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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友昌子， 1947年生於日本神奈川縣， 1972年日本女子大學文學部社

會褔祉學科畢業後，即投入社會福利事業之相關研究，其研究專長為社會

福利論、社會福利史、近代社會事業發展史，主要研究著作有《近代社金

事業凳展。〉財政仿基礎研究} (1981) 、《地方自治制度。〉展開色社金事

業行財政} (1987) 等，以及相關編輯與期刊論文約三十餘篇。大友教授

* 拙文撰寫過程中承蒙吳文星老師課堂上的指導與建議，大野育子、陳世芳、李鎧揚、張家紛、黃婉

琪、謝明如等先進與同學提供寶貴意見，以及參考資料方面的協助。另外，亦承蒙匿名審查老師惠賜

卓見提供修訂，使拙文的錯誤減至最低，並獲得適當的調整及修正，謹此特致謝忱。

料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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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投入《台灣給督府文書目錄》的編案，並與永岡正己、沈潔、孫彰

良等人合作進行《戰前戰中期7:;/7研究資料 2植民地社企事業開係資料

集﹒台灣編》之編靠工作， 12006年以〈日本統治下植民地社合事業政策。〉

研究:台灣色朝鮮。〉比較在通L τ 〉一文取得長崎純心大學博士學位(論

文博士) ，現職為中京大學現代社會學部教授。

大友昌子教授的大作《帝固日本仿植民地社合事業政策研究:台灣

.朝鮮》是由其博士論文所修改增補而成，全書包含序章、結論與附錄共

506頁，並分為三部十四章(含序章與終章) ，透過社會學、統計學、歷史

學，以及比較研究的方法闡述日本統治下殖民地臺灣與朝鮮社會事業政策

之研究。 2序章「殖民地社會事業的問題」中首先提到二戰前日本在東亞各

古領地、殖民地雖有不同的統治與支配型態，但就社會事業政策來說，卻

是各地域共通的政策，而且有著「答」與「跆」的兩極歷史評價，故該書

即以此為基礎，導出研究的問題意識:即試圖探究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與朝

鮮社會事業具體形成之過程，並以近代日本社會事業近代化的四個指標:

(一)由救貧轉向防貧; (二)專門行政機關的設置及社會事業財政之確立;

(三)社會事業之組織化與計劃化; (四)社會事業教育的開始與體系之確立，

用以檢視臺灣與朝鮮社會事業近代化的過程，以及與日本相異之樣貌。另

1 永岡正己給今監修，大友昌子、沈潔監修， <戰前戰中期，.:，)，.研究資料2植民地尋土合事業開佛、資料

集﹒台灣編》第 1-51卷、別冊(東京:近現代資料刊行舍 '2000-2001年)。該史料集除有「台灣編」

外，尚有「戰前戰中期，.:，)，.研究資料1朝鮮編J (共55卷、別冊)、「戰前戰中期，.:，)，.研究資料3滿

洲﹒滿洲圈編J (共44卷、別冊) ;詳見「近現代資料刊行合示-/...A..一步J : http://www.kingendai.

com!

2 該書論及臺灣的部份尚有中文摘要版發表，參見大友昌子， <臺灣社會福址文化的基礎:論其形成及

特質) ，收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 <第五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書長) (南投:同編者，

2008年) ，頁 27-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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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該書試圖提出臺灣與朝鮮社會事業近代化的形成是否屬於「被抑制的

近代化 J '並透過具體的研究與分析，以檢證社會事業呈現之水準為「日

本>臺灣>朝鮮」之假設。其次，在殖民地社會事業近代化的分期方面，

本書主要將臺灣與朝鮮兩地各分為三期，分別為創設期:破壞與修復;擴

大期:解體與社會統合;終結期:方面委員制度看戰爭與福利，並配合前

述的「四個指標」詳述殖民地社會事業近代化的發展歷程。

為清楚與方便介紹該書，以下將分為臺灣、朝鮮，以及兩地社會事業

之比較等三部份，大略介紹書中主要內容與論述。

(一)薑灣的社會事業

1.創設期( 1895--1920)

該書論及臺灣社會事業的創設期時，先提及中國自古以來即因儒、

道、佛教的關係，以及歷代對於救濟事業的獎勵，都使得救濟事業成為一

種崇高的國家理想。而官民雙方的窮民救助事業的發展，是隨著明代以降

各州縣養濟院政策的建立，以及普及於中國南部民間以慈善、公益事業為

目的之「善會、善堂」而展開，且多是由都市為中心的鄉紳層、紳商所發

起。而在臺灣方面，清領臺灣的隔年(1684) 即開始在臺灣縣、鳳山縣、

諸羅縣等地設立救濟貧民為目的之養濟院，其後則陸續於西部各行政區設

立相關機構，這些官設養濟院在日本領臺之前一直都是地方救濟事業的中

心。民間方面則透過善堂、善會，以及祭租公業進行各種救濟事業，而為

因應天災、飢荒與窮民救濟，官方則設立「義倉」以備不時之需。其次，

則分別討論清末臺灣的福利行政系統、義倉，介紹官方社會事業發展的

情形，並且也點出臺灣民間社會事業的主要特色是以地方社會鄉紳層與紳

商為中心的體制，同時也透過寄付系統或是寄付文化的方式維持地方社會

事業的財源與運作。因此清代臺灣社會事業之形成，主要與移民社會的性

格有關，並透過以民間鄉紳層為主的地方自治與保甲制度，以及官民共同

合作的方式而形成厚實的福利文化基礎。日本領臺後，短暫的戰亂使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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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救濟事業中斷，雖然總督府當局曾經一度在臺試行日本的救恤規則，

但因為救濟條件的限制與給付水準較以往低下等原因，而不適合臺灣的現

況，因此總督府乃於1898年恢復因戰事而中斷的舊官立慈惠院等救貧機

構，並於1899年施行「臺灣窮民救助規則」。因此， I慈惠院制度」與

「臺灣窮民救助規則」可以說是日治初期臺灣主要的兩種救貧制度，其救

濟水準則比日本本土要高，而這也說明了統治當局如何將被殖民社會的褔

利文化基礎再次重整活用(繼承與再編) ，並以最小的投資獲得施政上最

大效果的巧妙統治手法。

2.擴大期 (1921~1933 )

1920年代隨著產業社會的發展，日本的社會事業為因應社會所需因而

逐漸由原本的救貧政策轉向防貧政策，而在這種轉換過程中，新的防貧系

統也會因此促進該個時期社會事業的近代化。日本的社會事業走向以防貧

政策為主的契機，主要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衰退、 1918年米騷動、

俄國革命、大正民主時期，以及與西歐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事業國際標準

化等等政治的、經濟的發展或事件有關。也就是說，日本已經認識到社會

事業除了原本的救貧與防貧機能外，還是維持社會秩序與國家統合的有效

社會裝置。因此，擴大期的殖民地社會事業政策，主要不是對應產業社會

的發展而來，而是基於維持社會秩序與社會統合，並且也是對應抗日運動

與民族主義高漲的一種緩和政策。

依循著1920年代臺灣社會的背景，作者首先指出1920年代臺灣的社

會背景使得臺灣原有的雙重救濟體制變得不足以應付當時的社會需求，加

上施行於日本的「救護法」並未施行於臺灣，因此促使臺灣市街庄或民間

的窮民救助事業擴大，傳統的救濟事業重新復活，並帶有維持社會秩序與

社會統合的新性格(社會防衛)。因此，透過傳統與新型態的民間窮民救

護事業的發展，還是可以補足「救濟法」並末實行於臺灣的缺憾。其次，

則是說明該時期以經濟保護事業為主的防貧類型社會事業體系，則因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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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差別待遇與文化相異等因素，而使得該政策在臺灣的實施可以說是較

不符合臺灣人本身的需求。最後，作者指出臺灣社會事業的組織化與社會

教育的開始，除了逐漸將臺灣住民導向「近代化」的方向外，同時也成為

戰時體制的一環。

3

1930年代之後，社會事業的指標轉變為方面委員制度，該制度結合救

貧、防貧與組織化，並成為聯結國家與住民的一種社會裝置，方面委員除

了是地方社會事業的從事者外，同時也是行政政策在民間的執行者，特別

是在戰時體制下，方面委員制度具有相當強的文化工作性格，該特質是殖

民地社會事業終結期的特徵，並呈現出政治性格之面向。

1937年進入戰時體制後，方面委員會因殖民地體制與戰時體制這二重

拘束而顯現出其政治性的特質，臺灣的社會事業重心也漸以軍事扶助、援

助為主，另外，戰時體制下的方面委員也配合皇民化運動，而開始進行相

關的文化工作，諸如迷信與陋習的打破、寺廟等偶像信仰的廢止、神社參

拜的推進強化等等。因此，作者認為原本具有補強防貧系統性格與特質的

方面委員制度，已隨著1937年進入戰時體制而改變其初衷，並開始配合政

府皇民化政策進行相關文化工作，而這種情形也顯示出殖民地社會事業在

終結期的侷限性。

(二)朝鮮的社會事業

1創設期( 1910--1918)

朝鮮的救濟制度自新羅時代以來，即已成為官方所管理與經營的國家

事業之一，當時的救濟制度內容主要有救荒、救貧、救療、婚姻與喪葬補

助、地域鄰保(鄉約)。另外，16世紀所成立的鄉約制度，以及日韓合併

前後的社還米制度，都是朝鮮前近代時期重要的福利文化基礎。而朝鮮前

近代的救濟事業主要是由官方或地方行政所主導，並受中華傳統福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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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發展出朝鮮自身的福利文化模式，但由於李朝後期國家力量逐漸

衰弱，加上朝鮮的兩班、儒生層等地方社會支配階級對於救濟事業的參與

度較低，因此也使得李朝後期朝鮮的福利文化基礎呈現較為薄弱的樣態。

1910年日韓合併後，李朝時期的兩班、儒生層、吏屬等舊菁英階層喪

失原有的特權，加上朝鮮人民對於日本的反抗與不滿，因此使得朝鮮總督

府開始進行相關的懷柔與收攬政策，包含對於前述特權階級的授產、貧民

稅金減免、免除官營社還米制度的社穀歸還等，這些為安定朝鮮社會合併

後的緊急政策之實行，主要是由日本皇室之名義，下賜巨額的臨時恩賜金

所支應，並將其分配至各地以進行授產(占近60%) 、教育事業、罹難救

助、成立朝鮮總督府濟生院，以及提供1914年「恩賜，罹難救助基金規則」

的設置。另外，大正天皇即位時所支出的眼恤基金也被用來成立「恩賜服

恤資金窮民救助規程」。此外，作者指出1910年日韓合併前後，日本國內

正受到日俄戰爭後財政抑制政策之影響，因而在社會事業政策上開始進行

所謂「濫救防止」之方針，此方針明確的反應在朝鮮窮民救助政策上，其

特徵是透過「恩賜金」制度進行社會事業諸制度之整備，以及建構具有限

制性的救濟事業。因此，合併後朝鮮創設期的社會事業政策主要的特徵為

強調「恩賜 J (天皇的恩典與仁政)的重要性，並且是一種將朝鮮進行屬

國化與象徵主從關係的社會事業政策。

2.擴大期( 1919--1932)

1900年前後，朝鮮除了歷經李朝末期約一百年的政治與社會停滯外，

也陸續遭受到西歐與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內憂外患的結果，除造成一般

民眾生活窮困，以及地方行政紊亂，並使得朝鮮社會的貧困情形日益嚴

重，而這種情形直到1930年代後期才逐漸獲得改善，其原因與大量的農村

貧困者離鄉背景前往朝鮮西北、滿洲、日本進行勞動或是開拓移民有關，

作者在朝鮮社會事業擴大期的敘述，主要是以1920至 1930年代的貧困問題

與社會事業政策的關聯進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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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殖民地社會事業近代化政策的背景方面，作者闡述1910年代

末期朝鮮受到國際情勢與「三一獨立運動」的影響，而使得朝鮮的統治政

策從以往的「武斷政治」轉為「文化政治」之背景，並以齋藤實第一回擔

任朝鮮總督 (1919~1927 )的文化政治與社會事業的近代化政策，以及其第

三回擔任朝鮮總督 (1929~1931) 的窮民救濟土木事業為例，說明1920至

1930年代朝鮮社會事業的發展，由此點出社會事業的擴大及轉變(由救貧

轉向防貧)與社會治安維持的相互關係。

其次，朝鮮總督府在此擴大期中除了進行社會事業行政組織，以及

財政的整頓外，也展開大規模的經濟保護事業政策。該政策是對應1920年

代以來因社會貧困問題而引發的抗日與民族主義運動，因此在擴大期中社

會事業的目標具有強烈的警戒與社會防衛姿態，也逐漸由救農政策往勞動

政策傾斜(窮民救濟士木事業) ，並朝向與社會教化一體化的方向推進，

企圖透過教化來規範民眾的日常生活習慣與意識，以維持社會的和諧與安

定。

最後，作者指出朝鮮於社會事業擴大期時，並無實施與日本相同的救

護法制度，因而面對朝鮮農山漁村長期的貧困問題時，總督府方面一直無

法找到有效的因應對策，僅能透過窮民救濟士木事業與勞動力調整事業來

解決失業與剩餘勞動問題。另外，勞動力調整事業的推行也促使朝鮮的勞

動人力資源化，並透過此一政策將朝鮮勞動人力推向朝鮮西北、滿洲、日

本，進行移民與拓殖相關活動。

3.終結期 (1933--1945 )

殖民地朝鮮社會事業進入1930年代後，其指標則轉變為方面委員制

度。如前所述，該制度結合救貧、防貧與組織化，並成為聯結國家與住民

的一種社會裝置。朝鮮的方面委員制度始於1927年，其制度與特性與臺灣

類似，同時在戰時體制時，所執行的文化工作，也同樣顯現出其政治性格

的面向。不過，作者在此部份並無專門介紹朝鮮社會事業終結期的方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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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制度，而是以慎英弘對於朝鮮方面委員的研究為基礎， 3透過介紹晝灣

的方面委員為中心，以比較的方式進行考察。因此，該書關於殖民地朝鮮

社會事業終結期的部分，僅略提到1934年朝鮮方面委員規程改編與1941年

「朝鮮救護令」之施行，而關於朝鮮方面委員的實際運作情形，並未如前

兩期以專章之形式來介紹與討論。

(三)臺灣、朝鮮兩地社會事業之比較

1創設期

殖民地社會事業的發展源自於各區域獨自發展的社會福利文化基礎，

並由「宗主國」日本將新的社會事業系統導入而形成，作者首先透過對臺

灣與朝鮮兩地舊有的社會福利文化基礎特徵與水準進行檢證，以說明殖民

地社會事業近代化的初期條件，並由此得出臺灣與朝鮮兩地相異的特徵。

其特徵主要為: (1)臺灣多樣與廣泛的社會事業，乃有賴於漢人社會中的紳

商寄付文化，以及官民共同經營的社會事業之發展，相對於朝鮮，救濟事

業的經費與營運主要是由國家與地方行政所負責; (2) 臺灣多樣化的社會事

業至日本占領前仍相當興盛，朝鮮的社會救濟系統功能則因李朝末年的衰

退而減弱; (3) 兩地地域的支配層對於社會事業的關心不同，因此造成臺灣

水準高，朝鮮水準低的情況; (4) 日本與朝鮮在前近代的救濟事業方面，均

部份源自於中華福利文化的類型，不過與日本相較，朝鮮以國家為主導的

社會事業更為制度化、系統化，但若論及鄉約制度末全面在朝鮮社會設置

的任意程度，日本的「五人組制度」卻更形系統化;叉，朝鮮的兩班與儒

生層、日本的鄉士與地主等地域支配層對於救濟事業的介入程度較低，臺

灣則因紳士富商的寄付文化而對於救濟事業的介入較高，因此日本與朝鮮

兩地福利文化程度低落的情形是共通的特點; (5) 朝鮮與日本的社會事業主

要是以官方主導，臺灣則是以民間的紳商為主。而透過以上五點作者則企

3 慎英弘， <近代朝鮮社合事業史研究) (東京:綠蔭書房， 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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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檢證兩地在日本占領初期的褔利文化基礎水準呈現臺灣高、朝鮮低的情形

是源於兩地福利文化胚胎的差距的假設。

殖民地化初期社會事業政策不論在臺灣或朝鮮均被視為是「宗主國」的

仁政或善政，且也是占領或殖民化初期在經歷破壞過程後的一種修復機制。

臺灣方面則是透過後藤新平將未有機會在日本實現的社會政策實行於臺灣，

並將這種先驅性的救貧系統具體化，而朝鮮則是透過投入巨額的「恩賜金」

以針對舊支配層進行授產對策為主的社會事業，並且是一種限制與防貧為主

的救濟事業。另外，作者也透過1910年代日本、臺灣與朝鮮三地關於社會事

業相關法令的差別，說明以府令(臺灣)與訓令(朝鮮)為主的殖民地社會

事業相關法令，位階低於日本內地的法律(救護法， 1932年施行)的情況，

將會持續影響到殖民地社會事業在後兩期的發展，並造成殖民地社會事業的

水準逐漸呈現低於日本的樣態。

2.擴大期

一次大戰後至1920年代初期，日本與所屬殖民地接連受到經濟的動搖與

政治方面的直接抵抗，面對這一波反抗的力量，殖民地統治方針乃朝向「文

治政治」或是「文化政治」轉向，社會事業也朝向近代化發展，並在原本防

貧與救貧之外，肩負起民心安定、秩序維持與社會統合的工作。但因為西歐

式的近代化社會事業系統的移入並非完全適合於臺灣與朝鮮的需求，加上殖

民地欠缺相當於日本「救護法」的救貧類型之社會事業系統，使得臺灣與朝

鮮兩地並無法有效處理廣泛的貧困問題。

另外， 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期，臺灣與朝鮮兩地都開始進行社會事業近

代化的政策;臺灣是以都市為中心，朝鮮則是農村與都市。此外，日本實施的救

護法未能在殖民地臺灣與朝鮮實施，因而逐漸造成日本與殖民地間社會事業

水準的差距。換言之，殖民地以經濟保護為中心的防貧系統，其規模較小於日

本，並不利於殖民地住民，且以救貧與防貧網絡為中心制度的救護法末在殖民

地實施，故殖民地社會事業的發展可以說是呈現所謂的「被抑制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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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吵93拘O年代後期日本與殖民地的社會事業主要為方面委員制度的實施。

因此，作者透過前人研究的基礎，以及檢視臺灣的方面委員會制度，並得

出臺灣與朝鮮兩地社會事業終結期特徵的異同，主要為: (1) 1930年代後臺

灣的方面委員會制度積極地展開與普及，就社會事業設施、機關等社會資

源的數量與種類來說，臺灣都多於朝鮮，而這種情形乃是臺灣福利文化基

礎較為深厚所產生的差別。另外，在救護法未施行的情況下，臺灣與朝鮮

的救護水準比日本低，而臺灣叉比朝鮮高; (2) 臺灣與朝鮮的方面委員會制

度主要是對貧困層與低所得層進行相關情報的蒐集，調查機關的性格較日

本為強烈，其結果則形成以維持社會治安與秩序，以及政治性格強烈的制

度。另外，由於調查，性格較為強烈的方面委員制度帶有較強的指導性與教

化性，因此在「救護法」或「方面委員令」欠缺的殖民地上，方面委員制

度即成為社會事業政策的中樞機關，且重要性也因戰時體制的到來而逐漸

I曾強i 。

近十多年來， ，-殖民地史研究」受到當代西方「殖民近代性」思潮，

以及「跨區域﹒科際整合」的影響，使得過去以二元對立式，或是帝國主

義式的論述逐漸轉變，並朝向更為多元的角度與方法發展。因此，日本學

界也從過去單獨以自身為視野的歷史研究模式，轉而開始從東亞史或是帝

國史的寬廣角度回顧戰前歷史發展的進程。大友教授的《帝固日本仿植民

地社金事業政策研究:台灣﹒朝鮮》一書即是在此觀點下，利用本身所具

備的社會科學方法，並透過統計學、歷史學，以及比較研究的方式，闡述

二戰前日本統治下殖民地臺灣與朝鮮社會事業政策。因此，該書的出現突

破了以往僅以單一殖民地或地域社會的研究方式，而改以透過帝國史的視

野，以及利用殖民地比較研究的方式，對二戰前臺灣與朝鮮的社會事業政

策發展進行翔實的考察。因此該書可說是近年來關於殖民地社會事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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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方面，相當具有參考價值，並兼具開創性的重要研究成果。而其試圖

跳脫以往「二元評價」的普遍論點，探究殖民地社會事業政策所里顯的差

異與轉變過程，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各別需求與意圖，並且大量運用官方檔

案與相關文書、期刊等一手史料，建構殖民地社會事業發展的實態與其相

異之樣貌，其立論兼具啟發與開創性，可說是近年來社會事業史相關研究

之佳作，不僅如此，其對於往後殖民地比較研究之相關領域或課題方面，

也勢必會給予相當程度的啟發。

另外，關於該書的評論，目前已有日本堉玉縣浦和大學的沈潔教授針

對該書進行簡單的介紹與評論，主要為: (1)殖民地社會事業近代化的過

程，建議由「被抑制的近代化J '改為「奇形的近代化 J ; (2) 關於日本與

各殖民地「褔利文化的基礎J '本書並末進行實證性的考察，理論根據也

並不明確; (3) I 褔利文化的基礎」的重要因素與真正面向，也就是殖民地

住民的勞動運動、反殖民地支配運動等，本書並末言及。因此，若抵抗力

強的話，殖民地政策的推進就較易受阻而變得進行緩慢;反之，抵抗力弱

則殖民地政策的推進就會容易且，快速;所以兩地在社會事業近代化的過程

中才會呈現不同的樣貌。 4而關於沈氏的評論，大友教授也提出了回應，並

接受了部分的看法。 5因此，以下乃針對大友教授的大作提出與上述不同的

觀點及看法。 6

4 沈潔， <書評:大友昌子著《帝因日本仿植民地尋土合事業政策研究:台灣﹒朝鮮» ' <社合福祉字〉通

兮的(東京:日本社合福祉字舍， 2008年5月) ，頁223-225 。

5 關於沈潔教授的評論，大友教授基本上僅同意第二點，而對於第一點的回應大友教授則認為若以

「奇形的近代化」說明殖民地社會事業的近代化過程，則意味著「奇形的J (殖民地)的相對是「正常

的J (日本) ;而關於第三點的回應大友教授則持「尊重」但不同意的態度;而關於沈氏的三點評論，

筆者則與大友教授一樣持相同的看法。參見大友昌子， <書評句 J~ i?~、:帝囡日本仿植民地社合事業

政策研究:台灣﹒朝鮮> ' <社合福祉字〉通兮的 (2008年5月) ，頁226-228 。

6 作者在該書卷末已提出該書目前未處理之問題與缺失，分別為，.(1)其他地域社會事業政策之研究;

(2) 社會事業活動與實踐，以及經營之實態; (3) 政策決定之過程; (4) 臺灣原住民社會事業之研究;

(5) ，.救貧、防貧」外，其它社會事業相關政策之考察;(6) 使用資料偏向統治當局」等六點。因此，以

下將不再對上述各點進行個別評論。

一 145 一



咐主學報第3 期

(一)假設提出的必要性

本書從序章開始，以及各時期前的引論，即提出殖民地社會事業

近代化過程中各時期的問題假設，並經過檢證後於結論得出殖民地社會

事業的發展是屬於「被抑制的近代化」的性質。但是檢視本書的內容即

會發現，其在各時期引論中所提出之假設與最後所得出的結論幾乎都相

同，只有疑問與肯定句的差別 O 所以就該書的研究方法來說，其假設

所建立的依據與過程為何?為何這些假設在經過作者辛苦的檢證與比較

後，會產生假設與結論幾近相同的結果?換句話說，若排除這種「先驗

性」的假設，實證性地依照史料所呈現的時間序列與背景，陳述殖民地

社會事業政策發展的問題與事實，並進行綜合性的分析及評價，應、能更

具體與扼要地說明本書所欲討論的問題。

(二)朝鮮部份的敘述略為薄弱

本書雖以殖民地臺灣與朝鮮的社會事業發展為論述中心，但是在架

構方面，朝鮮部份的敘述相對之下就較為薄弱，這種情形特別是在「第

三部份殖民地社會事業的終結期」時最為明顯。雖然作者己說明此部份

主要是參考前人研究為主，並舉臺灣的實例說明戰時體制下方面委員制

度的運作情況，但是就此時期兩地的方面委員制度來說，該書並未說明

兩地是否意味著因戰爭與皇民化運動之因素，而呈現幾近於相同的發

展。

(三) r新舊轉換間」與「經驗傳承」之描述較為缺乏

該書雖然詳實地提到臺灣與朝鮮社會事業的基礎，以及日本統治後

的社會事業近代化的過程，但是對於社會事業「新舊轉換」之間的描述

則略顯缺乏。 7因此，對於殖民地社會事業的創設期則著重於「社會福利

文化基礎」的延續，而忽略「新舊轉換間」相關制度的摸索過程與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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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宜之特性。此外，關於近代化社會事業引入殖民地的過程當中，作者偏

重「宗主國」日本對於殖民地臺灣與朝鮮的縱向影響，因而較忽略「移、

殖民地間」的相互「經驗傳承」之橫向描述。 8

(四)數據所呈現的問題

本書的特色之一為大量使用數據與圖表，以說明殖民地社會事業發展

的變化與呈顯之樣態，然稍嫌美中不足的問題在於，本書使用大量的數據

與圖表，卻無圖、表目錄的設計，且圖、表的呈現方式頗為複雜，但行文

中卻未多作說明，亦造成閱讀此書的不便。由歷史研究層面來說，作者過

於依賴利用數據與圖表來呈現歷史樣貌，但這些數據與圖表僅能說明歷史

發展趨勢與部份樣貌，卻無法深入探討政策制定過程與社會內部細微變化

之關係，以及相關政策施行後，其與社會的容受關係。

'1m、

綜上所述，本書基本上以「殖民地社會福利文化基礎」為開端，透過

「近代日本社會事業近代化的四個指標 J '分期檢視臺灣與朝鮮近代社會

事業政策的執行與發展過程，詳實地呈現兩地在日本統治時期社會事業之

樣貌，並跳脫以往「二元評價」的普遍論點，重新考察殖民地社會事業政

7 例如，在描寫占領初期全灣社會事業的情況方面，該書即從1897年總督府對於各地的義倉調查報告

開始談起，而關於政權「新舊轉換」的軍政時期(1895-1896) 之社會事業發展動向與情形，則較為缺

乏。關於軍政時期部份地方救恤之描寫及記錄，或可參見福島安正編， <淡水新政記> (東京:出版

單位不詳，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1895年)。

B 例如，就1888年《明治二十年功程報告》內「縣治事務」中所呈現的沖繩縣「窮民救助規則」即是以

「舊開拓使(北海道)管內窮民救助規則」為施行依據，那麼1899年施行的臺灣窮民救濟規則，是否

與沖繩有著相互「經驗傳承」關條、?倘若能進行「移、殖民地問」的相互「經驗傳承」之描述與比較，

或許更能勾勒出建民地，社會事業發展的特性與實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所謂的 I(舊)開拓使管內

窮民救助規則 J (1 875) 主要救濟對象為明治初期前往北海道進行開拓墾殖卻因故而家道中落的各

地方士族，因此該規則的施行經驗是否影響到後來沖繩與朝鮮士(貴)族的救恤，則值得深入探究。

參見〈果治事務員長恤> '資料來自JACAR(7:?7歷史資料-e/'夕一) Ref. A07061705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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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所里，顯的差異與轉變過程，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各別的需求與意圖，並且

大量運用前人研究、官方檔案與相關文書、期刊等一手史料，建構殖民地

社會事業發展的實態與其相異之樣貌，其立論深具啟發與開創性，且可由

此導出許多相關的延伸議題，例如:

(一)朝鮮社會事業與勞工問題

作者指出朝鮮社會事業擴大期，因無實施與日本相同的救護法制度，

所以面對朝鮮農山漁村長期的貧困問題時，總督府方面一直以來並未找到

有效的因應對策，僅能透過窮民救濟士木事業與勞動力調整事業來解決失

業與剩餘勞動問題，並利用勞動力調整事業的推行促使朝鮮的勞動人力資

源化，將朝鮮勞動人力推向朝鮮西北、滿洲、日本，進行移民與拓殖相關

活動。那麼勞動力調整事業等相關機制，是否促進了朝鮮工人素質提高，

並喚起勞工意識的左傾，從而造就了社會主義運動在朝鮮西北部等地的發

展，使得結果呈現朝向與總督府期望相反的情勢發展?兩者的關聯性則值

得未來深入探究。 9

(二)社會事業與地方社會領導階層

該書一開始即提到臺灣強而有力的社會福利文化基礎，主要與紳商領

導階層有關，而其對於地方事務具有相當大的決策與影響力，是維持社會

和政治整合的主要憑藉，同時也是官民之間的橋樑。 10雖然他們會因為時代

與制度的轉變而在功能上產生變遷，但是往後若能探索他們在各時期(創

設、擴大、終結)社會事業的變化，或許能進一步釐清其在近代化社會事

9 類似的論述可參見Soon-Won Park,“Colonial Industrial Growth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Korea

Working Class ," in Gi-Wook Shin and Michael Robinson, ed. , Colonial Modernity in Kore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28-160.

1日吳文星， (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書局'2008年) ，頁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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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11另外，傳統漢人宗族內所保有扶助貧困族人

的互助機構，一直在移墾社會時期的臺灣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客家人的

「嘗會」、「神明會」等，這些互助機構除了透過宗族內的菁英給予族人

物質福利外， 12也透過該機構及宗族菁英之人際網絡向外涉及地方性社會事

業， 13從而形成臺灣社會福利文化基礎之一，而這些以宗族親屬關係為基礎

所發展之道德的、物質福利的和強制性的控制手段，同時也與國家控制相

輔相成。 14

此外，在朝鮮方面， 1930年代後朝鮮總督府則透過農村生產復興運

動，培養新的地方社會領導階層，並透過這個新階層所進行的社會事業

(例如鄉約)控制地方社會與鄉村的每一個層面。 15因此，社會事業與地方

社會領導階層、宗族組織，以及上下層之變化和互動關係或許是往後值得

延伸探討的課題。

11 另外，根據梁其姿的研究，清中期後的中下層儒生最關心的是如何保住本身的社會地位，使之不下

降，在種種不利的社會經濟條件下，致力維持一定的地方影響力;由於往社會上層再攀升的希望渺

茫，他們的目光變得較為狹窄，主要集中在地方，並透過地方性的小型善堂及其他地方性組織獲得或

維持一定的影響力。那麼若對照日治初期以來，地方社會(街庄或大字)部份舊領導階層積極從事地

方性傳統民間社會事業(例如善堂與鷥堂)的情況來看，是否意味著伴隨著政權與新舊領導階層的轉

變，傳統性民間社會事業的經營已成為舊領導階層鞏固地位的主戰場?關於這些問題，往後能進一步

處理各時期社會事業與地域社會領導階層之關餘，或許能夠補充說明臺灣社會福利文化基礎厚實的

原因。哥哥其姿， <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 (全北:聯經， 1997年) ，頁251-253 。

12 例如，一般均認為公業組織(如嘗會等機構)提供耕作機會和救濟、公益活動，乃至客庄經常顯得相

對富足。陳秋坤， <清代地權分配與客家產權:以屏東平原為 1?1 (1700~1900) ) , <歷史人類學刊》

2: 2 (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2004年10月) ，頁23 。

13 參見拙作， <屏東竹田西勢覺善堂與六堆地方社會(1933-1945) ) , <臺灣文獻) 60: 2 (南投:國史館

臺灣文獻館， 2009年6月) ，頁 1日-113 。

14 王國斌， <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頁

102-103 。

15 Gi-Wook Shin and Do -Hyun Han ,

Campaign,1932-1940" in Gi-Wook Shin and Michael Robinson, ed., Colonial Modernity in

Kore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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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教與社會事業政策

宗教與社會事業一直以來即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臺灣與朝鮮兩地宗

教政策的變化，也關係到社會事業政策的發展。以臺灣來說， 1930年代後

的方面委員制度展開後，擔任地方社會方面委員之職的通常是該地域的領

導階層，且部份在擔任方面委員前已從事既有或傳統性的民間社會事業，

這些事業大多都與宗教或民間信仰有關，因此他們在執行以破除舊(陋)

俗為主「文化工作」時，面對本身主持或創立的廟宇，其所處立場為何?

又如何因應1937年後在各地的施行「寺廟整理運動 J ?若往後能夠進行宗

教(政策)與社會事業政策關係之闡述，或許更能夠瞭解方面委員在地方

推行「文化工作」時所面臨的反應與處理方式。 16

綜而言之，該書可說是近年來社會事業史相關研究之佳作，其對於

往後有志於從事相關議題的研究者來說，也誠為必讀之著作 O 全書雖有少

許缺憾或待補強之處，然瑕不掩瑜，期待未來能夠就本身所建構的研究基

礎，將個別主題深化，或甚至是擴展到其他日本移殖民之相關地域， 17繼續

以比較史的角度探究區域聞發展之異同，使其相關的研究能夠進行相互對

話與驗證，或許能夠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日本在東亞近代化的過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與位置。

的關於這一方面的初步討論，或可參見拙作， (屏東竹田西勢覺善堂與六堆地方社會(l933~1945» ,

頁 125-135 。

17 例如，最近的研究就曾提到 1900年代加拿大溫哥華的日為移民即透過參與當地漁業事業，而發展出

屬於移民社群的社會j慈善事業，並透過此機構面對本身所處的移民社會。因此，若透過檢視這些外

地，移民社會事業的創設與發展，或許可以使我們認識到日本近代社會事業在不同的移殖民地下所呈

現不同過程與樣態。林呈蓉， (加奈陀目兔香坡日喬移民之考察) , (臺灣國際研究季刊H:3(臺北:

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2008年) ，頁 155-1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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