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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課題與方法─近代民族主
義、「青年」與地域社會

一、 吳濁流「即使如此」（それでも）留下的課題

1895 年，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獲得勝利而從清朝手中取得臺

灣，成為近代東亞第一個殖民帝國。作為後起的殖民帝國，日本

在殖民地統治上，一方面強烈意識到西方帝國的殖民地政策，1 一

方面標榜自己殖民統治的特色，而打出以「同文同種」、「一視

同仁」為方針的同化政策，並且在統治初期，便亟欲透過近代學

校教育體系，將以漢族 2 為主的臺灣住民予以「日本人化」。

日本領臺後未久，便設置臺灣總督府（以下亦稱為殖民政

1 對此矢內原忠雄早已明確指出，參閱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東京：岩波書店，
1988年），頁7；而日本史研究者三谷博更指出：「十九世紀中葉起，西洋成為日本的『敵
人』之同時也成了『憧憬』對象之『無法或忘之他者』（忘れえぬ他者），相對的，中國則成

為『反面教材』的『無法或忘之他者』」。三谷博，《明治維新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幕末の

外交と政治變動》（東京：山川出版，1997年），頁23。
2 本研究以占臺灣人口多數的漢族（當時又稱本島人，臺灣人）為研究對象，原住民（當時又
稱為蕃人、高砂族）不包含在內。有關殖民地時期臺灣原住民教育之研究，參見松田吉郎，

《臺灣原住民と日本語教育─日本統治時代臺灣原住民教育史研究》（京都：晃洋書房，

2004年）；原住民青年團之研究參見陳瑛，《從「部落民」到「國民」─日據時期高砂族

青年團的教育性格》（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與宋秀環，
〈日本統治下の青年團政策と臺灣原住民─アミ族を中心として〉（收錄於中生勝美編，

《殖民地人類學の展望》，東京：風響社，200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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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展開殖民地統治，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向首任總督樺山資

紀提出臺灣近代學校教育體系設置順序方案（〈臺灣教育施設之

順序〉，詳後述），3 企圖透過近代學校教育以培養協助殖民統治

所需的近代化人才。其後，雖因內部對於預算及教育方針上的不

同意見，導致伊澤憤而拂袖去職；但 1898 年臺灣總督府在總督兒

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兒玉―後藤搭檔」當政下，繼

1896 年所設置的第一所初等以上教育機關―臺灣總督府國語學

校（以下或簡稱「國語學校」，當時亦稱「國黌」4）之後，1898
年 7 月，正當殖民政府埋首於全面掃蕩臺灣中南部各地抗日武裝

勢力最緊要關頭之際，仍先後公布了《公學校令》及其施行細則，

並於同年 10 月正式實施上路，完成初等教育機關―公學校設置

的法制化措施。不過充其量，這只是伊澤最初構想中的一小部分

而已。

也因此，對於伊澤修二最初所擬整體的殖民地臺灣近代學校

教育體系設置順序的方案，筆者深感有必要針對 1896 年 4 月率先

設立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予以重新檢視與定位。何以故？因為

若從其當初所提方案的整體規劃來看，相較於公學校的「少國民」5

3 〈臺灣教育施設の順序〉，《マイクロフィルム版 後藤新平文書 目錄》（水澤市立後藤新平
記念館，1980年），編號R32-87-4，「28年9月、31年6月 伊澤修二氏教育に關する上申」，
《後藤新平文書》。

4 「國黌」又稱「國子監」或「太學」等，概為中華帝國的最高教育機構，同時也是高等官僚養
成機構。日本帝國在領有臺灣之後不久廢除科舉，當時殖民地官僚養成機構同時也是最

高學府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因而被臺灣人學生稱為「國黌」（例如「國黌卒業」等）。隨

後這種稱呼逐漸在臺灣社會流傳，最初乃專指國語學校而言。創刊於1899年的臺灣總督
府國語學校校友會《校友會雜誌》應為其嚆矢。但後來也有將公學校稱為國黌的用法，例

如1926年出版的《崇文社百期文集》中，王則修的詩作〈維持漢學策〉便出現「以家庭之教
育補國黌所不逮」的說法（參見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

色》，高雄：春暉，2000年，頁306）。
5 在「青年」之前，具有近代國家國民問題意識之先行研究以許佩賢的公學校教育相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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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政策，原本伊澤修二的學校設置規劃構想中，更包括與殖民

地中等教育、實業教育和師範教育等各種初等教育以上，與殖民

政府的「青年」教化政策最為相關、且作為銜接初等教育的各類

教育機關之設置規劃；然而，雖曾一度開設以招收臺灣人學生為

主的北、中、南三所師範學校，但隨後便因經費問題以及公學校

普及率遲緩等因素而相繼關門大吉，導致當時於三所師範學校內

就讀的臺灣人學生，先後被編入轉學至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為此

而增設的師範部乙科就讀，完成未竟的學業。

此外，日後總督府國語學校為了配合殖民政府在產業開發上

的實際需求，在既有的師範部（包括專收日本人為主的甲科和專

收臺灣人的乙科，以及作為教育實習之用的附屬公學校）和相當

於中學教育的國語部之外，亦曾短暫設置相當於職業訓練教育的

實業部（內設農業科、電信科、鐵道科）。因此，相較於師範教

育的短命和實業教育的臨時編制，國語學校可說是伊澤修二針對

殖民地臺灣所提之近代學校教育體系設置規劃方案中，碩果僅存

且充分因應殖民地教育、教化和實業等各方面所需的綜合性「青

年」教化政策最主要核心部分之縮影（參見表 1）。

眾所周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乃是臺灣總督府所設立以培

養公學校教員為主的教育機關，一直到 1919 年改制成臺北師範學

校為止，和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同年改制為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

究，成果最為豐碩。許佩賢，《塑造殖民地少國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

析》，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許佩賢，《臺灣近代學校的誕生
─日本時代初等教育體系的成立（1895-1911）》，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
文，2011年；許佩賢，《太陽旗下的魔法學校─日治臺灣新式教育的誕生》（新北：東

村，2012年）。此外，有關殖民地教育的研究成果尚有李鎧揚，《日治時期臺灣的教育財政
─以初等教育費為探討中心》（臺北：國史館，2012年）；E. Patricia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Harvard Univ. Press, 197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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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沿革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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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臺灣教育沿革誌》，6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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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並列為殖民地臺灣的兩座「最高學府」；6 然而回顧臺灣抗

日運動史的發展，這兩大教育機關同時也是培養抗日運動領導階

層的搖籃，乃因其中部分的畢業生，在 1920 年前後蛻變成「臺灣

青年」之故。

對於這樣看似矛盾的現象，其實早在殖民統治期間已為人所

洞察，7 而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在 1939 年編輯出版的《臺灣社會運

動史》一書中亦有提及；8 到了戰後，不論是歷經殖民統治經驗的

臺灣人，抑或臺灣史研究者，亦對此多所分析論述。儘管如此，

筆者認為在此當中又以原出身國語學校、從事公學校教師一職

二十餘年，並於戰後成為知名作家的吳濁流 9 的觀點最具代表性。

吳濁流在其戰後初期所寫的回憶錄當中，一針見血並全面性地揭

露殖民統治者之意圖，以及冷靜評估殖民政策中有關近代學校教

育體系對臺灣社會所產生之影響。吳濁流以其流暢且兼具嘲諷的

6 例外的是1915年由臺灣人土著地主資產階級所倡議興建的公立臺中中學校，不過該校
雖稱為中學校，在課程設計卻偏低。參見若林正丈，〈總督政治と臺灣土著地主資產階

級─公立臺中中學校設立問題，1912-1925〉（若林正丈，《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 增補
版》，東京：研文，2001年，頁337-377）；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
岩波書店，1996年），頁131；藤井康子，《日治時期臺灣中學校之形成─教育目的‧制

度‧背後支柱》，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7 矢內原忠雄在其1929年出版《帝國主義下の臺灣》一書中，便曾針對當時臺灣人民族運動
與臺灣總督府醫學校間的關係，提出類似的觀點。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東

京：岩波書店，1988年），頁103。
8 1921年10月臺灣文化協會創立當時，在279名的學生會員當中，臺北師範學校有136名，臺中
商業學校61名和臺北醫學專門學校49名，兩校分占第一名和第三名。《臺灣社會運動史》
（原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 領臺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臺
灣社會運動史》，1939年。以下簡稱《臺灣社會運動史》。復刻版，東京：龍溪書舍，1973
年），頁170。

9 吳濁流（1900-1976），生於臺灣新竹州新埔庄，1916年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畢業。其相關
事蹟介紹參見尾崎秀樹，〈吳濁流の文學〉（吳濁流，《夜明け前の臺灣─殖民地からの

告發》，東京：社會思想社，1972年，頁30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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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調寫道：

在臺灣過去成為日本殖民地的五十年間，一共只有三條出

路可以走。一是醫生、二是教師，剩下的是律師（辯護士）。

這是日本統治臺灣當中最賢明的政策。由於日本的殖民政

策給予臺灣人這三條路，所以統治臺灣的五十年間算得上

小康。為了推進前面的兩條路，設立了醫學校與國語學校

（師範學校─原注）。一是自費、一是公（官）費。這

樣的安排可說非常巧妙的方法，於是臺灣的中產階級以上

的優秀人才便得以自費進入醫學校就讀，而中產階級以下

的優秀人才則得用官費進入師範學校就讀。由於入學的人

數受到相當的限制，因此為了擠入這道窄門（登龍門），

如果不是具備相當優異的條件是不可能的。

醫學校出來的醫師，無法變成大富豪，最多只能達到中富

或小富的格局，因此自然無法與來自日本的大資本家爭權

奪利也就不會產生衝突。所以只要成了醫師，就算是多麼

優秀的人，也會因終日忙於事業而無暇他顧，既無法從事

其他經濟活動亦幾乎不可能介入政治活動，即便介入也很

容易被干涉。

至於從師範學校畢業的教師，有義務服務年限五年的條款。

在人生最閃亮燃燒的青年期，不管自願或非自願，都得被

綁在二十坪不到的空間裡。同時由於教師具備低階文官的

資格，至少維持生活安定的最低條件得以獲得確保，並且

還有恩俸加給可領。因此師範學校的畢業生抱持滿腔的熱

血，非得先認命地在五年內奉獻於教室的講壇上不可。在

此期間，娶妻生子，以致逐漸對現實生活懷抱著恐怖，大

多數的人便開始聽天由命而止於講壇，不敢將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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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諸行動。即使如此（それでも），從醫學校和國語學校

中所出現的反抗分子卻是最多的。

這種政策成了慣性，社會也薰染了這種習性，造成優秀的

青年大多自然而然地競逐成為醫師或教師這兩項職業之

間。10〔原文為日文，筆者翻譯，並加底線。以下同。〕

從吳濁流上述「即使如此」的筆端，可嗅出其以諷刺的語氣

來點出日本殖民統治政策矛盾的兩義性。一方面，吳濁流對於殖

民政府以民族差別政策嚴格限制臺灣人就讀初等以上教育機關，

導致國語學校與醫學校成為臺灣人年輕菁英唯一登龍門的管道，

長期下來造成社會風氣皆以能投身教職與醫師為榮，正面肯定殖

民統治政策「賢明」且有效之處；然而另一方面，如此嚴重的民

族差別政策下的殖民地教育，卻也讓兩校畢業生成為日後 1920 年

代抗日運動「反抗分子」的主要來源。當然從這段描述中也可讓

人清楚理解，在此「賢明」政策下，作為出身於國語學校並擔任

公學校教師一職長達二十多年的吳濁流，親身體驗兩種不同處境

的內心糾葛。吳濁流這番戰後回顧的談話，確實有助於後人對戰

前殖民統治的真實面貌，獲得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時，這段描述

也不禁誘導我們進一步去思考，亦即應該如何看待殖民地時期臺

灣社會中關於近代職業與學歷的社會意義。殖民統治前期，國語

學校不僅受歡迎的程度並不亞於醫學校，招收的學生人數亦遠高

於後者。與專門培養醫學專業醫師的醫學校不同，國語學校的任

務，乃在培育綜合性殖民統治官民公私業務所需之各類人才。

換言之，若將內地人學生先置而不論，國語學校設置的目的

乃在於培養臺灣人的年輕子弟，使其成為殖民統治所需的實業家、

10 吳濁流，《夜明け前の臺灣─殖民地からの告發》，頁254-255。



8  殖民統治與「青年」

教師／官吏（教師即為殖民地官僚體系的低階文官）等這類需具

備「雙語讀寫能力」之「殖民地青年」（或稱「雙語學歷菁英世

代」，以下亦簡稱為「青年」。援用自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

書，詳後述），然後將這些「青年」配置於臺灣各地，使其扮演

教育／教化臺灣社會指導者的角色（「新領土經營者」），而被

殖民統治者賦予擔任「殖民地近代性」仲介者之角色；「即使如

此」，1920 年前後，國語學校的畢業生當中，不少人在島內外化

身成為反抗殖民統治的「臺灣青年」，這讓當時即使只是一位新

竹鄉下公學校教師的吳濁流，也對這批「臺灣青年」所創辦的《臺

灣青年》雜誌之主張，產生了共鳴，但終因「對現實生活懷抱著

恐怖」，終致無法變身成為「反抗分子」。同時也因為無法成為

收入優渥的醫師，只能成為一名教師，讓一生的精華時光都在狹

小的教壇上度過。

或許是基於想宣洩心中那種遺憾心情，戰後吳濁流對於和自

己處於同時代的反抗分子，均不吝給予同情和讚美。那麼何以那

些在殖民體制下足以確保「生活安定」的「優秀分子」，竟然會

在 1920 年前後成為吳濁流筆下的「反抗分子」？

且讓我們先來看一個案例。與「一切逆來順受」的吳濁流不

同，這位國語學校畢業、在離開「二十坪以內」的公學校教室後

遠赴東京，進而蛻變為反抗分子的臺灣青年徐慶祥，因其英年早

逝而受到反抗殖民統治運動者與殖民政府兩方機關刊物的「同聲」

惋惜。以下筆者將藉由對這位國語學校畢業生之死的追悼，來彰

顯前述重新檢視殖民地時期臺灣的近代職業與學歷所具有的社會

意義，此一問題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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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東京臺灣青年會在東京創辦了《臺灣青年》雜誌，

這份刊物被視為 1920 年代臺灣抗日民族主義的原點，同時也是

臺灣近代媒體論的起點。值得注目的是，參與創刊《臺灣青年》

的八名核心人物當中，11 就有半數是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出身的

校友，即林呈祿、王敏川、蔡培火和徐慶祥四人，其中徐慶祥於

1922 年，年紀輕輕（享年 34 歲）便因病而客死異鄉東京。《臺

灣青年》雜誌的後續刊物《臺灣》雜誌，對於徐慶祥的死訊公開

發表如下的哀悼文：

本社幹事徐慶祥氏因舊病復發藥石罔效，本日接獲其逝世

於東京客寓之訃文不勝哀悼。氏是聰敏快活的臺北艋舺人，

明治四十三年〔應為明治四十二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

師範部畢業後通過普通文官考試及格擔任過教員及其他公

職。近年來專心從事實業的同時熱心社會公益而鞠躬盡瘁，

尤其是自臺灣青年雜誌社創刊以來擔任臺灣本島的經銷代

理人（取次人）直接為本社奮鬥努力，是非常難得新進活

動的青年，享年僅三十四歲。天不假年茲濭焉而易簀，聽

聞悲報，誠痛惜哉。嗚呼！

謹呈吊意。

大正十一年五月九日臺灣雜誌社 12

令人意外的是，當時不僅是反抗殖民統治的《臺灣》作如上

的報導，甚至連臺灣總督府的御用機關報《臺灣日日新報》（以

下或簡稱《臺日》）也在新聞報導中，刊登徐慶祥的死訊。該報

11 參見《臺灣民報》第67號，1925年8月26日，「寫真《臺灣青年》創刊當時直接關係者」。此
八人包括林獻堂、蔡惠如、彭華英、林仲澍、王敏川、徐慶祥、林呈祿和蔡培火。

 12 臺灣青年雜誌社，《臺灣》第三年第2號（1922年5月），卷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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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的內容全文如下：

徐慶祥氏之客死　艋舺青年中卓卓之徐慶祥氏。去九日下

午四時。在東京病故。享年三十四日〔應為歲之誤〕。氏

為明治四十二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之畢業生。亦曾

與令弟徐慶忠君。先後合格文官試驗其後辭去教員之職。

入大和行從事商務。深為行東辜顯榮氏之所器重。財界順

調之時。頗獲巨利。為人伉爽。於地方中公益之事。多所

樂為。嘗組織艋舺共勵會。為副會長。兼同風會幹事。嗣

任臺北市常設委員。訃到之日。艋舺地方人士。鹹〔應

為咸之誤〕為惋惜。現時氏之令弟慶忠慶鐘兩君。將於明

十四日。自內地附輪。護其遺骸歸裡〔應為里之誤〕。然

後舉行本葬式雲〔應為云之誤〕。13

在此文中描繪出另一種臺灣「青年」的面貌。

首先，針對雙方所刊載對於徐慶祥相關經歷的描述可知，徐

慶祥從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畢業後，通過普通文官考試至辭去教

職進入實業界為止，不論是《臺灣》或《臺日》的記述內容幾乎

完全相同；問題是，後半段對於徐慶祥的描述，則幾乎判若兩人。

前者所描述的是一位對殖民政府而言最感棘手，具有臺灣人意識

的「臺灣青年」；後者所陳者，則是殖民統治者一開始所刻意栽

培來從事地方公益與推動「同風」，使其成為具有日本帝國官方

民族主義的「殖民地青年」。但是值得注意的，不論是「新進活

動的青年」或是「卓卓的艋舺青年」，這兩種矛盾的樣貌同時疊

合在徐慶祥身上。

 13 〈徐慶祥氏之客死〉，《臺灣日日新報》第788？（字跡不明）號（1922年5月14日），漢文
版。文章使用句讀與目前習慣或有不同，因係屬引文，均維持原樣不加修改，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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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話雖如此，我們不禁想追問的是，何以總督府的御用媒

體《臺日》，對已轉身批判殖民統治的徐慶祥之死，依舊高度評

價地予以報導呢？其實，在此當中實流竄著一股國語學校畢業生

之間的同窗情愫，和存在著一種地域社會中重層的人際關係網絡。

換言之，與活躍於東京的反殖民統治運動的臺灣青年相對，還有

一種屬於地域性的國語學校畢業生的學緣人際關係網絡，而這層

關係卻往往為我們所忽略。

進而言之，徐慶祥〔1909 年，表示畢業年次，以下同〕與臺

灣青年蔡培火（1910年）、王敏川（1909年）、林呈祿（1908年）、

黃呈聰（1907 年）等人，都是國語學校的同班同學亦或前後期的

校友。其中與王敏川更是師範部乙科的同班同學，而和林呈祿則

是在同年一起通過普通文官考試的「同年」；而另一方面，徐慶

祥的故里艋舺，原本就是國語學校附屬艋舺公學校之所在，同時

與母校國語學校和《臺日》等攸關殖民地教育、教化政策推動和

宣傳的根據地更僅一線之隔。因此，如本書第四章所述，當地國

語學校校友之間的互動，可說是全臺最具代表性的，而其中扮演

關鍵性角色者，乃該校臺灣人校友中最早升任教諭的國語學校助

教授劉克明（1903 年），以及通過普通文官考試後進入《臺日》

漢文部任職，日後更升任漢文部主任的魏清德（1906 年，《臺日》

在職期間 1910-1940 年）。14 劉、魏兩人皆出身新竹州，但因在校

成績優異以及深厚的漢文學養，而被殖民統治者留用於臺北任職，

也因此而埋下與艋舺一地同屬國語學校出身的徐氏兄弟之間的深

厚情誼。

14 黃美娥，〈另類現代性─《臺灣日日新報》記者魏清德的文明啟蒙論述〉，收錄於黃美
娥，《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2004年），頁183-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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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1919 年 4 月 29 日艋舺同風會創設之際，這些當地的國

語學校畢業生便扮演重大的角色。《臺日》編輯部的通訊欄（即

「編輯謄錄」之類），也經常出現有關徐慶祥的活動報導，15 文字

的語調宛然是國語學校臺灣人畢業生間的專屬通訊欄。

總之，面對徐慶祥的死，當我們在追問雙方的政治立場之前，

不管《臺灣》或《臺日》，如前所述，其間乃各自存在著一股國

語學校畢業生之間的同窗情誼與地域社會內部重層的人際學緣關

係網絡，並且這道情愫和人際關係網絡在此跨越了殖民統治者所

刻意鋪設的政治界線，在一個「殖民地青年」之死的報導上，無

意間曝露出這條地域性的學緣關係網絡。

至於徐慶祥的同班同學王敏川，在《臺灣》以代表該校校友

立場所寫的輓聯，正是充分表露出國語學校畢業生間的情誼及跨

越地域性的學緣關係網絡的最佳例證：

同學黌門君真範式

營喪旅邸我愧子衡 16（王敏川）17

主要是 1920 年前後，由徐慶祥等人為主的東京臺灣青年會所主

張，提升臺灣人文化、呼籲臺灣人自覺（自決）的臺灣抗日民族

運動展開後，對臺灣島內以往既有的殖民統治政策與臺灣人社會

15 儘管只是短短一行字，《臺灣日日新報》如同備忘錄般地刊登了徐慶祥的上京、歸臺、就
職等個人活動。參見1915年5月16日，1917年2月7日與8日、4月28日，1918年1月17日，1920
年4月28日等。

16 子衡在此應指後魏時楊休之弟楊詮之。《魏書‧七十二》云：「休之弟詮之，字子
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早為門生所害，時人悼惜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網址：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qu
ery?@63^518398200^809^^^0202010004252^@@912829895。最後造訪日期：
2014/5/19。

17 《臺灣》第三年第3號（1922年6月），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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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偌大的衝擊和影響。

結果導致雙方主導輿論主流的國語學校畢業生，由於身處不

同陣營，亦不得不藉由不同立場的媒體和出版物，展開相互對立

的論述。他們各自憑著「雙語讀寫能力」的優勢，不論是漢文版

或是日文版，一方是站在替殖民統治者辯護其日本帝國官方民族

主義立場的《臺日》，一方則是處於提倡臺灣人抗日民族主義立

場的《臺灣》（後來改稱《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雙

方各自走上不同的路途。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一開始各自所做出

的選擇不同，對其日後各自的命運也都造成不可磨滅的影響。

以上所提及的國語學校畢業生，不過是該校偌多畢業生中的

一小部分。在臺灣各個不同的地域社會當中，還有更多與殖民統

治有著密不可分的畢業生存在，且與殖民統治體制之間的關係各

自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如本書第六章所舉臺灣中部草屯洪姓一族，

就是一個很鮮明的事例。同時，如第五章所示，在同一時期，國

語學校內地人校友究竟被賦予、扮演何種角色，也是我們在探討

殖民統治實際狀態之際，一個不可忽略的面向。

可惜的是在以往相關的研究成果當中，國語學校及其畢業生

總是在不同時期作為片段而不連續地存在，且往往僅被視為師範

教育的前史抑或學校教育史的一部分而被討論。18 其中，謝明如的

碩士論文利用明治時期《教育雜誌》的紀事、臺灣總督府國語學

校的教職員、學籍資料等文獻史料，將國語學校教學課程之變化

以及該校畢業生的社會流動，進行綿密的分析和整理，在殖民地

18 李園會，《日據時期師範教育制度》（臺北：南天，1997年）；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
範教育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983年）；及謝明如，《日治時期臺
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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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史中重新檢討並賦予國語學校更重要而明確的定位。19 但是攸

關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期間，其與殖民政策的關聯、在地域社

會當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以及三者之間又具有何種相對的互動

關係，則顯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迄今仍缺乏深入的討論。

因此，本研究試圖從殖民政策與地域社會的角度出發，而以

在殖民統治之初便已被殖民政府引進臺灣並以國語學校為「範式」

的近代化「青年」概念及其內涵為切入點，藉以探討長達半世紀

殖民統治下，有關「青年」教化政策的變化與地域社會的相互關

係；同時，透過吳濁流的「即使如此」（それでも）所引發對於

殖民地時期臺灣社會近代「青年」所具學歷與職業之社會意義的

追問，進一步釐清何以不同陣營對徐慶祥之死會有不同解讀，其

間所浮現出有關國語學校及其畢業生―此一「青年集團」在殖

民地社會、政治上的角色及其定位究竟為何。如此雙管齊下，筆

者相信可以更為全面地釐清殖民政策與地域社會間，臺灣總督府

「青年」教化政策歷經長達半世紀所呈現出的不同內涵與轉折。

二、先行研究

目前有關日本殖民統治初期的研究成果中，臺灣總督府對於

臺灣鄉紳階層採取懷柔攏絡的策略，這一點並沒有太大的爭議；

同時，藉由近代新式學校教育對新的年輕世代推動同化政策，也

多抱持相同之看法。然而，針對臺灣總督府何時、如何、何以推

動這些措施，以及關於不論是鄉紳階層抑或年輕世代，臺灣總督

府的殖民政策其施行的背景及意圖為何等問題，其實還有許多有

待釐清闡明的地方。

19 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頁315。



  15序章　課題與方法

1980 年前後，有關殖民統治前期臺灣人的武裝「抵抗」與殖

民政府軍事「鎮壓」之研究率先受到矚目，這個階段，有關抗日

運動史研究的學者包括黃昭堂、許世楷、翁佳音等人。20在此同時，

也有包括張正昌和周婉窈等學者，從事殖民統治中期 1920 年代非

武裝抗日運動和人物之研究，並且提出「乙未戰後新生代」這樣

的概念，依此分析有別於前期武裝抗日的非武裝抗日新式生力軍

所扮演之角色。21

除了臺灣學者之外，日本學者若林正丈在其抗日運動史的研

究中，率先提出 1920 年代抗日運動的主力―「臺灣漢族初代近

代知識分子」，以及一方面襄助抗日運動新生代，另一方面更扮

演著構築殖民體制協力機制的主力―「本土地主資產階級」之

嶄新的分析概念，22 生動詳實地掌握住殖民體制當中，臺灣本土資

產階級既抵抗又協助的雙重角色。同時若林亦在隨後的研究中指

出，在「殖民統治協力機制」這套機制運作中，到了 1920 年代更

進一步分化出新的「買辦―民族主義階層」。23

1990 年代初期，吳文星以其定義的「社會領導階層」24 為研

20 黃昭堂，《臺灣民主國の研究─臺灣獨立運動史の一斷章》（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1979年）；許世楷，《日本統治下の臺灣─抵抗と彈壓》（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
年）；翁佳音，《臺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臺北：稻鄉，〔1986年〕2007年）。

21 張正昌，《林獻堂與臺灣民族運動》（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
年），頁145；周婉窈，《日據時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
部，1989年），頁13。

22 若林正丈，《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 增補版》，參見第一篇第一章第一節，頁24-45。
23 若林正丈，《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 增補版》，頁197。
24 「本文所稱的『社會領導階層』，在研究分類上系指『地方性領導階層』（local elite）或
『次級領導階層』（sub-elite）。具體而言，這些人在清代係指擁有科舉功名的士紳，以
及沒有科舉功名的富商、地主和儒士等，在日據時期則是指政治、經濟、教育和文化等方

面地位較重要或表現傑出者。」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

正中，1992年），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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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對象，針對殖民地時期臺灣社會中的新、舊階層進行計量實證

分析，除了著重其抗日的側面，更對於在殖民統治政策與臺灣社

會的變遷中，不同時期「社會領導階層」如何應對、及其所扮演

的角色進行全面性的分析探討。吳文星這項研究成果的最大特色

在於，不僅分析了臺灣社會新、舊領導階層的活動和類型，更對

於不同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的出身背景、學經歷，以及在學校

教育機構、社會教育設施和殖民政府機構中所占比例等，進行綿

密而詳細的統計和量化作業。25 在結論裡，吳文星認為由於殖民體

制的獨占性與民族差別待遇的封閉性，而導致臺灣社會領導階層

在整體上缺乏自主性。

其次，在長達半世紀的殖民政策影響之下，新、舊領導階層

內部的社會流動非常緩慢，且不管是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兩者均

具有高度的延續性；不過，兩者之間並非毫無差異，新世代領導

階層相較於其父兄一輩，由於受過專業的知識訓練，在經濟上保

有更多元的勢力，其影響力更被大幅強化。26

上述所謂「買辦―民族主義階層」的分化以及新、舊「社

會領導階層」的結構之外，對於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應對方式，

近年來又有更細緻化的探討和分析。首先，駒込武針對 1920 至

30 年代臺中州草屯庄（今南投縣草屯鎮）出身被歸類為「本土地

主資產階級」的臺灣近代知識分子洪元煌的教育背景和地方自治

的傳統，凸顯出過往將抗日運動者視為具有「近代志向」的分析

角度，進而提出不同的富有啟發性的見解，亦即另一種深具「傳

25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8。
26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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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志向」的座標。27

對於吳文星所提新、舊領導階層之探討，宮崎聖子延續蔡慧

玉既有的研究架構，28 以臺灣地方街庄層級的菁英集團（官製青年

團）為研究對象，並採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針對以往將臺灣「社

會領導階層」視為一個整體的分析手法提出質疑，而將作為殖民

政策施行對象的臺灣人，依其「世代、階層、學歷和性別等差異」29

加以區分，指出殖民地時期青年團政策施行的狀況，以及在這項

政策的影響下如何造成臺灣人社會的「分斷」。

同時，宮崎所進行的青年團政策研究，則更在近藤正己對青

年團與軍事動員的研究基礎上，30「有別於以往將其視為 1930 年

代後半起以青年層為對象的說法，而進一步往前追溯青年團體從

1910 年代開始便擔負著教化地域社會中臺灣人菁英的角色」，31

以及明確指出「青年團的前身青年會，扮演著 1920 年代抗日運動

防止其擴散的防波堤功能；而後期的青年團，則肩負著將臺灣的

青年層訓練成『日本的軍人』之角色」。32 因此所謂的官製青年團

在臺灣地方街庄的層級當中，成為街庄層級培養「地方菁英」之

機制，而透過這些臺灣人「地方菁英」來主導地方街庄有關教化、

產業和動員的功能，正是殖民政府所期待的。

27 駒込武，〈抗日運動における教育要求と總督府の教育政策─1920-30年代臺中州草屯
庄の事例を中心に〉，收錄於《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

學歷史學系，1993年），頁419。參見同氏，《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第Ⅰ章，頁42-74。
28 宮崎聖子，《殖民地期臺灣における青年團と地域の變容》（東京：御茶の水，2008年），
頁17。

29 宮崎聖子，《殖民地期臺灣における青年團と地域の變容》，頁9。
30 宮崎聖子，《殖民地期臺灣における青年團と地域の變容》，頁13。
31 宮崎聖子，《殖民地期臺灣における青年團と地域の變容》，頁232。
32 宮崎聖子，《殖民地期臺灣における青年團と地域の變容》，頁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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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下將針對本書所擬探討的相關

課題為中心，對於目前的研究成果所未能充分論述的問題點進行

檢視。若先就結論而言，前述的研究成果主要呈現出兩種趨勢：

一是殖民地前半時期多傾向於偏重學校教育或國語教育之研究為

主，另一則是殖民地後半時期側重於社會教育、社會教化和軍事

動員等議題為主。

然而如後所述，本研究認為兩者之間具有密切的相關性，雖

然分別論述有其需要，但若能闡明兩者間的相關性和延續性，則

更能看出殖民政策與臺灣社會的全貌。以下，將以不同的類別，

針對前述研究成果與本研究的關懷進行相互對話和梳理。

( 一 ) 抗日運動史研究―階層結構論與世代論

首先，在抗日運動史的研究脈絡中，若林正丈長期以來關注

臺灣人的民族主義如何從無到有，且不分戰前和戰後，追蹤殖民

統治時期與戰後臺灣社會的關聯性。如前所述，若林將 1920 年代

舉起反殖民統治大旗中不少出自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和醫學校

者稱之為「臺灣漢族第一代的近代知識分子」，以及在 1910 年

代鄉紳階層中有一群扮演著抗日角色的「本土地主資產階級」，

探討兩者與殖民主義和統治間的關係而提出三種型態的殖民統治

「權力機制」，33 並個別賦予其定義。這些深具前瞻性的分析概念

成為日後從事臺灣抗日運動史和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參考。

此外，針對班納迪克‧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

的起源與散布》一書所提，民族主義與殖民地宗主國「巡禮圈」

間的關係論述，若林亦從日本的殖民地臺灣所具有的特殊性，而

33 若林正丈，〈臺灣政治史研究の一視角─戰後日本の日本殖民地統治期研究成果の反

省から〉，收錄於若林正丈，《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 增補版》，頁41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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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修正意見。亦即，早在殖民地宗主國經由近代教育所構成的

「巡禮圈」形成之前，在清朝統治時期的臺灣已被納入而成為

「士大夫巡禮圈」34 的一環。不過，若林正丈的研究除了戰後政

治史以外，35 基本上抗日運動史研究的重點主要放在從領臺初期

到 1920 年代殖民地政策和臺灣人社會的變化上，雖然提出了分析

殖民地統治的理論性概念，但無法涵蓋殖民地政策和殖民地社會

變化全時期的面貌。

如前述，吳文星曾分別針對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地

方菁英、「上流社會」的鄉紳階層）與師範教育的角色進行探討。

他一方面分析領臺初期鄉紳階層的對應與協助殖民統治的鄉紳階

層角色之同時，也指出殖民地師範教育乃是培養近代菁英的搖籃，

透過新式教育探討臺灣新、舊社會階層的社會流動。尤其，吳文

星對於整體鄉紳階層的出身背景以及新知識階層的學歷，進行詳

細分析列表，堪稱其研究的最大特色。

謝明如在以往師範教育史研究之上，進一步解析國語學校的

制度和課程變遷，且不分內地人和臺灣人，針對該校教職員和學

生的經歷以及社會流動從事量化的分析。在結論中，謝明如不吝

賦予國語學校許多「第一」的頭銜，包括「臺灣第一個近代形式

的中等教育機關」、「日本帝國第一個異民族日本語教育機關」，

以及「初等教育之推手及各種教育的源頭」等，評價之高可以想

見。36

34 若林正丈，〈臺灣をめぐる二つ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アジアにおける地域と民族〉，收錄

於若林正丈，《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 增補版》，頁431-454。
35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等譯，《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

（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年）。
36 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頁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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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星以「社會領導階層」為分析對象從事理解殖民地整個

新、舊階層的變化時，確實掌握有力的分析角度，尤其值得一提

的，他相當意識到非抗日的協力性面向，注重培養協助階層與教

育間的關係；然而，由於吳文星仍將國語學校視為師範學校史的

前身，並強調新式教育具有維持社會階層結構的功能，因此雖經

過長達半世紀的殖民地統治，但新、舊領導階層和殖民統治的關

係並沒有產生太大的改變。而且，因為將國語、師範學校畢業生

與其他高學歷之醫學校、留學者並列在一起，以致於討論社會階

層分化之際，將其僅僅當作統計分析中的一個分類項目，反而模

糊了該校畢業生在殖民政策、殖民地社會和職業上所具有的特殊

性。謝明如儘管全面肯定國語學校的特殊地位，但因沿用了既有

的階層論的論述，37 未進一步闡明國語學校與殖民政策和地域社會

之間變遷的關聯性，因此並未超越學校史、教育制度史的框架。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論文中對於內地人和臺灣人的教職員或畢業

生都同時分析其社會流動，這可說是該論文最大的特色。

周婉窈則是在抗日運動史研究當中，最為關注殖民地時期的

世代論述的研究者。在其相關研究論述當中，先後將 1920 年以後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旗手稱為「乙未戰後新世代」，而把日

清戰爭前的鄉紳階層則稱之為「遺民世代」，至於戰爭時期臺灣

人年輕世代則以「戰爭期世代」加以定義。38 同時，在更早之前，

周婉窈針對 1920 年代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到戰爭時期的殖民地

學校教育和臺灣人社會的變化，已提出了世代概念，但對於世代

間的關係論述並未加以類型化分析；針對這一點，臺灣文學研究

者柳書琴則是以「祖、父、孫」三代的概念詳細分析傳統文人不

37 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之研究（1896-1919）》，頁316。
38 周婉窈，〈「世代」概念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代序）〉，收錄於周婉窈，
《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2003年），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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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化世代的差異。39 可惜的是，雙方都未能正面處理「世代」如

何成為殖民地教化政策中的意圖所在及其間的轉換過程。

此外，陳培豐重新探討殖民地時期臺灣的國語教育史之後，

指出在殖民地語言政策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同床異

夢」，而在此一前提下指出：「由於新世代知識分子和近代媒體

雜誌之誕生，促使臺灣人民族抵抗運動的型態有了改變，同時新

時代臺灣知識人對支配者的武器就是國語。」40 不過本書所更要強

調的是，不僅是國語能力，新世代知識分子的武器還包括傳統的

漢詩和漢文，41 就是所謂的「雙語讀寫能力」。

綜合上述，由於有關抗日運動史、世代論和階層論已經累積

很多先行研究，本研究一方面深感受惠於先行研究的啟發，另一

方面又感到對於新與舊，抗日與協力，以及世代間的關聯互動，

迄今為止仍未有一全面性的研究。尤其，攸關長達半世紀殖民統

治期間，在關於臺灣總督府殖民政策的推展、臺灣社會的變化和

殖民地近代學歷、職業的分化等相關討論，常常顧此失彼，無法

動態且全面性地掌控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同時，對於同一時期

當中，內地人國語學校畢業生的角色也幾乎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如後所述，這種「偏重一方」的現象不僅只是抗日運動史研究的

問題，在有關社會教化政策、同化教育政策史等研究上，也同樣

39 柳書琴，〈《風月報》到底是誰的所有？：書房，漢文讀者階層與女性識字者〉，收錄於
《臺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三期，臺灣號》（臺北：行政

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年），頁146；柳書琴，〈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臺灣漢文通俗
文藝的發展與延異（1930-1941）〉，《臺灣史研究》14：2（2007年6月），頁41-88。

40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本統治下臺灣の國語教育史再考》（東京：三元社，

2001年），頁208。另此書亦可參閱中文版：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編譯，《「同
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2006年）。

41 對於殖民地時期臺灣「漢文」演化的歷史發展，可參閱陳培豐，《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
文體的混生》（臺北：群學，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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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此種現象。

( 二 ) 同化（國語）教育政策史研究―從同化的內涵到臺灣

社會

殖民統治政策當中，同化政策的研究可說最受到注目。駒込

武首先指出日本殖民帝國的文化統合政策之「內」、「外」差別

結構，進而闡明殖民地所採取之包攝和排除的機制。其次，駒込

武為了進一步探討同化政策的企圖，與地域社會中住民的動向是

否有所落差，更以 1920-30 年代臺中州草屯庄為例，著眼從地域

社會的角度重新探討儒教傳統的教（修）養所扮演的角色。與此

相關，駒込武其實更早在帝國文化統合政策的研究中已屢屢言及，

殖民當局是如何利用儒教傳統的教養，而讓國民文化統合政策更

為有效的觀點。總之，不管從地域社會或從帝國本身的角度來看，

統治者如何結合儒教傳統教養以遂行其殖民統治的觀察視角，給

予筆者於闡發「青年」教化政策與地域社會的相互關係時相當大

的啟發和自信。

小熊英二與駒込武一樣，亦試圖從「帝國」的角度來探尋包

含殖民地臺灣人在內的所謂「日本人」的境界。小熊指出在教育

論與憲法之間，有關作為日本人的權利和義務存在著矛盾。因為

對外部―歐美諸國的對抗意識，以及內部―有一群要維持總

督府王國的特權勢力，而將臺灣人權利有意識地忽略。結果出現

了「既包攝又排除」的矛盾現象，亦即使得臺灣和臺灣人成為「既

是『日本』也不是『日本』，既是『日本人』也不是『日本人』

的模糊定位」。42

42 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頁186-189。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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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陳培豐的研究則認為駒込武和小熊英二對於同化政策研

究的觀點，大都是「站在統治者的觀點」。因此，陳培豐重新檢

討殖民政府的國語教育政策，並側重於被統治的臺灣社會和臺灣

知識分子的立場，發現臺灣社會和知識分子主動（選擇）接納的

面向，指出殖民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對於同化政策存在著「同

床異夢」的現象。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因素在於前者乃基於行政

上、國民統合以及對西歐列強的宣傳的必要，而展開殖民地教育；

然而後者則是因為具有將教育神聖化的儒教傳統、一個得以應付

教育經費負擔的富裕社會，以及藉以取代科舉制度等原因而熱中

於教育。43

本書乃以「青年」教化政策為主題，因此也可說是屬於同化

政策研究中的一個環節。誠如上述，以往有關於同化政策的研究，

研究者之間或是從統治者的觀點、或是站在被統治者的角度，分

析關於「同化」政策的決策官僚（例如伊澤修二和後藤新平）之

間的差別，和知識分子（不分日本人或臺灣人）的政策或言論。

儘管研究者間的結論或有所不同，但似乎有一個共通的前提，亦

即認為將臺灣人「日本人化」或將臺灣社會同化，乃是「同化」

政策的最終目標。這樣的觀點，使得以往有關同化政策或國語教

育史研究，雖對於「同化政策」的內涵有諸如上述深入的研究成

果，但依然無法釐清「日本人」與「臺灣人」之間的「境界」究

竟為何此一根本問題。

本書一方面延續上述的研究成果，但不設任何前提，而鎖定

「青年」教化為主題。因為筆者認為與其分析不管是同化的手段

沖繩‧アイヌ‧臺灣‧朝鮮 殖民地支配から復歸運動まで》（東京：新曜社，1998年），頁
145-146。

43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本統治下臺灣の國語教育史再考》，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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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目的（表面上的宣示），或者基於地理上和血緣上的境界線劃

分，還不如探討藉由殖民地近代學校教育制度的導入而出現的，

以年齡集團的境界線而被限定的「對象」（who）之內涵和意義，

反而更為直指核心。

因為若從殖民政府的立場來看，在考慮經費、時間和效率

的情況下，培養對殖民政府最有實戰能力的「臺灣人」，既能兼

顧讓臺灣人「日本人化」且可有效協助殖民統治的對象就是「青

年」。且如同本書所指出，隨著時代與政治情勢的變化，「青年」

的定義和內涵也隨之愈來愈擴大。由校內到校外，再由一開始的

極度看重年齡和學歷，到最後則是不問學歷只要達到一定年齡就

可納入「青年」的遞變過程。因此筆者認為，如果仍繼續延用以

往的同化論分析框架，恐怕無法釐清同化（教化）政策的目標，

以及不同時期之間的差異所在。

因此，本書透過「青年」教化政策研究的觀點切入，相信不

僅可以有效釐清殖民統治前期以學校教育為中心的青年菁英育成

過程，同時還可以掌握殖民統治中期所展開之「青年」的爭奪戰，

以至後期以學校外教育（軍事動員、社會教化）為中心的「皇國

青年」總力戰體制。換言之，從「青年」教化政策的觀點，可以

更有效闡明整個殖民統治時期所謂「同化」教育、教化政策的實

質內涵和實際成效。所以接下來，筆者將繼續針對日治時期有關

社會教化政策的研究成果進行檢視。

( 三 ) 社會教化政策史研究―由戰爭動員、社會教化團體到

政策史

有關臺灣總督府殖民統治政策的研究方面，日本學者春山明

哲曾率先提出殖民地母國政治過程和殖民統治政策決定過程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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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聯動關係的研究觀點，44 而岡本真希子則詳細地探討了日本

帝國殖民地―朝鮮、臺灣的官僚制度和殖民地住民政治參與的

實態。45 然而，雙方對於殖民地臺灣的教化政策則未言及。不過，

在另一方面，有關臺灣總督府的教化政策和教化團體的研究，則

累積了相當多的成果。包括王世慶〈皇民化運動前的臺灣社會生

活改善運動―以海山地區為例（1914-1937）〉、46 陳大元〈日

治時期臺灣教化輔助團體之研究〉、47 楊境任《日治時期臺灣青年

團之研究》，48 多仁照廣〈日本統治下臺灣の青年團〉，49 以及新

近完成的陳怡宏《臺灣農村的「皇民化」―高雄州「部落」社

會教育團體戰時運作（1935-1945）》等。50 另外，值得一提的乃

是針對臺灣 YMCA 為主體的基督教界內、臺人信徒間異文化交流

的研究。51

44 春山明哲，〈近代日本の殖民地統治と原敬〉，收錄於若林正丈、春山明哲編著，《日本
殖民地主義の政治的展開：1895-1934》（東京：アジア政經經學會，1980年），頁1-75；以
及春山明哲，〈明治憲法體制と臺灣統治〉，收錄於《岩波講座 近代日本と殖民地4：統
合と支配の論理》（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頁31-50。

45 岡本真希子，〈在臺灣「內地」人の「民權論」─殖民地在住者の政治參加の一側面〉，

《日本史考究》25號（1999年11月），頁30-52；岡本真希子，〈殖民地統治下臺灣的政治
經驗〉，收錄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臺

北：播種者，2004年），頁171-178。
46 《思與言》29：4（1991年12月），頁5-63。
47 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
48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49 《敦賀論叢》8（1993年12月），頁41-56。
50 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年。
51 高井ヘラー‧由紀，《日本統治下臺灣における日本人プロテスタント教會史研究（1895-

1945）》（東京：國際基督教大學博士論文，2003年）；高井ヘラー‧由紀，〈日本統治下臺
灣のキリスト教會における異文化交流─臺灣YMCAの事例を中心に〉，收錄於飛田良
文等編，《アジアにおける異文化交流》（東京：明治書院，2004年），頁21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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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藤正己則探討皇民化政策和軍事動員當中，青年團成為青

年教化、動員的機制。有關青年的組織化問題，近藤正己提及田

中義一提倡將軍隊與社會直接連結起來的青年教育構想，指出青

年團組織在殖民地臺灣發展上的局限性和強制性：「在臺灣，青

年團不易融入地域社會。因為漢民族社會原本就不曾存在相當於

日本『若者宿』與青年團的組織。而殖民地的青年團，當初乃是

作為初等教育修了者的修養團體，只不過是學校中的小團體勉強

維持其經營而已；但進入日中戰爭以後，青年團被大幅度改組，

從以前的任意加盟制變成所有公學校畢業生都要加入的強制加盟

制，而日後更變成以全青年層為對象」。52

鄭麗玲則從治安、社會教化和軍事動員的三個面向，探討戰

爭體制下臺灣社會的變化，認為殖民地時期臺灣社會教育的本質

就只是社會教化而已，53 同時鄭麗玲也指出，皇民奉公會為了提升

組織在社會教化中的向心力，不僅於原來的「協力人士」，更將

1920 年代以來至戰爭時期在地方上仍擁有「聲望和能力」的原臺

灣文化協會抗日派臺灣人菁英，也納入地方教化網絡之中。54

至於針對作為社會教化政策一環的青年團政策進行全面性調

查和分析的，首推前述宮崎聖子的研究。宮崎聖子結合歷史學、

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方法，而得到更深入而新穎的研究成果。宮崎

主要的論點指出官製青年團政策乃是用來對抗 1920 年代「抗日派

知識分子」的防波堤，並將青年團組織從 1910 到 1945 年之間區

52 近藤正己，〈異民族に対する軍事動員と皇民化政策─臺灣の軍夫を中心にして〉，《臺

灣近現代史研究》第6號（1988年10月），頁144。
53 鄭麗玲，《戰時體制下的臺灣社會（1937-1945）─治安、社會教化、軍事動員》（新竹：

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4年），頁45。
54 鄭麗玲，《戰時體制下的臺灣社會（1937-1945）─治安、社會教化、軍事動員》，頁

102。



  27序章　課題與方法

分成六個發展時期，進而證實臺灣總督府透過青年團的教化政策

來「分斷」臺灣人社會，以及探討地域社會的臺灣人地方菁英，

如何因應青年團政策和該政策所產生的影響。55

以上有關日治時期社會教化研究之討論，無獨有偶皆言及青

年團或其政策討論；但此與本書所論述的「青年」教化政策，雖

僅一字之差，反而可看出前者對漢人社會「科舉造士」傳統的忽

視，以及將學校教育與社會教化分而論之的趨向。其實，日本近

代史研究中有關日本內地的「青年」和社會教育政策史等研究成

果中，雖然沒提到臺灣，56 但從中卻可獲得與本書觀點相互闡明且

相當有意義的啟發。其中，近代日本社會教育政策史研究者宮坂

廣作便指出：

社會教育是在學校教育之後誕生。若更嚴密的來說，近代

日本將社會教育編入國家政策而放在教育制度之中，相對

於學校教育是比較晚的事，學校教育在明治初年就開始，

相對的社會教育則要等到明治末年才出現。學校教育是在

天皇制國家建立後，為了作為發展日本資本主義機制（機

構）之一環而存在；然而相對的，社會教育則是為了迴

避天皇制和日本資本主義之間的危機而被高度期待的裝置

（結構）之一。因此從型態和方法上來區分兩者的差異並

沒有太大意義，總之，是因為面對天皇制下所發展出的日

本資本主義，光是原來的學校教育已經不夠，於是社會教

55 宮崎聖子，《殖民地期臺灣における青年團と地域の變容》，頁357-368。
56 北村三子，《青年と近代─青年と青年をめぐる言說の系譜學》（東京：世織書房，1998
年）；木村直惠，《「青年」の誕生─明治日本における政治的實踐の轉換》（東京：新

曜社，1998年）；宮坂廣作，《近代日本社會教育政策史》（東京：國土社，1966年）；松
田武雄，《近代日本社會教育の成立》（福岡：九州大學出版會，2004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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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便應運而生。57

換言之，「社會教育是在學校教育之後誕生」，而使社會教育儼

然成為補強天皇制國家學校教育的裝置。

經由上述研究成果可知，近代日本的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之

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而「青年」的誕生，與學校教育和社會

教育都有著相當密切的關聯性。儘管如此，目前有關殖民地時期

臺灣社會教化的研究，如上所述，往往存在著將學校教育和社會

教育（社會教化）分開研究的傾向，而且偏向戰爭時期或殖民統

治末期的階段。

( 四 )「青年」及青年團體的研究―國家／國民、學校教育

／社會教育的核心

對應於殖民地臺灣來看，1896 年設立的國語學校及其畢業

生，便是日後臺灣總督府推動教育、教化政策和近代化人才培育

的中樞，亦即安德森所指稱的「殖民地青年」。相較於殖民地臺

灣，木村直惠指出，1880（明治二十）年代乃是日本近代「青年（せ

いねん）」出現的時期，而「青年」（即近代國民）誕生的背景，

便是明治維新以後由國家主導的學校教育制度的成立，以及社會

教育的推動，使得地域「青年」的政治實踐開始出現轉變，其間

有著密切的關聯。58 因此，臺灣「殖民地青年」正是這股風潮的延

57 宮坂廣作，《日本社會の變動と教育》（東京：潮出版社，1976年），頁59。
58 「（譯文）此時，分開因陋守舊的『若者』和新『青年』的重要要素即是否有教育。以千葉
為例，『青年』利用文字媒體、學術演說會與幻燈會，然後深信經過利用如此手段的啟

蒙而獲得知識才會形成真正『青年』的主體。偶爾在這種變更之中心的是，有去東京等大

都市的遊學經驗的村子裡的名望家子弟。」木村直惠，《「青年」の誕生─明治日本に

おける政治的實踐の轉換》，頁145。而與「青年」概念相對照的「少女」研究，則可參照
渡部周子，《「少女」像の誕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少女」規範の形成》（東京：新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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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不但比安德森所研究的西方殖民地登場的時期更早，同時這

批「殖民地青年」更是日後臺灣官製青年團的第一線指導者。

作為東亞率先接受西洋近代化的日本，從明治維新初期就開

始將共同體社會中的「若者（わかもの）」（即年輕人）轉化成

近代國家的青年，而「青年」作為國民的主體，漸漸地開始被編

入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雙層結構中。59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現象，

便是官製青年團運動的崛起。60 而木村直惠則指出另一種與官方主

導的官製青年團運動不同的青年社會現象，尤其在 1880 年代的政

治實踐轉換期，一種和之前「壯士」訣別而受過學校教育的「青

年」（國民），透過「書寫」的實踐而在社會中誕生。61

在朝鮮半島，面對著近代化而在王朝內部掀起了新的胎動，

但卻因 1910 年被日本帝國合併而中斷。不過，由於受到第一次世

界大戰後民族自決思潮和大正民主的影響，再度爆發了近代青年

掀起民族主義運動（「三一獨立運動」）的風潮。62

同時，還有中國本土從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一連串

的改革運動、愛國運動、革命運動和青年學生運動等接連而起。

社，2007年）。
59 田嶋一，〈共同體の解體と「青年」の出現〉，收錄於《「教育」─誕生と終焉》（東京：

藤原書店，1990年），頁32-50；宮原誠一、宮坂廣作，〈青年期教育の歷史〉，收錄於《岩
波講座現代教育學16 青年の問題》（東京：岩波書店，1961年），頁269-308。

60 平山和彥，《合本 青年集團史研究序說 下卷》（東京：新泉社，1988年），頁8-105。
61 木村直惠，《「青年」の誕生─明治日本における政治的實踐の轉換》，頁192。
62 朴贊勝，〈1920年代初期の朝鮮における青年會運動と支配當局の對應〉，收錄於《殖民
地帝國日本における支配と地域社會》（京都：國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3年），頁
165-181；李明實，〈一九二○年前後における社會教育政策の轉換─學校を媒介とす

る施策の展開〉，《朝鮮史研究會論文集》38號（2000年10月），頁151。另外，針對日本近
代中的「朝鮮」像的形成和青年階層的動向的關聯性，可參見中根隆行，《「朝鮮」表象の

文化誌─近代日本と他者をめぐる知の殖民地化》（東京：新曜社，2004年）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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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受到西方社會進化論影響和民主、科學的思潮，知識分子對

傳統展開強烈批判，要讓個人從長久飽受專制王朝和傳統家庭倫

理束縛的社會中解放，而形成了近代「國民」和「新青年」。63

野村浩一針對中國近代雜誌《新青年》的研究裡，便指出該

雜誌具有兩種層面的意義：一是對傳統的整體性批判，另一個是

社會中新範疇「青年」的創造。64 相應於此，1920 年代前半的殖

民地臺灣便有一群受到五四運動主將陳獨秀等影響的「臺灣青年」

（主要為具有留學經驗者），開始對臺灣社會的傳統展開嚴厲的

批判，並展開對殖民統治的反抗；然而，如上所述，在殖民地臺

灣，近代「青年」概念的移入並不始於 1920 年代，而是更早。

臺灣在 1920 年前後確實是「臺灣青年」出現的年代。但誠如

本書所指出，由於日本殖民政府在統治初期，便已展開藉由臺灣

總督府國語學校為首的殖民地學校教育，來培養符合日本帝國所

期待、所需要的「殖民地青年」，即作為「新領土經營者」的「青

年」教化政策（亦即「官方民族主義」）。「即使如此」（それ

でも），如本書一開始所引吳濁流的評語，在這批「青年」當中，

有一些人於 1920 年代化身成為反抗分子―「臺灣青年」。而以

往的研究當中，多將目光集中於 1920 年代的「臺灣青年」，以致

忽視了殖民政府的「青年」教化政策的演變與這群「臺灣青年」

63 羅志田，《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臺北：東大，1998年）；村田雄二郎，〈近代中國
における「國民」の誕生〉，收錄於國分良成等編，《グローバル化した中國はどうなるか》

（東京：新書館，2000年），頁172-198；吉澤誠一郎，《愛國主義の創成─ナショナリ

ズムから近代中國をみる》（東京：岩波書店，2003年），頁20-21；野村浩一，《近代中國
の思想世界─「新青年」の群像》（東京：岩波書店，1990年）；張寶明，《現代性的流
變─《新青年》個人，社會與國家關係聚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5年）；陳映
芳，《「青年」與中國的社會變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7年）；呂芳上，《從學生運
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等。

64 野村浩一，《近代中國の思想世界─「新青年」の群像》，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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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史。

如前所述，有關殖民地時期臺灣的抗日知識分子，在以往的

研究中學者們曾以「臺灣漢族第一代近代知識人」、「乙未戰後

新生代」、「臺灣知識青年」65 以及「抗日派知識人」66 等語彙，

依照研究者所欲焦點化的脈絡給予不同的定義，但其關注的對象

卻都是以 1920 年代非武裝「抗日」運動擔任旗手的年輕知識菁英

世代為中心。其中，宮崎聖子亦曾針對 1920 到 1924 年，臺灣知

識分子在《臺灣民報》系列刊物中出現的「青年」概念加以分析，

並指出其具體特徵。67

但是，本研究要追問的是，在 1920 年以前所謂的「青年」又

該如何評價？明治「青年」誕生後的近代化日本帝國，如何在第

一個海外殖民地臺灣展開統治的過程中，一方面針對武裝抗日勢

力展開軍事討伐作戰，同時另一方面又培養殖民統治所必需的人

才，進而讓新附民―臺灣人（社會）「同化」呢？在如此緊迫

的情況下，殖民政府將「青年」概念引入，又帶給臺灣社會何種

變化？而臺灣近代化的過程中所謂的「青年」究竟所指為何？而

且，不僅是作為社會教化施設一環的青年團政策，同時還必須去

探究包括學校教育在內，對臺灣人社會而言，「青年」教化政策

又是什麼。

很顯然，目前的研究當中，對於這些問題仍無法得到充分的

解答。而且，不管戰後對於日治時期所謂的「親日派」或「抗日派」

65 王正華，〈臺灣知識青年抗日運動（民國九年至十六年）〉，《國史館館刊》復刊9（1990
年12月），頁23。

66 宮崎聖子，《殖民地期臺灣における青年團と地域の變容》，頁73。
67 宮崎聖子，〈臺灣における抗日運動の主體形成と「青年」概念─1920-24年を中心
に〉，《現代臺灣研究》第21號（2001年3月），頁10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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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譜是如何演繹，其源頭都必須從「殖民地青年」的誕生談起，

否則很容易失之偏頗。

( 五 ) 學歷與職業的研究―取得社會地位和財富的手段，從

社會現象到政策意圖、決策過程的分析

最後，在討論受過近代學校教育的「青年」之餘，筆者認為

近代學歷和職業與「青年」誕生的關聯性是絕不能偏廢的議題。

主要因為，近代學校教育不但是一種知識的教養，同時也是近代

學歷與職業授予必經的一種儀式和手段。在殖民地臺灣導入近代

學校的當初，學歷與職業便被成套設計，是學力證明同時也是資

格認證。其中，最典型的事例便是國語學校學生一畢業，就被派

任初等教育機關―公學校的教師，且同時兼具判任官（低階文

官）的資格，正因為其具備了前述「雙語讀寫能力」和專業知識

訓練。

因此，在殖民地時期臺灣史的研究中，對於臺灣社會的學歷

和學歷社會現象的討論，常常出現在教育史、學校史以及政治史、

社會史等脈絡的研究中，以「和教育……」具有密切關係之類的

字眼出現。可惜雖然如此，目前有關戰前臺灣學歷社會的歷史性

分析，尚未出現具體而充分的研究。

吳文星有關師範學校史和社會領導階層的研究，便是典型的

代表。吳文星在指出殖民政府透過師範、醫學教育，達成培養殖

民地時期臺灣人菁英的同時，也強調留學生增加的現象，由此可

視為隨著臺灣人求學欲望提高，逐步走向學歷社會化。68 此外，

其他研究者則分別提出漢人教育的傳統（重視教育）、近代化追

68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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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文明化的象徵（如 1920 年代以後「新女性」的誕生）和戰後

「日本語族」的菁英意識等觀點，強調「國語（日本語）教育歷」

在社會上的意義。陳培豐指出在漢人儒教傳統重視教育之下，提

供了接受近代知識（「同化於文明」）的基礎。69 洪郁如則提到

1920 年代以後新女性的戀愛和結婚時，學歷成為其中一個社會條

件選項的現象：

一九○○年前後發起女性解纏足和讓女性就學的臺灣人菁

英階層，其努力的成果到了二○年代開始浮現出來。此時，

男女雙方談論婚事時，評價女性的基準當中已經不再是腳

的大小，而是代之以女性的學歷來作為衡量家庭的文化水

平、家庭教養和象徵社會地位的新指標。而從另一方面來

看，這時候作為「新女性」的女學生，大都出身於擁有相

當資產的名望家，因此年輕世代的理想人選和父母世代所

挑選的對象之間，已經沒有太大的落差。70

明確指出臺灣社會對於學歷的重視和學歷的「內涵」。當然，這樣

的「內涵」並不僅限於女性，同樣適用在男性―新「青年」身上。

不只是戰前的相關研究，在以戰後臺灣人「日本語話者世

代」71 為研究對象的研究成果中，人類學研究者上水流久彥亦指

出，此一世代大多出身於「中等以上」階層，他們以會講日語來

69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本統治下臺灣の國語教育史再考》，頁114-120。
70 洪郁如，《近代臺灣女性史─日本の殖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東京：勁草書房，

2001年），頁236。
71 為人類學用語，指在戰後臺灣的殖民地統治下「國語」經驗者的臺灣人（還包括原住
民）。主要是70歲以上受過學校教育的臺灣人。五十嵐真子、三尾裕子編，《戰後臺灣にお
ける「日本」─殖民地經驗の連續‧變貌‧利用》（東京：風響社，2006年），參見五十
嵐真子，〈はじめ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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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繪出本身為「具有學歷的自畫像」。72 上水流根據對受過殖民統

治經驗者的訪問調查中，一面指出戰後臺灣人的「日本語話者世

代」和戰前學歷社會的關聯性，一面指出即使到了戰後，這樣的

現象似乎仍相當普遍，因此戰後臺灣社會普遍認為「在臺灣，學

歷是為了獲得社會上的威信或財富很重要的資源」。73 但要留意的

是，上水流對上述戰後臺灣社會所產生的「日語」現象進行重層

性分析之際，又提起一個新課題：

雖然他們經常提及殖民地時代之事情，但同時要非常小心

的是，不可以過度去解讀「日本」的含義。依據本文的事

例來講，關於舊制高校和舊制中學的回憶並不是「因為是

日本」而來的，毋寧是作為學歷菁英的懷舊感或基於同伴

意識的可能性更高。因此當面對這些事情時，與其認為他

們是「懷念日本時代」，還不如從臺灣社會上學歷擁有的

意義以及具有同樣經驗等角度來進行了解更為必要。74

此處也再次提及，日治時期中、高等教育與「臺灣社會上學歷擁

有的意義」之間的關聯性。

因此，為什麼要研究學歷和學歷社會呢？援用日本近代教育

社會學研究者天野郁夫的說法，因為雖然我們經常注意到「學歷

在獲得地位上時作為手段的問題」，但卻又始終忽略「學歷本身

72 上水流久彥，〈自畫像形成の道具としての「日本語」─臺灣社會の「日本」を如何に考

えるか〉，收錄於五十嵐真子、三尾裕子編，《戰後臺灣における「日本」─殖民地經驗

の連續‧變貌‧利用》，頁187-216。
73 上水流久彥，〈自畫像形成の道具としての「日本語」─臺灣社會の「日本」を如何に考

えるか〉，頁213注13。
74 上水流久彥，〈自畫像形成の道具としての「日本語」─臺灣社會の「日本」を如何に考

えるか〉，頁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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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的過程」。75 筒井清忠也曾針對天野郁夫一連串有關近代日本

教育社會學的研究成果，歸納出六項主要論點，雖然並非針對殖

民地臺灣，但其中兩點不但與本研究直接相關，且可作為臺灣近

代學歷社會形成的參考。這兩點分別為：

1. 經過下級武士「革命」後的近代日本，由於在階級結構上呈

現「開放性」的狀態，使得學校教育制度與其說是在扮演著

維護傳統性的階級結構，毋寧是創造出新階級結構機制的

角色。意即藉由學校教育，學歷形成了在近代日本在社會

上、文化上具有支配性地位特徵的「中產階級」（韋伯）。

2. 日本與西歐的學歷主義化，一開始都是以培育專門性職業

與官僚這兩類職業為起始的，但有項重要的近代職業―

包含經營管理者在內的企業員工階層，也快速地走向學歷

主義化，這可以說是日本的特色。在1930年代，即使是「正

統」帝國大學，也有接近半數的畢業生走向企業。76

殖民地臺灣在日本統治下，其實又有著與日本本土不完全相

同的迴路，包括受教者的選拔機制「排除與接納」―民族差別

的教育制度，以及非屬義務教育等各方面層層的限制；但是由「國

家主導進行菁英培育的教育，形成知識人階層的這項意義上，卻

扮演具有決定性角色」77 這點上，則是相同的。因此，以 1896 年

所設置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為首（包含公學校）的殖民地學校

教育體系，一則體現出「國家主導」殖民地菁英培育的原則，而

75 天野郁夫編，《學歷主義の社會史─丹波篠山にみる近代教育と生活世界》（東京：有

信堂，1991年），頁4。
76 筒井清忠編，《「近代日本」の歷史社會學─心性と構造》（東京：木鐸社刊，1990
年），頁21-22。

77 田中紀行，〈近代化過程における學歷エリートの比較分析─ドイツと日本を事例とし
て〉，收錄於筒井清忠編，《「近代日本」の歷史社會學─心性と構造》，頁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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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同時，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更扮演著「創造出新階級結構機

制」，以及培育包括教師、官吏（低階文官）和實業家等近代化

職業的關鍵性角色。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醫師、教師和律師（辯

護士）是日治時期臺灣人的三大職業的產出機制中，國語學校不

但是教師的專門養成所，同時島內不僅有少數醫師，甚至有更多

擔任律師者也是出身於國語學校，78 如後所述，教師這項職業實扮

演著「可攻可守」的利基，他們往往於在學中或畢業後繼續力爭

上游，直接前往島外留學取得資格。79

因此，要了解醫師、律師等不同職業時，首先要了解教師這

份職業；而要了解教師這份職業之前，則又有必要先了解國語學

校。因為「國黌」畢業生原本就不只是教師，同時也是地方行政

末端的低階文官。換言之，在民族差別待遇政策下的殖民地社會，

國黌畢業生就是一群享有「特權」的集團，這不僅是近代學歷（資

格）社會的特徵，同時更是殖民地臺灣「青年」教化政策的本質。

相反的，1915 年臺灣人鄉紳階層使盡全力才設立、以臺灣人

為招收對象的第一所（同時也是唯一的）中等教育機關―公立

臺中中學校的畢業生，則無法享有同樣的特權。林茂生指出，他

們沒有像日本人中學生所享有的「特權」（即特別待遇）。80

78 例如，臺南安平出身的張長庚便是少數擁有國語學校和醫學校雙重學歷的醫師；至於
1920年代活躍的蔡式穀、鄭松筠等，則是國語學校畢業後再前往日本內地留學的臺灣人
律師。

79 日治前期臺灣人的留學研究，請參閱紀旭峰，《大正期臺灣人「日本留學」研究》（東京：
龍溪書舍，2012年）一書。

80 「（譯文）臺灣公立臺中中學校畢業生，沒有賦予日本人中學校既有的特權。」針對此特
權林茂生指出：「由中學校官制賦予日本人中學校畢業生的特權（一）任用為判任官的資

格。（二）可考高等學校入學考試的資格。（三）延期兵役的資格，畢業生在畢業後將兵

役期間可縮短一年。以上三個特權之中當時臺灣人最渴望的是第二個特權，第三個特權

對臺灣人的中學生和畢業生沒有關係，因為沒有兵役義務。」。參見林茂生著，古谷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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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唯有接受諸如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這類「官（府）

立」中等教育機關的青年，才能與「學歷特權化」畫上等號；但

也如一開始吳濁流所述，這一批批的殖民地秀逸分子，大部分被

馴化於殖民體制之內而不能有所反抗。

對於教師這項職業的相關研究，截至目前為止主要是將包括

國語學校在內的師範學校視為師資培育機關的制度史研究。而近

年來隨著國黌畢業生黃旺成先生日記的出版，81 對於探究教師這項

職業的內涵及公學校的「歷史現場重建」，投入一股生動的活水，

並可與 1984 年弘谷多喜夫早期所發表的相關研究相互對話。

弘谷多喜夫曾指出，1896 年所設立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

在師資培育上具有「設施的雙重性」，而「民族別―統治與被

統治關係，更是直接反映在師範教育上」；82 同時，教師不僅要擔

任社會教化的先鋒，除了在社會上所扮演的教育、教化角色之外，

因其本身還具有官吏身分，因此亦具備代表殖民地官僚威嚴的另

一面：

明治二十九年（1896），跟著伊澤修二學務部長到臺北的
第一屆講習員，陳述他們在伊澤坐八個轎夫抬的大轎的前

陳燕南譯，《日本統治下の臺灣の學校教育─開發と文化問題の歷史分析》（東京：拓

殖大學，2004年），頁69、頁85注58。
81 主編許雪姬於〈編者序〉中，對於黃旺成日記之特色開宗明義指出：「是第一部公學校教
諭〔應為訓導，以下同〕所寫的日記，從中了解其實際教學、學校生活，與日、臺籍教師被

差別待遇，薪水、升級都不如日籍教師來得高、快；而他往往只能教一、二年級，在觀摩

教學討論會時，往往可以看到臺、日教師間的緊張關係，這是截至目前為止最早出現的

公學校教諭日記，前後有六年。」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一）1912年》（臺北、嘉
義：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正大學，2008年），〈編者序〉。目前本日記已出版至第
十一冊（1924年）。

82 弘谷多喜夫，〈殖民地教育と日本人教師〉，收錄於《講座 日本教育史（第三卷）近代Ⅱ
／近代Ⅲ》（東京：第一法規，1984年），頁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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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以陣笠長刀的裝束一副趾高氣昂地巡行。但是，沒過

多久，公學校教師必須要穿著像海軍士官似的服裝站上講

壇，後來雖然將短劍掛在教員室就可，但外出時則必須帶

劍，同時在校內每逢節日或有儀式之際，必須穿戴肩章的

官服和配掛長劍，不可踰矩地參加典禮。⋯⋯（中略）⋯⋯

再怎麼熱，執勤中絕對不被允許解開鈕扣，對於裝束的規

範可說相當嚴厲。這些是在臺灣社會中所有官吏共通的現

象，事實上教師以他的身分而言是個判任官，也是個官吏，

而一部分校長則為奏任官待遇，因此教師也被要求符合總

督府低階文官該有的言行舉止。83

弘谷在論文中雖然指出，日本人教師和臺灣人教師之間的民

族差別統治支配關係，以及銳利地點出日本人教師在地域社會中

所扮演的統治者角色，而且對於 1922 年所頒布的第二次《臺灣教

育令》在公布實施以後，「整體而言，師範教育成為以培育日本

人為主體」，說明了日本人教師不斷增加而同時臺灣人教師日愈

減少的傾向。84 但是弘谷並沒有分析臺灣人教師，同時也未進一步

探討作為教師這份職業的特性，以及教師和地域社會間重層的複

合關係。

近年日益受到注目的，不是關於男性教師的研究而是女性教

師的研究。其中，如前述洪郁如所提起的「新女性」概念，將從

前被忽略的「女性菁英」的形象重建，而在 1920 年代「女子教育

世代」中誕生了「新女性」，洪郁如將「新女性」定義為：「通

常指高等女學校的在校生和畢業生，有時候還包括小、公學校出

83 弘谷多喜夫，〈殖民地教育と日本人教師〉，頁378-379。
84 弘谷多喜夫，〈殖民地教育と日本人教師〉，3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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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者」。85

在此定義中所稱的「高等女學校」，便是當時臺灣島內女性

學歷中最高並以培養女性師資為目的的教育機關。86 新井淑子則針

對曾擔任高等女學校教員經驗者進行訪問，並以高等女學校出身

者為研究對象，其成果就是《殖民地臺灣における高等女學校出

身の女教師の實態と意識―アンケートとインタビュー調查資

料》一書。87 植野弘子更是長期從事日治時期臺灣「高女文化」的

人類學田野考察與口述訪談，已有多篇鴻文問世。88 但反觀國語學

校畢業生的「青年集團史」，則被稀釋於殖民地教育史與個案研

究中。

此外，與教師並列的醫師這份職業的相關研究，近年來已累

積相當的研究成果。陳君愷在《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

究》一書中，89 分析臺灣醫師地位的形成和社會階層上升的理由。

駱明政（Lo, Ming-Cheng）則進一步探究殖民地主義下臺灣人醫

師其民族認同的形成、轉變的過程中，與教育、職業的關聯性，

85 洪郁如，《近代臺灣女性史─日本の殖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頁14。
86 洪郁如，《近代臺灣女性史─日本の殖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頁163-167。
87 新井淑子，《殖民地臺灣における高等女學校出身の女教師の實態と意識─アンケート

とインタビュー調查資料》，文部省科學研究費補助金による基盤研究（C）（2）研究成果
報告書，1998年；另外，山本禮子，《殖民地臺灣の高等女學校研究》（東京：多賀，1999
年）；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8年）。

88 植野弘子，〈殖民地臺灣における高等女學校生の「日本」─生活文化の變容に關する

試論〉，收錄於五十嵐真子、三尾裕子編，《戰後臺灣における「日本」─殖民地經驗

の連續‧變貌‧利用》，頁121-154；植野弘子，〈臺灣の日常と「日本教育」─高等女學

校生の家庭から〉，收錄於植野弘子、三尾裕子編，《臺灣における「殖民地」經驗─日

本認識の生成‧變容‧斷絕》（東京：風響社，2011年），頁141-184。
89 陳君愷，《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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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精確地呈現出臺灣人醫師在認同上的重層性矛盾。90 所澤潤長期

以來，持續針對戰前赴日本內地留學的臺灣人醫師，進行田野調

查。91 陳力航更對於日治時期前往中國留學的臺灣人醫生，進行了

廣泛的普查和分析。92 至於律師等其他職業，則隨著新史料的發掘

和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視野日益受到重視，因此也逐漸累積不少研

究成果。93

綜合以上所述，在攸關學歷和職業的討論中，殖民政府原本

就是以學校教育為中心，在殖民地臺灣培養出一批批擁有「雙語

讀寫能力」學歷的臺灣人青年菁英，這是殖民統治者具有企圖性

的作為，因此將學歷與職業配套而成的近代學歷社會導入殖民地

臺灣，乃是必然的結果。同時，無論是在學校教育、社會教化或

是殖民地行政上，學歷都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這也讓「青年」

一登場便享有了一定程度的「特權」。因此，我們有必要追問在

殖民地臺灣社會中，「學歷在社會上的意義」究竟是什麼？而這

個問題也是我們欲探討殖民地社會變化和殖民統治實態之際不可

逃避的問題。

如同本書一開頭所引用的吳濁流的回顧，不能單單只從教育

史或統治政策史的角度看待，其字裡行間其實更隱含著，指引後

90 Ming-Cheng M. Lo（駱明正）, 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91 陳清桂口述，所澤潤田野調查，〈臺南州の農村から長老教中學，內地の荏原中學校を經
て，日本齒科醫學專門學校及び東京醫學齒學專門學校醫學科を卒業〉，《群馬大學教育

學部紀要 人文‧社會科學編》卷48（1999年6月），頁127-166。
92 陳力航，《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醫師（1895-1945）》（臺北：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
士論文，2012年）。

93 如曾士榮，《近代心智與日常臺灣：法律人黃繼圖日記中的私與公（1912-1955）》（新北：
稻鄉，2013年）；廖怡錚，《女給時代─1930年代臺灣的咖琲店文化》（新北：東村出
版，2012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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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進一步去思考探究殖民地時期學歷社會如何形成的重要提示。

由此可知，究明殖民地臺灣社會的學歷如何產生，以及「學歷社

會」演變的歷史過程，不僅是戰前，對於戰後臺灣社會的連續性

探討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課題。為了充分理解這項課題，更有必

要進一步追溯日本殖民統治初期的「青年」教化政策的原點。

三、本書的課題

本書是以臺灣近代「青年」的政治社會史為研究焦點，藉以

闡明日治時期教化政策與殖民地社會變遷之間的相互關係。本書

除序章和結論外共分成六章，第一章到第四章主要著眼於殖民政

府「青年」教化政策的起源、意圖及半世紀當中演變的過程；第

五章和第六章則以臺中州草屯地域社會的「青年像」為具體事例，

探討殖民政府「青年」教化政策與地域社會變遷的相關性。

因此，本書首先將從目前為止通常被限定在師範教育脈絡

中討論的「國語學校」入手，藉由「青年」概念的導入來重新檢

視其定位，並試圖闡明長達半世紀以來，該校畢業生在殖民統治

政策與殖民地社會變遷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換言之，從 1896 到

1919 年（1922 年送出最後的畢業生），走過四分之一世紀歲月的

國語學校，在日本殖民臺灣統治史上，不單單只是個教育機關，

在近代化人才培育上，更是殖民地教育、教化的中樞。這與稍後

設立專門以培育專業人士（醫師）的醫學校不同，國語學校一開

始便定位為培養初等教育機關教員、實業家，以及地方行政低階

官僚等，從事殖民地經營的綜合性人才培育機關。

如上所述，1919 年以後，該校部分的畢業生轉身成為「臺灣

青年」，並以殖民地宗主國首都為舞臺，反過來倡議要求臺灣人

自治並嚴厲批評殖民政府的專制統治；然而大多數的畢業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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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日本戰敗為止始終留在地域社會中，作為殖民統治體制地方

行政末端的協力者，從事於殖民地社會教育和社會教化的任務。

而且這些人由於長期任教於初等教育機構，更是直接影響著下一

代―即所謂「戰爭期世代」，扮演著重要的「政策仲介者」角色。

在上述既有的研究成果上，本書將以嶄新的視野搭配新出土

的第一手史料和相關文獻，94 希望能解決先行研究所留下的難題及

上述所設定的課題，進而對臺灣近代史和日本殖民地主義研究有

所貢獻。因此雖覺冗長，接下來筆者在此希望將本書所欲探究和

闡明的課題，進一步論述如下。

( 一 ) 近代化的孿生子―民族主義和「青年」

殖民地近代民族主義和「青年」之間到底有何種特殊性？班

納迪克．安德森在其著名的近代民族主義論著《想像的共同體：

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中，對於近代民族主義和「青年」

的關聯，有如下的陳述：

所以在殖民地，當我們說「青年」，我們所指的─至少

在最初─是「受過教育的青年」（Schooled Youth）。這
又再次提醒我們，殖民地的學校體系在促成殖民地民族主

義興起中扮演了獨特的角色。95

94 包括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友會《校友會雜誌》、《臺灣日日新報》和《臺灣教育》等官
方出版品，及臺灣知識分子所發行出版的《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 和《臺
灣新民報》等「民報」系列的雜誌和報刊；同時亦蒐羅日本青年館所藏之《帝國青年》、

《青年》雜誌，時間橫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葉，並連接日本帝國本土與殖民地臺

灣。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時，從草屯鎮洪氏古宅出土之前清北投堡總理暨日治前期新庄
區區長洪玉麟的私藏公文書、書簡，炎峰青年會創始人洪元煌兩本漢詩集，及洪元煌女

婿吳萬成兩冊日記等第一手史料，亦為本書重要參考資料。

95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白石さや、白石隆譯，《增補 想像の共同
體─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起源と流行》（東京：NTT出版，1997年），頁196。中文版為吳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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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主義生下的孿生子―民族主義和「青年」―的關

係，若就日本帝國與殖民地臺灣而論，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為

首的殖民地近代學校體系，即是扮演著培育日本帝國「官方民族

主義」的「殖民地青年」之重要任務。雖然一直要等到 1920 年前

後，才出現由「臺灣青年」所掀起的民間版臺灣人民族主義思潮；

但是，很明確的共通點是，他們都是受過殖民地近代學校教育的

「青年」，並擁有「雙語讀寫能力」。

殖民地「臺灣青年」運用「雙語讀寫能力」，而成為學習以

歐美諸國為開端於世界各國所展開的民族主義運動中，將「國民」

概念以及「國民國家」概念，移植到當地（即殖民地）的媒合者。

換言之，民族主義和「青年」堪稱是殖民地主義在殖民地社會所

產下的近代化孿生子。日本殖民地主義一再地反覆強調其與歐美

諸國在殖民地統治體制上的差異（所謂「反殖民地主義的殖民地

統治」96）；然而只要一窺殖民統治下臺灣社會有關「青年」論述

的內涵，便可以體會到，即使就殖民地臺灣而言，班納迪克．安

德森的觀點仍非常具有啟發性。

尤其，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從早已被視為近代臺灣民族意識覺

醒的代表性刊物《臺灣青年》中，擷取出下列的一段話來進一步

推敲：

青年為國柱石，何國何時皆然，尤其世局遷移之際可見多

數青年當先驅活動，今日我島也甚為期盼青年自覺⋯⋯不

肖衷心切望我島青年諸君組織地方青年團則為地方文化啟

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2010）。本書均引用日
文版。

96 Ming-Cheng M. Lo., Doctors Within Borders,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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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而奮志勉勵。97

文中所稱的青年團，根據該文後續所述，亦即「團員之間要互相

激勵，陶冶共同合作的精神，而且在培育健全國民的下一世代（後

繼者）之同時，也必須在本島處於過渡時代之際，是直接或間接

促進啟發本島社會文化」之青年團體；而青年團的會員則以「公

學校畢業以上或是一般有志者」為預設對象。

由此可知，《臺灣青年》在該文中所主張的青年團，其成員

必須是受過「社會文化啟發」的公學校以上畢業生，同時也被視

為是「健全國民的後繼者」。該文論述當中不斷貫串其間的所謂

「青年」，一開始便與「國家（我島）」相連結而率先成為一專

屬且特異的社會範疇―「我島青年」；進而，透過「我島」、

「地方文化」、「先驅」等詞彙來與臺灣連結並衍生出「青年（民

族）自覺」的特殊意涵。亦即，在殖民地臺灣近代化的過程中，

同樣可以清楚地看到，當其民族主義萌芽之際民族主義和「青年」

的孿生關係。

但如上所述，與安德森所研究的西方殖民地發展不同，日本

帝國統治下的殖民地臺灣，有別於「臺灣青年」的民族主義運動，

很顯然在 1920 年以前，「俄國化」官方民族主義的模組不僅已被

複製到日本帝國，並且透過國家主義信徒伊澤修二等殖民地官僚

之擘劃，於第一個海外殖民地臺灣展開。

( 二 )「青年」教化政策的本質

因此，近代臺灣所看到的民族主義和「青年」的孿生關係，

不是虛無飄渺的存在，而是實際鑲嵌在臺灣和日本殖民地主義之

97 徐慶祥，〈地方青年團を勸獎す〉，《臺灣青年》第1卷第5號（1920年12月），頁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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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關係中誕生而展開的。因此，我們必須在此一層面，徹底揭

開日本殖民地主義特殊性的真實面紗。

此處焦點所在，乃是基於日本殖民地主義下，人才培育的臺

灣總督府之同化教育與「社會教化，亦即社會教育」的政策範疇，

究竟與日本本土有何關係？臺灣總督府在移入本土的「青年」概

念以後，便積極建構其「社會教化」政策。這裡所稱「社會教化」

的政策概念，不僅是日本本土移入的概念，同時也正如宮坂廣作

所解析的「日本的社會教育就是『青年團本位』」。98

換句話說，「社會教化」的主要對象就是「青年」，也可以

說，「社會教化」政策就等同於「青年」教化政策。若從結論來看，

可以清楚看出臺灣總督府一開始並不是先從青年團著手，因為誠

如近藤正己所述「漢民族社會原本就不曾存在相當於日本『若者

宿』與青年團的組織」，而是先行透過殖民地近代學校教育體系，

來培養近代國民國家的「殖民地青年」。至於青年團這樣的組織

正式移入殖民地，除了學校教育成果的累積和延續外，其主要的

背景，更與 1920 年前後臺灣青年所展開一連串的文化、政治運動

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探究日本殖民地主義的特殊性之際，也

正可清晰地映照出與之相抗衡的「臺灣青年」不同階段的面貌。

日本統治下殖民地時期臺灣「青年」教化政策的展開，並非

一路暢行無阻，亦非按部就班，而是相對於殖民地社會和局勢變

動的一種筆者稱之為「急就章式的補破網」因應策略。對此，本

書歸納出三處具體政策轉換的觀察點：分別是1896年府國語學校、

1926 年府文教局，和 1944 年府青年師範學校之設立。

98 宮坂廣作，〈社會教育の團體─とくに青年團について〉，收錄於宮坂廣作，《近代日本

社會教育史の研究》（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68年），頁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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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言之，1895 年日本領臺之後的所謂「青年教育」，主要是

以 1896 年設立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為中心，而在學校體制中進

行。亦即殖民統治者以將國語學校的學生培育成「新領土經營者」

的「青年」，視為首要之急務。且從同時期展開的國語傳習所開

始，讓這些前朝遺民的臺灣人年輕世代，從領有初期便透過近代

學校教育賦予其最重要的能力―「雙語讀寫能力」，然後當他

們一走出學校便賦予其在臺灣社會中肩負教育體系（公學校為主

的初等教育為核心）、教化體系（官媒《臺灣日日新報》編輯和

記者等）的經營管理職務之「義務」，並享有擔任公學校教師並

兼具下級文官資格的特權。

即使到 1919 年改制為臺北師範學校後，這些人仍全心全力投

注於公學校或各地方社會的國語普及工作，一直到殖民統治結束

為止。換言之，當時殖民地臺灣所謂的社會教化只是學校教育的

延續，而扮演主要角色的就是這些國語學校的校友們，而這些「國

黌校友」在地方社會中，一則協助並推動各地公學校的設立，一

方面也成為地方街庄役場街庄區長的預備軍，逐步歷練成為地域

社會中「新進有為」的人物。可以說，直到 1922 年第二次《臺灣

教育令》頒布―亦即所謂內臺人共學制實施為止，總督府「青

年」教化政策的主軸始終以學校為施政重心。

然而當 1919 年東京「新民會」和 1920 年東京臺灣青年會等

非武裝抗日運動團體，相繼在島外成立，殖民政府原有的「青年」

教化政策逐漸受到嚴重挑戰。尤其 1921 年作為臺灣島內非武裝抗

日統一戰線的臺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對於臺灣青年層的影響，更

遠遠超乎總督府官僚的想像，而使得「青年」教化政策不得不改

弦更張，決意移入日本本土官製青年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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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官製青年團政策的轉換，正宣告了「青年」教化政策

不僅強化「學校內部」的管制，更要針對「學校外部」的青年層

進行思想統制與發展社會教化設施。1924 年，當時擔任日本本土

青年團運動核心人物之一的後藤文夫（詳第三章）被任命為臺灣

總督府總務長官，1926 年，在其任內設立了作為青年教化總司令

部的府文教局，強化對青年團指導者的培育、學校的監督指導（增

加視學官的員額），以及對「青年」的思想統制。1930 年，所謂

的《臺灣青年團訓令》（即府令第七十二號）的公布，其實也是

其任內「青年」教化政策的延續，在訓令中，「青年」被明確定

位為「下一世代社會的擔當者」。

進入 1930 年代，在軍事色彩愈來愈濃的日本本土和殖民地，

社會教育（教化）的必要性不斷被強化，而由總督府文教局社會

教育部的主管官員所主辦的雜誌《社會教育》創刊，99 同時對於

青年層的軍事訓練和社會教化動員也陸續強化。自 1930 年代中葉

起，在皇民化運動和總力戰體制之下，「皇國民的培訓」不管在

人力或是在人心動員上，皆成為刻不容緩的急務，於是連原先排

除臺灣青年層加入的青年訓練所，100到了這個時期也伴隨著青年學

校的設立而被允許。

這些其實都是為了因應提升廣泛青年層國語能力的要求所

致。於是，為了普及國語教育而相繼設立的各種社會教育（簡易）

設施，對於學歷（是否公學校畢業）不再有所限制，因而造成宮

99 「伴隨著本會事務處理改正，將社會教育部與學校教育部並立而行。其所屬人員配置及
執掌項目如下（後略）」〈社會教育部の職員と事務〉，《社會教育》第1號（《臺灣教育》
第334號附錄，1930年5月），頁14-15。

100 內閣拓殖局，〈殖民地ニ於ケル青年訓練ニ關スル件〉，《公文類聚》第五十一編，大正
十五年、昭和元年，卷31，學事門，國立公文書館所藏。



48  殖民統治與「青年」

崎聖子所指出的青年團員「中下層化」的現象。101 但另一方面，

應急式的普及政策也同時暴露出擁有「雙語讀寫能力」教員的嚴

重缺乏。

1944 年隨著青年學校義務化之同時，臺灣總督府當局所提出

的解決之道便是與本土同步，在原有的師範學校體系之內，增設

了以培育青年學校師資為目的的青年師範學校，其主要職責便是

「皇國民的育成」。諷刺的是，所召募而來的學生，對於當局的「美

意」未必照單全收；相反的，有不少中等學校畢業的內、臺人應

考生，是因為不想被徵兵或抽到志願兵而前來投考該校。只是人

算不如天算，由於日本帝國的軍事作戰節節敗退，青年師範學校

的修業年限被迫縮短，翌年先後被強制徵召入伍服役或充當學徒

兵，並在根本來不及分發擔任教師一職之前，日本殖民地體制便

正式宣告瓦解。其命運之乖舛，可說與領臺隔年設立的國語學校

成為鮮明的對比。

僅有一年多壽命的青年師範學校，由於如曇花一現而未受到

太大的重視。有關戰後臺灣的研究中，皇民化時期與戰爭時期的

青年團或「臺籍日本兵」（原日本軍屬、軍夫），因為論及軍事

動員和臺灣人的戰爭經驗而最受矚目；102 只是在殖民地教育史或

制度史研究中，由於青年師範學校存在時間過於短暫，往往只被

視為師範學校史中的註腳而遭一語帶過，導致以其為對象的研究

可說一片空白。更遑論昔日充當學徒兵而被動員的青年師範學校

101 宮崎聖子，〈殖民地臺灣における青年團の變容─1930年代後半の諸制度との關連を
中心に〉，《日本臺灣學會報》第8號（2006年5月），頁37。

102 蔡慧玉編著，吳玲青整理，《走過兩個時代的人─臺籍日本兵》（臺北：中央研究院臺

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周婉窈，〈日本在臺軍事動員與臺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
收錄於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127-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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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學生的事蹟，迄今也都被忽略。

筆者以為，不應僅將青年師範學校如狗尾續貂般放置在學校

史研究的脈絡中，而應就其在殖民地「青年」教化政策史中的定

位重新檢視，就其短暫如曇花一現的存在意義來看，其實正好印

證了「青年」教化政策已走到窮途末路的象徵。何以故？因為此

時所謂的臺灣人「青師青年」，已不再是之前擁有雙語讀寫能力

的「國師青年」，而是 1937 年象徵漢族意識的漢文被官方表面禁

絕下，在皇民化運動期成長而只能讀寫日語的「皇國青年」罷了。

然而，儘管喪失了漢語能力，卻不等同於失去了漢族意識。毋寧

說在皇國敗象昭然若揭的過程，同時也是讓這些「皇國青年」本

身的臺灣人認同再度被激發出來的過程，官方民族主義「青年」

教化政策的終結正體現於此。

不論是國語學校還是青年師範學校，其設立本身皆基於肩負

特定任務―亦即以「青年」教育、教化的意圖為基本理念，而

成立的「任務型學校」；而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的設立，更是殖民

地「青年」教化政策大轉換的證據，此際殖民政府改弦更張，「青

年」教化政策態度從消極轉趨積極，並以其作為青年層思想統制

的司令塔，與「臺灣青年」展開一場青年爭奪戰。而即使在皇民

化運動與戰爭動員時期，一連串有關青年社會教化政策積極推動

之際，國語學校畢業生對於這些政策的進展，依舊在教化社會中

扮演著承上啟下的重要角色。

綜上所述，在殖民政府長達半世紀的統治下，殖民地臺灣有

關「青年」教化的應對措施，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內涵。首先

殖民統治之初，率先由扮演著臺灣教育、教化總樞紐的國語學校，

培育「青年」種子菁英部隊，派遣到各地協助公學校設立、國語

教育普及，以及透過《臺灣日日新報》和《臺灣教育》等官方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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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來「教育社會」；到了中期，為了正面迎擊來自「臺灣青年」

的激烈挑戰，而在中央層級新設文教局，試圖防止校外「青年」

受到「惡思想」的汙染；末期，到了敗象已露之際，倉促新設府

青年師範學校，以培育青年團和青年學校的師資，作為「皇國青

年」總力戰體制的新指導者，但已時不我與。

但是在另一方面，相對於殖民政策綿密的教化規訓措施，我

們也不能忽略如一開始所舉徐慶祥的事例。在地域社會當中，其

實有一股濃得化不開，一種跨越殖民地政治、政策的制約而存在

的國語學校畢業生關係網絡、同窗情誼，以至臺灣人國族認同意

識的存在。而唯有透過這些突破各種制約的非制度性存在，才能

讓殖民統治和「青年」教化政策的本質，以及以「青年」為主體

的教化政策的實態，得以更清晰地浮現出來。

( 三 ) 臺灣社會中「協力機制」的結構―學歷、職業配套的

特權與教師在地化

「青年」教化政策乍看之下似乎與「學歷」社會毫無關聯，

然究其實際，作為近代國民國家文化統合政策的一環，透過以義

務教育為開端的學校教育，「青年」和國民國家的關係一目了然，

並且於國民統合時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就殖民地臺灣的實態而言，

同化政策的種種論述當中，「青年」教化政策無疑才是殖民統治

上最為核心的問題。在殖民政策中所謂「青年」，乃是具備「雙

語讀寫能力」，並作為新領土經營者的新式人才。同時在殖民地

社會中，「青年」所代表的意義，則是一群擁有殖民地「學校畢業」

的新式學歷，而足以向外誇耀的新興階層。

殖民地社會中所謂的「學歷」，不單僅是學習知識的證明，

更是受到殖民統治者認可，擁有「國語力」和「教化社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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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具有資格足以擔當「新領土經營者」的最佳證明。若演繹安德

森在《想像的共同體》中對民族主義定義的說法，同樣的，近代

國民國家中的「青年」，不只是單純的平面性概念，同時也是殖

民統治下「文化的人造物」，而且一旦被創造出來，就會變成「模

式化」。103 換言之，殖民統治者一則基於日本帝國官方民族主義

的原理，二則將漢人的「科舉造士」的傳統奪胎換骨，以培育創

造出這批近代學歷青年集團，並衍化成各種不同模組，培育不同

專業需求的人才，來遂行其殖民統治與滲透殖民地社會的目的。

天野郁夫指出，近代國民國家從一開始便主導和統制包括自

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為止的一貫性教育，同時授予學歷和職業所

配套而成的資格認證制度。而就近代日本而言，最早且最具近代

性的職業就是教師和醫師這兩項，104 且其中教師這項職業，更是

國家要從初等教育中培育出新一代國民之際，不可或缺的「基層

官僚」。若從這點來看，一開始便被嚴格限制在普遍只有初等教

育的殖民地臺灣，殖民地教師培育的重要性更是一目了然。而體

現這種近代國民國家統治權力思維而在殖民地臺灣體現的教育機

關，不是別的，正是 1896 年設立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殖民政

府透過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的師範教育，結合了學歷與資格（職

業）的配套，並使其成為一種特權性的存在，培育臺灣人「青年」

菁英逐步將其納入這套遂行殖民統治的結構內。

因而在地域社會中，國語學校畢業生儼然成為統治者的代理

人。首先藉由學校教育體系，透過殖民地教師將日本帝國官方民

族主義，灌輸給招收臺灣人學齡兒童的初等教育機關―公學校，

103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白石さや、白石隆譯，《增補 想像の共同體─ナショナリズムの

起源と流行》，頁40。
104  天野郁夫，《學歷の社會史─教育と日本の近代》（東京：平凡社，2005年），頁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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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國民」的生產與再生產；同時在社會教育中也發揮極大的

影響力，殖民地教師尤其是內地人畢業生，更扮演著教育、教化

地域社會的指導者角色。因此可說，殖民地教師的表現不僅攸關

地域社會的統治，甚至與整個殖民統治的成敗互為表裡。這點，

除了可從時人的回顧談中，往往不分立場對於殖民地時期臺灣教

育成果的肯定以及高就學率的讚頌，抑或戰後對於日治時期日本

人教師與臺灣人學生間的「教育無差別待遇」往往成為報章媒體

「美談」的現象可知，「殖民地教師」這種跨越種族、跨越統治

與被統治二元對立的社會現象，實有其特殊的社會意義。

只是本書的焦點並不在於內、臺人教師對教育和學生是如何

地熱情，而是進一步探索在這種社會現象內部的深層結構中，殖

民政府「青年」教化政策的意圖，以及如何透過殖民地教師這項

職業來滲透、進而掌控殖民地社會的過程。換言之，本書企圖嘗

試將教師和學歷社會形成的關聯性，從教育社會史的角度來重新

檢視考察。因此，本書一方面針對殖民政策的層面，由上而下進

行探究；另一方面，則希望由下而上，探討這些散處於各地域社

會中的國語學校畢業生所扮演的角色。亦即藉由殖民地教師、殖

民政策，以及學歷與地域社會間的重層性連結作為論述展開的原

點，重新檢視並究明殖民統治與被統治之間的多重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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