸走向問治

主義。美盟總統威爾潛在戰後發表十四線和平原懦，主張「民族自決J 的理念。

波蘭、捷克福繼獨立。問中鐘也舵的12 年發生革命，接聽了滿清，建立民齒。

1919 年，與台灣問樣是日本殖民攏的朝鮮發生「之一運動J' 持續通八個月之久。

期間'7T'戚、轟動、罷工、罷課要廷全國，隨接參與連動者至少有 2∞萬名。當

時臼本閥內政局正站建較館放的「大正民主持代 J 0912-1925) :主張盟家主權

論的維新運動元老功臣一一滴零，部力主軍觀主義的少壯法軍人文尚未躍起，正

是自由主義抬聽之峙。朝鮮「之一運動J 事件之後，日本憲政會總裁加藤嘉明丹

在東北地方黨員大會上，公開發表「朝孵將來須結予自治J 的主張，高原本主張

「內地延長主義」的服敬總理大臣，能迅連調整「外地」統治政漿。臨此，日本

棋鮮總督府當賠乃於 1920 年閱始設置地方體體諮詢機關，公布政府將於指定的

「面正係朝鮮的垃方行政單位)進行選騁，實行初步自治。 21

就在輯際、日本聽內的政治氣氛攪動之際，日本對台的殖民地說抬眼則也需要

漸地鬆動，擂台灣總…代近代的知識份子正好成長於此鳴。這些台灣的薪型知識

f分子大都出生在必95 年以後，提小接受日本無轉入的新式教育，由於多自身於

台灣審給家庭，智能力接受高等教奮，當時拉至有幾百個留位學生，這點告灣警

英不但接續至1月世界的新思議，而且其害改革的理想與熱構。於是，在這股新思潮

的影響與日本政府所提供的合法盤問內，於 1920 年代接閱了一場政治社會運動

與文化啟褒躍動。 2

1920 年 f地方政治韻度J 之建立

在台灣總督專制的嬉民統抬體制下，地方政協謀其中央集權的話治主義色

21 聞言主 l' 19-20 0 

泣同註 2 '其 384 。



180 a 本時代(1895-19是5) 台灣的地方政治輯度變遷之研究 巍景是、解從塔、

蔡濤宇

彩。 1896 年 3 丹，初次公布台灣總瞥蔚塌方當官制，將全命分為台北、台中、台

商三縣及海湖蟬，縣三三下設有支蟻，並另置撫墾署管理原住民。 1897 年 5 月，分

以敕令第 152 號分全台躊台北、薪竹、台中、嘉義、台i菁、鳳山等六縣及竄蘭、

台東、話彭激三廳。並在縣、聽之下設 86 館辦務薯，艾在辦務署之下設能庄、社

等 o 街庄、社不其自指團體的資格，街庄、社長由台人擔任， 1系由辦務署真讓選

轄軍內具有才德資單之士，盟報縣知事、廳主這按可後任命之;其職務處承辦務署

長的命令，執行傳達政舍、報告轄區內各種狀況及戶口異動、轉里人民講顛廉、

徵收租稅、 i故文公費、鼓勵兒讓入學、與勵農工膏藥、修繪道路構標、注意去共

衛生救濟貧設等行政事務。街庄、吾土鼓無會更資格、無棒緝，每月僅支鍋 15 闊

的學發費。陌峙，縣、廳、體務署各蠶名譽職的參事 5 名以肉，分別串總督、縣

知事就轄甚至內真學識聲葷的白人任命之，並給予發任宮的待過。參事躊知事、聽

長、辦務署長處理地方行政事務之顧問或承其命辦事。 1898 年已丹，總督府以地

方襪蹋人員過多且素質低下為白，將六縣三聽合併為三縣(台北、命中、台南)

三廳(花蓮、台東、澎湖) ，並將牌務署的數百滅單純徊。 1901 年，隨總督跨組

織媲程之修訂，以及舉於總督街、縣廳、辦務署等三級革酬的行政制度在處理事

務上有欠靈活，聽止眼右的之三縣之聽制，將全台分設二十麗(白花、基躍、深坑、

宣蘭、桃醫、新臂、商藥、台中、彰化、:為投、斗六、嘉輯、鹽水港、台稿、鳳

山、警署寮‘阿氓、恆溝、台東、吾吾湖) ;聽下設艾麗以爵輔助。聽設名譽戰的

餐車去名以肉，由廳長就廳內真有學講聲望的合籍人士任命之，為廳長的顧問或

承其命令辦事。街庄、社制…的其醋。 1909 年，總督府以治安日漸安寧，地方政

務長足進步，交i聾發麓，為求政策與施政的統一，許 20 廳為 12 廳(白花、草醋、

撓闊、新竹、命中、商投、嘉議、白南、祠猴、台東、在蓮諧、澎湖) ，各廳發

事增為 10 名以內，資格與職務不變。廢除以前的第庄、社紹，在原街庄、社或

合數露在、社前設臣，甚設直接 l 名及書記若干名，並給予事務費。

由以上沿革不難者出:日接初頤，地方行政組織雖途有更動，惟各繞地方行

政機關並未享有自治權與自主權，而深真能囑性色彩。 n

訂閱註 1 '頁 5-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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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19 年，日本首任文當總督目鍵治部主任後，臨時勢所瓏，攝梅方分權主義

為原則，以相當人口與茁續為行政頁數!為竄到。將難改為餌，改支聽為都市，麗

富堡里澳癖，設爵庄。將台灣西都分成五卅五市，倒下新設 47 游，都字體 260

街庄，東部設有台東、花運工攏，其下分為 53文攤，下擺 2街…皮及時麗。持卜

市、街庄不僅是行政軍割，同時t但是公共翻鶴。的鰱抬即於 1920 年 7 月 30 日軍

布自 10 月 1 日起開始寶路「地方問泊y 開啟所關「灣地方自治制度J 時期。

新地方制度標榜以地方自治為華嗨，然間立在未明建州、市、街皮搗法人，諱:

未對各級行政區城之居民和公民有任何規定。州知寧、市尹、街庄長均係宮吏，

以國家官吏管理自治體之礦務，間各級協議會不過是徒具形式的民意代表機關。

外i 、市、銜庄分別受上級機關強間有力的監督，以致自主權和自治立法權均有限，

挂有自治之名而無島、治之贅，仍深具中央集權的官治主義性格，此一新地方制度

可謂是「變形的自治制度JO

?站立于政治制度J 改革擺動及其結果

1920 年代都蝦，台灣總瞥府發布改革婚方制度，宣稱實施地方自治，都定州、

東、街庄輯壤，並於劑、市、街皮設攪協議會。無詣，各級協議會員均由官方遴

選鑫笠，且其實際功能錯在作為增方行政機騁的徵誨襪騙，思此絕大多數的台灣

民眾缺乏參與政站的會i麓， I可轉告缺少暢通民意的機罷。

台灣知識分子對覓一幫度不辭提出或存與改革意見，技20年起農攬了一場政

治社會運動與民智啟蒙躍動。當時台灣菁英分子，一方富以「文化協會J的形式，

在台灣能單民智啟擺擺動;一方車進行要求參政權運動，自日本盟會議顯爭取設

謂台灣議會。當時命灣知識分子的反殖民說治運動，可分為商漲，一誰是以林獻

'是議會路線;另一獄是以蔣清水封為首，走政治社會路線。

台灣議會校體措願運動誨，以近代政治意識搞出發點的非武力抗日民族建

動，布台灣擺妞以命灣議會為濫觴。 1921-1934 年前後，持續十四年的「台灣議

但林獻黨支是鑼峙林單位的後代，覺到梁啟超的鼓勵，以溫和方式爭取台人的參政權。 1920 年，與
留的學生創辦了「新民會J 。之後，他質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並參與台灣文化協會，不

斷聽白人付出心力，支持命糟的民胺運動，十分令人敬佩。
25 將潛水噸多黨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 1920 年成立「台灣女化協會 j' 積極辦講話幫及文化活動， 1呢?

「台灣民眾黨j' 及「台灣工友轉聯盟 J' 他的熱情和奉獻為台灣帶來揮過的影瓣。

、黨培火等著(1993) • (台灣民接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社文蛇出版部 107-1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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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投置輯顧選動 J 是台人聽聽要的發政權運動。第一次台灣議會設置請聽書是

1921 年 1 月 30 日，自林獻堂領館得 178 人簽署，提出於第四十聞聽日本帝闊議

會貴族院暨泉議院。第一次講籲謂的內容龍括下列問頂重要意義:第一、承認台

灣情況特嘿，不間於日本關內，高特點立法之需要。第二、血本是立憲關家，台

灣在其統活之下，自輝、享咨去憲政治的待遇。第三、台灣總督問時掌握行政及立

法權，違反憲法輯蟬，應該要將立法權潛給人民。第四、投攪台灣議會，進行台

糟的特別扭法及審核預算。

1921-1934 年白人 15 次車日本東京國會的諦額有動雖然費聽聽靜與財物，都

沒有具體成果，但林獻堂與蔡培火兩人推動台灣議會運動，和衷共濟，合作無筒，

在東京東奔剖班，歷訪各界人士，呼籲求助，頗能喚起日人對台的注意與問惰。

在潛行議會講顧活動的同詩，林獻堂、韓潛水等人也認為台灣必須接升文化

素質。

於是他們組成了「台灣文化協會J '向台灣人轉播新的艾先意識，腰間一連串文

化啟蒙運動。當時文化協會的活動有很多，例如發行會刊、般農讀報社等 o

轉機關「台灣民報J 於 1924 年，當街庄閣即將屆滿 4 年之餘，於論說指出、清代

台人已有銜接，總理鑽導街住自治經驗，台灣社會文化並不比日本實擅自拾制落

後，以及「變攏的自治制J 違背日本的立癒疇靜和內地延長主義政策，要求立即

將街在協議會員改為民選，街庄主是改由協議會推薦，並爵協議會改為議決機關。

絮語，台灣總督時就未加理會，自說， 1926 年以後，地方政治制度改革擺動乃漸

由有議人士的建言轉向民建還動。

1927 年 7 月，台灣民眾黨27成立，於政治政策中首揭，要求州、市、檔皮自

治機關之民選及附載議決權，選舉法應接普頭選題舉辦，積極推動地方政治制度改

革擺動。該黨赤於全合各地總常舉辦「政談韓演會r 以台灣議會設置和地方政

治制度改革問飽為兩大主輯。其後，隨著台灣民眾黨自漸在{頃，黨內溫和替自漸

離心，問產生另組政治團體從事政治改革之想法。有志之士經研詩於 1930 年§

丹 17 日正式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f 以確立台灣地方自治為單一目標，並於

2了向前餘，頁 355-3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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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革大轎撞出要賦予普通選舉公民攘，確立州、市、搗庄的自主權、故當任徵搗

機關為民選議決擴閱讀使其職發攤限明確、改革執行機關須使其職務權限明確、

確立州、市、街庄的財政管理撞等。

高台灣總督府在當對此一客觀情勢發展，終於決定於聽期內進持地方政治制

度的教草。 1935 年 11 月 22 日及 1936 年 11 月 20 臣，日本當次在台舉辦半數市

會議員、鋪在鵲議會興及悼會議員的選舉。 1935 年後台灣蚓、市會雖為議決機餌，

倡議決權有限制;劑、市會雖然有議法權，但為理事機麗的外|知寧、市尹對於經

出新會、市會議浪的事項擁有發案權、執行權，醫議會的決議有敢捕、 të絕、要

求時審議權，及對議會行使持會、解散等權，其監督權實較話本國內為大。認街

庄協議會黨是缺乏議決的功能，權能受到街限的州、市會，仍只是真轎劫機關。

28 

場 11.將州、市搗議會由微誨機觀擴大為具 i台灣的州、市會及街l.Ì協議會相當於

方 | 有議決功能的州、市會，街庄協議會i 日本國內搗瘖縣、附會及買了村會。

自 i 臭豆誰持不變，僅露徵詢機關。 1 相較於台灣州、市會及樹皮協議會

治 12.改革後的劑、市會及街庄據議會中， 1 組織，日本關內多設副議長…蟻，

分5j1J以升1知事、市尹、每庄長為議長 '1 當議鼠、觀議長均敝席峙，得設臨

形 |散清副議換一載。州市會議員及街|時議長;胡縣、市會及阿村會議

住協議會真半數民選產生，半數仍組 長分別是從府縣、市會及倒了村會議

持當選，取代以往一律自官方灑躍的i 員中選出，故議民擁有表決及裁決

作法。州知寧、市尹、街皮長不其備| 二權。

論員資格，沒幸言表決權，館的有作為12.日本觀內府縣、市會為府縣、市會議

議長的裁決攏。放各級議會對行政機 決機闕，蔚縣會的議決權限，是根

騁的監督權實遠不及日本國內的問據限制劑舉主義，值得議決與府縣

縣、市會及前村會。 1 接與及府縣規則設定構等事項;市

制問話 1 .資 49愉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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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外，民選的恤方民意代表級高層次i 會則議決與市相關之一切事琪，且

聳立於卅，總督府當局毋績擔心具有i 府縣、市議員擁有發案權及府縣、

全島性的說意機關出現，與之爭取統l 市會召闊的請求權，那府縣知寧、

泊的正當性，是故糖、督府仍然有效地i 市尹則沒有錯縣、市會的捧會權;

掌握政治體制的聾作。 I 此外，日本圈內市會有檢查市相關

文靜、帳單之權;誰可請求市尹報

告及管理礦務、執行議決、出納檢

支援之權;閑時過有審查市的決算及

頭算正確與否認定權力，以上均是

台灣議會不足。

3. 日本國內詩縣、市會的權限土較台灣

捕、市會來的廣泛，至於盯村會的

j權限大放與市會相仿，赤躊臻、決機

I ~詞。

資輯來源:許淑貞(1996) , {日據時期台灣地方躍舉與政治發參與一以調次市、好i

會議員灣學講例

( 1935叫 1940 J )，餾女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韻業論文。著者整理自繪。

樂、結誦

日治時期，台灣奠定了現代化基髓，沒土地私有化、行政、法、治、教育等制

度性的建設，菌研「一人掃五家」的民風捕麓，這些都不是中國傳統的制度和文

化所能做到的，雖然是痛苦的殖民地遺產，但的確使台灣股放了日本組百年來自

西方學來的構孽，在不惜顧之下獲得了質變。

台人經由爭取參政權的一連串政治社會運動後，自治、普通選舉、參政機等

民主政治的基本觀念在社會上普及。 1935 年 11 是 22 日及 1936 年 11 月 20 臣，

日本在台當次舉辦半數市會議員、街庄協議會品及州會議鏈的選舉，不權是總督

府對台灣多年來政浩運動有所具體盟態而作的改革;閑時，啦覺告人首次擁有參

與政治的機會，實為台灣政?在現代化上一叢要呈程碑。(吏從未體驗過選舉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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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瞭解自治、參政權等西方民主政治的義本觀念及還憊的運作議程。

多元的黨史來、蟬，是台灣之幸輝也是國境。從荷蘭殖民、胡鄭割據、游清之

初八十年封島、清末中輯最先進的現代化嘗試，五十年E攘，台灣的艾先人在不

詞時期一直扮演社會反叛角色，更甜深社會很難棍、泊的內在分裂。拇指年代，

蔣滑水所撰寫的(臨床講義〉中足以輸入最大麗的新式教育來治療「世界文化器

能兒疾病 J '台灣文化協會是他一爭雄立，但在在右需滋人士的互門下，不得已

與指派傳競佳紳選出文協，於 1927 年另組台灣民眾擻，但就在即將閱創出新烏

面的時罵，卻不幸因病去墅。

台灣於 1945 年 10 月光復後，能成為世界經濟奇讀，以持平、客觀插著待這

段賠史，自捨 50 年對台各頃現代化之政策與措施，輝有其深述的影響，尤以自

人艷合政治制度聽立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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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扯到.ct

u吋er 由e .col。但al rule by the Japanese Viceroy, the local political system in 

Taiw訟 carried a strong hue of central怯ed autocracy. 

During the i控制1 stage of Japanese rule, despite some minor changes in local 

a命組nistra近ve 訂e缸， local admini按âtive organs of alllevels did not quite enjoy the 

rights of self-govemanc浩如d 認lf-autonomy. Instead，出ey were all highly 

subordinate是 to the central 草ovemment.前垃s principle continued until 1920, when 

the Japane時 Viceroy decide這 to adopt decentralization as the guidelìne for its 

political sys健您 in which new admini甜甜ve areas were lai這 out based on 

population and size. In general, origin泣 Ti時. s(鸝) were transformed into 

Chou' s(井的;你ginal Sub-Ting' s(女廳) we血 broken into J un' s(都) and 

S1說， s(市); Qu' s(廠)， B船， s(譯)， Lï s(單)， Ao' s(澳)部這氾如g' s(姆拉 were

all abolished and replaced with Jie' s and Zhuang' s(街8:) . In a more detailed 

view , westem Taiwan was divided into 5 Zhou' s and 3 S1話， s; under 血e 5 

Zhou' s were 47 Jun' s, under which were 260 J峙， s and Zhuan章， s. The syste扭

扭曲。 east was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its westem counterpart, thou嘉h. The 

Ting, Sub-Ting an是 Qu areas were retained: under Hualian Ting' s and Taidong 

Ting' s were 5 Sub-Ting' s, under which were 2 Jie' s, 1 Zhuang and 18 Qu' s. 

Zhou' s, Shi' s, and Jie' s and Zhuang' s were pub1ic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adminis也tive areas. 

The colonial govemment sought to demonstrate that self-govemance un是erlay the 

new local political system. However, there were limits to 血e rights of both 

self-autonomy and legislation in all of the newly create這 local administrative organs. 

甘le heads of the new administrative areas were still govemment officials appointed 

by the central govemment, and assemblies of all levels were nothing but a rubber 

stamp, b訂'ely voicing out people' s opinions as 出ey were expecte益的.B的ides， all 

the new local admini甜甜ve organs were 提11 closely monitored by their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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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璿宇

authorities in a perfect manifestation of cen滋lized autocracy in disguise. All of the 

deviations mentioned above ma魯姆 new 加a1 a的i血路組ve system a “defonned 

self-govemance system" . 

Key words: the judicial system ìn Taiwan befo記 Restoration， J apanese rule by 

law , the assembly establìshment movement, local self-govem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