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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與關鍵字 

(一) 中文摘要 

走向現代性：《台灣民報》中有關台灣文化的論述（1920-1927） 

 

日治中期的台灣，殖民統治逐漸穩固，並且引進現代化成果如交通便利、

科學、衛生、效率等，人民生活獲得改善。同時，台灣留學生因接觸現代思潮，

倡議台灣議會運動，要求殖民地人民的參政權利。 

 

「台灣文化協會」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支援團體，但在政治目的之

外，並努力推動台灣文化的改造。因為一方面對於「現代化」、「文明化」潮流

的襲捲，台灣菁英充滿了文化落後的焦慮感；另方面自 1919 年以來田健治郎總

督改變殖民政策，採取「內地延長主義」、「同化政策」以來，本土菁英更有著

強烈的被日本同化的危機感，所以文化協會除了追求台灣人政治地位的改善

外，更以「助長台灣文化發達為目的」。透過文協機關報《台灣民報》的報導，

可以看到許多關於台灣文化議題的檢討與批判。 

 

    台灣知識份子透過殖民統治初識西方現代性，等於透過了殖民者的眼睛在

看世界與評價自身，他們如何釐清台灣文化、漢文化、殖民化與現代化四者之

間交錯糾葛的複雜關係，引起筆者極大的研究興趣。本計劃將以《台灣民報》

中有關台灣文化的論述為焦點，討論以下問題：一、台灣知識份子所認識的「文

明」、「進步」的內容為何？對於殖民主義所媒介傳播而來的「現代性」持著怎

樣的態度？二、相較於現代文明生活方式，台灣菁英如何評價自身的本土文化？

三、台灣文化與漢文化有密切關係，受新式教育的知識份子與傳統文人對漢文

化的支持態度是否不同？四、在台灣菁英的看法中，現代化與同化有何異同？

他們認為台灣文化該往何處去？ 

 

    本計劃將參考後殖民論述的觀點，分析殖民統治下人民對於現代性、殖民

者、自我定位等方面所產生的混雜、兩難的情感。 

 

 

關鍵字：台灣民報、台灣文化、現代性、同化 

 

 

(二) 英文摘要 

                  Proceeding to Modernity： 

The Discourses about Taiwanese Culture in The Taiwan Minpao（1920-1927） 

 

In the medium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colonial regime became steady and br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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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zed fruitage, like as convenient traffic, science, health, efficiency. People in 

colonized Taiwan had better life. Taiwanese student studying in Japan had access to 

modern thoughts, advocated The Movement for establishment of Taiwanese 

Assembly（台灣議會設置運動）, asked for enfranchise of colony’s people. 

 

The Association of Taiwanese Culture（台灣文化協會）is sponsor group of The 

Movement for establishment of Taiwanese Assembly（台灣議會設置運動）.Beyond 

political appeal, the association made efforts on reformation of Taiwanese culture.  

Taiwanese elites felt anxiety for themselves backward culture when facing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civilization”. Native elites also arose crisis consciousness of 

assimilation cause from the Governor Den Kenjiro（田健治郎總督）affirmed  

Naichi Encho Shugi（內地延長主義）and Doka Shugi（同化主義）in 1919 . The 

Association of Taiwanese Culture insisted to promote Taiwanese’ political advantage, 

at the same time, it took “facilitating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goal. Through the reports in “The Taiwan Minpao”, the press-agent of The 

Association, there are many reviews and critics about the topics of Taiwanese 

culture.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acquainted western modernity mediated by the colonizer, 

that is to say, they viewed the world and evaluated themselves through the 

colonizer’s eyes. How did they arrange intricate relation among Taiwan culture, 

Hans’ culture, colo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This is an interesting issue witch I 

concern. This Project will focus on the discourses about Taiwanese culture in “The 

Taiwan Minpao”, discuss questions below：First, what meanings did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recognize about “civilization”, “progress” ect.？What was their attitude 

about “modernity” transferred from the colonizer？Second, comparing with modern 

attributes, how did Taiwanese evaluate themselves native culture？Third, Taiwanese 

culture was near to Hans’ culture. Is there any difference between new educated 

intellectuals and traditional clerisy supporting Hans’ culture？ Forth, in the view of 

Taiwanese elites, was modernization equal to assimilation or not？where should 

Taiwanese culture go？ 

 

This project will refer post-colonialism to analysis ambiguous and ambivalent 

condition when people face to the colonizer, modernity and self identity question 

under colonized rule. 

 

Keyword：The Taiwan Minpao, Taiwanese Culture, Modernity, assim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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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劃緣由與目的 

 

本計劃為筆者長期關注的一九二○年代至一九五○年代台灣人政治運動與

認同研究之延續，針對日治中期「台灣文化協會」的機關報《台灣民報》有關台

灣文化的論述與批判為文本，探討台灣知識份子在鉅大的「現代文明」潮流衝擊

下，如何看待自身文化，回應現代化/同化（日本化）壓力，與思考台灣文化的

方向等問題。 

 

    1920 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支援團體，但

在政治目的之外，實際上有著濃厚的文化運動色彩。一方面對「文明化」、「現代

化」潮流，台灣知識份子充滿文化落後的焦慮感，從《台灣青年》、《台灣》、《台

灣民報》的文章中可以明顯看到；另方面自 1919 年以來第一任文官總督田健治

郎高唱「內地延長主義」、「同化政策」以來，台灣識份子更有著強烈的被日本同

化的危機感。所以發起政治運動的同時，更深覺台灣文化改造的重要性。「台灣

文化協會」發起人蔣渭水聲稱「文化協會是專門講究原因並治療台灣人的知識營

養不良症的機關」；文協會則第二條明白指出「本會以助長台灣文化之發達為目

的」；該會的活動如讀報社、講習會、夏季學校、文化演講會等，都在提昇台灣

民眾的知識水準與文化向上。 

 

不過，上述文化活動的具體內容較缺乏足夠與完整的資料，筆者認為要分析

台灣知識份子所認識的「現代性」、「文明潮流」，及對台灣文化的反省與主張，

可以透過包括《台灣青年》、《台灣》在內一系列的《台灣民報》刊物著手。有關

政治運動中台灣知識份子所倡議的民主自由、種族平等、民族自決等西方政治思

潮，在筆者所寫＜抵抗與屈從之外：以日治時期自治主義路線為主的探討＞一文

中已有所討論，本計劃的重點將集中在台灣文化的議題上。 

 

    筆者的問題意識在於，二○年代接受日本新式教育的台灣知識份子與留學

生，透過殖民主義引介的西方文明在審視自身，他們如何釐清台灣文化、漢文化、

殖民者與西方文明間交纏糾葛的關係？是以，本計劃要討論的問題包括：一、台

灣知識份子所謂的「世界潮流」、「現代文明」、「時代精神」如何定義？針對殖民

主義媒介傳播而來的「現代性」又持著怎樣的態度？二、殖民統治的成果使台灣

社會初識現代性，如衛生、知識、科學等，接觸現代文明理念與生活方式的同時，

台灣知識份子如何評價台灣文化中如社會風俗、宗教信仰、民間藝術與婦女地位

等現象？又提出哪些具體的改革主張？三、在追求現代文明的目標下，與台灣社

群關係密切的漢文化又如何被品評？受新式教育與傳統教育的新舊台灣知識份

子是否站在同樣的位置上發言？是聯合還是對抗？四、追求現代化與抵抗殖民化

之間如何保持平衡？或者現代化與日本化混同合一，混淆了台灣人的政治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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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知識份子對西方文明思潮的引進與對台灣文化的反省自 1920 年《台灣 

青年》創刊以來即已開始，歷經《台灣》、及 1923 年創刊的《台灣民報》，討不 

歇。然 1927 年 1月「台灣文化協會」因分裂而左傾後，右翼另組「台灣民眾黨」， 

因為與左翼爭取社會運動領導權，主張愈來愈傾向社會主義，這樣的情形也反映 

在《台灣民報》的言論主張上，故本計劃擬以 1920 年到 1927 年為限，暫不處理 

文協分裂後《台灣民報》上的論述。 

 

 

三、文獻探討 

 

         與本計劃相關的研究相當多，筆者將之粗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有關日治時期 

臺灣社會文化運動之研究，如吳文星先生的＜日據時期台灣的放足斷法運動＞

（1986）、王世慶先生的＜皇民化運動前的台灣社會生活改善運動＞（1991）等，

都著重對特定運動過程的介紹，與本計劃關注的焦點相去較遠。 

 

第二類是台灣文化協會及其所推動新文化運動的研究，此類研究相當多，

如林柏維的＜日據時期台灣文化協會之研究＞（1985）、徐雪霞的＜日據時期台

灣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1985）、陳翠蓮的＜日據時期台灣文化協會之研究－

－抗日陣營的結成與瓦解＞（1987）、蔡淵絜的＜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化運動中反

傳統思想初探＞（1988）、張炎憲的＜日治時代台灣社會運動－－分期和路線的

探討（1990）、游秀玟的＜殖民體制下的文化革新－－一九二○年代的同風會與

文化協會＞（1995）、洪世昌的＜《台灣民報》與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化運動＞

（1997）等，這些文獻或是偏重文化協會的抗日政政治運動角色，或是強調文

協新文化運動的推進方法，而較缺乏對運動背後整體思惟與複雜的殖民/被殖關

係的梳理。 

 

第三類是以《台灣民報》為主的相關研究，如黃秀政的《《台灣民報》與近 

代台灣民族運動（1920-1932）》（1987）、吳春成的＜日據下台灣知識份子反殖 

民之意識研究－－《台灣民報》個案研究（1920-1927）＞（1987）、楊翠的《日 

據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以《台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93）、林佩欣的＜ 

《台灣民報》中關於民間宗教活動的論述－－兼論「霸權與反抗運動」理論＞ 

（2000）等，都是以《台灣民報》作為史料運用，針對特定議題進行研究，但與 

本計劃從民報中的台灣文化之論述去分析殖民現代性及殖民主義下之互動糾葛， 

取向上顯然不同。 

 

以上各類研究成果極為可觀，也都與本計劃主題有部份關連，可以作為本研 

究之基礎。不過，整體來看，上述研究較傾向反殖民對抗、政治運動或文化動 

之方式與進程，以及《台灣民報》在特定議題上的主張與貢獻。其次，既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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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多將殖民統治者與被殖民者視為兩個陣營，而對於殖民主義所帶來的現代性

對被殖民者的吸引力，殖民與被殖、傳統與西方、文明與同化之間交織混雜，

現代化與同化之間交纏糾葛關係，較少觸及。對此，筆者認為近年來受到矚目

的後殖民論述，可以作為參考的研究取向，以補不足之處。本計劃即從後殖民

論述取向出發，將舊材料賦予新的詮釋視角，希望對於日治時期台灣社會能夠

獲得更多元而細緻的理解。 

 

    另外，日本與韓國學界近年來針對殖民時期的研究迭有近展，研究取向上也

將後殖民理論加以運用或修正，如日本學者駒  武與小熊英二的作品檢討日本帝

國的殖民論述；韓國學者金晉均、安秉直、姜來熙、金東明、尹海東等人圍繞著

「殖民現代性」觀點的討論，均對殖民時期研究有大步進展。後殖民論述或殖民

現代性研究取向，也逐漸被運用在台灣文學、歷史學、社會學等領域中。這些研

究成果與本計劃在議題上雖無直接關連，但在取向與觀點上仍具有相當的參考價

值。 

 

 

四、研究方法 

 

本計劃在研究取向上將參考後殖民論述的觀點。長期以來日治時期台灣政治

史的研究受限於靜態的、敵我的、二元對立的研究模式，執著於民族主義式的忠

奸論辯，例如對於日治時期未採取積極抵抗行動的台灣人，就被評價為日本殖民

政權的「共犯結構」。此種研究模式具有高度的價值判斷，而未能深入觀照殖民

體制下台灣人民生活的特殊處境真實樣態。後殖民研究反對這種過於簡化的抵抗

/壓迫、殖民/被殖、帝國/本土、中心/邊陲等二元對立圖式，而強調殖民統治之

下固然有「殖民化」（colonization）的面向，引發被治者「民族主義」（nationalism）

式的對抗之外，殖民主義也帶來「現代性」（modernity），現代文明改變了殖民

地人民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殖民主義」、「民族主義」與「現代性」三者之間

發生多樣且交互關聯的複雜作用，使得殖民統治具有多元的面貌。後殖民論述擅

長從心理與文化層面去剖析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雙方相互滲透、互為改變的「混雜」

現象，彼此之間既恨又愛的「兩難」情結，並對於被殖民者在自我形象認知與認

同建構方面著力甚深。筆者認為此種研究取向跳脫一刀兩斷式的忠/奸、抵抗/屈

從評價，克服平面化的解釋，較能夠深入且立體的描繪殖民統治下台灣知識份子

檢討台灣文化時，面對漢文化、文明化、同化（日本化）三種力量間的拉扯與掙

扎，進而對於當時台灣人的思惟與行動給予適當的評價。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本計劃同時採用了文獻探討法與內容分析法。文獻探

討主要用於學界對相關議題的研究成果的整理，及後殖民論述之爬梳，確立本文

之主要論點與目標。內容分析法則運用於整理、歸納《台灣青年》、《台灣》、《台

灣民報》一系列刊物中有關台灣文化之報導與論述，並就此些文本解釋分析其意

義，而與前法所述相互對照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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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初步獲得以下看法: 

 

首先，台灣知識份子借著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報》希望提昇台灣文化。 

他們所追求的台灣文化，簡言之，即追上「近代文明」，主要著重於政治信念方

面，例如民主、自由、憲政、法治、平等、人權等等。《台灣民報》上的文章以

這類理念的討論與提倡佔最大篇幅。該報所大力主張這些價值與當時台灣知識菁

英們所正在推動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有高度一致性。同時因為提倡平等與人

權，有關重新界定兩性關係與女性地位的論述也暫可觀數量。但是同屬近代文明

的其他重要價值，如衛生、整潔、科技、效率、秩序等，則不甚受到重視。例如

《台灣民報》中有關醫療衛生知識的文章不多，有關工業技術、科學發明方面的

文章更屬少。顯然台灣知識菁英將學自殖迷民者的近代文明，反身取來做為對抗

殖民者的有利武器。他們對於「現代性」取材，是有輕重緩急的選擇性與功能性

考慮的。 

 

其次，《台灣民報》上的寫手以留日菁英為最大宗，「近代文明」仿效的對象

是殖民母國政治圈與知識圈，日本國內正值大正民主時期，種種政治運動、社會

運動、民主思潮、各類主義是滋養醞釀的最佳材料來源。不過自一九二四年起，

留學北京的張我軍等人開始引入中國的白話文運動，抨擊台灣文學界，中國政局

的發展、國共政黨合作策略也成為台灣知識菁英借鏡與學習的對象。殖民母國日

本與文化祖國中國兩者對台灣知識菁英開始出現競爭拉扯的效果。 

 

第三，受到殖民者所傳播的近代文明觀念的型塑，臺灣知識菁英對本身的台

灣文化的評價十分糾葛。一方面，近代文明成為衡量文化進步或落後的準據，因

此構成「西方—日本—台灣」的文明差序圖像，殖民地台灣居於世界文明的最底

層，台灣知識菁英有嚴重的焦慮感，認為應急起直追，趕上近代文明的列車。另

一方面，要躋身文明之列，得向殖民母國的進步性看齊，引進、學習、接受慎至

同化於殖民母國；但台灣菁英又抗拒與日本殖民母國同化，努力培育、維護台灣

文化的獨特性，形成欲迎還拒的糾葛矛盾。 

 

第四，基於對台灣文化落後的焦慮感，台灣知識菁英對台灣民間習俗文化嚴

厲批判，反而扼殺台灣文化的特殊性。以《台灣民報》上對民間廟會活動、戲曲

歌仔戲的態度為例，知識菁英極力詬病民間廟會活動為浪費、落後，指責歌仔戲

的粗俗、淫蕩，主張禁絕，或引進新劇教化人心。此處乃形成一鮮明的弔詭，台

灣知識菁英追求台灣文化提昇，對抗殖民當局，但借用的文明觀念正是從殖民者

所界定，反而成為殖民當局打壓本土文化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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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成果自評 

 

(一) 與原計劃內容相符程度 

本計劃希望擺脫抵抗/屈從、殖民/被殖等二元對立觀念來討論《台灣民報》中知

識菁英對台灣文化的期望與構想，進而探討與殖民者被殖者之間的交混糾葛。本

研究大致遵循原計劃方向，也獲得初步結論與成果。 

 

(二) 預期達成目標情況 

本計劃提出之初，即已預料到《台灣民報》有關台灣文化的論述數量龐雜，研究

進行時果然遭遇此問題狀況。對於所謂台灣文化的範圍究竟如何界定?哪些論述

觸及了台灣文化的核心問題?如何在單篇論文中，對相關文獻做合宜的剪裁與呈

現，尚待審慎斟酌。 

 

(三) 研究成果之學術價值 

本計劃借用後殖民理論觀察日治中期台灣知識份子對台灣文化的思考，探索殖民

者、現代性等客體的迎拒愛恨，以多元立體的圖像來詮釋或理解日治時期台灣人

複雜的處境與情感糾葛。相關研究成果將可呈現台灣特殊的歷史經驗與文化認

同，有助於台灣社會對本身歷史與文化特性的瞭解，並可成為當代族群互動與相

互認識的基礎。 

 

(四) 是否在學術期刊發表 

本計劃已完成近萬字初稿，但還是粗坯狀態，尚須經過增補，補強既有文獻，方

能使整體結構趨向完整，論證更加堅實。預計將於半年後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學術

研討會後，並投稿學術研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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