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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灣當前因政經局勢發展 ,「 南向」之說甚囂塵上 ,其實早在日治時期就有

南向之策 ,即所謂以台灣總督府為主導 ,對華南及南洋進行一系列經營活動之

「南進」政策 。有關 「南進」課題的探討 ,在終戰前 ,已有文獻資料及調查報告

出現 ,相關論述亦先後問世
l;戰

後以來 ,除延續台灣作為廣義日本南進殖民地

的論述外
2,更

針對以台灣為基準之南進細目 ,諸如 「日本南進與台灣關係」、

「台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內涵及施行狀況」、「南進與台灣社會變遷」及 「南進遺

產」等課題作出檢討 ,故佳作不少
3。

今就台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內涵及施行狀況

而言 ,中村孝志所編 《日本U南方關與 t台灣》一書可謂涵蓋此方面的研究旨

趣 。

本書分由四位作者 (中村孝志 、長岡新治郎 、伊原吉之助及塚本照和 )以五

篇文章構成 ,稱之為論文集未嘗不可 。頭兩篇為已逝天理大學教授中村孝志所撰

寫 <台 灣 t「 南支 .南洋 」>與 <台 灣總督府U華南文化施設∼大正年代

(19也-1926)嶜 中心旺>;第三篇為任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長岡新治郎撰寫

<華南施設 t台灣總督府一 台灣拓殖 、福大公司U設立七中心tL6>;第 四

篇為帚塚山大學退休教授伊原吉之助所撰關於昭和時期台灣皇民化運動作品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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ㄑ台灣皇民化運動 一 昭和十年代U台灣ω >:末篇則為天理大學台灣文學研究

權威塚本照和以楊逵所寫著名抗日小說 <新聞配達夫 >為藍本 ,透過此作品看待

日本對台統治情形 ,名之為 <台灣人作家U目 老通 L〔 〞5日 本U台灣統治∼小

說 Γ新聞配達夫』旮題材 tV(>的 文章 。

此五篇文章原為日本文部省在 1977-1979年設立 ,名之為 「東亞及東南亞地

區文化衝突研究」大會 ,與會學員之報告成果 。此研究會共分η班 ,其中 ,關

於台灣者 ,稱之為 「日本南進時期台灣之重要性」研究班 ,主要參與者除本書各

作者外 ,還包括早期研究日本南進政策大家一 京都大學教授矢野暢及神戶商業

大學教授片山邦雄等人 。研究會結束 ,中村擬向文部省要求經費以便此等報告集

結出書 ,但遭文部省拒絕 ,後經天理大學及天理教海外布教傳道部支助 ,此書才

得以順利出版 。惟當中矢野暢及片山邦雄二者欲收回論文 ,故彼等所撰 <南進政

策U形成 t台灣 >及 (台灣銀行U史的役割 )二文並未列入 ;寅為此書一大缺憾
4。

由於該書為研究會之各人報告 ,探討課題並不一致 (分從政策 、經濟 、教

育 、文學等方面著墨 ),欲完全歸納或有其困難 ,故今捨末篇文學研究作品 ,就

較具關聯性之四篇 ,即中村 、長岡及伊原三氏所著 ,探討台灣總督府在南進政策

制定 、對華南南洋教育經援及台灣皇民化運動等三大課題 ,作一說明評論 。

二 、章節介紹

此書首篇為中村孝志所寫 <台灣 t「南支 .南洋」>,原在日本文部省贊助

之台灣研究班中並無此作品 ,後因矢野暢及片山邦雄抽離彼等作品 ,中村一則為

補成書不足 ,二則為其後文章稍作引言 ,故補述一章以成書 。中村孝志早年畢業

於台北帚大史學科 ,後任該校助教
5,曾

親自參與台灣總督府有關南方資料之整

理工作 ,故嫻熟此一課題 。回國後任教天理大學 ,其研究主力多為荷蘭時期台灣

史 ,發表無數佳作 ,與台灣史學界交遊甚廣 ,被喻為台灣史研究大家
‘

。SU年

代後專攻南進政策 ,尤其台灣總督府在華南的經營與活動特別關注 ,陸續發表相

關作品 ,此篇與後文即為中村研究代表作之二 7。

ㄑ台灣 t「 南支 .南洋」>一文由於為引言式作品 ,故無註解 ,雖稱不上嚴

謹學術作品 ,惟該文對(l)多任總督及民政長官對華南經營態度與作為 ,(2)台灣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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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府在南進政策所扮演角色及 ,(3)總督府對華南 、南洋建設經費之補助 ,均有詳

細說明 ,貢獻不小 ;且對後兩篇文章脈絡釐清 、課題探討均有助益 ,故有提出說

明之必要 。

該文共分九節 ,主要以台灣總督府南進政策為經 ,而將各節依序載入中村所

到定的台灣南進政策之四大分期框架中 。第一期從 日本據台至一次大戰爆發

(1895一 19∥ ),名之為 「搖籃期」 :此期大抵以進行華南文化工作 ,並以合併

貿易方式達成日本南進目的 。桂太郎在巡視台灣及華南後 ,主張將華南及南洋各

島聯繫 ,一併經營 。兒玉源太郎上任後 ,更積極展開對華南經營 ,因清廷應允福

建不割讓他國 ,故兒玉認為可在該地設立金融機構作為財經後盾 ,即為此故 ,臺

灣銀行華南各分行乃先後成立 。此等銀行除在該地從事金融業務外 ,亦贊助文教

事業 ,並展開南洋產業 、金融之各項調查
8。

後受 「廈門事件」及 「日俄戰爭」

影響 ,官方機構受影響 ,台灣總督府財政雖有餘裕 ,但無法在華南投入過多事

業 ,故以民間經營型態為主之 「三五公司」乃應運而起 (頁 σ1U)。

關於 「三五公司」 ,雖為民間機構 ,但因杜長愛久澤直哉為後藤新平心腹 ,

故總督府每年仍提供相當高額補助 。該公司設於廈門 ,共設事業 、教育及調查三

部 ,(l)教育部 :主要事業為東亞書院 ,該校畢業學生可至該公司經營之潮汕鐵路

公司就職 ,19U9年後 「三五公司」因營運不善 ,將此書院圖書 、器材交予領事

館 ,後附屬於新設之旭瀛書院 。(2)調查部 :基於後藤新平生物學原則 ,此機構強

調實地調查統計 ,故其下社員均被派遣到華南各省從事政治 、社會 、產業實地調

查 ,其中福建調查 ,事後還出版二巨卅之調查報告 。(3)事業部 :為三五公司主要

營利機構 ,愛久澤獲清廷許可得福建樟腦販賣獨占權 ,後受樟腦價格昂貴及中國

利權回收運動影響 ,19U9年後停止此項業務 ,惟事業部仍繼續進行福建礦山及

潮汕鐵道經營
’

。後佐久間總督因專注臺灣理蕃事業 ,次年停止經費補助 ,經營

權乃落於大股東台人林麗生之手 ,愛久澤則至馬來半島經營橡膠園 。據作者估

計 :從 1s95-19l3年 ,台灣總督府以華南 、南洋設施費名義 ,每年支助福建 9-8

萬日固 ,這對年歲出總額僅 2,mU＿3,UUU萬 日圓 、經營自身尚稱困難之總督府而

言 ,無異自掉荷包 ,故此政策之決定實有待思量 (頁 1U-∥ )。

第二期從大正四年至大正十二年關東大地震 (ln巧-1923)為止 ,可稱之為

「熱衷期」。大正初起 ,恰逢歐戰爆發 ,日 本矛品市場因而擴大 ,臺灣因各項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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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多已完成 ,砂糖與稻米產量激增 ,理蕃事業告一段落 ,對華南及東南亞貿易相

對增加 ,故可積極展開南進政策 。總督府除繼續提高經費補助外 ,因通往南洋航

路亦陸續開通 ,故航運設施費也相對增加 ,據作者所示 :此期總督府對彼地補助

費總額高達 巧U萬 日固之譜 (頁 “ )。 至於台灣總督府將龐大華南 、南洋補助

費用於何處 ,作者中村亦作出說明 :其補助總額約六成用於有關華南事業者 ,其

餘四成則用於南洋事業 。而前面六成中 ,過半是贊助博愛會醫院 ,其他對諸如福

州東瀛學堂 、油頭東瀛書院等學校及 (全閩日報 )、 (全間新日報 )等釉聞事業

亦加以補助 ;而後四成當中的六成則針對南洋企業 、試驗 、調查及其他崮體加以

補助 (頁 19-2)。

第三期從關東大地震至中日抗戰爆發前夕 (1923-1937),受 世界經濟恐慌

及日本關東大地震影響 ,伊澤多喜男總督開始大幅削減華南 、南洋補助 ,金融機

構如台灣銀行業務亦大幅縮減 ,彼地企業家及中小企業主均難得到借貸 ,深受打

擊 ,故此期稱為 「沉滯期」。為因應此一現象 ,19℅ 年外務省召開 「南洋貿易

會議」 ,希代以一種救濟方案 ,使金融貿易快速恢復 :193U年也在台北召開

「臨時產業調查會」 ,結果以成立半官方之國策公司一 「台灣拓殖株式會社」
lU來

解決此
一

難題 (頁 η-筠 )°

末期則從 「大東亞共榮圈」政策之展開至二次大戰結束 (1938-1945),因

「九一八」及 「一二八」事變緣故 ,台灣在南進政策之重要性被突顯 ,小林躋造

總督為因應戰局 ,故將 「工業化」、「皇民化」與 「南方發展」視為推動台灣南

進基地化之三大政策 ,繼任之長谷川清亦強調台灣高度工業化之必要性 (頁 巧-

%)。 七七事變後 ,戰火迅速波及華南 ,台灣總督府即利用過去們年南方研究

基礎來強化華南 ,並增加對華南及南洋建設經費之補助 。19班 年 6月 ,戰事愈

趨激烈 ,台灣南進政策地位被確立 ,日 本政府要求總督府對台灣島內各項設施作

準備 ,並與南方各地官僚保持密切聯繫 。此外 ,為因應時局 ,相關機構需作調

整 ,外事課從總督官房獨立成 「外事部」 ,另成立 「台灣南方協會」 (1939)

及 「財團法人南方資料館」 (194U),收 集有關圖書資料以供利用 。

日軍戰火從華中 、華南 、海南而波及南洋 ,為宣撫所佔地區 ,日 軍通常會在

該地學校重新招收學生 ,實施日語教育 ,且利用報紙 、雜誌 、演講 、話劇來從事

文化宣傳工作 。太平洋戰爭末期 ,總督府受大東亞省委託 ,培養熱帶農業高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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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人才至該地服務 ,此外 ,因戰爭需求 ,台灣人民被徵調為工業戰士
11、

海洋

戰士 、商工戰士 、衛生技術員 、保建婦及看護婦 ,原住民則被徵調為高砂義勇

隊 ,從事南洋勞務活動
趁

。而在經濟關係方面 ,台灣國營企業如台銀 、華銀 、

福大公司 、台拓 、台電
la、

台瓦 (台灣瓦斯株式會社 )等亦積極協助南方營運

(頁 究-31)。 總之 ,台 l(g此時地位獲得前所未有之獨立性 ,台灣改由內務大臣

監督 ,政策常受日本主導 ,故可稱之為 「追隨日本南進期」

以上即是中村所劃分台灣南進政策之四分期 ,最後在結語中 ,中村點出總督

府之經費補助總數 ,至終戰結束 ,台灣總督府除航海補助費外 ,共贊助華南 、南

洋設施費達五千七百萬日圓之多 (頁 笓 )。

第二篇名為 <台灣總督府U華南文化施設一 大正年代 (19也-1926)七 中心

t>,共 分三章 ,主要探討台灣總督府在華南的教育政策與設施 ,首章說明台灣

總督府對華南教育政策的準備 :受辛亥革命成功影響 ,中國對打倒異民族壓迫的

口號叫得響亮 ,台灣總督府深怕此種思潮波及台人 ,故特從 「南洋貿易獎勵費」

中支出 「華南教育費」名目 ,開始調查歐美各國殖民地教育制度 ,包括教育法

令 、規則 、修業年限 、課程 、授課時間及衛生設備等 ,並蒐集各殖民地相關調查

報告書 、教科書及參考書 (頁 姐-42),希藉由閩粵教育政策的改良 ,使對岸受

僱於日本的台灣籍民能少受影響 ,專心為日本服務 。

19也 年學務部長隈本繁吉向民政長官內田嘉吉提出對香港 、華南的實地調

查 ,並提出對岸教育問題管見 ,同年7月 更召開 「對岸教育關係研究會」 ,大致

對福州東瀛學堂 、廈門旭瀛書院教員待遇 、校舍費用及汕頭教育設施等課題提出

報告 。此外 ,限本派小竹德吉至福州作視察 ,回 台後亦對書院經營 、管理 、教員

組織 、授課 日數 、課目 、修業課程等 ,依其調查結果及經驗 ,分陳意見
Ⅱ

。

196年後因台灣理蕃大致完成 ,接任的總督及民政長官均能配合大正南進期步

調而行 ,故對華南教育擴充更加熱衷 ,確立南方經營及文化設施具體事項 ,包括

設立汕頭東瀛學校及對日本小學校經費援助增多等 (頁 sS)。

次章則對對岸籍民教育展開 ,諸如福州東瀛 、廈門旭瀛 、汕頭東瀛 、廈門商

業等學校的設立過程及後續發展 ,作┬詳述 。

(l)福州東瀛學校 :前身為福州東瀛學堂 ,於 19US年設立 ,原為臺籍子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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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日本語及小學課程而設 。受辛亥革命成功及歐美各國在中國廣設文化教

育事業影響 ,接受新式教育者多 ,該校學生人數因而增多 ,後考量到台灣

籍民多居住市中心 ,故將該校他遷南台蒼霞洲 ,並於 19lT年改名為 「福

州東瀛學校」 (頁 “-巧 )。

r2)廈門旭瀛學校 :19U9年 1U月 由廈門台灣公會會員等設資金 ,供其子弟就

謨為主 。191U年 1月 租得一民房為校舍 ,後因學生增加又另立三所分

校 ,即 「小榕林分院」、「城內分院」及 「外清分院」。除普通科外 ,高

等科 、商業科 、特設科等亦陸續成立 ,為讓彼等學校知悉台灣及日本教育

界現況 ,故該校特設 「教育陳列室」展出各項教育成果 ,後期亦陳列華南

礦 、植物 。此外 ,因該校地勢較高且附近無遮蔽物 ,亦作為氣象觀測站 ,

由台灣總督府補助購入各項觀測儀器 ls(頁 %-1U5)。

(3)汕頭東瀛學校 :1S99年時 ,「 東亞同文會」會員曾於該地設 「嶺東同文

學校」 ,大正初期因向華南擴張的意圖擴末 ,台灣總督府考慮到油頭一地

臺籍子弟教育問題 :且當時學務部長隈本視察後亦向內田報告 ,汕頭設立

學校之必要性 ,故在 「日本人協會」奔走及總督府補助下 ,該校於 19巧

年成立招生 ,除舉行盛大典禮外 ,亦舉辦台灣島內各學校的教育成果展

覽 。後因人數增加 ,增班迫切 ,且原校距市街遠 ,故在 192U年於商業區

內設 「中馬路分校 」 ,內設日文專修科 、補習科及商業寅務科 (頁 1lS-

133 ) 。

(4)廈 門商業學校 :廈門旭瀛書院院長岡本要八郎於 19ls年接任後 ,認為當

前因一次大戰緣故 ,正是發展南洋商務好時機 ,加上廈門一地無日屬中等

學校 ,公學校畢業生因經費龐大無力赴台或赴日留學 ,多就謨歐美國家在

當地所設之中等學校 ,故創立一所日籍中等商業學校有其必要性 。得廈門

紳商及有力人士之助 ,外加總督府華南南洋設施費的全額補助 ,於 1922

年購得校地 ,即將動工之際 ,受福建事變及日本關東大地震影響 ,總督府

對華文化事業費產生新變數 ,故遲遲未能定案 ,直至 193U年才於廈門旭

瀛書院外清分院內設修業三年之商業科 ,到太平洋戰爭爆發 ,1942年 日

本佔領廈門後 ,才設立 「廈門日本商業學校」 (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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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對台灣籍民教育作一間述外 ,在華日人子弟教育問題 ,作者也於末章中加

以說明 :當中最主要的就是福州 、廈門及汕頭日本小學校的設立過程及其相關問

題 。

(1)福州日本小學校 :福州領事館之日本人子弟只有七人 ,故初期將達就學年

限之小學生四人置於西本願寺附屬小學校下 ,並不特意獨立成小學校 ,

191U年在高洲太助領事奔走下 ,與 「福州尋常小學校」合稱為 「福州日

本人小學校」。初期職員僅校長一人 ,男 、女教員各一 ,經費亦相當不

足 。大正南進後期 ,明石總督積極對其伸出援手 ,以總督府經費另派兩名

教員前往 。1921年改名 「福州日本小學校」 ,經費亦漸充足 ,同時開設

高等科 ,台籍子弟及外國小孩若願繳納學雜費者亦可進入該校就說 (頁

184-194 ) 。

(2)廈門日本小學校 :留在廈門的日籍小孩 ,通常進入為台籍子弟所設之旭瀛

書院與其共誼 ,但台灣總督府有設立小學校腹案 ,後經領事矢田部保吉介

紹教員擔任 ,故於 1917年將日籍子弟九名單獨成一班 ,在旭瀛書院內設

立 「日本尋常小學校」。但因校舍狹窄兼通學不便緣故 ,乃於同年八月另

覓共同租界區內一洋房 ,而將學校遷移該地 ,並改名 「廈門日本小學校」。

自1923年後 ,該校教職員及經費皆由台灣總督府補助 (頁 196-199)。

(3)汕頭日本小學校 :由於居留汕頭之達就學年齡日人子弟悆來愈多 ,故當地

日人及日商公司每月繳銀 1UU元 ,作為將來小學校校舍租用 、教員薪水及

學校費用所需 。原徵求台灣總督府意見 ,希能加以協助 ,但因總督府已開

辦台籍子弟之東瀛學校 ,故無力兼顧 。「汕頭日本人協會」乃自立救濟 ,

由各會員負擔建校費用 ,終在 1915年 3月 與東瀛學校同時開學 ,但教員

部分仍由總督府派遣 (頁 η7-釭 7)。       .

由於在華日人子弟就學情形多有不足 ,故廣東總領事太田喜平於 1919年 2

月召開 「在華領事會議」 ,針對爾後教育問題提出多項訴求 ,要求外務省 、文部

省甚或台灣總督府對在外各地小學校提供師資 、經費補助及其他相同於日本內地

之教育制度 ,以利學校設立及經營 (頁 ”3-”8)。

第三篇為任職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之長岡新治郎所撰 <華南施設 t台灣總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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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灣拓殖 、福大公司ω設立嶜中心ttt>一 文 。長岡由於工作關係 ,得一

探外交史料 ,故多有佳績出現 ,如另篇文章 (<熱帶產業調查會開催 t台灣總督

府外事部U設立 >,《東南方少◤研究》 ,18卷 3期 ,東京 :東南/少 /學

會 ,198U年 )亦是探討此一課題佳作 。該文共分八節 ,依序為 「台灣總督府忙

〦乙華南施策U軌跡」、「南洋貿易會議 t臨時台灣經濟調查會」、「西南政權

t對玄δ諸施策U展開」、「西南貿易銀行設立計劃U挫折 t興中公司U設立」、

「福建省 tU物資交流 t安溪礦山調查」、「熱帶產業調查會 t台灣拓殖株式會

社U創立」、「福大公司U設立」及 「結語」。

﹉在首節部分 ,作者引桂太郎語 :「 若欲確定台灣經營方針 ,必先確定對清政

策的方針 ,然後實行南清經營政策 ;若實行南清經營政策 ,必先獲得福建及廈門

的經營成果 :若要獲得福建及廈門的經營成果 ,必先獲得南洋經營的成果」 (頁

233-2與 )以此標示台灣 、華南與南洋三者經營之關聯性 。一次大戰後 ,因 日本

對華南政治 、經濟需求迫切 ,總督府開始施展對岸政策 ,相關華南 、南洋事業乃

應運而起 :產業部門如 「潮汕鐵路」、「三五公司」、「安溪礦山」等 ;金融業

務如 「臺灣銀行」、「華南銀行」 ;教育事業如 「東文學堂」、「東亞書院」、

「籍民教育」 (包括福州 、汕頭 、廈門三地小學校及公學校 );醫療事業如 「廈

門共濟醫院」、「博愛會醫院」 :新聞事業如 「閩報」、「全間新日報」等 。總

計總督府對這些機構的經費補助 ,從 191U的 6萬 日圓增至 192U年的 9U-sU萬 日

回
:,幅

度不可為不大 (頁節6)。

在第二節 ,作者敘述 「南洋貿易會議」之展開及 「臨時台灣經濟調查會」之

形成 :一次大戰爆發後 ,日 本因經濟快速發展 ,對中國及東南亞貿易活動範圍增

加 ,而台灣此時農業生產激增 ,稻米 、甘蔗及其他農作物甚或礦業 、林業 、水產

業鬼有大幅增長 ,財政不需仰賴日本 ,故南方擴張企圖更加確定 古這從 1924年

在日本首相官邸所召開的 「帝國經濟會議」中即已看出端倪 ,惟此次會議僅商談

大綱 ,營運方式尚未提及 。1926年 ,在 「帝國議事堂」中所召開的 「南洋貿易

會議」 ,則強化了南進政策內容 :以振興對外貿易及獎勵國人海外投資為主旨。

在此會議中 ,台灣總督府曾派代表參加 ,除強調台灣在發展南洋之重要性外 ,會

後亦提出總督府的多項南洋施政藍圖 。193U年 ,石塚英藏總督創設了 「台灣臨

時產業調查會」 ,欲以台灣過往治台業績而對未來政策加以決定 ,這其中包括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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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改良 :糖 、茶 、畜牧 、林業之增產 ;水產 、樟腦 、砂糖之作為外銷發展目標 ;

化學工業 、動力產業調查等 ,期能對各種問題予以明確解答 (頁 竻6-舛U)。

第三節則對西南政權各種政策展開作一探討 :因 「九一八」及 「一二八」事

變影響 ,中國抗日情緒高漲 ,但反蔣剿匪運動亦隨之盛行 ,日 本趁此時機向蔣靠

攏 ,如滿洲國駐日代表鮑觀澄向中國要員 (如廣西白崇禧 、李宗仁等 )提出滿洲

國經營賞情 ,並提出中日滿合作計劃 ,共同反共 。另方面則對反蔣不剿共之廣東

將領陳濟棠 ,欲使福建獨立之廣西將領陳銘樞等人抱持不合作態度 ,因而順利得

到蔣氏信任 。後蔣介石下令福建省主席陳儀與日本共同開發福建經濟 ,於是更加

推進日本對福建經濟之掌控 ,如獲得福建桐油販賣權 ,礦產開發權及經濟借款等

利權 (頁 舛U-2伯 )。

第四節主要敘述 「西南貿易銀行」設立計劃的受挫以及 「興中公司」成立背

景 :1934年夏天 ,滿鐵理事十河信二與胡漢民商議在兩廣共組貿易銀行 ,中國

方面由胡漢民 、陳濟棠及李宗仁負責 ,他們篣議命名為 「西南華僑銀行」 ,並募

集一億元作為資金 ,其中一半由中國提供 ,另一半則由日本以華僑名義投資 ,惟

初期僅募得三千萬 。該行主要業務目標為貿易控制 、維持政府所發行紙幣信用及

一般銀行業務推行等 。後因該行計劃遭第三國認為有損利權而反對 ,且 日本內閣

亦認為此一計劃過於草率 ,故決定改為企業投資型態 ,成立所謂 「興中公司」之

國策公司以取代 (頁 舛7-249)。

第五節則探討福建省物資交流與安溪鐵礦的調查 :南京中央政府既要求陳儀

與日本合作 ,故陳儀與台灣總督府的物資交流也視為是政策的一環 ,經雙方多次

協調後 ,福建終從台灣購入砂糖以補該地不足 ,福建則以茶 、紙 、木材 ‵瓷器及

礦產等作為交換 ,日 本方面亦從內地運來砂糖及肥料作為供給 ,中 日雙方的經濟

合作於是更形密切 。至於安溪礦山開發課題 ,則由台籍僑民謝萬發出面邀集日方

及中國代表共同參予 ,中 日雙方共組三次調查團 ,由具有經驗之技師 、研究員及

調查員組成 ,他們發現安溪礦區除含有大量鐵質外 ,還有鎢 、鋇 、石碳 、鈴等物

質 ,可謂重要礦區 ,故引起日本陸 、海軍的高度注意 ,均派人前往勘查 ,但大體

而言陸軍對廣東省較注重 ,海軍則對福建省較有興趣 (頁 舛9-巧2)。

第六節則主要分述 「熱帶產業調查會」與 「台灣拓殖株式會社」的成立情

形 :台灣總督府在 「始政四十年紀念會」上終於打破沉寂 ,於 19“ 年 1U月 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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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產業調查會」 ,遨集七十餘名官紳共同商討華南及南洋經營問題 ,討論議

題包括(l)華南 、南洋貿易的振興 ,(2)企業與投資的贊助 ,(3)工業的振興 ,1●)金融

的改善 ,(5)交通及 ,(6)文化設施的改善等六項 。此一調查會還發表 「台灣拓殖株

式會社設立要綱 」 ,包括(1)法 律設立 ,(2)資本額三千萬 ,其中卸5萬 由民間投

資 ,(3)拓殖債權以資本額十倍發行 ,ld)拓殖事業的經營 、拓殖資金的供給及 ,lS9

業務由台灣總督府監督等 。1936年 5月 日本國會第ω屆特別議會通過 「台灣拓

殖株式會社法」 ,以法律第 芻號頒布 ,同年 也月 15日 業務開始 ,社長由三菱

商事加藤恭平擔任 ,除從事台灣本島的拓殖事業外 ,對於融資及華南 、南洋拓殖

事業亦為所重 ,至此 ,由 台灣總督府監督之國策公司於焉成形 (頁 筠2-筠7)。

第七節主要探討 「福大公司」成立背景 :台拓業務開始時 ,另一國策公司

「興中公司」也已展開華南經濟活動 ,為協調二者 ,故設立一合資公司有其必要

性 。福建總領事內田認為福建與台灣風土類似 ,物產亦相似 ,因中國排日問題 ,

華南貿易並無法期待 ,故設立合併公司是有利的 ,即為此故 ,「 株式會社福大公

司」乃於 1937年成立 。「福大公司」設立的要旨有(1)有關產業及資源調查及介

紹 ,(2)有關經濟事業的營運 、斡旋 、仲介及對該事業的投資 ,(3)對華南特別是福

建進出口貿易及其代理與仲介 ,(4)與前三項有關之業務事宜 “ (頁 竻8-%2)。

總之 ,因

一

次大戰爆發 ,各國在華經濟活動消退 ,且因 「九一八」及 「一二

八」事變緣故 ,使 日本更加關注及經營華南 。台灣方面 :因農業生產大增 ,頗能

自給自足 ,故擺脫停滯期 ,開始施展各項華南政策 ,召開 「臨時產業調查會」 ,

大舉推進華南經濟活動 。中國大陸方面 :因兩廣政權與南京政府關係不睦 ,財政

又陷入窘境 ,雖然表面上仍支持國策喊出抗日 ,但對日本的經楥及物資交流資抱

好感 。即為此故 ,作為國策會社的 「台拓」、「興中公司」及 「福大公司」乃應

運而生 (頁 %3)。

第四篇為伊原吉之助探討台灣皇民化運動續作 ,名為 ㄑ台灣U皇民化運動

一 昭和十年代U台灣° >。 據書中引言所示 :伊原研究興趣主要是工業化過

程 ,尤其特別注重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各國所形成的國家競爭 。就日治時期而言 ,

台灣工業化的開展與皇民化運動推進實有不可分割關係 ,故在台灣研究班中 ,乃

發表了首篇作品即 <台灣U工業化 t皇民化運動一 昭和十年代U台灣 >。 後因

就職學校 (帚塚山大學 )徵稿 ,故伊原將此作品投於 《帝塚山大學紀要》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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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號 ,19SU年 趁月 ),待中村欲集報告成果為書時 ,伊原只好另著此稿 ,以為

發表 。此稿除延續前篇作品 ,繼續探討皇民化運動開展外 ,亦針對皇民化形成背

景 、目的及內容作一論述 ,並對前稿資料及觀點缺失處作一修正 。作者雖謙虛行

文匆促 ,作品未臻成熟 (頁 η3-274),有待來日補足 ,但就筆者觀之 ,仍有相

當可讀性 。

作者在行文中首先區分廣 、狹兩義之皇民化運動 ,認為廣義皇民化運動乃日

本治台五十年所謂 「一視同仁」、「內台如一」施政理想之延續 (頁 η5):狹

義則指中日戰爭爆發後 ,即昭和十年間開始 ,配合 「工業化」及 「南進基地化」

發展之戰時策略 (頁 ”7-”8),而作者在文中所要陳述的是狹義的皇民化觀

點 。

就 「工業化」與 「南進基地化」而言 :日 本明治維新初期因人口激增 ,都市

快速發展 ,米糧產生不足現象 ,且因大量外債支出及對歐美各國的貨易逆差 ,使

得日本工業化稍顯遲滯 。但在 「農業台灣」的經營下 ,1922年 台灣蓬萊米栽培

成功 ,有效解決日本食糧問題 ,而台灣砂糖大量輸出 ,也減輕日本的外債壓力 ,

在此契機下日本得以快速發展工業 。193U年起日本重新調整經濟政策 ,原因是

(l)日 本已開始重視化學工業 ,r21受世界不景氣及先進國集團經濟化的影響 ,(3)農

產品過剩時代已來臨 ,(4)為養活大量增加的台灣入口。尤其是第二點 ,使 日本輸

往先進國之道路受阻 ,故對中國與南洋的輸出便形重要 ,台灣作為日本工業製品

往華南 、南洋輸送的基地於焉成形 。即為此故 ,193U年 「臨時產業調查會」中

的 「工業振興計畫」 ;193U年日月潭水力發電所的建造及 19竻 年 「熱帶產業調

查會」中 「台灣產業構造高度化計劃」的施行 ,都說明了台灣工業化與日本南進

基地化的關聯性 (頁 η9-283)。

而就 「皇民化」而言 :因台灣與福建來往密切 ,且多為同一族群 ,日 本深怕

侵華動作會對台人民族思潮產生影響 ,雖然平時都強調 「一視同仁」、「內台如

一」的重要性 ,但實際上差別待遇仍在 ,故開始向內宣傳日本治台之成就 ,如治

安良好 、鮮少搶奪及生活安定等 (頁 尤6)。 且台灣總督府亦於 ”與及 1936年

分別召開 「台灣社會教化協議會」及 「民風作興協議會」 ,強調過往日台一體的

重要性 。但在作者眼中 ,這些說法及作為都稱不上是皇民化運動 ,因透過(l)台北

放送局總務長盛岡二郎 ,(2)在台日本記者 ,(3)從 日本大學畢業之台灣人 ,ldl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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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評議會員郭廷俊 ,(5)一般民間書籍及 ,(6)太平洋戰爭末期台灣總督府文教局鍊

成課長柴山峰登等人的說法及見解 ,作者發現真正的皇民化運動是要在 「盧溝橋

事變」後才產生的 (頁 ”2-”6)。

至於皇民化的目的 、理由及為何在 「七七」事變後才快速推展之因 ,作者也

在文中提出說明 :伊原認為皇民化的目的若衹單說成把台灣人日本化 ,那只是狹

義的 ,就廣義而言 ,應說是把台灣人孕育成日本人的過程及作為相稱日本天皇子

民之事 ,尤其是在戰時體制下 ,無論漢族與高砂族人均能協同一致 ,與日本人共

同作戰之運動稱為皇民化 (頁 ”7)。 而皇民化的理由 ,伊原則舉原台北帝大楠

井教授之言 :是要 「內地化」、「脫離外地性」及 「由外地性往內地性飛揚」

(頁 3U2)。 至於皇民化運動為何會在 「七七」事變後快速發展 ,作者也提出三

點歸納 :其一是確保戰時台灣島內的治安 ,因台灣已與中國為敵 ,故不容許台灣

人作出利敵行為 ;其二是對日本戰時經濟有積極合作之必要 ,因戰爭關係 ,農 、

工業部門不得不增產以作為因應 ,故更需本島人的協助 ;其三是南進的尖兵 :若

台灣人被訓練成皇國民後 ,伴隨台灣在地理上的重大使命 ,可進一步充當 「東亞

共榮圈」的前鋒份子 ,無論是擔任華僑工作或是南方資源的開發 ,都是有利的

(頁 3U3)。

而皇民化運動內容到底有那些 ,作者也列舉多項 ,諸如 「國民精神總動員本

部」的設立及機能 ;「 皇民奉公會」的組成 、目的 、事業與組織 :因戰爭需要而

徵調之通譯 、軍夫 、軍農夫 、勤行報國青年隊及高砂義勇隊在各地的勞動經過 ;

台灣島內因積極皇民化而產生的生活改善運動 (如寺廟整理 、大麻奉齋 、正廳改

善 、改姓名等 ),作者皆透過一手史料 (如當時報紙或當事人回憶錄 、專書 )來

陳述此段歷程 。

最後作者則檢視全文 ,對皇民化運動加以評價 :伊原認為台灣的工業化不知

是幸或不幸 ,因其是在日本戰時體制下所展開的 ,故需與日本戰爭行為結成一

體 ,所以皇民化也而不可免 。至於台灣人在戰時體制下受日本 「皇民化」養成而

有益於工業化開展的要項有那些 ?作者也指出是ll)台灣人的日本教育 ,r2)初等教

育的普及 ,(3)團體行動的訓練及規律化的養成 ,(4)中 等 ,lSl技術及 ,(6)高等專門

教育的養成 ,凡此六項都是促使台灣工業化不可或缺的基盤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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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內容評析

綜觀本書 ,雖以單篇論文形式集結 ,不若專書體例之嚴謹 ,但若從架構 、內

容及資料衡量 ,寅可與學術專書配比 ,不可小覤 ,今觀其優點有下 :

一 、統合完整 :如前言所述 ,此書乃中村四人之研討會報告成果 ,原本單獨

寫作就易產生內容 、筆法 、觀點甚或用詞上的歧異 ,但覽閱此書 ,雖為同課題研

究成果 ,但四人對 「南進政策」及 「皇民化」說明 ‵專有名詞運用 、觀點臚列及

字句排序多屬相同 ,且陳述要項亦少重複 ,統合十分成功 ,這就純論文集而言實

為不易 。

二 、探討細緻 :此書雖以台灣總督府出發 ,對其在皇民化 、南進政策中所扮

演之角色及對岸經營情形 (尤以教育為最 )作出說明 ,但就此等課題的細目 ,諸

如南進政策中的 「籍民教育」、「三五公司」、「台拓」、「台銀」及 「福大公

司」 ;皇民化運動中的 「皇民奉公會」、「高砂義勇隊」、「動行報國青年隊」

及 「生活改善運動」等面向均予補足或強化 ,可謂大盡其功 ,架撐起南進政策及

皇民化運動之全貌 。

三 、史料收集完善 :該書在資料運用方面相當完善 ,除一般專書 、期刊論文

外 ,最大特點即大量採用外務省紀錄 ,諸如警察史稿 、各樣機密文件 、總督與領

事來往書信與電報等 。此外 ,各式視察調查報告 、文書 、總督府學事年報 、校舍

建築工事設計 、書院要覽 、福大公司文件 、報紙 、日誌 、產業調查報告書 、台灣

總督府公文類築及日本外交文書等亦在徵引之列 ,能善用一手史料且駕馭自如 ,

可說此書一大特色 。此外 ,大量運用表格及圖片以供佐證 ,並補文字敘述之不

足 ,也是此書過人處 ,據筆者統計四篇文章共附有”6個表 ,η 張圖 ,尤以第

二章談及華南教育設施者為最 。

該書雖有以上的優點 ,但仍有部份遺漏或值得商榷的地方 ,今分述於下 :

一 、重敘述而輕分析 :學術論文應析論並重 ,理能涵蓋論 ,論能架構理 。但

綜觀本書 ,多為事實陳述 ,較缺乏論理分析 ,即如中村首篇引言式作品 ,亦未能

突顯言簡意賅效果 。更甚者如第四篇探討皇民化運動者 ,僅以前人口述或回憶資

料架構全文 ,但對所列文字卻又解析不足 ,致使本書論點多顯不逮 。

二 、未注意相關學術研究行情 :三位作者所示課題 ,在同時已有相關論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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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如中村所作之籍民教育問題 ,長岡之 「台拓」研究 ,成大梁華璜均有涉獵 ,

但作者似未注意 ,致使相關論點多有錯誤或掌握不足 。其次 ,三位作者多以日本

立場著眼 ,未兼顧台灣眼光 ,雖然歷史著作難免受作者意識型態及主觀立場影

響 ,似不可一味責怪 ,但既論述台灣南進及皇民化 ,若能兼顧以殖民地台灣人民

之立場著眼 ,或許能得出較客觀的論述 。如頁舛 中所言 :「 當時已達飽和之台

灣產業 ,已往工業化發展 ,為謀求原料獲得 、產品販售並解決台灣人口增加間

題 ,故華南 、南洋之進出便不可避免 。」此種措詞 ,似乎有借台灣之名 ,合理化

日本南進政策之實 。

三 、忽視日本國策與總督府之聯繫 :中村與長岡多強調總督府南進政策之自

發性 ,而非外約性行為 ,例如總督府對華南 、南洋事業補助及對岸籍民教育的展

開似都出自總督府之手 。但總督府與日本南進政策實為一體兩面 ,是局部與整體

關係 ,甚至前者僅為後者一部 ,故總督府角色 、功能僅為推助而已 。雖說日本南

進論要在 1936年 五相會議後才告確立 ,但總督府在南進政策的執行與制定中 ,

必不可避免受日本政府支助與影響 ,故著墨台灣總督府之作為時 ,與日本國內政

策之聯繫應該強調 ,但作者關注略顯不足 ,甚至總督府功能是否僅止於文化性 、

經援性之角色 ,作者們亦未特別標注 。

四 、所著墨者多華南而少南洋 :四篇文章所探討者 ,無論就政策面或教育面

觀之 ,焦點主題多為台灣與華南 (甚或單指福建 ),但書名既為 《日本U南方經

營 t台灣》 ,且首章標題為 <台灣 t南支 .南洋 >,故南洋經營情形應多有介紹

才是 。但就筆者所見 ,除總督府南洋政策之概略說明外 ,談及南洋開發 、經營者

僅有 「三五公司」之愛久澤直哉在馬來半島之橡膠園耕作面積 (頁 l3):19姐

年高砂義勇隊在菲律賓 、新幾內亞之勞務工作情形 (頁 姐 、頁笓l-“7)。 即使

文中談及由高木友枝 、新渡戶稻造等 61人所組之 「南洋觀光團」作南洋考察

時 ,亦未對考察情形 、結果加以說明 (頁 1S),故作者在標題選擇及內容記述

上應多加思索才是 ,若當時矢野暢 ㄑ南進政策U形成t台灣 >一文能加入 ,或許

就能解決此一間題 。

此外 ,一些細部問題也需釐清與注意 :首先 ,如第二篇談及台灣總督府在對

岸福建之教育經營時 ,一些作為教育經費補助或運作設立學校的機構 ,諸如 「廈

門台灣公會」 (頁 %)、 「日本人協會」及 「東亞同文會」 (頁 也U)等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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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其經營過程著墨不夠 ,或更應聞明彼等在諸如東瀛 、旭瀛學校設立與發展時

之作用較佳 。此外 ,此章節雖有眾多表格及圖片佐證論理 ,在校地用途劃分上亦

標註清楚 ,但圖片部分全未標示出處 ,或有缺憾 。

其次 ,第三篇第二節名之為 「南洋貿易會議 t臨時台灣經濟調查會」 ,但細

查該節 ,有 「帝國經濟會議」、「南洋貿易會議」、「第二回企業投資部會」及

「台灣臨時產業調查會」等相關詞彙 (頁 ”7-竻9),但無 「臨時台灣經濟調查

會」詞彙出現 ,是否作者疏失或另有所指 ,有待進一步楚清 。再則 ,同篇對華

南 、南洋設施補助費數目登錄稍有出入 ,如 191U年長岡之數據為六萬元 (頁 竻t

),但首篇中村據該年度預算說明書所示為鋁,SUU元 (頁 8),若長岡欲化零為

整 ,似應以七萬元說法較佳 。

最後 ,引文部分稍嫌冗長 ,有待縮減 ,如第四篇探討皇民化運動者 ,引用他

人口述或回憶資料竟有多達十二行者 (如頁田6-田7、 ”4),這就嚴謹學術論

文而言 ,恐屬不當 。錯別字部分 ,頁 芻引述偎本在 196年向內田所提的報告書

中 ,將福州東瀛學 「堂」誤植為福州東瀛學 「校」 ,因該校於 1919年才改名 ,

故應植為學 「堂」才是 :頁 393濁水 「溪」則誤植為濁水 「滅」。

以上僅就個人觀點提出淺見 ,作為該書參酌 ,但因筆者未竟全功 ,僅評介相

關四篇文章 ,故不無闕漏甚或誤解之處 。該書雖由多篇論文集結而成 ,但探討焦

點多有相通 ,且在研究方法 、章節架構 、史實敘述 、史料蒐集及運用上 ,皆有獨

到過人之處 ,更何況成書較早 ,在現今日治時期台灣史相關研究仍極度缺乏下 ,

還能有此成就 ,實應大力讚賞才是 。

(本文作者為國立垂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

註  釋

1 如竹越與三郎 《南國記》 (191U);北 山富久二郎 ,〈 台潛在中心t十 石我加南方政策

☉甲板t檢討)(1936);黑 田謙一〈熱帶、溫帶、寒帶植民論t彳 U批判論一 明治未

期t大正初期｜二抬ll 否〉(19¢3)井 出手和太《南進台灣史考》 (19招 )等作品。參閱

吳密察 ,〈 日本殖民地研究的展開 (下 )〉 ,《食貨》 ,11卷 9期 (1981年 也月),頁
●U。 及鐘淑教 ,〈 士沖總幣府檔發與日治時期南進之研究〉,「 中華民國史卒題第四屆討

論會一 民國以來的史料與史學」室曲論文 (螢北 :國 家固書館國際會議廳 ,1999年 12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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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9日 ),頁 6-9。

2 有關戰後研究日本南進台沖作品 ,可 參閱鐘淑敏 ,<日 本統治時期仁站ll巷 台灣°對外發

展史一 士灣總好府☉ 「南支南洋」政策若中心仁)(日 本國立東京大學東洋史研究所博

士論文 ,19%年 ),頁 η1-竻9參考古目所列。至於以台潛為主騝性之著作 ,請參閱異師

文星 ,〈 新波戶稻造與日本治士之宣傳〉,《 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9竻 年),頁 31-41.〈 日本據臺前對台灣之調查與研究〉,《 第一屆台灣本主文化學

術研討會論文年》(1994年 12月 ),頁 珀9-S96。 〈東京帝國大學與台沖 「學術探檢」

之展開〉,《 台灣史研究一百年一及回顧與研究》 (19%年 ),頁 1l-困 。〈東京帝國

大學☉台灣｜二於(l否 學術調查t台 灣總督府U殖民政策｜二.⋯ 6〉 與〈荒尾精t台 灣〉兩

篇演講稿 (1997年 )。

3 關於此一分類及相間作品 ,詳見鍾淑敏 ,〈 全灣總督府檔案與日治時期南進之研究〉,頁

7-26 。

4 關於該書出版過程及緣由,參閱古後結語 ,頁 η2-η 4。

5 中村孝志著 、陳俐甫詳 ,〈 台北帝大的日子〉,《 Academia—— 台北帝大研究通訊一

一》 ,創刊號 (台 北 :台 汗大學台灣研究社 ,1996年 4月 )。

6 有關中村孝志早期台灣研究成果及在台灣史學界之地位 ,可從荷據台沖史研究大家閱曹永

和在 《台灣早期歷史研究》 (台 北 :聯經出版社 ,1991年 l1月 )一 苦中封其作品徵引及

高度評價看出。

7 有關中村孝志研究南進政策之作品 ,參見鍾淑敏 ,〈 臺灣總督府檔案與日治時期南進之研

究〉,頁 1U-11之 羅列 。

8 黃瓊瑤曾為文探討台銀在中國及南洋卡務發展情形 ,但發現台銀較偏重華南經濟性活動 ,

對南洋經營及文化性活動功效不大。見該氏著 ,〈 日據時期的士灣銀行 (1S99-1945))

(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 6月 )。

9 關於三五公司的研究,可參閱鍾淑敏東大博士論文第二幸 ,前 引文 ,頁 51-SS。

1U 關於台拓成立背景 ,請參閱梁華發 ,〈 台灣拓殖株式會社之成立經過),《成大歷史學

報》 ,第 6期 (1979年 )。 及游重義 ,〈 台灣拓殖株式會社之成立及其前期組織之研

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7月 )。

ll 近來最受注目的是台潛少年工的課題 ,他們奉獻青春與生命為日本工作 ,但卻得不到日本

政府的正面回應。參閱鍾淑敏 ,〈 望鄉的鐵鎚一造飛機的台灣少年工〉,《 台灣史料研

究》 ,1U集 (1997年 坨月),頁 l17-131。

l2 有關台灣軍事動員的課題 ,近年研究頗多,諸如鄭麗玲 ,〈 戰時體制下的台灣社會 (1939-

1945)——治安、社會教化、軍事動員〉(國 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

6月 )。 周婉窈 ,〈 日本在奎軍事動員與台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 ,1937-1945〉 ,《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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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 ,2卷 1期 (1995年 6月 )。 蔡惹玉 〈台灣民間封日索賠運動初探一 潘朵拉之

箱〉,《 台灣史研究》 ,3卷 1期 (1996年 6月 )。 此外,各地曾受軍事動員的考老口述

訪問與座談會亦陸時從事及展開。

13 關於台電的研究,可麥閱林炳炎 ,《 台潛經驗的開端一 台汗t力 株式會社發展史》 (台

北 :台 潛電力株式會社資料中心 91999年 )。

14 關於小竹德吉的研究,詩參閱中村孝志 ,〈 小竹化吉傳試說一 台潛☉︿2夕 口 V≠ 〉 ,

《南方文化》 ,第 7期 (天理 :南方文化研究會 ,19sU年 )。

15 有關束洩及旭演兩祈學校的研究,請參閱中村孝志 ,〈 福州束滅學堂t疲 門旭洩古院),

《天理大學學報》 ,φ8期 (198U年 )。 及梁華璜 ,(台潛鼤好府在福建省的放有設施

一 東演學堂與旭法古院),《成大歷史學報》 ,l1期 (1984年 )。

“ 開於福大公司的研究 ,請參閱林孟欣 ,〈 台潛總督府對索政策之一環一福大公司封閩年

的經濟侵略〉(國 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爾文 ,19叫 年 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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