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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自民國八十八學年度起 ,高 中教科書由統編本開放成為審定本 ,教育

部制定教材大綱 ,開放由民間的出版社聘請專家學者編寫 ,經由教育部審

定通過後 ,各校由教師依學生需要及素質挑選較為適合的版本使用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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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教材編寫的開放 ,能使教育內容更活潑 、更具啟發性 ,此乃是教育改

革的一環 。目前市面上參與教材編寫的出版社共有六家 :大同 、南一 、建

宏 、龍騰 、三民 、正中等出版社 ,以歷史科而言 ,學校使用率較高的版本

為大同 、建宏及龍騰版 。經過一年的任教以後 ,對於教材是否能因開放而

使老師有更多自主的教學空間 ,及解決舊版本冗長枯燥 、激不起學生學習

興趣的問題 ,如今尚難評估 ,教師與學生正面臨因為版本的開放 ,專家學

者們的選材編寫差異性頗大 ,內容不一 ,且同一教材各版本所給予的歷史
磚 ,

評價的困擾 ,亦不盡相同 ,造成老師在版本的選擇上必須花相當心力篩選

抉擇 ,版本決定後 ,在教學上更必須小心謹慎 ,避免解釋不當 ,造成學生

歷史知識的錯誤及價值觀的混淆 。

每一學科教學都有其特殊性 ,歷史教育的特殊性在於除了建構學生的

基礎知識之外 ,必須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及歷史思維 ,隨著時代的不同 ,教

材的編寫與教學更需慎重 。鑑於此一認知 ,本文的目的是嘗試透過教材的

內容的對比 ,探討同一教材各版本史實敘述的差異性 ,是否客觀 、嚴謹 ?

其評價是否適當 ?選擇研究的史實為劉銘傳及後藤新平治臺內容及評價 ,

對比的版本就以佔市場使用率較高的大同 、建宏 、龍騰為主 。選擇此二人

作為探討的主因為教科書對劉銘傳 自強新政期間在台的施政極為推崇 ,認

為奠定了近代化的基礎 ,對後藤新平的治臺措施雖然以殖民統治為出發

點 ,但種種作為亦奠定現代化的基礎 。幾乎所有版本都羅列了二人的治臺

策略 ,但都未敘述實施成果 ,到底何人對臺灣的影響比較大 ?這一間題必

須從施政的成果加以判斷 ,而非只是從政策面斷言 ,畢竟事在人為 ,有好

的政治必須有好的人事推動才行 。故本文欲從前人研究中 ,嘗試性的檢視

二人治臺的成就到底有多大 ,是否真有奠定臺灣近代化或現代化的影響存

在 。

先就資料歸納歷來對劉銘傳治臺的評價 ,早期多趨向正面的肯定 ,郭

廷以指 出 「鄭成功光復臺灣 ,劉銘傳則在保全之外 ,復予以建設 ,近代臺

灣的政治國防 、經濟交通 、文化教育 ,均在他的手中樹立下規範 ,奠定了

基礎 。
⋯認識臺灣 ,必須認識臺灣的近代化 ,認識臺灣的近代化 ,必須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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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劉銘傳的為人 。」
l李

國祁認為劉銘傳治台六年 ,在政治近代化最大的貢

獻為撫番拓墾及設官分治 ,因臺灣當時多數地區仍屬未開化 ,或雖開化而

政治制度仍屬草創階段 ,撫番拓墾及設官分治造成臺灣整個政治與社會文

化向前推進 ,惟此兩項是與內地化結合
2。

朱昌崚認為劉氏近代化之策劃是

繼前人後塵 ,尤致力於煤礦 、輪舟合、電訊與鐵路等四項建設
s。

文中已討論

到實行的總總缺失 ,對劉氏的評價 ,仍推崇其使臺灣成為當時中國推行自

強新政中唯一有系統全面改革的省份 。更深入探討劉銘傳的施政內容 ,作

全面性的介紹者有張炎憲 、蕭正勝 、許雪姬等人 ,張炎憲仍著重各項施政

成果的探討 ,蕭正勝則在朱昌崚的基礎上進一步質疑劉氏執政過程的成就

及其缺失 ,許雪姬探討劉銘傳施政與中斷之因 ,已有扭轉傳統將新政中斷

歸咎邵友濂之說 ,從施政本身過程加以檢討 。

後藤新平施政的部分 ,由於日本殖民統治的政治背景 ,早期臺灣研究

者少 ,幾乎闕如 ,少數提及日本統治的書籍亦多帶有民族主義色彩 ,評價

負面者居多 ,如郭廷以 、王詩琅 、楊碧川 。矢內原忠雄的 《日本帝國主義

下之臺灣》 ,以其日人身分而言 ,雖然敘述中肯 ,研究以經濟方面為多 ,

並未全面探討 。近來對後藤新平有較詳細介紹的是黃昭堂的 《臺灣總督

府》 ,專門研究則有陳艷紅的碩士論文 ,其他大多數的論著仍把兒玉源太

郎及後藤新平的施政 ,置於日本殖民統治的分期中介紹 。故欲評估後藤新

平的施政對臺灣現代化的影響 ,就需將 日本殖民五十一年作一縱向整體的

觀察 ,大體而言後藤新平的施政對臺灣現代化的影響是肯定的 ,例如一九

五二年美國學者 J.W.Ballantine評價日治時期時表示 :日 本治臺呈現好壞

兼具 ,其主要目標在於開發臺灣以增加 日本帝國的富源 ,並作為向南擴張

的基地 。官民全力貫徹的結果 ,其所創造的財富附帶地分享臺灣人 ,臺灣

郭廷以 ,《台灣史事概說》,。中書局 ,民國“ 年 12月 重排本初版 ,頁 %5。

字國祁 ,(清季台灣的政治近代化 —— 開山撫番與建省 (1895∼ 1894)〉 ,《 中國近

代現代史論年34》 第二十九編 近代歷史上的台灣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民

國95年 9月 初版 ,頁 56-59。

朱昌崚 ,〈 劉銘傳與台灣近代化〉,《 中國近代現代史論年34》 第二十九編 ,近代歷史

上的台灣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民國95年 9月 初版 ,頁 299-28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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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活水準顯著地高於中國大陸 。殖民當局的同化政策成效不彰 ,臺灣

人在文化上 、政治上欠缺自我表現之機會 。由於臺灣未受中國政治 、社會

動亂之波及 ,使得臺灣人在某些方面較中國大陸進步
4。

文中探討二人對近代化或現代化的影響之前 ,首先必須對近代化或現

代化有一基本的認識 ,才能界定何種變化是現代化的現象 。其次對比大

同 、建宏 、龍騰版本國史的第二朋內容說明其異同 ,接著就史料及前人研

究 ,整理對二人治臺的結果及其評價 ,囿於無法閱讀 日文書籍 ,關於後藤

新平的資料只能以中文資料為主 ,此為本文缺失之一 。此外由於時間匆

促 ,未 能詳細閱誼劉銘傳擔任臺灣巡撫期間與清廷往來的奏摺 ,缺乏實

證 ,為缺失之二 。臺灣省割日前後 ,當時社會 、經濟 、文化發展為何 ?亦

即劉銘傳的自強新政建設對臺灣有多大的影響 ,日 人接收臺灣時臺灣現代

化的程度有多少 ?還需要多閱讀資料 ,此為缺失之三 。無論如何 ,本文希

望盡量在意識型態之外 ,對劉銘傳與後藤新平的治臺措施做進一步的了

解 ,以求在教學上能盡量做到公平客觀的評述 ,避免有所偏頗 。

二 、現代化的定義及教科書對二人治台政策的

選材分析

l-(何謂現代化 ?

我們經常可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進步與否 ,常用 「現代化」作為

衡量的標準 ,何謂現代化 ?「 現代化」的觀念起源於二次戰後的西方 ,在

五 、六○年代才被西方學者廣泛用於中國社會變遷的討論 ,但是到 目前為

止 ,由於各國現代化的程度不同 ,類型也不一樣 ,現代化並沒有一個普遍

被接受的定義 。為避免偏重某一意識型態 ,本文採用的現代化定義為 :傳

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過程 ,它涉及人類生活全面性的深刻變化 ,轉變

4 吳文星 ,<《認識台灣 (歷史篇 )》 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社會變達之編冬〉,《人文及

社會學科教學通訊》 ,1U卷 5期 ,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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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力主要是由於科學和技術革命中知識的空前增長 ,從而加強人類對環

境的控制能力
5。

這種轉變需要的時間相當長 ,何時開始現代化 ?怎樣才算

是現代化呢 ?評估現代化的程度 ,必須要有幾項具體的指標 。本文粗淺的

區分為以下四方面 :政治方面包括民族國家的建立 、強有力的政府 、政治

參與的擴大 、政治制度化 、及高度分化的結構 。經濟方面包括工業化程

度 、資本化經濟 、個人所得提高 。社會方面包括都市化 、社會流動性 、社

會結構的分化 、及現代社團的成立 。文化方面教育普及 、識字率的提昇 ,

文化世俗化 ,科學技術發達等 。由於劉銘傳在臺建設期間適逢中國內地積

極進行 自強運動 ,重點在發展軍事 、國防及實業 ;後藤新平的措施則是為

日本的殖民統治作準備工作 ,故兩人施政重心多著重於臺灣經濟發展的基

礎工作 ,其他部分雖有著墨 ,並不特別加強 。本文討論方式是由二人的執

政內容 ,對照上述幾項指標 ,探討相關的部分成敗如何 ,對臺灣現代化的

影響 。需要說明的是 ,有部分教科書對劉銘傳的定義是近代化的貢獻 ,而

非現代化 ,其實兩者並無差別 ,均是由 Modemization翻 譯而來 。此外洋

務運動是技術的西化運動 ,而早期的現代化即是西化的過程 ,故本文界定

近代化與現代化的定義是一樣的 。其次關於現代化的指標 ,本文採用的是

較為粗淺而普遍認同的標準 ,或許不是相當嚴謹 ,也值得再討論 。

ω教科書有關劉銘傳的教材比較

關於劉銘傳治台相關內容 ,大同版列於下朋第十四章第一節 「建省與

重要建設」 ,建宏版相同 ,標題為 「建省前後的建設」 ,龍騰版列於第七

課第五部分 ,標題為 「現代化與劉銘傳」 。以下就以大同 、建宏 、龍騰三

家版本對劉銘傳的相關敘述做一列表 ,比較其內容的異同 :

5 陳惠芬 ,〈 範式之持換 :現代化理論與大陸史家封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研究),《中華

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抽印本 ,台 灣台北 ,民國89年 12月 ,頁 15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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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同 建  宏 龍  騰

生平介紹 劉銘何不只是一位軍事家 ,

更是一位現念新穎 、抱負宏

大的政治家 ,他在治理垂泗

期間 ,大力推動生活的近代

化。

無 他雖然出身行伍 ,沒有願

赫的功名 ,卻蹺勇善珴 ,

才氣過人 。

治生理念 他認為生泗開係著全國安危
,必須校極經營 ,加以翠固
,奠定名強基礎 ,以作為全

國的模範 。

無 無

治≡措施 政 治 增足府縣 (課本頁81

有詳列一張清代盛泗

行政區域的演愛表 )

增設府縣 :除已增設的台北

府外 ,又將原≡泗府改為台

南府 ,另在中部增設≡泗府

。全省共設三府 ‵一州 、十

一縣 、三忘 ,北 、中、南大

致均衡發展 。

當中國內陸的士紳民眾還

在堅決抵制鍼路的興築時
,劉銘傳在189U年代初期
,先完成了基隆到台北的

鐵路 ,並在他任內著手將

鐵路往新竹延伸 。他又在

南北各城市架設電報線 ,

並建立了現代化的郵政制

度。同時他也留心商務 、

i業 、和新式教育的推展

�紻

�紵

�翐

拳 開通道路 ,安撫原住

民 ,絕不准官吏凌虐

原住民 ,漢人︴占原

住民之地等 。

撫墾與理番 :全台設撫墾局
,以林維源為撫墾大臣 ,統

#拓墾撫番事宜 。遇波原糾

紛時 ,則剿撫兼用 ,以安其

業 :並重視原住民教化工作

勻

�笯

尿

曳 聘請外國教練並在台

北開設機器局自製槍

砲

無

�羛

�祡

茵

�笯 清文田賦 ,重定稅則

以求公平 。

盜頓財政 :為使台地財政獨

立 ,劉銘侍著手清文土地 ,

重定稅則 ,狂清土地所有權

等改革措施 。期使≡省財政

自給自足 。

�紿

�笯

ㄨ

曳 其中最有意義的是他

的交通建設 ,他完成

了從基陸到台北的鐵

路 ,這是≡泗縱i路
的始基

交通建設 :興建縱貢鍼路 ,

光緒l?年 (1891〉 ,完成台

北到基隆段 :19年 ,延伸到

新竹 。購置撿艄航行於兩岸

之間 ,航線遠達南洋 。又舖

設南北電線 ,及於福建 :並

創辦新式郵政 ,扭充基隆煤

而︳〔。

(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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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同 建  宏 龍  騰

軏

�翑

�

夾 無 振興商業 :重振樟腦 ,製茶

及硫磺業 ,鼓夃機器製糖 ,

充文建設經交 。又設商務局
,以利對外貿易 。為招徠華

僑投交 ,更於新加坡設通商

局 。此外 ,大力建設台北府

城 ,一面整頓大稻埕 ,興建

市街 ,吸引商更 :一面發充

城內建設 ,使市容煥然一新
,時人有 「小上海」之稱 。

教育 無 人才培育 :先後創辦電報學

堂 ,中西學堂 ,以培女自強

新政人才。

其他 他還完成了全中國第

一個自辦的電力公司
,而電燈 、自來水 、

留院 、新式學堂等近

代化措施也都在此時

紛紛興辦完成。

無

評  價 劉銘傳主持≡灣省政六年 ,

傾全力使生灣向近代化道路

邁進 ,雖然當時各方揱肘 ,

人力物力皆不充足 ,但他仍

能突破重重困雞 ,而有這樣

可觀的成就 ,使面積最小的

基泗 ,幾成為全中國近代化

建設最進步的行省 ,文雞能

可黃 。

劉銘傳主政期間 ,≡泗現代

化事業頗多進展 ,成紋輝煌

。在乙未刮譭之前 ,生活已

是中國現代化最進步的省份

經過六年的努力建設 ,將

垂泗建設成當時全中國及

進步的省份 。

為主灣的現代化奠立了良

好的基礎 。

由以上的表中可看出三個版本的編寫各有偏重 ,大 同版對劉銘傳個

人 ,無論生平介紹 、治臺理念的閱述 ,亦或治臺的艱辛著墨較多 ,強調並

肯定其治臺的不易 ,政策推行屬於比較平面式的敘述 ,不帶褒貶 ,相對突

顯劉銘傳個人的成就 。建宏版則偏重治臺政策推動的內容及方法 ,如行政

區的設立 、開山撫番 、及財政改革 ;有些項 目更可見到其成果 ,如振興商

業的結果 ,造成台北有 「小上海」之稱 ,敘述最為具體 。龍騰版大略介紹

劉銘傳的軍事背景 ,個人特質 ,對在台的自強新政倒是陳述不多 ,強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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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已具有之印象 ,即鐵路的興築 、電報線的架設 、及現代化郵政制度的

設立 ,其他方面則屬概略的介紹 ,上述為三個版本教材選擇的差異 。即使

如此 ,由上表的歸納中仍可看出有一些共通的地方 :I.皆將劉銘傳的措施

界定在自強新政中的一省建設 ,以臺灣屬於中國的一省而言 ,此為歷史事

實 ,無庸置疑 。2.皆 強調對臺灣交通的建設 ,尤其鐵路成就最大 。θ.對劉

銘傳在臺灣的作為都是持肯定的評價 ,大同版說明其成果是使臺灣幾乎成

為全中國近代化建設最進步的省份 ,但是並未說明時間的斷限 ;建宏版與

龍騰版皆使用現代化的稱呼 ,兩者亦有說明劉銘傳執政時間為六年 ,但建

宏版認為乙未割臺之前 ,臺灣已是當時中國現代化最進步的省份 ,龍騰版

則評論臺灣是當時是中國最進步的省分 ,為臺灣現代化奠立了基礎 。

由三個版本的比較得知 ,在基本史實的認知上 ,劉銘傳為臺灣建省後

的首任巡撫 ,並大力推動自強新政建設臺灣的觀念相當清楚 。但是三個版

本的評價都有討論的空間 ,共通點是三個版本大部分都只強調施政動機及

內容 ,不論成果 ,如果目的是為現代化 ,而結果並未能達到現代化 ,能稱

為現代化嗎 ?因此劉銘傳的施政結果需要一一檢視 ,此為評價劉銘傳治臺

成就最基本的條件 ,此一部份留待下文討論 。其次 ,若劉銘傳的作為對臺

灣的現代化有幫助之基本前提成立 ,就版本而言 ,大同版強調近代化 ,以

前面所下的定義 ,近代化等同於現代化來說 ,出現的問題是臺灣與中國其

他省份比較 ,他的現代化是當時亦或以後 ,老師必須進一步說明 。建宏版

的評價與當時中國內地比較 ,較無疑問 ,仍必須強調臺灣雖然是最進步的

省份 ,但是與真正的現代化仍有一段差距 。龍騰版籠統的敘述雖然省去許

多對劉銘傳建設成果的檢視 ,但必須說明劉銘傳奠定了哪一些基礎 、及其

程度 。

日教科古有關後藤新平的教材比較

對後藤新平記載的相關章節 ,大同版列於第十四章第三節 「日本的殖

民統治」 ,但並未將後藤的措施單獨說明 ,而是參雜於日本殖民政策中 。
建宏版亦載於第十四章第三節 ,標題為 「對日本統治的抗拒與調適」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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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新平的相關措施均有提及 ,但是並未指明何人領導制訂 ,僅在注釋五解

釋兒玉源太郎總督以軍費耗繁 ,財政困難 ,因而提出以 「殖產興業」為中

心的二十年財政計劃
6。

龍騰版列於第十三課第一部份 「現代化的歷程」 ,

並以後藤新平的治台策略為主要介紹內容 。下表就將三個版本對於後藤新

平治台的相關內容羅列出來 ,比較異同 。特別說明的是三個版本教材編寫

差異性極大 ,僅龍騰版強調後藤的施政 ,表 中註明 「無」並非課本未提

及 ,而是未言明為後藤新平所為 ,建宏版因完全未提後藤新平 ,故無法列

出 :

大   同 龍  騰 建  宏

兒玉源太郎

與後藤新平

的介紹

然而臺灣的動盪不安並未

停歇 ,直到西元1898年總

督兒玉源太郎起用後藤新

平出任民政長官才奠下統

治基礎 。

一直到兒玉源太郎在189S年

出任總督 ,才為臺灣的 「殖

民地體制」立下基礎 。

無

施政方式 後藤改採軟硬兼施之策 ,

先調查台地的風俗習慣 、

社會制度 ,再順勢綏撫 ;

同時 ,透過嚴密的警察保

甲組織 ,深入控制社會的

各個角落 。

兒玉在出任總督的八年內 ,

任命後藤新平為民政長官 ,

在後藤的輔佐下 ,進行戶口

、土地和林野的調查 、測量

;建立警察制度 ;推動公共

衛生和普及教育 ,將臺灣的

現代化向前推進一大步 。

施政理念 無 後藤新平是留學德國的博士
,他認為要制定各項政策 ,

必須先對臺灣的制度 、風俗

有確切的掌握 ,所以從19UU

年起 ,在臺灣進行了大規模

的 「舊慣調查」。

無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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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陳豐祥、林麗月 ,《高級中學歷史》下 ,建宏出版社 ,民 國89年 1月 發行 ,頁 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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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同 龍  騰 建 宏

�祡

�粣

�秸

Ｓ 經濟 兒玉 、後藤上臺後 ,為謀

求臺地的財政獨立 ,並開

啟日人經濟入侵之路 ,總

督府乃著手進行土地 、林

野調查 ,確立所有權 :創

立臺灣銀行 ,改革幣制 ;

改善交通設施 ,整備郵電

、鐵公路 、港口等建設 ,

從而完成臺灣資本主義化

的道路 ,以利 日本的經濟

榨取 。

在繪製出精密的地圖 、林野

圖肋後 ,可以課稅的土地比

劉銘傳治臺時多了百分之七

十以上 。而長久以來 ,因為

土地的買責 、租佃 ,使得民

間所有權的歸屬糾紛不斷 。
經過精確的土地丈量 、登錄
,一般人的財產受到更多保

障 。

統治

方式

�紻
�紾 兒玉則將新式警察制度 、戶

口制度和清政府原有的地方

保甲制度結合 ,一方面鞏固

了日本殖民統治 ,一方面藉

著嚴密的掌控 ,大大改善了

治安和衛生條件 。這些手拿

鞭子 、動輒厲聲打罵的 「大

人」 ,為 日據時期的臺灣民

眾留下深刻的印象 。「大人

」們除了處理一般的刑事案

件和保安問題 ,還管理戶口

、稅務 、農政和公共衛生 ,

幾乎是一般民眾日常生活中

唯一見到的官吏 。到1922年
,臺灣民眾與芒察的比率為

547比 l,日本內地則為 1288

比 l。 日本的殖民統治 ,將

臺灣變成了醬察王國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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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同 龍  騰 建 宏

公共

衛生

無 日本據臺後不久 ,鼠疫由廈

門傳至j台南安平 ,並迅速蔓

延 。日本人制定各種防疫措

施 ,拆毀不潔淨的房屋 ,寅

施隔離消毒 。同時利用原有

的保甲制度 ,命住戶捕捉老

鼠 ,並予以獎賞收買 ,有效

地扼止了疫情蔓延 。對高居

臺灣住民死亡原因第一位的

瘧疾 ,也全力加以防治 。並

在淡水 、基隆 、台北等地 ,

安裝自來水。到日據末期供

水率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

交通 無 從兒玉出任總督後 ,就開始

興建南北鐵路幹線和基隆港

。到19US年今天的山線鐵路

全線通車 。此後又陸績修建

了海線 、花東線鐵路和蘇花

公路 。

商

山

�羕

Μ

瓠

ｎ

阬

穴

⑷

至後藤新平時改變策略 ,

以頒發紳章等手段 ,籠絡

地方士紳 ,成立保良局 ,

固堵抗日份子 ;並採取鎮

壓 、誘降兼施的政策 ,終

於在19U2年將簡大獅 、柯

鐵虎 、林少貓等義軍勢力

完全瓦解 。

兒玉 、後藤來臺後 ,改採懷

柔招降的策略 ,並以警察為

戰鬥主力 。後藤或是親自出

馬 ,或是委由垂籍士紳以 「

協力者」的身分出面 ,招撫

了許多抗日軍的領袖 。但在

招撫後 ,往往又加以騙殺 ,

林少貓就曾在優厚的條件下

歸順 ,19U2年在日軍的包圍

下戰死 。

由上表知大同 、建宏 、龍騰版各有所重 。大同版在文中對兒玉及後藤

評論不多 ,但課本 89頁中有二人圖像 ,並說明 「奠定日本統治基礎的兩大

功臣」 。對於 日人統治 ,特別強調殖民統治 ‵經濟剝削 、及種族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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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 ,亦說明 「日本為攫取更多利益 ,及證明其治理殖民地的能力不下白

人 ,因而在臺灣引進許多近代化設施與制度 ,總督府建立了交通 、金融 、

官僚 、司法 、警察體系 ,臺灣社會也接受了放足斷髮 、現代衛生 、守法守

時等觀念 ,.隆當時日人實施差別待遇政策 ,使得臺人飽受歧視 。」
’
可見大

同版在強調 日本為殖民統治的前提下 ,仍認同後藤新平的施政對臺灣的現

代化是有貢獻的 。建宏版的取材由標題的制定 ,即可看出完全站在被殖民

者的立場 ,強化日本的高壓統治 、武裝鎮壓反抗者 、經濟剝削 、差別待遇

等 ,對 日治時期種種措施對臺灣造成的影響則幾未涉及 ,故難以看出日本

殖民統治與臺灣現代化的關係 。龍騰版特重臺灣社會演變的過程 ,因此專

闢一段介紹兒玉 、後藤的策略與臺灣現代化的關係 ,標題 「現代化的歷

程」已直接說明作者的看法 。到底日本的殖民統治對臺灣的現代化有無貢

獻 ?兒 玉源太郎 、後藤新平在殖民統治的過程中佔有何種地位 ?後藤新平

與劉銘傳在臺灣的現代化歷程中 ,何者影響較大 ?留待下面討論 。

三 、劉銘傳治台政策的簡介與結果檢討

(-(劉銘傳治台政策的簡介

歷來評論劉銘傳的治臺措施約有下列數項 :

I.行政措施 :劉銘傳以為 「建置之法 ,形勢為先 ,制治之方 ,均平為

要 。」
8將

臺灣省行政區重新規劃為三府 、一州 、三廳 、十一縣 ,以台北府

為省城 。

2.財政改革 :清丈田畝 ,重定稅則 。並改革一主多田的田賦制度 ,採

用大租減四留六法 ,確定以小租戶為業主 ,由小租戶完納正供 。清賦後 ,

入冊田畝增加四百多萬畝 ,田 賦徵收九十七萬兩 ,比 原先多出五十七萬

兩 。

7 工伸手 ,《 高級中學歷史》下 ,大同資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 國89年 1月 出版 ,頁

92 。

8 劉銘傳 ,〈 台灣郡縣添改撤我摺 〉 ,《劉壯苗公奏議》 ,台 灣文獻史料裝刊第九輯 ,大

通書局印行 ,頁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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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交通建設 :是最具體的政績 。

(1)鐵路 :1887年任命補用知府擔任鐵路商務總辦 ,開始架設大稻埕

至基隆的鐵路 ,1891年完工 。大稻埕以南至新竹亦在 1888年開

始興築 ,至 1893年通車 。

l2)郵政 :1888年在台北設郵政總局 ,各地設正站 、腰站 、或傍站 ,

由綠營兵勇遞信的新式郵政制度 ,與大陸對岸特備郵輪南道 ,飛

捷定期往返於臺灣 、上海 、廈門 、福州等地 。

(3)電報線 :1886年 由怡和洋行承建台北 一 滬尾 一 福州 、安平到

澎湖 、基隆到台南等電報線 。

ω道路 :1885年底興建台北府城通景尾 、深坑 、石碇 、坪林尾至宜

蘭的道路 。另由台北闢接基 、淡舊路至淡水 ,擴張路面 ,架設橋

樑 。

4.商業貿易 :188° 年至 9U年實施樟腦專賣制 ;台北設磺礦物總局 ,

採買北部的硫磺 ,加工出售 ;為 了振興糖業 ,要 求糖郊商人重視糖的品

質 ,並贊助糖商採用新製糖機器製糖 ;188° 年設立商務局 ,派人赴南洋考

察 ,向華商招募商股 ,訂購八艘輪舟合,發展與南洋的貿易 。

5.開 山撫番 :1886年在大嵙崁設全台撫墾總局 ,在各地分設八局 ,進

行對原住民的綏撫工作 ,促其歸化 。

δ.教育改革 :為了培育人才 ,1885年在大稻埋設西學堂 ,聘請外籍人

士教導外語 ,主要課程有英文 、法文 、地理 、歷史 、算術 、測繪 、理化 、

漢文等 。1888年設電報學堂 ,培養電報技術人員 。在推動撫番事業時 ,也

在台北設 「番」學堂 。

Z省城的建設 :遨浙江商人合資成立 「興市公司」招徠商人 ,舖設城

內石坊 、西門 、新起等街路 ,交通稱便 。在大稻埕成立商貿中心 ,在巡內

主要街路裝設電燈 ,並請 日本技師至臺鑿井供應自來水 ,使台北城成為新

興的市街 。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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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劉銘傳治台政策的結果檢討

上述劉銘傳的政績如同前言所提 ,以往學者多偏重在政策的介紹 ,較

少提及施政的結果 ,從政策面而言 ,絕對有利臺灣邁向現代化的過程 。但

以目前一些探討施政成果的研究來看 ,卻發現似乎已有推翻以往肯定的看

法 ,以下就一一檢視各項政策推行的結果 。

I.行政措施 :劉銘傳任臺灣省巡撫後 ,重新規gll行 政區 ,將府城改至

台北府 ,原因有二 :(1)臺灣開港通商以後 ,北部茶 、樟腦出口的貿易額逐

漸超越南部 ,經濟重心北移 。(2)劉 氏個人因與南部原臺灣道劉璈對立 ,故

常駐台北 。因此新政的實施多以北部為主 ,諸如台北省城的建設 ,不輸當

時大陸的一些舊城市 ,有 「小上海」之稱 :重要施政機構多設立在北部 。

但學者許雪姬提出 ,劉銘傳過度重北輕南 ,造 成南部士紳與他之間的隔

閡 ,土地的增稅及釐金的徵收更加深南部士紳對劉氏的怨恨 。新政推行以

後 ,他忽視南部的經營 ,甚至官吏貪污橫行 ,都使南部對他感到不滿 ,此

為劉銘傳因個人因素而造成的缺失
9。

2.財政改革 :清文田賦的目的有二 :(1)等措臺灣建設的經費 ,(2)稅賦

不一 ,有失公平原則 ,故欲清文田賦 。清丈方法是由保甲編好戶口 ,再進

行清丈 ,清文人員由大陸八品以下官員擔任清丈委員 ,帶來內地雜佐進行

清丈 ,其原因為 :臺灣清文人員不足 ,及不易徇私
1U。

清丈的成就前面有

提及 ,但並非毫無缺點 ,如清文人員來自內地 ,素質不住 ,加上對臺灣情

況陌生 ,清丈經常發生錯誤 ,丈量方法不完備 ,清丈亦不徹底 。此外減四

留六法亦違背初衷 ,原因是大租戶林維源反對 ,因為他是劉銘傳重用的台

人之一 ,故仍保留大租戶 ,避免反彈過甚
11。

更有因清丈工作草率 ,引 發

許雪姬 ,《滿大人最後的二十年 ——
國82年 3月 第一版一刷 ,頁 ll肛 l14

許雪姬 ,《滿大人最後的二十年 ——
國82年 B月 第一版一刷 ,頁 96。

許雪姬 ,《滿大人最後的二十年 ——
國82年 B月 第一版一刷 ,頁 1l← l19

洋務運動與建省》 ,自 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民

洋務運動與建省》 ,自 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民

洋務運動與建省》 ,自 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民

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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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反抗的事情 ,如彰化縣知縣李嘉棠因 「不先計田之肥瘠 ,任意填寫」

引發施九緞聚集鄉民抗官事件 ,嘉義 、彰化亦有類似事件
砭

。有人因此上

奏劉銘傳任用非人 ,漠視民瘼 ,以致姦民土匪乘機作亂 ,官激民變 ,確有

明徵 ,用 人辦事 ,顢頇竭厥 。軍機大臣亦認為劉氏惟恐操之過急 ,任用或

不得人 ,措置不無失當 ,以致民心未協 ,激或民變 。由此可知清丈工作因

用人不當 ,帶來不少困擾
怡 °但是就自強新政而言 ,此一工作仍具有重大

的意義 ,日 本學者矢內原忠雄在 《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一書中就提及 「劉

的使命 ,是 自行資本主義的開發臺灣 ,以謀富國強兵 ,藉抗資本主義列強

的野心 。他的事業都是為了完成此一使命 ,而其土地量丈調查事業 ,亦屬

一端 。」 「劉銘傳未曾成功的土地調查事業 ,在 日本佔領臺灣之後 ,乃依

明確的意識 、周詳的計劃與強大的權力予以實行」
H。

顯然矢內原忠雄認

同劉銘傳的土地丈量事業對臺灣邁向經濟現代化雖未成功 ,仍有貢獻 。

θ.交通建設

(η鐵路 :一般人對劉銘傳最稱許的 ,莫過於他為臺灣建造了第一條

鐵路 ,卻 不知建築過程亦是相當艱辛 。首先 ,經 費筆措極為困

難 ,原欲篝措商銀百萬 ,卻只得三十萬兩 ,後來改為官辦 ,並將

間省協濟 ,本擬用於建省之一百零四萬兩先挪建鐵路 。技術方面

聘請德國工程師技術監督 ,卻發生軍工統帥拒受技術建議之事 ,

台北通基隆中間工程最為艱鉅之獅球嶺隧道開盤 ,亦因盤山人員

自兩端開挖 ,未能配合而首次會合失敗 。台北往南的鐵路原本欲

延伸至台南 ,因新竹以南溪多且廣 ,不易通過 ,劉銘傳命德國工

程師測大安 、大甲兩溪 ,筆架鐵橋 。劉氏卻於 1891年離職 ,繼任

﹉ 的邵友濂既缺經費 ,又無信心 ,奏請停止新工 ,故往南僅止於新

12 蕭正勝 ,《劉銘傳與台灣建設》 ,嘉新水泥文化基金會 ,民國UB年 11

13 蕭正勝 ,《劉銘傳與台灣建設》 ,嘉新水泥文化基金會 ,民國6B年 ll

14 失內原忠雄著 ,周 怎文譯 ,《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 ,帕 米面書店 ,

版 ,頁 16-19。

月 ,頁 82.83。

月 ,頁 83。

民國 6年 5月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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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b。

經營方面 ,以台北至基隆而言 ,旅客可隨時上下火車 ,鐵

道上下起伏 ,進行緩慢 ,經常脫班 ,而且可能在搭乘人數多的過

年節慶反而停開 ,日 人戲稱為 「後押火車」
1U。

由此可知當時的

鐵路即使完成興築 ,無論硬體 、軟體設備均有不足之處 ,而無法

發揮應有之功能 。

(2)郵政 :此一措施之施行較無困難 ,實施的結果使官商訊息往來相

當方便 。

(31電報 :安設工程尚稱順利 ,但運用卻不理想 ,陸上電報時有天然

障礙及破壞行動 ,通訊經常問斷 ,從 未長達一周 。同時缺乏檢驗

器材 ,修理費時且不經濟 。水線部分有 「飛捷輪」按月巡行檢

查 ,尚少問題發生
”

。

｛4)道路 :上述兩路的開通 ,對 北宜 、北淡之間的交通的確幫助不

少 。

6.商業貿易 :實施的過程產生相當多的問題 ,一一分述如下

｛l｝樟腦 、硫磺 :鑒於民間私煮私售 ,易 引起械鬥 ,因此收歸官營 ,

開放出口 ,可免此一現象 ,並可增加政府財政收入 ,故設腦務局

經營樟腦專寶 。此舉卻遭外商反彈 ,認為違反同治八年之樟腦條

約 ,要求撤廢 ,又發生英商樟腦被沒收 ,而控告至總理衙門 。戶

部因劉銘傳未具奏樟腦收入而彈劾劉氏 ,昧於臺灣利益 ,要求開

放民營 ,劉銘傳只好於 1891年廢止樟腦專賣
1s。

硫磺的部分因並

非當時重要資源 ,故專賞制度得以持續 。

(2｝煤礦 :中法戰爭時 ,劉銘傳得知法國企圖奪取煤礦 ,便 自行毀壞

機器 ,放水進坑口 ,將儲存一萬五千噸的煤用洋油燒毀 。1887年

15 蕭正勝 ,《劉銘傳與台灣建設》 ,嘉新水泥文化基金會 ,民國63年 11月 ,頁 39。

16 許雪姬 ,《滿大人最後的二千年 —— 洋務運動與建省》 ,自 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民

國82年 3月 第一版一刷 ,頁 83-84。

19 蕭工勝 ,《劉銘傳與台灣建設》 ,嘉新水泥文化基金會 ,民國63年 l1月 ,頁 4U。

18 蕭正勝 ,《劉銘傳與台灣建設》 ,嘉新水泥文化基金畬 ,民國63年 l1月 ,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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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礦採用官商合辦 ,因 礦坑至基隆港及大陸運輸困難 ,無利可

圖 。隔年便將商股全數收購 ,成為官營事業 ,但仍每月虧損 ,且

有英人報告指出現有煤層已竭 ,劉銘傳想與英商合作 ,另外開採

煤礦 ,上奏後遭清廷誤解此舉有礙民生 ,並指責劉氏煤礦之失

敗 ,是因他來台前後官方經營不善 ,不准外商開採 ,劉銘傳只好

另尋他圖 。先是請候補知縣黨風崗執行煤礦整頓有成 ,而後有商

人積極爭取經營權 ,劉銘傳認為妥當 ,而獨斷裁決合辦章程 ,事

後具摺奏明 ,此舉亦遭清廷反對而作罷
1g。 並遭吏部彈劾 ,後來

清廷改為革職留任 ,才免被懲處 。

lSl糖業 :為了振興糖業 ,採取兩項措施 :Θ督勸北郊糖業工會訂立

公約保證糖的品質 ,也派人嚴格檢查蔗糖質量 ,對不遵守糖廠廠

規者予以嚴懲 。@贊助商人購買較先進的製糖機器 ,以新法製糖

提昇生產量
四 °上述做法有助於臺灣糖業脫離傳統人工生產方

式 ,邁 向機器生產 ,能更充分的運用原料以生產蔗糖 。

但)對外貿易 :銳意經營的結果 ,臺灣在 lS9U年貿易額為出超 ,同時

期大陸的對外貿易是大幅入超 ,顯現劉銘傳經營的成果豐碩 。

5.開 山撫番 :此 一工作 自沈葆楨時期就已開始 ,劉 氏更加積極 。在

<條陳臺澎善後事宜摺 >中提及 :「 即以防務論 ,臺疆千里 ,防海又需防

番 。萬一外寇猝臨 ,陰結番民 ,使生內亂 ,腹心之害 ,何以禦之 ?誠令全

番歸化 :內亂無虞 ,外患雖來 ,尚可驅之禦侮 。既可減防節餉 ,又可伐內

山之木已裕餉源 古」
21在

大嵙崁設全台撫墾總局 ,主要職責為配合防
「

番」專設的屯隘 ,及剿 「番」的營滅兵勇 ,作綏撫生 「番」的善後工作
”

19 蕭正勝 ,《劉銘仔與台灣建設》 ,嘉新水泥文化基金會 ,

2U 許雪iE,《滿大人最後的二十年 —— 洋務運動與建省》

國82年 B月 第一版一刷 ,頁 lU9-lU8。

21 劉銘傳 ,〈 條陳壺澎善後事宜摺〉,《劉壯肅公奏議》 ,

通書局印行 ,頁 148。

22 許雪姬 ,《滿大人最後的二十年—— 洋務運動與建省》

國鈕 年 B月 第一版一刷 ,頁 94。

民國6B年 l1月 ,頁 56-9。

,自 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民

台灣文獻史料技刊第九輯 ,大

,自 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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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墾工作自 1885年開始 ,至 1887年劉銘傳在 <各路生番歸化請獎官紳

摺 >中提到成果 :招撫前山中 、北兩路二百六十餘社 ,薙髮者三萬八千

人 ,後山各路共二百一十八社 ,「 番」丁五萬人都歸順 。至 1889年上奏 :

「數年以來 ,各軍出險入幽 ,不避瘴癘 、鋒鏑 ,將士死亡數千人 ,仰賴天

威 ,生番一律就撫 。雖氣質驟難變化 ,為當示以威信 ,有犯必懲 。一面教

養番童 ,開其知識 。臣維源廣招墾戶 ,務使聲氣相洽 ,情志相通 ,庶可轉

移故俗 。」
2s由

以上成果來看 ,撫番具有一定成效 。但是綜觀 《劉壯蕭公

奏議》中的撫番略奏摺 ,大多數為剿番的記載 ,此外劉氏認為全台生番已

經歸化 ,但實際上一直要等 1895年 日本動用強大警察 、軍隊強力攻討鎮

座 ,並配合有計劃的理番事業 ,番民才真正完全有效的被統治
”

。撫墾工

作亦因經濟拮据 ,推行困難 ,一直等到樟腦 、硫磺官辦 ,及徵收茶釐 ,經

費才算穩固 。生番歸化亦並非永久 ,189U年正月就發生台北內山加九岸番

社陰結他社 .連殺隘勇四十餘人 ,內山墾民懼而思徙 。又同年二月為剿平

南澳番社 ,亦死傷勇丁四十餘人 ,可見撫番效果未必徹底
%。

劉銘傳也欲

透過教育教化番童 ,在 台北設番學堂 ,其他各地亦有番學或義學以教化番

童 ,但以台北番學堂較積極 ,其他各地因教學方法不切實際 ,番童難以適

應
%。

δ.教育 :無論西學堂或電報學堂 ,劉銘傳是以推行自強新政 ,臺灣必

須 自行培養人才為出發點 ,電報學堂更開臺灣工業學校之先 。無奈邵友濂

繼任後 ,因財政不足予以裁撤 ,殊為可惜 。西學堂共培養六十四名人才 ,

其中一部份轉入電報學堂 ,專攻電報技術 。

文漱專刊評劉銘傳 「在臺期間前後共七年 ,百廢俱興 ,練軍隊以厚兵

劉銘侍 ,〈 全台生番歸化匪首就擒請獎官紳摺〉,《劉壯肅公奏議》 ,台 潛文獻史料技

刊第九輯 ,大通古局印行 ,頁 盤3。

張勝彥 、吳文星、溫振華、找安村鰝著 ,《 台灣開發史》 ,國 立空中大學 ,民國89年初

版一刷 ,頁 195。

蕭正勝 ,《劉銘侍與台海建設》 ,嘉新水泥文化基金會 ,民國63年 l1月 ,頁 84。

蕭正勝 ,《劉銘仔與台灣建設》 ,嘉新水泥文化基金會 ,民 國63年 l1月 ,頁 兒 。

眻畤眵眳畤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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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築砲台以嚴海防 ,設置局以造軍械 ,錫官爵以賞戰功 ,集捐輸以充經

費 ,厚禮聘以聚異才 ,討生番以闢疆土 ,丈田園以糾隱逋 ,編保甲以別良

莠 ,移窮民以墾荒土 ,興織造以杜漏扈 ,惠商賈以廣交易 ,築鐵路以便交

通 ,架電線以靈消息 ,購船舶以增航路 ,立公司以結商團 ,開法院以平訟

獄 ,聘西醫以療疾病 ,建學堂以施教育 ,定租借以待外使 ,置隘勇以密巡

防 ,興水利以資灌溉 ,開礦產以製樟腦 ,設 釐局以征鴉片 ,上述種種措

施 ,其 目的乃要舉一隅之設施 ,為全國之範 ,以一島基國之富強 ,把臺灣

建設成為一個模範省 ,奠定中國近代化的基礎 。」
”

以上評價與施政方向

相比 ,相去不遠 ,但就成果來看則不然 。臺灣建省之前劉銘傳曾上奏臺灣

設省的條件不足 ,作為臺灣首任巡撫 ,在 <條陳臺澎善後事宜摺 >中可看

出他治省藍圖 :「 查設防 、練兵 、清賦三端 ,皆可即時舉辦 。惟撫番須待

三者辦成之後 ,方 可議行 。其次設電 、購輪 、造橋 、修路 ,以通南北之

郵 ,理屯 、興墾 、開礦 、取材 ,以興自然之利 ,臣智識庸駑 ,難聖艱鉅 。」

田
劉銘傳切中臺灣的利與弊 ,是一個相當有遠見的人 ,從六年的施政過程

來看 ,亦與奏摺的內容所差無幾 ,可見他相當有魄力 。但是就結果而言 ,

可以堪稱治續的卻不多 ,台北省城的設立有個人因素影響 ,並且造成南北

隔閡 ;清賦事業雖對財政收入貢獻頗大 ,執行時瑕疵卻很多 ;交通事業最

為後人稱道 ,上述缺陷卻使劉銘傳的努力功虧一匱 ,不能成為便民的交通

設施 ;至於一些官營事業 ,如煤礦 、樟腦 ,因為清廷認識不足 ,加上中央

官員對劉銘傳個人的排擠 ,使其處處掣肘 ;開山撫番部分劉銘傳雖宣稱全

臺生番都已歸化 ,仍有復叛及墾民生命受威脅的事件發生 ;最為可惜的是

繼任者邵友濂將絕大多數的新政措施取消 ,包括停修鐵路 、撤廢清理街道

局 、煤油局 、伐木局 、煤務局 、裁撤學堂等 ,最大的原因是因經費不足 ,

邵友濂的施政重點與劉不同 。

總結以上敘述 ,若推崇劉銘傳已奠定臺灣現代化的基礎 ,依現代化的

29 持我於蕭正勝 ,《劉銘仔與台潛建設>

28 劉銘傳 ,〈 條陳士澎善後事宜摺〉,

通古局印行 ,頁 14B-149。

,嘉新水泥文化基金會 ,民國63年 l1月 ,頁 92。

《劉壯肅伏奏議》 ,台 海文厭史料技刊第九輯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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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來看並不是每一項都奠定根基 。政治上而言 ,政策推行不當 ,仍會激

發民變 ;只借重臺灣士紳統治 ,人民政治參與不夠 ;用人亦看不出有專業

化趨勢 。經濟方面 ,主要生產仍停留在小農制的農業及手工業的基礎上 ,

現代化的工業技術和企業組織曾見於官營事業和交通事業之外 ,未被普遍

移植於臺灣 ;以農業生產為中心的基礎上 ,土地關係仍停留在大租戶 、小

租戶 、及佃人的三重關係上 。交通方面由於道路設施的不足 ,政治和商業

的關係限制在以小城鎮為中心的村落社會
四

。唯有對外貿易 ,當時臺灣呈

現出超 ,但人民所得提高多少 ,尚待討論 。社會方面 ,隨經濟發展的改變

不大 ,自 然談不上都市化 、社會結構分化 、或流動性 。教育方面 ,只設西

學堂 、電報學堂 、番學堂 ,這些屬於有特殊 目的 ,亦未能達到教育普及及

識字率提昇的功用 。故欲談劉銘傳與臺灣現代化的關係 ,大概也只能說他

開啟臺灣現代化之先河 ,但實際上奠定的基礎並不多 。 (因後藤新平的施

政 ,部份以劉銘傳時期的遺留加以改革 )。 若以臺灣與當時大陸地區的現

代化成果相比 ,自 然
‵
成就較高 ,這點則是可以肯定的 。

四 、後藤新平治台政策的簡介與結果檢討

(-—(後藤新平治台政策的簡介

日人統治臺灣初期 .臺人採取激烈拒日保臺運動 ,故臺灣總督府實施

軍政 ,以武力進行鎮座 。1896年 3月 結束軍政 ,改行民政 ,並頒布 「六三

法」 ,授權臺灣總督得頒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 ,為 臺灣立法制度的基

礎 。由於並無殖民地統治經驗 ,雖 然決定以同化作為臺灣統治的最終日

的 ,卻暫採放任主義政策 :一方面進行特別立法 ,一方面尊重臺人固有風

俗習慣 。直到 1898年 ,兒玉源太郎出任第四任總督 ,以習醫出身的後藤新

平擔任民政長官 ,強調統治基礎必須建立在 「生物學原理」上 ,亦即對臺

灣的風俗習慣 、社會制度進行科學的調查 ,再制定適當的政策 ;從而標榜

29 黃靜嘉 ,《 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與殖民統治》 ,黃靜嘉發行 ,海天印刷廠印刷 ,

民國49年 5月 lU日 初版發行 ,頁 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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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方針係採順應現實需要而隨機應變的 「無方針主義」政策
∞

。後藤新

平在 1898年 3月 至臺擔任民政局長 ,6月 改稱民政長官 ,至 19U6年 lU

月去職 ,八年八個月的任期中 ,相關統治政策一一分述如下 :

I.建立統治基礎 :19U1年 成立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請京都帝國大學

教授岡松參太郎和織田萬負責調查工作 ,留下資料豐富的調查成果 ,對 日

本的 「中國學研究」進展有很大貢獻 。包括 :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一回報告』 全三冊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二回報告書』 全四冊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調查報告』 全二冊

『臺灣私法』 全十三冊

『清國行政法』 全七朋
sl

2.政治統治 :1898年改革警察制度 ,在各地大量增設派出所 ,增加警

察人員 ,將維持治安任務交與警察 。同年 8月 公佈 「保甲條例」 ,全面成

立保甲 ,實施連保連坐責任 ,作為苦察的輔助機關 。同時為鎮座 「匪徒」

及防範天災 ,由保甲中 17∼ 4U歲男子組成 「壯丁團」 ,推選團長 、副團

長 ,均係名譽職 。保甲具有舉發罪犯 、協助搜捕犯人之責 :「 壯丁團」更

成為總督府鎮壓武裝抗日的重要工具
”

。同年亦頒布 「匪徒刑罰令」 ,利

用 「壯丁團」協助 ,對抗日份子進行 「大討伐」和屠殺 ;一面制定 「土匪

招降策」 ,誘降安撫抗日份子 。至 19U2年各地游擊武裝抗日勢力悉數瓦解

B3 
。

張勝彥 、吳文星 、溫振華 、戴安村編著 ,《 台灣開發史》 ,國 立空中大學 ,民 國89年初

版一刷 ,頁 2U4。

黃昭堂著 ,黃其哲譯 ,《 台海總督府》 ,前衛出版社 ,民日88年 2月 新修訂版第四刷 ,

頁86-89。

張勝彥 、吳文星 、溫振華 、我安村編著 ,《 台灣開發史》 ,國 立空中大學 ,民國89年初

版一刷 ,頁 219。

張勝彥 、吳文星 、溫振華 、找賓村編著 ,《 台灣開發史》 ,國 立空中大學 ,民國89年初

版一刷 ,頁 292。

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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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經濟方面 :

(1)土 地改革 :後藤於 1898年創設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 ,全面實施土

地調查與整理 ,展開地籍調查 、三角測量及地形測量 ,至 19U4年

完成 。清出大量隱田 ,查明土地所有狀況 ,以及明瞭地理地形 ,

獲得治安的方便
s4。

完成土地調查後 ,總督府收購大租權 ,把土

地所有權集中於小租戶身上 ,並 把收購大租權的費用加在地租

上 ,課取小租戶的租金 ,使總督府的稅租增加三倍多
s5。

(2)金融改革及統一度量衡 :1899年成立臺灣銀行 ,一面進行臺灣幣

制整理和改革 ,安定財政金融 ;一面在華南 、南洋設立分行 ,擴

張對外貿易金融 。19UU年發布 「臺灣度量衡條例」 ,隔年正式實

施 。隨著貨幣和度量衡制度的統一 ,不但促進臺 、日兩地貨物和

資本流通 ,並加速臺灣企業經營的資本主義化 ,有助於 日本資本

家資本的入侵
BU。

6.交通建設 :劉銘傳建築的舊有鐵道技術不純熟 ,港灣也不適合大型

船隻停泊 ,後藤加以增建改築 。以發行臺灣事業公債等措資金 ,建立縱貫

鐵道官設計劃 ,北部僅限於改良清國舊有的線路 ,南部由高雄往北發展 ,

從 1899年動工 .至 19U8正 式接通 。此一貫穿南北的鐵道 ,無論經濟面或

社會面影響都很大 ,使臺灣居民之間更容易交流 ,村規模的視野和意識更

向廣大的地域展開 ,最後助成臺灣中全土臺灣人認同觀念的形成
s’

。基隆

港 、高雄港經過整建 ,深水面積擴大 ,防波堤 、碼頭 、起重機及倉庫等現

代化設備齊全 。公路部分 ,總督府亦運用軍隊及各地民力 ,積極致力於城

34 張勝彥 、異文星 、溫振華 、我安村編著 ,《 台灣開發史》 ,國 立空中大學 ,民國89年初
版一刷 ,頁 2U4。

B5 貴昭堂著 ,貴共哲譯 ,《 台潛總好府》 ,前衛出版社 ,民 國88年 2月 新修訂版第四刷 ,

頁93。

36 張勝彥、吳文星、溫振華、我安村編著 ,《 台灣開發史》,國 立空中大學 ,民國89年初
版一刷 ,頁 225。

B9 黃昭堂著 ,黃其哲譯 ,《 台灣總好府》 ,煎衛出版社 ,民 國88年 2月 新修訂版第四刷 ,

頁 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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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 、鄉村間相互聯絡的道路 ,至 19U5年完成各式道路約 95UU公里
田

。

5.農業改革 :由於 「農業臺灣 ,工業日本」的基本經濟政策 ,19U3年

成立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廠 ,成為臺灣農業科學研究和推廣中樞機構 ,並

在各地成立 自發性農民團體之農會 。總督府將水利開發視為當務之急 ,

19U1年公佈 「臺灣公共埤圳規則」 ,在各地成立 「公共埤圳組合」 ,進行

舊有埤圳改良工作 。19Ul任命新渡戶稻造為殖產局長 ,他提出 「臺灣糖業

改良意見書」 ,主張 「蔗作農業生產過程」的改進和 「製糖工業過程」的

近代化等兩大目標 ,總督府接受 ,並於 19U2年公佈 「糖業獎勵規則」 ,設

立臨時臺灣糖務局 ,推行大規模的 、科學的糖業獎勵政策和措施
s9。

δ.教育 :總督府本乎 「語言同化主義」 ,1898年以地方經費設立六年

制公學校 ,特別重視 日語教學 ,以求貫徹同化教育目標 。對於傳統書房仍

本著漸進原則 ,制定 「關於書房義塾規則」 ,規定書房應建次加設日語 、

算術 ,俾成為公學校的輔助機關
m。

Z戶 口調查 :19U3年公佈 「戶籍調查令」 ,於 1905年 lU月 1日 實

施臺灣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 ,確切地掌握人口狀況 。

ω後藤新平治區政策的結果檢討

上述種種政策顯然的都是為日本殖民統治臺灣作準備工作 ,作為殖民

母國 ,日 本是毫無經驗的 ,因為日本本身進行西化的明治維新運動從 1867

年展開 ,現代化運動尚在進行的同時 ,資本主義粗具雛形 ,1894年即接收

臺灣 ,基本上沒有多餘的能力統治臺灣 ,所以在 19U5年之前 ,對臺灣的經

營 ,都必須接受日本中央政府的補助 。但總督府利用臺灣蔗糖的有利生產

環境 ,積極的引進日本國內財閥 ,在 19UU年成立臺灣製糖株式會社 ,以後

張勝彥 、吳文星 、溫振華 、找安村編著 ,《 台灣開發史》 ,國 立空中大學 .民國89年初

版一刷 ,頁 妙6。

張勝彥、兵文星、溫振華、找安村編著 ,《 台灣開發史》 ,國立空中大學 ,民國89年初

版一刷 ,頁 228-231。

張勝彥 、異文星 、溫振華 、找賓村編著 ,《 台灣開發史>,國 立空中大學 ,民國89年初

版一刷 ,頁 2U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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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在總督府的保護之下 ,新式日資製糖公司不斷在臺灣成立 ,後藤新平又

配合同化的終極 目的 ,制定一連串相關政策 ,慢慢使得日本的統治步上軌

道 。評論後藤新平對臺灣現代化的影響 ,絕對不能不談其政策制定的真正

目的 ,作為殖民統治者 ,動機絕對是負面的 ,但也由於高度經濟剝削的取

向 ,迫使總督府必須改變殖民統治以前臺灣經濟發展的模式 ,走向現代化

的生產 ,在 此前提下 ,也就有後藤新平所謂的 「生物學原理 」的統治主

張 ,及上述種種政策的推行 。日本統治臺灣五十一年 ,雖然施政方針經過

三階段 :「 無方針主義」 、「內地延長主義」 、「皇民化運動」
41。

但後

藤因有科學的調查及研究結果 ,其政績為統治臺灣打下深厚的基礎 ,制定

的制度與日本統治相始終 。以現代化的角度來看 ,後藤的政策除
一

政治之

外 ,是有幫助的 。政治上採取高壓統治 、種族歧視 ,是帝國主義的特色 。

經濟上雖然大量引進 日資 ,也使臺灣生產走向資本主義化及工業化 。土地

調查及改革的結果 ,完全釋放出隱田 ,並使土地所有權確立於小租戶身

上 。此外積極建設交通 、成立銀行 、幣制 、度量衡的統一 ,有助於商品的

流通 ,促進城鄉交流 。社會方面 ,都市化程度仍然不高 ,這是因為日本發

展 「農業臺灣」的結果 ,加上透過警察及保甲制度嚴密的控制 ,社會流動

性低 ,初期亦無社團的發展 。文化方面 ,由於同化主義的最終目的 ,有計

劃的成立公學校 ,促使臺灣民眾識字率提昇 ,並利用日語教育接受現代西

方文化 、基本科技 、及新思想 、新觀念 ,使 臺灣文化產生相當程度的質

變 ,成為具有相當現代性的殖民地社會
φ

。

至於劉銘傳與後藤新平施政的內容有無重疊性或延續性的問題 ,不同

的統治政權 ,後來者當然會針對前者的措施採去蕪存菁的方式 。歸納二人

執政 ,得知 日治臺灣以後 ,採用嚴密控制人民的保甲制度 ,就是沿用舊有

中國傳統的保甲制度 ,擴大其職權及功能 ,清丈土地及廢除大租制 、交通

41 張勝彥 、異文星 、溫振華 、我密村編著 ,《 台灣開發史》 ,國 立空中大學 ,民國89年初

版一刷 ,頁 2U4。

42 張勝彥 、兵文星 、溫振華 、找安村編著 ,《 台灣開發史》 ,國 立空中大學 ,民國89年初
版一刷 ,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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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如修築鐵路 、整建港 口 ,亦在劉銘傳的基礎上繼續延伸 。與其說後藤

是在劉銘傳的基礎上擴充 ,毋寧說因劉銘傳做得不夠完善 ,未發揮應有之

功能 ,故後藤加以學習 ,而後繼續執行 ,因 此整體而言 ,後藤在台的政策

改良與創新兩者兼而有之 。

五 、結 論

綜上所述 ,做為臺灣首任巡撫的劉銘傳 ,及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

藤新平 ,治臺有各 自的背景及動機 。以往有些學者解釋二人的治績 ,有一

定立場 ,或認為後藤新平是在劉銘傳的基礎之上 ,再進一步改革 ,此謂

「臺木論 」 ,有單論後藤新平的執政 ,不強調殖民者角色的 「奠基論 」 。

本文 目的在跳脫意識型態之外 ,整理前人研究的結果 ,再重新審視二人治

績與台灣現代化的關係 ,期許在教學上作更妥適的解釋及定位 。不可否認

的 ,劉銘傳具有遠見及施政魄力 ,但人謀不臧破壞其良法美意 ,加上清廷

中央質疑他在清丈田賦及基隆煤礦的經營有疏失 ,對其不滿 ,亦使他心灰

意冷 ,終於 自請內調 .故臺灣新政的推行可說是失敗的 ,不過卻留下一些

硬體設施 ,及開啟了一個方向 ,讓殖民的日本有了一個依循的腳步 。若說

劉銘傳對臺灣現代化貢獻很大 ,恐怕是溢美之詞 ,但一筆抹煞卻又不合歷

史事實 ,只能說他是臺灣現代化的先驅 。至於後藤新平推行的政策對臺灣

的現代化過程雖有影響 ,但絕非其最初 目的 ,而且此一成果是臺灣人民在

異族殖民統治下 ,生活五十一年意外的收穫 。若以上述結論為基礎 ,以本

文前面整理的三個版本為例 ,教材受限於史實編寫的簡化 ,教師在評論劉

銘傳與後藤新平在台作為時 ,就必須更加小心謹慎 ,除了客觀陳述相關史

實以外 ,摒除個人立場 ,引 導學生正確認識兩人在台發展過程的的角色更

是重要 ,如此才能培養學生具有正確歷史知識及宏觀的歷史視野 。

再以教材編寫的內容而言 ,部分教材具有民族意識培養之 目的 ,加上

史實研究成果不同 ,及編者個人立場的影響 ,亦使各家版本內容呈現極大

的差異 。以劉銘傳而言 ,一八九五年日人據台以後 ,我國學人對劉氏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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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台之功績 ,相當漠然 。待政府於一九四九年遷台 ,方對劉氏恢復興趣 ,

迄今未衰
芻

。研究者亦多持肯定態度 ,但仔細研讚文中論點 ,容易看出因

民族立場而有過分推崇劉銘傳之嫌 。至於日治時期的相關研究 ,因台灣仇

日的情緒使得成果很少 ,更 不客觀 。直到近來隨社會開放 ,多 元化的發

展 ,才能重新檢討 ,而且較理性的看待日人治臺的歷史 。就教育者而言 ,

以往強調國家民族教育者 ,固以歷史教育為培養愛國意識的學科 ,歷史解

釋的角度有鮮明的政治立場 。但以今日強調社會多元化
:的

發展 ,認同本國

的歷史發展及文化是基本態度 ,對於世界歷史發展的脈絡亦應有正確的認

識 ,不應該預設立場 ,才不會在不斷往前的歷史潮流中 ,因思想僵化而被

淘汰 。以劉銘傳為例 ,以往基於民族意識 ,臺灣的相關研究及教科書幾乎

將其塑造為一個民族英雄 ,而後藤新平做為日本殖民政策的執行者 ,對臺

灣政治 、社會發展影響即使很大 ,其事蹟或個人亦很少被研究 ,更別提在

中學的歷史教科書中出現 。隨著教育改革 ,教材編寫的開放 ,使得教科書

選材多元化 ,後藤新平的事蹟才或多或少的被介紹 。以上言論並非貶抑劉

銘傳 ,或提昇後藤新平的重要性 ,而是在說明提倡教育改革的今日 ,教材

編寫面臨的課題不應只是如何使教材更具實用性 ,及提昇學生學習興趣 ,

更重要的是選材的適切性 ,如何選取適當的教材是歷史教育工作者需要正

視的一大課題 。歷史教育雖與歷史研究並不相同 ,歷史研究以盡量忠實呈

現史實的原貌為目的 ,而歷史教育仍有國家民族文化的認同作基礎 ,但兩

者有一共通點 ,就是都必須以客觀 、公正 、而且實證的史實作依據 ,再透

過閱誼者自己的價值觀作判斷 。身為歷史教育的工作者 ,無論是教材的編

寫 ,或教材的解釋 ,都應充實自身涵養 ,有正確的認知 ,以審慎嚴謹的態

度編寫或解釋 ,才不會誤導學生錯誤的認知或價值觀 。

43 朱昌崚 ,<劉銘傳與台潛近代化),《 中國近代現代史論無B4》 第二十九編 ,近代歷史
上的台灣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民國95年 9月 初版 ,頁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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