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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憂灣的觀火學畫鑫按照

京都帝國大學與臺灣舊慣調查
吳文;是本

搞藝

本文旨在探討京吉15帝盛大學及其師生在這灣舊慣調在事業中之角

表現，以適切究明 大與聶灣殖民統治之關í系。撮探討結果顯示，

'京都帝大-長期是瞥，[質調查會所鸝部門之辦公

, 1市該校公、私法學及史學居代表性岫位的學者和嚼業生獲得延欖，

積桶地參與，扮演重要的角色，使得調查成果具學街'f笠、權威性，

作惡聽上是政府立法和施政的依據，並成為學指研究重要的素材。

的師生對殖民地事物的參與，顯然與卅一時期東京苛臨大學、札幌農學校

(含其機之東北帝國大學農料，大學、北海海帝盛大學)等之師生相似，可

代日本學術與殖民統 動的特殊糢式，其歷

說

關錦詞:京都帝

法、蕃族調查、

、清國何政

大學歷史學象、至是灣史研究所合務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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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績有臺灣之初，其中央或臺灣駕

車各項措查研究，完成鵲於臺灣的治理、 、們然資源、特產、人文;1犬

流等科學性的報告和紀線，作為制訂政策和控動各項雄政之參考 o

1898年後藤新平擔任蠢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本宰亨「生物學原理 J

。於是有計畫、有

O 繼之，於1901

，而不宜率然以日本

、有組織地展開大規棋的

，對全臺耕士拉進行地

'延轉學者、 18年(至1919年)的華夏灣舊債調查。

《臨時嘉灣商[質調歪會第→部調瓷第…個報告} 3f舟、〈

灣商↑質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 4冊、〈臨時臺灣舊慣調聲會第一

調在經濟資料調查報告} 2冊、《晝j彎私法} 13冊、《清國行政法} 7冊、

《蕃族調查報告》 '於1905年舉行第一次臨時臺灣戶口

，亦是近代自本聽勢謂藍的先驅 c 要之，

資源，為日本在臺灣的殖民就抬緝

的資訊基嚨，因而相當有效地消摺統治阻力及黨定殖民統治的

瓣。因此，日人時論稱傾能藤為「科學的政泊家 J 、「傑出的新領土統治

J 、 r 異民族統治的成功者 J 甚至當1940年代初年日軍占頓中

'後藤在畫畫的路故被當作典範，成為統抬新占領地的參考 o 1 

1:3 的價值峙，

研究之先髓， 系繞地究明中

1 祥的吳文星， (後藤新手……獲氏統治基礎的奠定者卜收於灣水和等編著，〈蓋全灣且是炙人物與泰

f粉(豈是北:國立空中大學， 2002) ，交3是3-3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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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說對學界縛蓋不少 O

法》全書6卷13情出版不久， 191 

(1883-1951 ) 

京都帝

大法科大學助教授穗體重

J 、，- 1為比較法學之貴

J 0 '"';r{t:開情者、鹿點職散文字故惋惜田德之( 1874-1930) 

材料會富 J 、 γ 不僅可作為息法學者的研究材料，

其是支那經濟學史未來研究者首盟的典範。 41905年〈清騙行政法〉

況論出版之際，日本法學界指出該書是「針對清國全般行政進行學理說明

的一大著述 J 是探究清國合法甜蜜的初步成果。 5個問德三認為以上二書

之出版顯示舊噴細資會之設立相當契合文明政治之京白，以及對日

術有莫大貢獻之有力證朗。 6至於《蕃族調查報告書》、《

》、《蠢灣蕃族't其習研究》、〈

，不但是當時外界瞭解豪灣原住民最吟蠶豆弓，手材料，亦為後世研究原

。總之，

唯其係以學者、專家的肅查研究昆主軸而運作，其成果當時已受到學界的

重緝。治主戰後，學者探討該會業繡，仍評價《謹j彎私j去〉支在中國法制

、社會史、將濟史研究者貴重的寶路，前〈清國行政法》則是為中醫制

度史尤其是清代制度史研究與定了堅實的革礙。?

如眾所周知，臨峙嘉灣舊't員調查會成立之初，總督;有即豆豆攬京都帝

關大學j去科大學教授|超松會太郎參與制韻和主持，因此，該會的規章、

查仿價值卜〈受;彎日日新綠) ，言書是是52號， 1912年10月 23 倍， 1 版; <答:賓主題

閃閃新報) ，第村前號， 1912年lOJj 26 日， 5版。

3 穗積]!::i逸， <金灣舊情調還是會報告書 F瓷灣 ift. )去占卜 會雜誌)30:3 (1 912年3月) ，交

180-181 0 

4 事為æ德三﹒〈京金f灣私j去 J O)完成> ' <國民經濟絲誌) 12 : 3 (1 912年3Jj )字頁的。

5 絲絲， <織田博士總書主清國行政法(第一卷況論抖， <法學協會絲誌》別: 8 (] 905絲8月) ，頁

1191一1193 。

5 福田f念、丸，竟可引文，交 73 。

7 山根余犬， <臨時台灣各f熱戀愛會0)成果卜拼命集近代日本主中關) (東京:山川tl:\版社， 1976) , 

頁92-93 、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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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人事，以及各項調查研究工作的推動、法案制訂和審查等，均興興松

有密切的關係。 i起來已有不少的研究閻明|吋松在華灣舊慣調查會之角色、

調查理念及其主要貢獻。悠然而，京都智大並非只有悶訟叫人參與舉灣舊噴

，另有不少該校師三位投入該會的事業。因此，該校校史將

臺灣駐法、清國行政法、臺灣蕃族，慣習等聽慣調查之成果視為法科大學問

代重蟹的業緝之一. ，表示上述調查研究是運用比較法學之方法所獲致的大

規模研究成果，其內容歷久聽軒，迄今仍保有高度的評價。 9可惜的是，向

來似乎鮮少有轉交探討京都帝大興華灣麓t貫調整王之觀係，對該校及其師生

中之角色和表現仍欠缺較整體且具體的撩解。用是，

本文試麗彌補此…缺髓，希本文之作有助於過切瞭解京都帝大與臺灣殖民

說治之關{系。

二、京都帝剖大學師生學與蓄，項調查會概況

當總督府配合土地調查事業之霄，有J必要掌握土地的權利、義務及親

關係之舊慣峙，在臨時聽灣土增調查局長 rþ村是公的推購下， 1899年底

總督府敦聘甫自歇洲留學返醋的京都帝大法科大學教投向給譽太郎為該局

囑託。爵松於1894年告;南京帝大法科大學英法科畢業，蓮在入大學院研習民

; 1896年赴德、法、義三圈專研民法及醫際社法; 1899年返閻後，在京都

。 10時亨、聘後，揖松於1900年3月至畫畫，分別在臨時臺

時 代表性碎究有為島i巳犬， (的松參太郎博士仍是全灣舊'111淘金主主要北農村機行調查心犯付毛本弘嚴

太郎博士〉﹒〈來洋文化) 25 (1 958年3月) ，頁22一的;春山 Bß哲， (法學博c:r--j海松參太郎c:台

灣〉、〈台灣替隨調查主立法構怒 陶松參太郎口之&調還是怎立黨令中心:計， (台灣主是混代史研

究)6( 來京:綠蔭客房， 1988) 'J{結 1-11蓮、 197-232 ;吳豪人'(1< 1γ仿人稜呂學的法學紅「台灣私

仍成立卜《台灣史研究》站 (1997年10月) ，頁85-97: 吳豪人， (間 0)奧:台灣法史份中仿;再松參

太郎像卜〈近代份份本主台灣) (京都 :8本社會文學會 '1999) ，頁 22-25 。

告 京都大學70i週年紀念編導草委員會， (荼毒手大學70年史) (家都:該校， 1967) ，交3銘…349 0

的泰山明哲，心去學博士的松參太控告是:台灣卜《台灣近現代史研究)6，交部2-2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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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督 、臺北縣鵬等機關蒐集各種

、雜書及口注訪談資料;

'以臺北縣的土地，積習昆主，於1900年11 月緝毒草完成〈

，其後成為全聲

。總督府不僅廣為分法各單位以質發吟，並翻譯成英

文分法海外知名之士，以收宣傳之效果廷在開據以擺訂輯i食調查事業實攝

，成立特設機關醋，單調查會，說一或分類調查臺灣各地或各種族之舊

，以作為立法之墓錯，或調查農工蹄紹濟之舊慣，

說，成調查各國殖民地制度之得失。的

1901年4月，

人、獎品 15人以內、補助餐具20人.l-J. I呵，以及囑託、

府民政長宮、都長也委員、委員總督府高級官

姆大部分專任，均在現地從事調查事業;

識經驗者為日屬前，從事調查或考察; ll:t外，

l人、部長2

。會長

，續最委員

，則聘請見

用書記、

，完成交付之工作後，即 。 14後藤新來的任會長，岡松

字露了 之編墓，在

大特設舊↑貫副司在會出張所 15同時，京都帝大法科大學教職員陸續被

。首先，該會咬立之初， [叫松推薦法科大學財政學、經濟學

島錦治， 烏於間的年8 '花費轉近

1 ~ 這已山明哲， (台灣苦?寶鋼還是è: iL i去構怨卜《台灣沿現代史研究}6，頁90-91 。

12 最長山明哲， (法學博士附松參太郎占台灣卜1t 206 。其言辛苦?名為: Provisional Report on 

lnvestigations of Law and Custom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13 自己唱特長灣舊慣調查會、楠， {還是灣舊情調查事業技合>> (:發北:該會電 1917) ，豆豆制 。

，至~69-70 Q 

，交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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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時間， o 
16 1903年 10月

調查清代行政制度時，增設行政科，同松乃推薦法科大學學長、

座教授織回萬為囑記，專門負責清國行政法之調查 o 17不久，織自控薦漢學

。 18

可知，佐佐木想一、勝本勘:王郎、 四郎、清水政太郎、

雄本朗;墨、小1月鄉太郎、市村光惠等法科大學教職員先棧控廷攬搪任囑訶

，多數攏廷攬時均已見專門頓域的代表牲學者，

例如勝本勘三部擔任刑法、刑事訴訟法講麓，石圾音l耳部擔任民法第四

、員，法、破遲至法講崖，市村先惠擔任國

、行政法講搓，其中，在坡、雄本騙人係興悶松最搗親近之師徒關

{系，石扭著有《民法研空〉之春、如1本民法債權編〉五智、 (f糞權法大

鍋) ，雄本則對民事訴訟法展闊別開生面之研究。 19兩人均於留學德國涯校

升任教授;不久在悶松的誰聽 F成為牽灣筒t質調查會委員，共同輯:筆《

;在法〉第三編(閱於臺灣全品商事及債權之舊，價) ; 20並與閱松發太郎、

砂田熊右衛門、大津麟平等人組成法案起草贅員會。除大津外，其餘4人為

c 石板認為聽灣的繼承及親屬關係、合股、祭靶

，不能以日本圈內法律來現範之，應當進行特別立

法，放主張 r ，臺灣之立法直以統治政策為緒，舊有的慣習為緯 J 並親

參與法案的草擬、審議工作。 21據報導， 1907年 12月石按與手島兵次郎、石

并為吉三人負實根據蓋糟售價，開始租車「蓋灣合股令J 、 f

巧
，
航

行4
。iJ 

糞M主客來， (臺灣大調查 …臨時臺灣發演講金會之研究} (至是北:壁畫 :SL編譯館， 2005) ，至o料。

17 (臺;彎移續調查事業報告} ，至{49 0

1 日 臨時奎灣麓'f貨主題豈是會， (清重重行紋法} ，第一卷土(東京:東洋印刷會糕 '1914) 'Ã2 0 

19 ，.L敏章夫，商i[ 'í I 文 'Ã117 0上E叫來 ， (石圾袋的邵先生仿丹影> ' (書齋ω窗} 73 (1959年11 月) 'A 

是 50

2日吞山明哲， (法學博士同松拳之太喜[I~#~彎) ，資210 。

〈壹灣:SL ì去) , EHl 新教} ，第3079號， }908年5月 23 役， 2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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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特別立法，內09年4月 了一

松兼任部長，

秀太郎也成為委員，而凋松、

一名起草委員為覆審法院j檢查官長于品兵次郎) 0 24為

;在京都設事務所，其後，該事務所與法科大學內的行政事務所合{;干。心間

松、石版、雄本3人叮說是Jlt 一時期莒↑貫立法的核心人物。

其路行規則，均由悶松、石蝦、雄本3人負責起草， 3人在京都帝

告:貫調查會出張!有1呵，根據議灣的諧，慣，謊言聞查參酌各國立法先例，

。 26據載，石圾、

提攜，委瘴勉轍，

軍m老三工草案詩，

境之討論常日以繼夜。

叩桌，說明法條之理由，

J 0 27非但如此，間松、

兩站，法案審查會議的是符

開五次法案審查會，

至至少灣親族和續令;峙，彼此

，常口沫橫飛，這{j皮異見，坤

、雄本三人僕僕風塵往來於菇、日

開。 28迄至 1914年，

「嘉灣合股令」、「

<幸之本島法治而言) , {去;彎臼紡車母校豆，豈容括部貌， 1907年12月 13 日， 2紋。

<豆豆豆主要筒卜《蓋全灣白白絨線豆，第3299號， 1909等3月峙， 2紋。

三4 (金;彎誓:質調查事業報告> '主i67: <答道溺愛心事業。)5設立學及成績) , (至台灣特級> 61 (1 9械等10月 15

a) ，頁泣。

《牽灣舊慣調查事業報告> 'A51 0 

26 (舊 'f質調查經過> ' {臺灣份份新綠> '第5106號， 1914年8月 31 日， 2級 c

u 泰山明哲， <法學博士同松參太郎ë f:;- i彎卜 A訪問。

立的 〈法絮審查會> ' (全灣白白新報> '第 3419號， 1909年9月 ]9 日， 2版: <舊慣調查> ' {發灣閃閃新

報> '第 3514號， 1910年l 月 16 日 ， 2J民: <法濃霧直至會期卜〈奎灣白白新報> '第 3734號， 1910年10月

3 日， 2版: <舊慣調查近況卜《發j彎份份新報> '第3800號， 1910年12月 18 日， 3月反: <法霖等還是發> ' 

〈受灣自日新報> '第的38號‘ 1911-年8月 20 份 '2X&: < 替慣調查委員會卜《去灣白白率1祥的，第仰的

號， 1914年8月 14 日， 2級;〈法裳草草

27日， 2版;〈審查法令棄 民事令籌建成Q卜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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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臺灣民事令」、「臺灣親族相續(繼承)令」、「臺灣親族相續

(繼承)實施令」、「臺灣不動產登記令」、「臺灣競賣令」、「臺灣非

訟事件手續令」、「臺灣人事訴訟手續令」、「臺灣戶籍令」、「改正臺

灣合股令」等法案，奠定臺灣舊↑貫立法之良好根基 o 2日

表一:京都帝大教職員參與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概況表

京都帝大職歷 舊慣調查會職歷

姓名
擔任科目 備註

(生卒年) 學歷 職稱 任職起迄 職稱
或專攻

岡松參太郎 1894東京 法科大教 民法 1900.1 .30~ 第一、

(1871~1921) 帝大法科 授 二部部

法學博士 長

田島錦治 1894東京 法科大教 財政學、 190 1. 8 .l 9~ 第一部 無給

(1867 ~ 1934) 帝大政治 授 經濟學 1904.12.21 囑託 立命館大

科、法學 學長

博士

織田萬 1892東京 法科大教 行政法 1903.1O.l 囑託、 1906.6.2改
(1868~1945) 帝大法科 授兼學長 安三司"'-貝E司 任委員

法學博士 1915.3.31 
改為無給

貴族院議

員

j守野直喜 1895東京 文科大教 中國語學 1903.lO.l 5~ 囑託、 1906.8.6改
(1868~ 1947) 帝大漢學 授 及文學 1913 .4.2 委員 任委員

科、文學
博士

29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法案審查會第五回會議議事錄) (1 914年8月) ，頁

2-3 ;東鄉實、佐藤四郎， (壹~!彎植民發達史) (臺北:晃文館， 1916年4月) ，頁96一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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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個-幽幽』

19位京都 法科大譯(
:帝大法和 師、助教

法學博士 要

1893東京

(l866~ 1923) I 帝大法科
授法科大教 I

法學博士

1902東風 i去科大助

Cl877~曰17) I 帝大;去科教授、教

法學博士 授

書記

小) [ [鄉太郎 妙的東京法科大助

(1876-1945) 帝大政治教授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綿，

1一位。京都帝閻

校， 1905-1912) 

人名幫典)) (東京:

(東京:該社， 1983) 

京都帝

1 1 9但 4.1 5~

1915 .3.31 

刑[圳扎
191O.l0.27 

1907.8.23~ 第二部

安二三Z二貝E二3

1907 .10.1 ~ 第一部

1915 .3.31 囑託

1908λ7~ !第二部

委員

i909l14~l 第一部無給
月1 1.2.1 3 囑託

, 1917) 

關大學一覽》明治37-45年(

、丸山信共編，

川973) 。由外蜍式會挂， <<昭和物故人名錄》

37 



師大的主權報第 1

至於京都帝大法科大躍畢業生學與嘉灣舊償調查會之概況，據表工初

步之統訐，至少有宮內季子、哥哥凹真猿、片 rlJ秀太郎、木村增太郎等人。

內季子為京都帝 , f芽、商松的門生;其父鏡子為

隔松參太郎之父聾谷交情深j芋，其妻又是同松之控女，

自京都帝大法科大學畢業後， 1905年便慰

。幼時的年滿織

成立後，又因間給之惜薦，轉任滿鐵調查部苦;貫調查班主任，三禪滿州、!舊

慣調查工作。 31其次，跟昂真猿於1905年自京都帝大法科大學畢業不久，郎

，負責嘉灣南部及北部商業讀習中

事驛站、會社( )、合投輝、則及服康等課題之調查事室，時的、凹的

年陸續完;是調查報告。 32諜報導， 1906年2月 21 日，站出前往伺猴廳(今屏

)東港i品，役場，譚查詢業及合股始于舊慣，證i最f站在我協助，

。 331907年6月，明 、自少凹熊右衛門、 IU內

三之輔前往臺南，

負責萬事慣習之整理。 1908年 l

~t部之商車和債權。

351909年10月，

。 34總之，與砂四、上內恆三郎

，招田、自少屈幫人撥著調查蠹灣中部及

，駐日考資料帶至京都帝大整理編釀。

。 36

3日毒品山研哲， <法學博士同松參太郎&台灣> '1i 208 0 (蓋全灣總管府公文類義) ，明治38年，永久王起

退，第一卷第一門，可<~主書(進退) .J 1905年1 月 19 日， <宮內李子藍各自等全灣瞥 '1質調委會/事物囑托

又> 0 

31 天;每謙丘之郎， <中望過警車慣份調查 ':::~J νT…一天海金發三郎氏吾土吟〈、時各慶談會卜《來洋文化>> 25 

(1 985年2月) ，頁呵。

32 (受;弩舊慣調查事業報告> '豆豆 57-60 。

33 苦;貫模糊> ' {受灣 88新報> '第2357號， 1906年3月 13 位，這綴。

34 < 1喜慣調查會主立況卜《臺j彎 8 日絨線>> '第 2742號， 1907年6fol26 日， 2版。

35 管隊調查事業進程卜《臺灣88新綠> '第288蓮波， 1907年12月 12 日 '2紋。

3日 > ' {臺灣臼紡車持教> '第3447號， 1909年10月 23 日，以矣。

，~ 38 ~ 



寄電都需

再者，片山秀太郎一於1905年自京都大學法科大學畢業後，歷任總督府

、稅務官、參事霄，而於1

案

員
正
委
會

「 籍令

γ 。 37

表二:京都曹大法科大學畢業生蓮香與臨持鑫灣聽慣謂畫筆會概況眾

本職
仁::::j 1);;"吭t=!

任職起迄 備註

聽位

一茁 1905丘 10-

l郎0-

i 1881-

校長、

1r多大學教

*村增太郎 1883- 1908 
i 1948 i 聯合會

:該會， 191 7) 

2 : 10-7 : 12 (1907年 12月 ~1912年12月) 0 ((第

))) ( , 1942) 

37 會19'J 會> ' <臺j去月報> , 6: 10-12' (1 912給10-12月) ，頁 195-196 、 211 、話

39 -~ 



1 期

綜上可知，蓋灣舊慣調至會成立之初，以京都帝大法芳3f大學師生為

主，實際學與臺灣體體謂主主仁作，其人數雖只f占該會報嶺之少數，唯其角

色顯然頗為重贅，蓋聞其大多數均是公、私法學領域學有專稽的代表性學

，無論是蒐集文獻、 田野擱在，

及審議法律等，均投入較多的心力;其結果，

學界的重視和討論。

、撰寫報告書、草擬

心、京都帝國大學與 r 清國行政法 A 之織。鑫

i哥語學太郎鑑於究明現行私法之實況，有必要通攏瞭解滑頓時期的制

，尤其是行政法規之18革 G 於是，向後藤新平建議有)12:'要究明清圓的行

政法蝦。 1903年 10月，當慣謂盜會決定緝查有關行政輯皮之舊慣，於是在

第一部內特設行政科 Q 在岡松的提薦下， 1903年10月 1 日聘請法科大學教授

練學長繡的萬為嘴託'專門主持清國行政法之調查。 38織E於1892年

，進入大學院深造，

種:積東八(1緝令1912 )研習公法壁， 1895年出版《日本有政法論》一書。

1896年，前往英、法、德揭留學，研究行政法及國際法。 1899年返國撓，應

聘京吉r~帝大法科大學教授，攏在行政法講座。 1901年兼任法科大學長， 39被

B本;行政法學創始人…，為行政法體系化留下顯著的業總 O 羽

田應聘後，盡量於舊慣調瓷重點在於臺灣的實況調壺，然而，清國行

政法之調查則是t.:A文獻調查為原則，其既為行政科主任，乃權宜在法科大

學內設立事務所，作為編審清國行政法之處阱。再1同時，認為泣不是一件可

獨立負責的、容易的事情， &\讀與適當的合作者組成調葦醫緣，於是力灌

3岱 《臺灣箏，總調查事業報告) ，真是9 ;織宙萬， 人) (求求:春秋拉松給館， 1943) ，頁316-317 。

羽絨野乏高， (織宙萬卜《法本仿法是學教) (東京:份本評論祉， 1975) , 1030-133 。

40 家都大學70週年紀念編暴發員會.(家都大學70年史> '頁3鶴。

41 (登上灣管f貫主周至是毒草葉報告) 'J{鈍。

~ 40 ~ 



當時的在故鄉熊本療養的前法科大學講師府野藍莓共閑著于， 42並尚能藤新

。囡此 '10月 15 日 c ð守野草莓於1895至 1三自

大文科大學漢學科畢業， 1899年茁繞中國 c i逗留後，…」度應聘為京都

大想法科大學講師。 1906年4月，出任京聶哥大文科大學文學科創設安員，

文科大學成立後，搶f王文那語學、支那文學、支那哲學史講窟。的1905年3

，兩人!這“訂 f 編述體偶， ~步獵東西群籍，蒐集今 Lt:J材料， ~溫得i造抄，折

衷發動。若f直有事之可疑者，立即~Jf(員踏查實地，站措網羅 o 於1905年3

月完成《清厲行政法汎論〉一菁、，分為行政法規、行政組織、

判輛車4篇，前兩篇為織間所攘，後兩篇為持野車責。

分i盒，各宮廳，…時頗為海內外學界所重視，而競相索求 Q 抖據報載，

紳輯讚該盡舉凡清國行政制度搜抉無爐，甚寫完備。乃著手翻譯，作為制

。必行敢科成立之?妾，不到兩年，即速有如此突出之業

績，

1905 年 7 月，織冒進而延攬東京帝大漢學科軀業的淺井虎夫

。的1906年3月，增騁市村守…甘志為雇員;不久，

6 、 10 月，先後增聘東J1 f德

( 1870-193名)、加藤繁( 1 名80-1941 )為曬託; 1908年 11 月，再增聘內村手[5

賺寫囑託 o 1911年，來川、加峰、內村三人被改聘為補助養員。 47至此，行

政科的人事攝制始告確定(

42 織E白為﹒〈法缸片、> '頁318-319 0

的 o守野草吉山博士i-悴仁卜《朱:羊史研究> ' 1O:是(1 9是9年1 月) ，頁 92 0 (符野君山先生略議今，

《東方學教) 17 (1 949年11月) ，頁 170 0 t"Jl I 一本二欠部綿， (草之洋學，rJ)創始者 f之本> (朱家:講言吏祉，

1976) ，頁217 。

44 臨時是灣蓄積總查會， C'奇遇行丘之法汎論) (東京:這全港堂書籍株式會社， 1909) ，真 1-3 0

45 (北京通信卜〈是灣設法車時報} ，第2457號 '1906年7月 10 日，卜立紋。

<金;彎餒'[賓主灣至史事業報告) ，頁78 。

訂閱上泣。

41.~ 



按::聽灣聽慣謂麓會行政科人員一覽表

姓名 在職起迄 備註

織自萬 1903.lO.l~ 

持野直喜 、委 1903.l0.l5~ 拇指.8i1文聘瑋委:

1913.4.2 員

東}I[體治 1907 祖 6.30~ 1911之23改任

1915 .5.31 辯說委員

加藤繁 、 宇宙 1907.6.30- 191 1. 2.23改任
IiJJ委員 1915.5.31 補助委員

內村邦藏 囑託、補 1907.6.30~ 191 1. 2.23改任
助委員 1915.5.31 補助委員

11905.7.7~ 淺井虎次 囑託

1915 .5.31 

市村守一郎|叫 ! !雇 1914.8 .1 

1915.9.30 記

資料來擇: ，夏78 0 薑灣總窗府'

，明;金37年~大正4年夏<官場記事〉

, 1906年8丹 12日， 2肢。

想呵，
如

AUV AVJdHd 

於
滸
為

什
丌
本
之

淺
自
稱及〉
被

讀
史
書
者

大灑學科史部畢業，進入大學說後，從事中

〈辛苦置百科全書〉撰〈支彈法制

;之說心 τJ (閱於清朝之法典〉

們三，淺井被視之為中盛法寄自史的關拓

。東J I[穗抬先於1904年7月應聘為舊慣謂資

48 <故淺井虎火索。3 , < 科: 5 (1929年5月) ，頁 116-117 。

P九 42 ~ 



會第一部囑託，在華從事有關人事舊，慣的實士也謂查，著有《支芽1:法制辭

》、{支那法制史序論》等書，近日援，在間松之引1r下，

政法的編草工作 c 約2日藤繁於阱。6年自東京帝大文科大學支那史學科選科舉

度任職法政大學，經織的之師梅謙次郎推薦， }孟加入清國行政法的

編審工作，從事清關制度之調查。忌。至於內村邦藏農IJ主按係借重其深厚的漢

9 負責〈清|騙行政法》的中譯工作。織凹稱讚內村為少見的漢文大

，兼摺詩文，且構通中國之情況。的要之，行政科的人員雖然不多，

然均是一時之選。

鑑於有必要實土的考察文獻，於是在北京設出差所，然國找不到合適的

，以及成效不彰，結果一年多後就關閉出差用。

其必要，因此， 1906年9月，織由、村野、持松三人舉派官司往中、韓兩國考

察，足跡擺釋上海、蘇三十1 、杭州、南京、漢口、北京、天沖、南滿等地，

, b3現集到清暫的官方檔案、科

舉業論等文獻。但就其引用書曰觀之，中文書(合法令類、政書類、歷史地

) 169種、日文書賠禮、西文書36績， 種，

。 55

給 《臺戶等餒 'f賞識豈是務業報告> '真的、持。織宙萬， {法』工人} ，頁319 0

5日 〈力g籐繁博士年增咚卜秒。藤博士嗨曆紀念家洋史季農就} (求求:當山磅， 1941年12jj) ，交 2 0

淺野忠丸 ， (書評:加藤博士還擇手紀念求:羊史書長2扣， (社會經濟史學}12:30但2年6月) ，頁 77 也

〈放力。藤繁博士追悼認事卜《史學雜宮的 56: 11 (19是6年11 月) ，真 104 0 織怒為 ， (法令人主(

京:毒品秋社松柏館，時是3) ，頁319 0

織白紙 ， (法之人} ，頁319 0

52 同上書，豆豆320 。

53 蓄 'f賞識還是會委員時松參太郎外二名清華書為獨戶、自張(二付之凌科文給σ刊牛卜《臺灣總督府公文類

著，第 12均等第 1 咒，永久進退私、書(海iä) J '的06年9月 2813 0 

54 ( 'jf終記李) , (金;彎路 a 新華的，第2528~庭， 1906年10月 2 日， 2級; <宮紳認哥拉> ' (至是灣 a 日新

報) ，第 2536號， 1906 年10月 11 間，必是反; (博士赴清卜《臺灣絞 8新報} ，第2538號， 1906年10月 13

日， 2版; (1茍松博士;反清卜《臺灣份份新報》﹒第 2586號， 1906年12月 12 俗 '2紋。

巴巴臨時蓋全;幫會答慣調致命， <海路行政法"第一卷土} (東京:來洋fp棋會粒， 1914年3月) ，Jt l 詣。

九 43 "~ 



的大的具體報彈 1

人事漸次完備後，…→面修訂擇國行政法第一卷，…面進行3至6卷之編

箏。工作方式仍比照第… 4卷，採織四、佇野、發井、東川、加藤5人分工蒐

樂章料和損寫 ω 織間負寶行政法的淵源、行政組織、自治制度、戶籍、警

中央政府組織、士也方官聽、地方凹陷、宮更法。灑并負

、土木，以及第四卷之祭肥及宗教、救↑由、

行政、第六卷之揖納。東川負資第五脊第三萬司法行政。加草叢除了負責增

、地方官麗、地方自治等頂之外，另攝糞土梅制度、

。 56街上顯示分工大戰配合各人之專長。織由表示其親自調查

撰寫該書之一部分，其餘的大部分均成之於抒野委員及補助費員之子。然

後，其親自針對所有的手稿仔綿點檢訂正、取拾補強，始成定鵝。 57從綱

以迄文體、假名用法均經織自統一處理。加藤繁回憶時芬表示 r我們調

，就將草鵑交給織間先生。先生讀過後指出純點，

革進行修訂。內容順序已有所改變，章節標題也有所f修改，立宣加上法律的

解釋，有時添加結論。當然，文章已經組修改，書寫風格已取得一致，

於人之手 c 叫忘自由上顯示，各第之詞藍與撰鵲雖按各人專長分

，但自織間最f~i總其踐，使得 (i有盟行政法〉成為一部體例完權、有系

繞的研究清朝制度之巨著 G 的13年12月， (清輯行政法〉全6卷悉數刊行。

男二年3月，行政科業務結束。間'r社鑑於第一卷倉促妞藹，繹誤、脫落甚多，

'織間等人體訂增補，於191尋年3月出版修訂跟上、卡爾捕。撥著，內

村邦藏負責聽譯成中文，而分別於凹的、的楠、 1918年出版。在京都智大法

科大學內所混行的清關行政法調查、編義事事業才告結束。的

56 肉上書，序文，頁2-4 。山核古拉夫，訴苦 I 文，頁96…99 0

57 鐵路寺金灣誓，t貪官為至誼會，如海蓋章行政法第一卷(上)豆，頁4 。

58 級野i已高， (日本人0) 中磁觀(下) 織宙萬博士仍『j券發行政法dJ f 揖')(、弓-r) , {思想、:> 456 

(1 962 1手6月 ) , Jl:65…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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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γaiwanese 

Manners and Customs 

Wen-hsing Wu 

Abstract 

This paper expJores the roJe and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and faculty members 

of Kyoto Imperìal Unìversity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τÌ':lÍwanese Manners and Customs 

(1 901).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and the coJonial rule in Taiwan. Kyoto Imperial Universìty had Jong 

been an office of the unit affilìated wìth the Bureau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Taiwanese 

Manners and Customs. During the studies、 some renowned scholars and graduates 

of Public Laws, Private Laws and History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making the 

study fu lJ of academic value and authority. The resu Its served as the basis tor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in the estabJishment of law and govemment policy ìn the colony. 

lt also becomes significant materials for the academic research. The involvement 

ofthe 州ldents and faculty members of Kyoto Imperial University in Taiwan atfairs 

ìs obviously similar to that of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and Sapporo Agricultural 

College. This pattern of university-government cooperatìon can be considered quite 

unique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olonialism. 

Keywords: Kyoto ImperiaJ Universi村， Temporary Taiwan OJd Manners and 

Customs Survey 紋。ciety， Taiwan private law令 Administrative Law of the Qing Dynasty, 

Research on Aboriginal PeopJe , Old Custom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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