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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文藉由近年開放的政府檔案，探討過去較少被完整爬梳的日本出
版品進口管制體系，藉以了解戰後臺灣如何控制外來資訊的流入
，以及面對日本所展現的矛盾態度。對中華民國政府而言，在戰後
混亂的情勢中，防堵外來危險事物進入臺灣成為當務之急，可能蘊
藏顛覆訊息的出版品成為管制對象，其中來自日本的出版品既充斥
著左派思想，對國共報導有不利政府的描述，擁有廣大日文閱讀人
口的臺灣將繼續依賴日本出版品，不僅阻礙國語運動的推行，亦有
害民族精神的培育，因此日本出版品成為1950年代之後中華民國政
府積極管制進口的對象。
    本文的發現有二。首先，本文疏理管制體系不同時期的樣態與
變動的背後原因。從戰後至中日斷交依主事機關的不同可概分為三
期，分別展現嚴格管制、略為放寬，以及組織重整強化的歷程。制
度變動的原因源自中華民國政府不同時期的統治思惟，亦與雙方外
交冷熱密切聯繫。從先期為了防堵資訊而成立龐大系統，到後期簡
化機構，並注意戰時軍管體制與平時統治機構的權責，反映了政府
由注重排除殖民思想的「國民建設」，開始有餘力進行組織合理化
、強化機關職能的「國家建設」。其次，本文認為戰後中華民國對
日本定位存在基本矛盾，在應當批判的前殖民母國和應多加交流的
冷戰伙伴之間游移不定。歷史因素與現實政治表現，使得政府始終
對日本及曾受其統治的臺灣人深感疑慮，對日本出版品一直欲迎還
拒。日本出版品進口實為內部文化統合、組織重整、對外交涉與反
映臺灣特殊統治情況的多重議題。

中文關鍵詞： 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管訊管制、國民建設、國家建設

英 文 摘 要 ：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mport control system of Japan
publications to understand KMT’s governance about foreign
culture and the ambivalence about Japan by recently
released archives. For controlling Taiwan, it’s important
to suppress the inside objections and clear the outside
dangerous information out of the new governed land, and the
Japan publications is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information
objections, which include Marxist thought and the news
about Chinese Civil War different with KMT. Japan
publications also are read by many Taiwanese, and that
would impede the Mandarin Promotion Movement and nation’s
spirit. For the reason above, Japan publications are
controlled severely from 1950s.
 There two points in this article. First, this article
surveys the control system of Japan publications. From 1945
to 1972, the control system can be separated by three
periods, and it shows the periods of controlling severely,
controlling relaxation and organization reform. The reason
about the change of the control system is the different
ruling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time and related to the
foreign relation with ROC and Japan. KMT built a huge scale
control system in early 1950s, and reform the organization
from 1960s officially. It shows the governance strategy has



been changed from “nation building” to “state
building.” Second, this articles points out the ambivalent
attitude about Japan from KMT. For history reason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KMT cannot make sure Japan as a cold
war ally or a pre-colonist. KMT suspects Japan and
Taiwanese who has been ruled by Japan for fifty years, and
accepts Japan publications in outward but rejects in
essence. The import control system of Japan publications is
the problem of multi topics about internal culture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 reform, foreign negotiation and
Taiwan’s special history.

英文關鍵詞： Japan publications, import control, information control,
nation building, stat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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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題目：1950年代臺灣的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初探 

The Import Control of the Japanese Publications in 1950s Taiwan 

一、 前言 

195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在政軍經層面採取斷然措施以圖生存，在思想文化上亦因應戰時

需求，致力於形塑對政府友善的言論空間。除了對內部取締控管，防堵外來危險訊息的流入

成為必要之舉。當時的外來訊息以出版品為大宗，中文、英文與日文出版品為主，其中，來

自日本的出版品不僅可能蘊含違反國策的左派思想，更因涉及對本省籍日文讀者的影響力，

使其成為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外來資訊。同時，外國出版品並非單純內政治理項目，管制措施

的寬嚴，與他國出版品相比尺度是否一致，極易影響國際觀瞻，涉及外交上的應對。基於上

述的多重意義，本計畫選擇以日本出版品為研究對象，探討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初期在思想文

化上的統治策略。 

基於此，本計畫的具體提問是：1950年代臺灣對日本出版品進口的相關政策與管制體系

為何？隨著統治的逐漸穩固是否有所變化？管制政策的背後凸顯了何種統治策略？是否顯示

出哪些統治上的困境？ 

本計畫發想的背景，源起於之前所核定、預計改寫為專書的四個計畫，亦即「1950年代

黨政宣傳機構所塑造的國際觀：以《宣傳週報》為中心」(NSC99-2410-H-004-084)、「1950年

代大眾媒體所呈現的國際觀：以《中央日報》與《公論報》為中心 (1949-1960) 」

(NSC100-2410-H-004-136)、「1950年代黨政宣傳人員的國際觀：以曾虛白、陶希聖、阮毅成與

李士英為中心」(NSC101-2410-H-004-155)，以及「1950年代臺灣外來中文媒體塑造的國際觀：

以《今日世界》為中心」(NSC102-2410-H-004 -039)。前三年計畫著重國民黨宣傳體系塑造國

際觀的歷程，目的在釐清黨政方面的具體作為，第四年則是以香港美國新聞處出版的《今日

世界》為中心，觀察外來中文媒體所傳達的國際觀，是否有可能撼動原先國民黨宣傳體系塑

造的圖像。這一系列的計畫，處理的是國民黨主導下的國際觀形成過程，所著重的是臺灣內

部塑造生產訊息的「積極」面向。 

然而，隨著研究的進行，特別關於《今日世界》的研究中，有個問題逐步浮現：除了《今

日世界》之外，當時臺灣內部究竟有哪些外來媒體流通於市面？這些外來媒體所承載的資訊

未必盡如當局者意，甚且還含有危險思想，篩選進口成為必然之舉，但是篩選的標準由誰決

定？由哪些機構負責執行？運用什麼方法和規定？是否遇到任何困難？這些引發的一連串問

題，目前學界都尚未系統性的研究。而1950年代日本出版品佔外來出版品的大宗之一，臺灣

亦針對日本進口的出版品成立專門的審查組織，頒布法規，可見當局對待日本出版品的重視

態度。因此，藉由日本出版品，檢視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後的 初十年如何防堵外來資訊，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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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1950年代臺灣國際觀形成的「消極」面向，為本計畫的發想背景。 

二、 研究目的 

本計畫的主要目的，即是從上述的背景出發，聚焦於日本出版品的進口管制政策與體制，

釐清每個環節的建立過程，以及背後所蘊含的統治策略。過去對於1950年代臺灣的資訊或言

論管制研究，多著重內部的取締查禁或言論指導，有關外來資訊的防堵較少涉及，似乎將此

視為理所當然之事。然而，如同之前的研究計畫所示，國民黨政府不論是在建立屬於自己的

聲音，或是防止威脅訊息進入臺灣，皆非一蹴可幾的容易之事。臺灣省政府在1950年代初期

已設置專門組織管理日本出版品的進口事宜，其管制體系看似嚴整，然而該體系涉及機關繁

雜，拉長為1950年代來看，不論主管機關或是法規，可謂更迭頻繁且有多頭馬車的現象。而

長期代理外國書籍雜誌的臺灣英文雜誌社等代理商，究竟何時成為臺灣進口外國出版品的主

要管道，在1950年代的狀況為何，都有待細究。簡言之，整個管制體系涉及對日文化政策、

出版品審查、發行登記證的核可與發給、市面的取締，以及海關與郵局的檢查等環節，書籍、

雜誌與報紙又分屬不同主管機關，法規上又有普通法與非常體制的法令，這意謂著當時日本

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的整體樣貌，在許多細節上目前仍屬混沌未明。唯有解決這個問題後，

才能進一步談論對當時臺灣閱讀環境的影響，特別是對主要閱讀人口，即戰前受日本教育的

日語世代所受到的衝擊。進行這個學界尚未系統整理的基礎工作，為本計畫的研究目的之一。 

其次，藉由管制體系建立的過程以及與日本外務省的交涉，分析不同黨政部門在文化思

想層面上的統治策略，為本計畫的研究目的之二。上述管制體系的建立，主管單位由省政府

移轉到中央部門，再由教育部移至內政府等情事，此一過程反映了1950年代臺灣的政府體系

權責分工。在遇到爭議問題時，特別是1952年與日本簽訂和約後，面對日本政府以文化交流

的大義名分要求開放日本書報進口臺灣，考察黨政部門在應對中所顯現對日本出版品的態

度，有助於描繪國民黨政府對日本文化的想法，以及戰後臺灣的文化思想的理想圖像。藉由

上述兩個研究目的，過去研究較為忽視的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政策，可以做為理解冷戰時期

臺灣文化政策和言論環境的切入點，此即為本計畫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的外來資訊中，除了書籍、雜誌、報紙等出版品之外，還包含漫

畫、唱片與電影。出版品為當時訊息傳遞 主要的工具，為進口文化產品的 大宗，也是當

局者開始建立進口管制體系時所著重之處，因此本計畫以出版品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後三者

涉及圖畫、聲音與影像等其他表現形式，隨著產業發展逐漸另成體系，礙於學力在本計畫中

暫時未能討論。而其他語言與進口地的出版品，例如由香港進口的中英文與美國進口的英文

出版品，或是華僑所辦媒體，在當時亦分屬不同的管制體系，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考察。此外，

如前所述，釐清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的每個環節與流程已具挑戰性，也是目前的研究空

白處，在此計畫完成後，或可進一步延伸至閱讀者的領域，探討此管制對戰後日語世代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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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三、 史料簡介與文獻探討 

(一) 史料簡介 

為了重建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的建立過程，勢必依靠大量的政府檔案，近年來開放

資料為此計畫提供了研究的基礎。本計畫預計蒐集的資料性質概分為三：(1)政策形塑的層次，

主要透過黨政的高層會議與批示加以釐清，包括總裁批簽、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中央常

務委員會與總動員運動會報記錄等。(2)管制體系的機關職掌與法規辦法，包括中央層級的行

政院、教育部、文化部(收有前新聞局檔案)、內政部及警備總部，與地方的臺灣省政府新聞處

檔案等。(3)與日本政府就出版品進口管制的折衝談判，則以中華民國外交部與日本外務省檔

案為資料蒐集對象。透過上述黨與政、中央與地方、中華民國與日本的外交檔案，應能支撐

本計畫所欲解決的問題。唯資料頗為龐雜，需投入相當時間加以蒐集統整。以下簡介三類資

料概況。 

在政策形塑方面，以國民黨的相關資料為主。在中央改造委員會與總動員運動會報的會

議記錄中，可看到對日本文化交流方針的討論，日本出版品進口的政策方向亦在其中。總裁

批簽中雖然涉及此事的案件不多，配合《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亦可略知 高領導對日本

文化產品的態度。此外，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與中央工作會議的資料除了各組提案外，還

包含宣傳業務小組的會議記錄(部分收錄於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的《外交部檔案》中)，有助於

了解黨中央決策層級對日本出版品的基本態度。 

在管制體系的機關職掌與法規辦法上，牽涉單位甚多，包含中央各部會及臺灣省政府。

1950 年臺灣省政府成立「臺灣省日文書刊暨日語電影片審查委員會」，由省新聞處主持，會同

黨政軍相關代表，負責日本出版品進口的審查業務，至 1957 年權責移轉至教育部的「外文書

刊小組」。此兩者為日文出版品進口管制的主管機關，可說在決策層次之外，關鍵性的執行部

門。1省新聞處〈本年度中心業務計畫〉、〈本處各項工作報告案〉、〈新聞雜誌圖書管制辦法案〉、

〈出版品違法處理〉等各年度工作計畫與檢討報告等卷宗，2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會議紀錄〉、

〈關於日文報紙進口事宜〉、〈審查外文圖書刊物〉與〈查禁進口外文圖書刊物〉等卷宗，皆與

                                                      
1 「臺灣省日文書刊暨日語電影片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臺灣省政府公報》，39年夏字第62期，頁922；「為

臺灣省日文書刊管理辦法及臺灣省日文書刊審查會組織規程奉令廢止令仰知照」，1957年2月21日，〈新聞雜

誌圖書管制辦法〉，《臺灣省新聞處檔案》，臺灣文獻館藏，檔號：071-3。 
2 《臺灣省政府新聞處 永久保存已逾三十年(四十四年至五十七年)之檔案》(南投：國史館臺灣文獻館，出版年不

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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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密切相關。3另外，文化部收有前新聞局資料，該局為外文書刊審查的會辦單位之一，

本身亦主管國內外雜誌審查，內政部負責出版登記，1960 年代並接替教育部，將「外文書刊

小組」轉隸該部，警備總部負責內容檢查與取締等執行工作，包含〈警備總部審查書刊報紙

審查費案〉與〈查禁書刊歌劇案〉等卷，與上述機關檔案皆在蒐集之列。 

與日本政府的折衝談判，則以臺灣的《外交部檔案》和日本外務省檔案為主。《外交部檔

案》中直接與國外出版品相關的卷宗多半庋藏於國史館，包含〈新聞書刊審查〉、〈新聞限制〉、

〈日文書刊進口〉等卷宗。另一收藏地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則有「中日合作策進會」的資料，

可理解 1950 年代出版品進出口在雙方貿易談判過程的地位。《外交部檔案》可以看到眾多機

關的往來公文，主要可看到臺灣方面的政府態度。另一方面，筆者去年開始自費前往日本外

交史料館蒐集資料，各年度貿易相關的卷宗，提供日本與臺灣貿易談判時日方對出版品議題

的看法，可與「中日合作策進會」資料相互對照，有助拼湊外交折衝過程。 

雖然仍有其他單位的資料未全面開放，但以上三個層面的資料已可略窺全貌。即使如此，

上述資料數量龐大，收藏地分散錯落，檔案卷宗的分類與本計畫亦非完全相合，必須耗費相

當的時間精力加以蒐集和篩選，因此必須申請專題研究計畫以支撐此研究。 

(二) 研究文獻評述 

過去學界對此一問題著墨不多，主要成果在於兩方面，一是對於日本出版品的管制研究，

另一則是對 1950 年代臺灣言論自由的研究。日本出版品以何義麟的研究 為直接重要，何氏

〈戰後臺灣禁用日文政策之變遷──以印刷媒體之管理政策為中心〉以印刷媒體為中心，旁及

廣播與電影，勾勒戰後初期臺灣禁用日文的政策內容與變遷。何氏利用政府公報及報紙，整

理 1945 年至 1950 年臺灣緊縮日文空間的法規民間反應，並分疏二二八事件、國語運動及戒

嚴令頒布對日文資訊的管制。由於該文關切的是日本語文在臺灣所可存在的空間，因而對於

日本出版品的進口管制亦有涉及，可惜僅止於 1950 年省政府成立「日文書刊暨日本語影片審

查會」的初期運作為止。4該文所提供的線索，包括語言空間的形成與管制，以及點出報紙、

書籍和雜誌管制措施的不同，均為本計畫重要的研究基礎。 

而在 1950 年代臺灣言論自由的研究上，以蔡盛琦和楊秀菁的研究 為豐富。蔡盛琦〈1950

年代圖書查禁之研究〉以查禁為主軸，從警備總部的《查禁圖書目錄》出發，建構 1950 年代

的圖書流通狀況、查禁法令、查禁機構及被查禁的圖書類別與影響。5雖然未直接涉及國外出

版品的管制，但許多查禁法令與機關並無二致，被查禁的圖書中有許多來自國外，本文已針

                                                      
3 教育部總務司(編印)，《教育部檔案典藏一覽表》(臺北：教育部總務司，1993)，頁279、418。 
4 何義麟，〈戰後臺灣禁用日文政策之變遷〉，收入：古川ちかし・林珍雪・川口隆行(編著)，《日本語在臺灣．

韓國．沖繩做了什麼？》(臺北：致良出版社，2008)，頁46-77。 
5 蔡盛琦，〈1950年代圖書查禁之研究〉，《國史館館刊》，26(臺北，2010.12)，頁7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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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管制體系略作勾勒。楊秀菁《臺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則由制度面出發，關照

整體新聞管制政策的流變，對於報禁的限證、限張與限印的體系運作，以及出版法的攻防辯

論，均清楚呈現其歷程。6與蔡盛琦的著作相同，雖然研究的核心不在國外出版品，但有關出

版品登記證的管理，黨政人員對於出版品進口管制的想法，均有可參考之處。 

整體而言，戰後初期臺灣的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研究已有部分具體成果，當時的查禁與

管制政策，則是在較大的體系制度上可供參考，但針對 1950 年代全面性的日本出版品進口政

策，仍待補白。 

四、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方法 

本計畫將以歷史學的研究法，亦即蒐集與整理一手和二手史料，將其放置於具體歷史時

空脈絡中，加以互證、比較與尋求聯繫。現代歷史學講求證據的多元採擷與真偽考訂，後現

代歷史學則在對求真的辯詰思考與正視歷史的斷裂之外，尋求脈絡的建立、敘事背後的權力

運作與知識系譜。本計畫所使用的研究法，即是以現代歷史學方法為基礎蒐集考訂史料，並

意識到後現代史學論點，對資料進行解讀分析。 

首先在資料蒐集上，本計畫所涉及的史料範圍甚廣，將按上述三個層次，以(1)國民黨中

央黨部的各種會議資料，(2)行政院、教育部、內政部、文化部、警備總部及臺灣省政府新聞

處等政府機關檔案，(3)外交部與日本外務省檔案為蒐集對象。在蒐集完成後透過閱讀，對相

關內容進行分類，以掌握管制政策與體系的形塑過程。其次，結合上述資料，將所有資料以

時繫事，按發表時序製作文獻編年資料庫。如此不僅可初步統整所有經考訂過的資料，並可

在時序中考察不同史料間的彼此聯繫，期能在多元檔案(multi-archieves)的基礎上，互相考證補

充，拼湊 1950 年代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較完整的樣貌。 

(二) 進行步驟 

在史料蒐集上，首先影印蒐集上述三類檔案，並在蒐集過程中同時筆記，以隨時修正或

新增資料蒐集的方向，建立基本史實的認識。在史料蒐集約進行一半時，開始同步著手製作

編年資料庫。如同上述研究方法所述，依史料出現年份，在時間縱軸上依序排列，整合不同

性質與來源的史料。待資料蒐集與閱讀結束、編年資料庫亦完成後，描繪政策與體制的形成

過程，並藉由呈現政策背後的考量。 後，藉由以上史料與分析的基礎，草擬與發表論文。 

                                                      
6 楊秀菁，《臺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臺北：稻鄉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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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結果 

本計畫的發現有二。首先，本計畫疏理管制體系不同時期的樣態與變動的背後原因。從

戰後至中日斷交依主事機關的不同可概分為三期，分別展現嚴格管制、略為放寬，以及組織

重整強化的歷程。制度變動的原因源自中華民國政府不同時期的統治思惟，亦與雙方外交冷

熱密切聯繫。從先期為了防堵資訊而成立龐大系統，到後期簡化機構，並注意戰時軍管體制

與平時統治機構的權責，反映了政府由注重排除殖民思想的「國民建設」，開始有餘力進行組

織合理化、強化機關職能的「國家建設」。其次，本計畫認為戰後中華民國對日本定位存在基

本矛盾，在應當批判的前殖民母國和應多加交流的冷戰伙伴之間游移不定。歷史因素與現實

政治表現，使得政府始終對日本及曾受其統治的臺灣人深感疑慮，對日本出版品一直欲迎還

拒。日本出版品進口實為內部文化統合、組織重整、對外交涉與反映臺灣特殊統治情況的多

重議題。 

本計畫先於先在研討會上發表，就教學界先進(〈一九五○年代臺灣的文化治理與難題：

以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為中心〉，「自由與獨立：紀念張忠棟教授八十冥誕學術研討會」，台北：

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2013 年 12 月 22 日)。後投稿期刊並獲刊登(〈欲迎還拒：戰後臺灣日本

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的建立(1945-1972)〉，《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45(2016.5)，頁 193-250)。

除上述說明外，茲以期刊論文附於後，作為本計畫成果呈現。 



「欲迎還拒」：戰後臺灣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的

建立(1945-1972)∗ 

林果顯 ∗∗ 

 本文藉由近年開放的政府檔案，探討過去較少被完整爬梳的

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藉以了解戰後臺灣如何控制外來資訊

的流入，以及面對日本所展現的矛盾態度。對中華民國政府而言，

在戰後混亂的情勢中，防堵外來危險事物進入臺灣成為當務之

急，可能蘊藏顛覆訊息的出版品成為管制對象，其中來自日本的

出版品既充斥著左派思想，對國共報導有不利政府的描述，擁有

廣大日文閱讀人口的臺灣若繼續依賴日本出版品，不僅阻礙國語

運動的推行，亦有害民族精神的培育，因此日本出版品成為1950

年代之後中華民國政府積極管制進口的對象。 

 本文的發現有二。首先，本文疏理管制體系不同時期的樣態

與變動的背後原因。從戰後至中日斷交依主事機關的不同可概分

為三期，分別展現嚴格管制、略為放寬，以及組織重整強化的歷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1950年代臺灣的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初探」(計畫編

號：104-2410-H-004 -084)部分研究成果。本文撰寫期間，曾受國立政治大學孫中山

紀念圖書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行政院秘書

處與教育部檔案科之檔管人員熱心協助，復蒙多位師長與兩位匿名評審給予寶貴意

見，謹此特致謝忱。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聯絡地址：11605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所(No. 64, 
Sec. 2, Zhinan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605, Taiwan (R.O.C.)) 



程。制度變動的原因源自中華民國政府不同時期的統治思惟，亦

與雙方外交冷熱密切聯繫。從先期為了防堵資訊而成立龐大系

統，到後期簡化機構，並注意戰時軍管體制與平時統治機構的權

責，反映了政府由注重排除殖民思想的「國民建設」，開始有餘

力進行組織合理化、強化機關職能的「國家建設」。其次，本文

認為戰後中華民國對日本定位存在基本矛盾，在應當批判的前殖

民母國和應多加交流的冷戰伙伴之間游移不定。歷史因素與現實

政治表現，使得政府始終對日本及曾受其統治的臺灣人深感疑

慮，對日本出版品一直欲迎還拒。日本出版品進口實為內部文化

統合、組織重整、對外交涉與反映臺灣特殊統治情況的多重議題。 

關鍵詞：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資訊管制、國民建設、 

國家建設 



一、 前言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前後，為了確保這最後的根據地，進而

等待再起的機會，在內部的治理上進行多項緊急措施。其中，避免外部危

險因素進入臺灣所進行的防堵工作，成為當務之急。例如在人員移動上實

施入出境管制，即使是本國一般人民進出臺灣仍須申請審查，軍隊到達港

口亦須調查整編；1在經濟上停止新臺幣與金圓券的兌換，力圖避免中國大

陸的貨幣動亂波及臺灣。2除了人員與經濟之外，另一個防堵的對象則是訊

息。尤其當時在大陸上面對共產黨的凌厲攻勢，不僅政治軍事節節敗退，

宣傳輿論的聲勢更是一路受挫，來到臺灣後，如何防止危害政府的思想「毒

素」在臺灣散布，穩定民心士氣，成為另一個重點工作。 

  在防止思想毒素的工作中，外來出版品成為臺灣排除危險訊息的重要

對象。相對於大陸地區，臺灣內部並不存在新華社或《新華日報》等中共

組織性的有力媒體，但這並不表示臺灣內部沒有需要滌除的「有害」思想。

自接收臺灣開始，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即積極清除殖民時期的文化，並在二

二八事件後緊縮言論環境，限制反對聲音。然而透過郵寄、夾帶、翻印等

方式，外來出版品成為政府難以掌控的漏網之魚。這些出版品未必全然對

政府或國民黨抱持敵意，然而即使是對國共戰爭的平直描述，或是左派文

藝作品的介紹刊載，都已遠遠超過當局所設定的言論範圍。當內部整頓告

一段落，來源較難掌握的卻屢見於市面的外來出版品，成為必須防堵的對象。 

  在外來出版品當中，日本出版品成為進口管制最主要的對象之一。面

對曾被殖民半世紀的土地，即使接收後曾積極進行「去日本化」與「再中

國化」的工作，但為了肆應戡亂建國的任務，此地的文化情形離理想仍有

  1  松田康博，《臺湾における一党独裁体制の成立》(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株式

会社，2006)，頁269-288。 
  2  薛化元，〈陳誠與國民政府統治基盤的奠定：以一九四九年臺灣省主席任內為中心

的探討〉，《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0)，
頁279-283。 



大段差距。3中央政府來臺後，初來乍到的黨政人士赫然發現，日文報紙雜

誌充斥臺灣的書報攤上，而當時這些出版品在內容與文字上，常與當局立

場相左。4日本書報並不隱諱左派思想，對於中國情勢的看法也未必與政府

相合，已屬嚴重違反「國策」。而日文作為前殖民時期的官方語言，不僅有

害於推行中的「國語運動」，亦阻礙團結一致的國族想像。換言之，日文並

非單純的工具性外語，日本出版品並非中立的文化商品，而是富含危險思

想與涉及國族認同的前殖民遺緒，對於打算防堵外在訊息、建立自己聲音

的中華民國政府而言，自屬如鯁在喉。此即 1950 年代開始建立日本出版品

進口管制體系的重要背景。 

  該體系的建立與變動過程，包括審查標準的寬嚴與實施成效，有助於

理解來臺後的中華民國政府對外來文化的態度與統治能力。探討該管制體

系的上述內容，以及不同時期的制度變化原因，為本文欲疏理的首要課題。 

  其次，本文亦欲討論外交考量在內部治理事務中所扮演的角色。由於

限制外國出版品涉及國際形象與外交事項，若管制過嚴恐引發限制言論自

由的不良觀感，對不同國家的出版品若採取不同的限制措施，更可能引發

特定國家的抗議。衡諸當時的政策，日本出版品確實是最嚴格防堵的外國

出版品，但日本卻又是重要的貿易夥伴與冷戰盟友，如何在國家安全與外

交壓力之間權衡折衝，顯示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定位日本。由內政統

治延伸至外交戰略，為本文欲討論的第二個課題。 

  過去學界對這些課題並未有系統性地討論，但有兩條研究脈絡與此相

關。一是戰後臺灣壓制日本文化以塑造中國認同的相關研究。黃英哲疏理

臺灣行政長官公署(1945-1947)的文化政策，透過宣傳委員會、國語推行委員

會與國立編譯館積極清除日本文化在臺灣的痕跡，並以積極手段在臺灣進

  3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

田出版社，2007)，頁27-147。 
  4  〈准內政部電以日文報刊之入口銷售應嚴加審查與取締等由轉電知照由〉，1950年

12月13日，〈日文書刊電影管制辦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以下簡稱文獻館)，
《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0750011900003；〈從嚴管制日語影片及日文書刊案〉，

1951年6月14日，〈日文書刊審核管制〉，文獻館藏，《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1372016059005。 



行「文化重建」(culture reconstruction)，深耕中國文化。5何義麟承繼此脈絡，

重視日本語文在印刷媒體上迅速被限縮使用的情形，並補充二二八事件後

(1947-1950)管制更趨嚴厲的措施。 6菅野敦志與林果顯將研究的時代推進至

1950 年代之後，著重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後建構標準、理想且足以證明己身

為正統政權的文化政策，強調政府透過民族精神運動、國語運動、文化清

潔運動與文化復興運動等作為，將臺灣塑造為傳承民族文化的所在。7 

  上述先行研究皆注意到在短時間內於既成「國家」裡將住民「國民」

化的情形，黃英哲稱此為一種由上而下的「國民建設」(nation building)工程。8管

制日本文化進入臺灣亦屬此工程的一環，但黃英哲側重二二八事件前，何

義麟止步於 1950 年，菅野與林氏未特別關注日本文化的角色，本文可謂在

此脈絡下延伸並補足研究缺口。9除此之外，「國民建設」聚焦於國家對內

的認同塑造，較少涉及外交考量，亦為本文有別於先行研究的突破之處。 

  相較於前述先行研究著重於文化工作的建構面，另一個相關的研究脈

絡則為文化管制面向。楊秀菁的研究整理戒嚴時期臺灣的新聞管制政策，

細密考察行政長官公署時期、非常時期與國民黨新聞管制政策形成的過程

與影響。雖未著重日本出版品進口問題，但對新聞與出版法規提供完整的

架構，有助釐清進口管制措施的定位。10蔡盛琦一系列關於戰後臺灣圖書出

版和查禁的研究，重建臺灣脫離日本統治後的出版界情況，疏理相關法規、

查禁書籍以及重要的出版社與書店，唯其研究中並未專門論及日本出版品

  5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17。 
  6  何義麟，〈戰後臺灣禁用日文政策之變遷〉，收入古川ちかし・林珍雪・川口隆行

編著，《日本語在臺灣．韓國．沖繩做了什麼？》(臺北：致良出版社，2008)，頁

46-77。 

  7  菅野敦志，《台湾の国家と文化：「脱日本化」「中国化」「本土化」》(東京：勁

草書房，2011)。林果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之研究(1966-1975)》
(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 

  8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16。 
  9  何義麟在出版品管制法規的研究中，延伸討論至1958年「出版法」修訂，但有關日

本出版品進口制度仍僅說明1950年之前情形。何義麟，〈戦後台湾における検閲制

度の確立－－検閲関連法とその執行機関の変遷を中心にして〉，《インテリジェ

ンス》，第14期(東京，2014.03)，頁56-64。 
 10  楊秀菁，《臺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 



進口管制的情形。11相較於「國民建設」著重人心的塑造，管制體制更多涉

及行政權的壯大與集中、官僚組織的建立、各機構之間權力範圍的界定，

以及強制力量(公權力)的下達等等，這種偏向政府職能的整備歷程，學者稱

之為「國家建設」(state building)或「國家締造」(state making)。12回到 1950

年代的情境，中華民國政府正致力於在臺灣建立統治權威，上述文化管制

的研究亦指出相關措施並非一開始就完備，管制機構成立的原因、遇到的

困境，以及改變的方式，成為觀察中華民國政府如何深化在臺統治的重要

切入點。 

  上述兩個先行研究的脈絡，有助於了解歷史背景與文化政策的整體架

構。本文在此基礎上，聚焦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以進一步闡明政府

在哪些內外考量下，以什麼方式處理來自於臺灣前殖民母國的文化。為了

探討這些問題，本文主要運用近年開放的黨政機構檔案進行考察。在決策

層面，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與總動員運動會報紀錄呈現政策的形塑過

程，其中亦可查見總裁蔣介石的意志，以及主管文化宣傳的中央黨部第四

組對日本出版品進口所作的重要決議，或可稍補第四組檔案未開放之憾。

在執行層面上，運用各時期的主管單位檔案，包括行政院(內政部)、教育部

 11  蔡盛琦，〈戰後初期臺灣的圖書出版—1945至1949年〉，《國史館學術集刊》，

第5期(臺北，2005.03)，頁230-231；蔡盛琦，〈戰後初期臺灣的出版業(1945-1949)〉，

《國史館學術集刊》，第9期(臺北，2006.09)，頁145-181；蔡盛琦，〈臺灣地區戒嚴

時期翻印大陸禁書之探討(1949-1987)〉，《國家圖書館館刊》，第93卷第1期(臺北，

2004.06)，頁9-49。 
 12  此概念的經典討論來自社會學者Charles Tilly，他以近代歐洲民族國家的歷史，指出

近代的「國家建設」主要與自戰爭動員需求，並與資本聚攏的經濟型態相關。意識

到其討論案例以歐洲為主，近來亦有學者從中央政權追求與鞏固道德規範的角度，

指出近代中國別於歐洲的國家建設歷程。不同的學術脈絡影響了概念或詞語的定

義，然行政權的中央化、對社會滲透的深化、政府機構的科層化與合理化等等，被

認為是「國家建設」的基本策略與意涵。歐洲的經驗有其地域性，但考量近代亞洲

大量以西方為師，政府與知識份子亦以上述目標為己任，本文在此脈絡下使用此辭

彙。見Charles Tilly,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in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69-191;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0); 
Patricia M. 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 Virtue, Violence and State-Making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21. 



及臺灣省政府新聞處資料以拼湊管制體系的建立過程，並藉由外交部檔案

描繪對外交涉經過。本文利用上述黨政軍部門檔案交互比對，亦可呈現不

同部門的互動情形。 

  另外，本文所稱出版品，指活字印刷的紙類媒體，包括書籍、雜誌與

報紙，在某些法規中被包含在內的唱片、圖畫與漫畫，抑或是電影，由於

媒體形式不同，涉及的商業模式和管制方式自成體系，限於篇幅，不在本

文討論範圍內。同時，在日本發行之僑報，以及臺灣內部的日文媒體，因

數量極少且屬於其他管制範疇，本文亦暫時割捨不談。13在時間斷限上，則

以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開始清理日本文化的 1945 年為始，止於因雙方斷交

而暫時終止所有文化產品進口來臺灣，日本出版品進口主管單位裁撤的

1972 年。 

二、 進口管制體系的初步建立(1945-1951) 

  面對脫離「祖國」半世紀的土地，可以想見統治者躊躇滿志的心情。

去除前殖民母國的影響，並要求人民學習正確的文化成為當務之急。當局

對日本文化的敵意，化為一系列具體的取締與管制措施。黃英哲與何義麟

詳盡地刻畫出接收後當局清理日本文化的手段與背後思考，主要與「國民

建設」相關，以下則將指出，外來訊息的防堵措施，主要與因應戰爭的軍

管體制，以及隨之而來的外交考量密切相關。 

(一) 戰後初期的管制措施 

  在 1949 年中央政府來臺前，不論是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或臺灣省政府，

均未對日本出版品的進口作出明確規範，當時的重點首在查禁銷毀內部日

 13  戰後初期「在日臺灣人」由於身分特殊可以獲得配紙，以及知識階層佔有中堅地位，

曾一度活躍於日本媒體界，東京的《中華日報》(日後改名為《內外タイムス》)與
神戶大阪的《國際新聞》為重要報紙，但隨情勢演變而影響力漸減。有關在日臺灣

人或華僑在日本所辦報紙，以及輸入至臺灣的問題，為另一重要問題，可參見：何

義麟，〈在日臺灣人與華僑新聞事業之發展〉，《戰後在日臺灣人的處境與認同》(臺
北：五南出版，2015)，頁78-122。 



本文化事物。1946 年 2 月長官公署發布訓令(或稱「取締違禁圖書辦法」)，

明言「本省淪陷五十年之久，在文化思想上，敵人遺毒甚深」，凡讚揚「皇

軍」戰績、宣揚「皇民化」奉公會、詆毀總理總裁、曲解三民主義或損害

中國利益者，一律查報禁售，各書店書攤應自行檢查，封存列表，由公署

宣傳委員會及警務處和憲兵團派員檢查，並限於該年 3 月 10 日前交出焚

毀。14同年 10 月，基於「本省光復，瞬屆週年，為執行國策」，公告臺灣報

紙雜誌的日文版一律撤除。15除了市面流通的出版品外，各級學校或機關所

遺留具「皇民化及有毒素」的日文圖書，亦規定禁閱封存，並連同清單送

省教育廳集中保管。 16二二八事件後，日本語文的空間進一步受限，1947

年 6 月凡該年度全日文出版品中宣揚日本優點、詆毀「祖國」者禁賣。17在

當時政府將日本文化視為「遺毒」，著重於「滌清」內部的氣氛下，未對日

本出版品進口訂立制度並非不管制，而應理解為不該建立正式管道引進日

本出版品。18 

  不過，在戰爭結束初期的混亂情勢中，不受官方管理的民間貿易迅速

展開，臺灣與日本、琉球往來頻繁，表示日本出版品入臺並非毫無管道。19

加上臺灣出版業仍處復興期，大量圖書由上海或香港等地輸入，外來出版

品大量湧入。201949 年 5 月臺灣發布戒嚴令，因應戡亂情勢進入戰時管制，

開始對外來出版品加強檢查。依戒嚴令所發布的「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

 14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訓令〉，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印，《臺灣省政

令宣導人員手冊》(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1946)，頁123。收入侯

坤宏、楊蓮福編，《民間私藏民國時期暨戰後臺灣資料彙編(政治篇)》(臺北：博揚

文化，2011)，頁415。 
 15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代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5年冬字第3期

(1946.10.3)，頁45。 
 16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代電〉，《臺灣省政府公報》，36年夏字第37期(1947.06.27)，

頁496；《臺灣省政府公報》，37年冬字第57期(1948.12.8)，頁840。 
 17  楊秀菁(等編)，《新聞自由(一)》(臺北：國史館，2002)，頁105。 
 18  相關研究請見：何義麟，〈戰後臺灣禁用日文政策之變遷〉，頁46-55；菅野敦志，

《台湾の言語と文字：「国語」「方言」「文字改革」》(東京：勁草書房，2012)，
頁32-49；許雪姬，〈臺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思與言》，第29卷第4期(臺北，

1991.12)，頁155-184。 
 19  川島真(等著)，《日台関係史1945-2008》(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頁42-43。 
 20  蔡盛琦，〈戰後初期臺灣的圖書出版—1945至1949年〉，頁230-231。 



誌圖書管理辦法」規定，嚴密檢查各港口交通站旅客所攜行李以及起卸之

印刷品，一發覺有異立即沒收，情節重者予以拘捕並關閉其店舖。21隔年臺

灣省保安司令部修正該命令為「管制辦法」，增訂在臺灣出版或運入臺灣之

書刊報紙雜誌，均應送三份至該部以備審查，查禁書單則由內政部及臺灣

省新聞處公布，省保安司令部隨時補充。22雖未專門針對日本出版品進口加

以規範，戒嚴強化了外來資訊的防堵，亦開啟了軍方介入言論管制的契機。 

  在此同時，政府對於媒體管制展現更為積極的態度，試圖整合黨政軍

以及中央、地方機構和民間組織的力量，以篩選查禁不利的訊息。1949 年

11 月省新聞處制訂辦法，召集「臺灣省歌曲影劇書刊審核查禁機關聯席會

報」，由省教育廳、警務處、保安司令部政治部、新聞處、內政部電影檢查

處與國民黨臺灣省黨部等單位組成，並邀廣播電臺、臺灣區印刷工業同業

工會等組織列席，參與單位高達二十個，但各自的權責尚未清楚劃分，也

未針對出版品進口特別規範。23這顯示政府已開始強化訊息管控，但與理想

的管制體系仍有一大段距離，可謂 1950 年代管制體系不斷修正建立的重要

動力。 

(二) 日本出版品進口的首次規範 

  就在省政府阻絕出版品進入臺灣的同時，省新聞處開始將日文書刊進

口視為「問題」，於 1950 年 1 月同外交部、省教育廳、東南軍政長官公署

政委會等單位商討，擬定「臺灣省日文書刊進口管制辦法草案」，於 4 月提

至省府委員會議討論，決議由省新聞處約集省府委員陳清汾、吳三連及教

育廳等單位研究。24經審查後再提省府委員會，修正後 6 月公布「臺灣省日

 21  〈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臺灣省政府公報》，38年夏字第67
期(1949.06.23)，頁834-835。 

 22  〈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制辦法〉，臺灣省新聞處編印，《新聞業務手冊》

(臺北：臺灣省新聞處，1952)，頁9-10。收入楊秀菁等編，《新聞自由(一)》，頁367-369。 
 23  〈臺灣省歌曲影劇書刊審核查禁機關聯席會報實施辦法〉，1949年11月施行，1950

年6、12月修正公布，〈歌曲影劇書刊審核查禁機關聯席會報辦法〉，文獻館藏，《省

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0731011748001-2。 
 24  〈臺灣省政府委員會第145次會議紀錄〉，1950年4月7日，文獻館藏，《省府委員會

議檔案》，典藏號00501014502。 



文書刊及日語電影片管制辦法」(以下簡稱「管制辦法」)與「臺灣省日文書

刊暨日語電影片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以下簡稱「組織規程」)。兩個法令

以及後續的行政命令，開始明確規範日文出版品的進口流程。25 

  草案與正式公布的法令相距甚遠，除了未將電影納入規範外，最重要

的是草案更清楚地表明政府嚴格限制進口的立場。草案第一條明白指出「為

發揚我國文化加強國語教育特訂定本辦法」，顯示對日本進口書刊的防備態

度，第二條則謂「在對日和約未訂定前所有日文書刊非經本府核准不得私

運入省銷售」，第三條詳列學術團體、專科以上學校、公私立醫院及研究機

構等因業務確有需要者才得以申請進口，第五條針對該辦法施行前已由日

本運送至臺灣的日文書刊「一律禁止銷售」。26作為戰後臺灣第一個管制日

文書刊進口的政府方案，草案對日本出版品相當不友善，正面表列學術研

究單位為進口組織，意謂斷絕商業進口，排除大眾市場需求並以對日和約

未訂定作為管制進口的理由。將對日和約未簽放入條文，意謂雙方仍在戰

時狀態，無太多轉寰餘地，而溯及既往的第五條也將可成為進一步清理臺

灣內部日文書刊的依據。 

  經過省府委員會的修正後，草案大幅修正。「管制辦法」將上述條文幾

乎全數更動，第一條改為中性的「為管制日文書刊及日語電影片起見」而

訂定，第二條刪除對日和約簽訂前的期限，第三條刪除，不限申請者身分，

僅規範進口書刊內容，並刪除第五條溯及既往的條文。整體而言，「管制辦

法」似乎較為寬鬆，然而細究相關配合的行政命令與實際作法，實則避開

了爭議性文字，保留了草案精神，更詳細地規範進口流程。 

  按「管制辦法」、「組織規程」與相關命令，所有日本書刊購入前必須

事前報請省府審核認可，通知海關及各檢查機關後才能購入。同時由省府

發給准許進口通知書，並按申請數量每一冊發給一張核准標幟，由警務機

 25  〈臺灣省日文書刊及日語電影片管制辦法〉，1950年4月21日第146次臺灣省政府委

員會會議通過；〈臺灣省日文書刊暨日語電影片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1950年5
月12日第149次臺灣省政府委員會會議通過，兩者俱為1950年6月9日公布，《臺灣省

政府公報》，39年夏字第62期(1950.06.12)，頁922。 
 26  〈臺灣省政府委員會第144次會議議程〉，1950年4月7日，文獻館藏，《省府委員會

議檔案》，典藏號00501014405。 



關檢驗黏貼。凡是未依上述程序擅自進口，或是即使申請核准卻未貼標幟

者而販售者，一經查獲全部沒收，並以走私論處。27另外，經審查核准之日

文書刊，非正式書店不得出售，書攤兜售亦在取締之列。28審查委員會則由

教育廳、新聞處、秘書處、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及警務處遴派代表組織，每

週開會一次，由省教育廳代表兼充主任，會址亦附設於省教育廳內，負責

購銷與查禁日文書刊之審查事宜。29 

  必須一提的是，雖然審查委員會主任由省教育廳職員擔任，但省新聞

處仍居於主導地位。審查委員會對外不行文，是由省新聞處代為發文，而

關於日文出版品進口政策的研究與業務，包括日文報紙進口審查，仍歸該

處而非審查委員會負責 30。由省教育廳掛名主任，或許是降低管制色彩，

希望賦予教育文化形象。此種思考在 1950 年代後期的制度變動中將再次看

到。31 

  上述法令還明訂出版品進口的標準，這是繼 1946 年 2 月「取締違禁圖

書辦法」以來，對日文書刊更進一步的限縮。「管制辦法」僅規定「以不妨

礙社會安全及善良風俗者為限」，「組織規程」則正面表列進口書籍為：32 

1. 純科學性者 

2. 純醫學性者 

3. 反馬列主義及反極權反暴力之思想理論著作 

4. 其他與我國社會及文化確有裨益者 

  根據此規定所公布的審查結果，核定准予進口的首批書單只有五十餘

 27  《臺灣省政府公報》，39年夏字第62期，頁922；〈臺灣省政府代電〉，1950年8月
10日，《臺灣省政府公報》，39年秋字第39期(1950.8.12)，頁469；〈臺灣省政府公

告〉，《臺灣省政府公報》，39年秋字第40期(1950.8.14)，頁487。 
 28  此規定為審查會第一次會議決議。何義麟，〈戰後臺灣禁用日文政策之變遷〉，頁

64。 
 29  《臺灣省政府公報》，39年夏字第62期，頁923。 
 30  〈關於臺灣國外出版品輸入管理辦法草案〉，1953年1月14日，〈國外出版品輸入管

理辦法〉，文獻館藏，《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0710022116001。  
 31  〈從嚴管制日語影片及日文書刊案〉，1951年6月14日，〈日文書刊審核管制〉，文

獻館藏，《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1372016059005。 
 32  《臺灣省政府公報》，39年夏字第62期，頁923。 



種(包含雜誌)，確實大多偏向自然科學等實用性類別，限制社會科學著作。33

而在公布進口清單時，同時公布禁書清單，包括《中央公論》、《文藝春秋》、

《改造》、《世界》、《朝日評論》與《讀賣評論》等綜合性刊物，都在禁止之

列。34對於習慣透過這些雜誌理解文藝發展、社會議題與世界局勢的日文閱

讀人口而言，可謂頓失知識與休閒上的依憑。 

  日本出版品的進口開始制度化，並非鼓勵進口，而是強化管制。從時

間脈絡來看，「管制辦法」出現於展開戒嚴與中央政府撤退來臺期間，正是

對外部危險訊息高度警戒的時候，此制度表現出政府在危疑之際強化防堵

外來訊息的態勢。1951 年 1 月，省保安司令部進一步制訂「取締違禁書報

雜誌影劇歌曲實施辦法」，要求嚴密檢查港口、飛機場等處的一切進口印刷

品。35該年 7 月，省保安司令部成立「臺灣省各縣市違禁書刊檢查小組」，

特別載明對於各地日本歌曲及未粘貼進口准售證的日文書刊一律查禁，可

見強化管制日本出版品的態勢。36即便當時政府為了宣傳效果，曾欲發行日

文媒體，官方所欲培植的是自己發聲的管道，而非希望國民透過不同語文

了解更多樣貌的外部世界。37然而，即使管制體系已初具規模，仍有許多未

盡之處，因而隔年再進行兩次修正。 

(三) 質與量的限縮 

  在上述制度實施一年後，省政府開始發現出版品管制體系的問題。1951

年 3 月省新聞處召開「處理中外書刊檢討會」，處長朱虛白認為新聞紙、雜

誌、圖書、圖片、唱片、連環圖畫及書店、印刷店與出版社之管理程序相

當紊亂，不同形式的出版品與流通據點在法規中並未被清楚區分，發生問

 33  何義麟，〈戰後臺灣禁用日文政策之變遷〉，頁64。 
 34  《臺灣省政府公報》，39年秋字第38期(1950.08.11)，頁470-472。 
 35  楊秀菁(等編)，《新聞自由(一)》，頁371-374。 
 36  楊秀菁(等編)，《新聞自由(一)》，頁374-376。 
 37  如1950年6月國防部發行的日文《軍民導報》，及由中央黨部所籌畫的日文《農民報》

與《國民導報》。菅野敦志，《台湾の国家と文化：「脱日本化」「中国化」「本

土化」》，頁174-178。 



題時找不到適用的法條。 38而主管出版的中央機關內政部也對日本出版品

「源源不絕」輸入臺灣嘖有煩言，迫使管制體系必須檢討。39 

  1951 年 4 月臺灣省政府廢止原有的「管制辦法」與「組織規程」，公布

「臺灣省日文書刊管制辦法」 (以下簡稱「新管制辦法」)與「臺灣省日文書刊

審查會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新組織規程」)。這兩個新法規大致內容沿襲舊

規定，進口流程、進口標準與審查會組成運作皆相同。修正的部分除了將

日文書刊與日語電影區別開之外，最重要的是新增進口日文書刊進口的管

道，亦即「政府機關及學術研究機關來文證明有特殊參考研究必要經特准

者」，不受一般營業用書的進口流程規範，可另外申請進口。40新規定關照

到 1950 年草案中的學術研究需求，稍後並確立這些非營業性、被稱為「參

考用書」的審查工作歸省新聞處辦理，「臺灣省日文書刊審查會」僅負責營

業性書刊。41整體而言，此次修正幅度不大，僅將營業性書刊與參考用書的

審查單位加以區分，較像是為了因應出版品與電影管制體系的分途而作的

形式修正。 

  由於法令的修正無法滿足政策目標，黨政高層開始關切此事。5 月國民

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以知識青年黨部認為日本書刊電影與歌曲「流行

全島，對青年影響至大，請中央加以限制」，行文省新聞處，希望有所作為。

省新聞處答以因辦法規定「不妨害社會安全及善良風俗者(為限)」，故進口

數量較多，現已利用節省外匯為理由，從嚴審查。42省新聞處的回覆有兩點

與當時法令相悖，首先，雖然「管制辦法」確實有上述負面表列的條文，

但「組織規程」仍有的正面表列條件可以限縮進口範圍，此回答有避重就

輕之嫌。其次，外匯管制的手段是之後 8 月再度修改制度後才列入條文，

 38  〈抄送處理中外書刊研討會議紀錄、英文書刊進口一律改為事後審查〉，1951年3
月28日，〈新聞雜誌管制〉，文獻館藏，《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1372016057009。 

 39  〈准內政部電以日文報刊之入口銷售應嚴加審查與取締等由轉電知照由〉，1950年
12月13日，〈日文書刊電影管制辦法〉，文獻館藏，《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

0040750011900003。 
 40  《臺灣省政府公報》，40年夏字第3期，頁34-35。 
 41  〈關於臺灣國外出版品輸入管理辦法草案〉，1953年1月14日，〈國外出版品輸入管

理辦法〉，文獻館藏，《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0710022116001。 
 42  標點與括號為筆者所加。〈從嚴管制日語影片及日文書刊案〉，1951年6月14日，〈日

文書刊審核管制〉，文獻館藏，《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1372016059005。 



此時省新聞處的作法缺乏法源基礎。43這兩點都顯示 4 月所頒布的新法規無

法配合轉趨嚴格的政策方向。事實上，從該年 5 月開始，已對日文書刊進

口嚴加限制，書籍方面，若非實際需要者不准進口；營業性書刊的進口數

量，限定每月大眾雜誌五千冊，科學雜誌二千冊；機關暨個人進口之參考

用書，亦嚴格限制。44 

  稍後在蔣介石所主持的宣傳會談中，陶希聖報告由內政部召集討論的

日本書報進口原則，整理如下：45 

1. 自然及應用科學書籍可進口。 

2. 社會科學及思想有關之書刊由學校及文化團體申請進口。 

3. 日本國民教育書刊，不得進口；常識刊物可進口；小說限制進口。 

  三項原則中的第二項回歸 1950 年的草案精神，再次規範申請者身份，

第三項則更進一步區分類別，這三項原則之後多在 8 月修改法令時落實(見

表 1)。 

  省政府在此會談後三天，隨即發文表示「為限制無益書刊、消耗外匯，

並防止匪區書籍乘隙漏入」，應嚴密管制。46 6 月第四組再度要求重嚴審查

日文書刊，因為「查進口日文書刊為數甚多，流傳甚廣，內容即屬不含毒

素，但為害亦屬重大，不僅削【按：應為消】滅我民族自尊心理，且予我

推行國語教育以甚大之打擊」。47由此再次看到黨部緊盯此事，貫徹意志的

決心。 

  在上述壓力下，8 月法規再度修正，由省政府訂頒「臺灣省日文書刊管

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及「臺灣省日文書刊審查會組織規程」(以

 43  〈書刊進口許可證核示案〉，1951年7月2日，〈日文書刊審核管制〉，文獻館藏，

《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1372016059008。 
 44  〈日文書刊進口管制情形案〉，1951年7月4日，〈日文書刊審核管制〉，文獻館藏，

《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1372016059009。 
 45  該會談於1951年5月22日舉行。〈曾陳策便箋〉，1951年6月16日，〈日文書刊進口〉，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46  〈密不錄由〉，1951年5月25日，〈日文書刊審核管制〉，文獻館藏，《省級機關檔

案》，典藏號0041372016059003。 
 47  標點符號及底線為筆者所加。〈日文書刊進口管制情形案〉，1951年7月4日，〈日

文書刊審核管制〉，文獻館藏，《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1372016059009。 



下簡稱「修正新組織規程」)。48此次修正採用總量管制的方式，以外匯數額

限制進口數量(規定每月進口數量，以 1950 年 8 月至 1951 年 5 月間十個月所耗外

匯平均額為準)。同時，刪除 4 月才列入條文的參考用書進口管道規定，並增

訂更嚴格的進口標準如下(表 1)。 

表 1：日文書刊進口標準一覽表(1951年8月) 

准予進口標準 禁止進口標準 

1.自然科學或應用科學 1.損害中華民國利益或民族尊嚴者 

2.教育文化機關團體自用參考用書 2.不適合中華民國教育宗旨者 

3.學術性研究或確為文學名著 3.公共秩序者 

4.反共抗俄之理論著作 4.妨害善良風俗者 

5.關於醫藥衛生烹飪縫紉等書刊 5.提倡迷信邪說者 

資料來源：「臺灣省日文書刊管理辦法」(修正新管理辦法)，1951年8月23日臺灣省政府

頒發，《臺灣省政府公報》，40年秋字第47期，頁572。 

  當時進口日文書刊者以書店為主。包含三省書局(主持人張文環)、大陸

書店、東方出版社(負責人林呈祿)、七星書局、鴻儒堂書局、裕記書局、木

山堂書局、希望書局、最新醫學雜誌社，以及光明書局。49東方是其中少數

具規模的出版社，對日文閱讀市場向來留意。50至於日後改由代理商如臺灣

英文出版社進口，此為後話，囿於資料，詳情還待進一步考察。51 

  至此進口管制體系大致底定。此時期以省新聞處主導審查業務，海關

 48  底線為筆者所加。此時法令名稱為「管理」而非先前兩個法令的「管制」，但為避

免混淆且表明延續關係，簡稱為「修正新管理辦法」。「臺灣省日文書刊管理辦法」、

「臺灣省日文書刊審查會組織規程」，1951年8月23日臺灣省政府頒發，《臺灣省政

府公報》，40年秋字第47期(1951.11.26)，頁570、572。 
 49  〈臺北市三省書局張文環等呈請提早審查日文書刊以核發許可證案〉，1951年5月17

日，〈臺灣省臨時省議會檔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臺灣史檔

案資源系統》，識別號001-21-406-40003，。 
 50  蔡盛琦，〈戰後初期臺灣的圖書出版—1945至1949年〉，頁162。 
 51  〈辦理日文書刊進口書商名冊〉，1959年4月17日，教育部藏，《教育部檔案》，檔

號048/920.13-03/1/1/142；行政院新聞局編，〈國外出版品進口代理(經銷)商名單〉，

《中華民國出版年鑑(1977)》(臺北：中國出版公司，1977)，頁366。 



與軍警負責檢查取締，決策上則可見黨部與高層的意志。52此體系反映了日

文為臺灣「省」特有的文化議題，軍方在戒嚴時期大幅介入言論市場的特

殊地位，以及國民黨在文化議題上的決策角色。日後除了主導業務的機關

改變，對於相關權責更加釐清，此架構的精神並有太大改變。不過，隨著

中華民國與日本關係的改變，日本出版品進口從「省」進展為「國」的問

題，使得進口政策必須加入外交層次的考量，也埋下日後制度變動的因子。 

三、 圍繞中日和約的協商(1952-1957) 

  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以下簡稱中日和約) 於 1952 年 4 月 28 日

簽署，同年 8 月 5 日互換批文生效。此約不論在象徵上或實質上影響甚廣，

所引發的變動也迴盪數年，雙方同時摸索亞洲冷戰格局下彼此的新關係。53

此時日本文化產業開始蓬勃發展，擁有廣大閱聽人口的臺灣成為重要市

場，代理進口日本文化產品也成為有利可圖的商機，在通商友好及促進交

流的氣氛下，擴大出版品進口成為難以迴避的問題。先行研究對於與日本

出版品相關的外交考量與交涉談判未曾詳談，以下將從此過程中探討來自

中日和約的壓力，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對日本文化進口的底線。 

(一) 和約簽訂前的交涉 

  和約簽訂前，臺灣與日本關係的強化來自貿易協定。1950 年 9 月臺日

貿易協定締結最主要目的，是在外匯短缺下以記帳方式進行貿易，互補雙

方有無。 54出版品不是當時的談判重點，但在雙方確立並擴大貿易的意願

 52  在省政府公文中，發現一既定流程「由教育廳等五機關組織之審查會及新聞處主持

之省級各機關書刊審查小組分別審查，並經書刊進口小組加以覆核」，書刊審查小

組似被稱為「初核小組」，臨時省議會省議員陳逢源亦陳述日文書刊進口審查有初

審與再審兩組。此一流程因史料限制詳情尚未得知，有待進一步探查。〈陳逢源提

案改正日文書籍檢查辦法案省政府函復請指定議員參加日文書刊初核小組審議〉，

1952年9月15日，〈臺灣省臨時省議會檔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識別號002_61-600-41006。 
 53  川島真等著，《日台関係史1945-2008》，頁43-46。 
 54  廖鴻綺，《貿易與政治：臺日間的貿易外交(1950-1961)》(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



下，出版品的嚴格限制顯然格格不入。日方首先的訴求為放寬非營業性的

小額書刊(指以郵遞方式小規模寄送至臺灣)的技術性問題。 

  一連串交涉始於 1951 年 3 月，約莫和約簽訂前一年。日本郵務省郵務

局國際業務課課長面告駐東京駐日代表團，要求放寬書報寄臺辦法。由於

貿易協定簽訂後一個月，日方就接到臺灣方面的通知，日本遞寄印刷品至

臺「凡未經申請核准之日文書刊不得進口違則沒收」，但一來核准書單並未

公布，一般日本人也無力在臺尋求代辦申請審查。55駐日代表團亦認為，日

本在盟總(GHQ)管制下，過於極端的出版品並不多見，希望可以放寬進口管

制，並建議明訂核准與不准寄臺的書籍，才可使人敢於投寄。56外交部將此

請求轉達省政府，6 月日本郵務省又再派員詢問，但省府皆未回覆。57這段

期間「新管制辦法」於 4 月公布，增加了參考用書的進口管道，看似政府

部門已正視小額進口問題，但對申請流程卻未明確規範，日方未獲得解答。 

  在等候省政府回應的同時，外交部亦詢問內政部。但內政部遲至 8 月

才回覆，表示國外書刊進口事屬地方主管，且已有詳細辦法，請外交部向

省政府詢問，等於將事情推回省政府。58另一方面，省政府遲至 7 月回覆外

交部，答以放寬管制一事已請省新聞處擬具提案，將送請「黃秘書長少谷

陶主任希聖主持」的宣傳業務小組，俟獲致結論後轉達。59若從該公文的字

面看來，省方面似乎已有放寬管制的方案。然而由上節可知，早從 5 月開

頁17-29。 
 55  〈抄臺灣省新聞處原呈〉，〈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入藏

登錄號020000015249A。 
 56  〈放寬日文書刊進口限制案〉，1951年6月19日，〈日文書刊審核管制〉，文獻館藏，

《省級機關檔案》，文獻館藏，典藏號0041372016059006，；〈關於日文書刊寄臺辦

法可否稍予放寬以利中日文化之交流請核示由〉，1951年3月31日，〈日文書刊進口〉，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57  〈關於日文書刊寄臺辦法可否稍予放寬請核辦見復〉，1951年5月8日；〈日郵政省

請求將日文書刊寄臺稍予放寬事尚未准覆〉，1951年6月2日，〈日文書刊進口〉，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58  〈准電為日郵政省洽詢日文書刊寄臺辦法稍予放寬一案復請查照由〉，1951年8月6

日，〈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59  〈准函放寬日書刊進口限制電復查照〉，1951年7月2日，〈日文書刊進口〉，國史

館藏，《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始省新聞處已開始嚴格限縮進口。60省政府並未告知實情。 

  外交部鑒於公文來往費時，轉以其他方式進行。8、9 月外交部兩度以

電話詢問省新聞處，省新聞處除了先將當時尚未頒布的「管理辦法」寄送

外交部，61同時答以「私人機關及學校進口參考之日文書刊另以較寬尺度，

由本處權衡事實需要審查放行，惟每種僅以一二冊為限」。62按「管理辦法」

並未明確規範參考用書進口的流程，且此時管制趨嚴的制度與方向已確

立，審查尺度較寬的回答並非事實，實際作為上等於拒絕日方的要求。 

  外交部繼續鍥而不捨，重提要求，省政府答以早已提案宣傳業務小組，

但未接獲結論。63外交部遂致函黃少谷，黃答以宣傳業務小組已由蕭自誠和

沈昌煥主持，已將此案轉請提會研究。 6411 月宣傳業務小組終於討論日文

書刊進口問題，決議由外交部等會同研擬辦法，再提討會討論。外交部歷

經半年以上的努力終使該事排入議程，但卻因中日和約談判，兩次延後召

集會議，此事仍無下文。65。 

  繼外交部後，關切此問題的單位改為駐日代表團，省政府的立場轉趨

強硬。1952 年 1 月省政府解釋，未按程序申請進口之日本參考用書，係由

旅檢機關先行扣押後，「依據書刊內容決定發還或沒收(按沒收者均為反動或

誨淫誨盜者)，非禁止進口」。66同時補充說明，限制營業性進口書刊進口數

量，是為了避免影響國語教育及消耗外匯，機關團體學校或私人參考用書

 60  〈日文書刊進口管制情形案〉，1951年7月4日，〈日文書刊審核管制〉，文獻館藏，

《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1372016059009。 
 61  〈臺灣省新聞處用箋〉，1951年8月13日，〈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外交部

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62  〈准詢日文書刊進口情形復請查照〉，1951年9月14日，〈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

藏，《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63  〈催請知駐日代表團請放寬日文書刊之限制一案〉，1951年9月22日；〈准電詢日文

書刊寄臺限制放寬情形覆請查照〉，1951年10月6日，〈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

《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64  〈關於駐日代表團請放日本書刊寄臺限制一案請查示覆由〉，1951年10月24日；〈行

政院用箋〉，1951年10月29日，〈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

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65  〈日文書刊進口問題小組會議記錄〉，1952年12月8日，〈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

藏，《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66  〈准電抄復日文書刊進口管制情形〉，1952年1月，〈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

《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之進口尺度頗寬。最後，省政府認為或許是日方對於此程序未盡明暸，以

致郵局停止收寄日本郵遞至臺灣之書刊，還請駐日代表團轉達。 

  繼回答外交部後，省政府已是第二次說明審查尺度頗寬。但該回答與

事實不符，何況省政府所說參考用書沒收後視內容發還的作法，其實亦非

「管理辦法」的規定，按條文只有沒收一途。駐日代表團收到此文後無法就

此噤聲，再對省政府的理由提出質疑：1.所指稱沒收的標準不明，究竟何

者為反動誨淫誨盜，頗難決定。2.所稱機關團體學校或私人參考用書限制

頗寬，究竟寬至如何程序？究竟何書可進口？何書不可進口？亦無明確規

定。駐日代表團認為，日方郵局在上述標準不明的情況下，不可能代為審

核，在省政府的作法「未有更明確規定以前」，與日方交涉恐有未妥，且「日

方對我禁止日文書籍進口甚感不滿」，仍請修正辦法。67 

  駐日代表團點出既有法令曖昧不明之處，並重申一貫以來的主張，即

明確規範限制進口的具體書刊對象，以反駁駐日代表團未轉達致使日方不

明暸之處。在此情形下，省政府終於說出實情：68 

本省以情形特殊，當此積極推行國語運動之際，各方對日文書刊之

大量進口均表不滿，目前本省按照現行辦法處理，仍有認為進口書

刊過多，如於此時修正辦法，放寬標準，增加進口書刊數量，實有

困難。 

中日和約現正會商簽訂中，擬俟和約締訂後再行斟酌當時情勢，考

慮修改。 

  這是一年以來駐日代表團開始詢問相關政策，歷經外交部不斷行文與

電詢，公文在省政府、省新聞處、內政部與國民黨宣傳業務小組之間反覆

呈轉後，省政府首次言行一致，明確表達限制進口的態度。在限制趨嚴的

政策下，省政府多次曖昧地回覆外交單位，恐怕也是考量到與日本的關係。

以中日和約未簽訂作為不考慮放寬的理由，意味著和約前的交涉告一段

 67  〈准電囑將日文書刊管制辦法辦理實際情形未便轉告日方復請查照請酌改辦法

由〉，1952年2月16日，〈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

號020000015249A。 
 68  底線為筆者所加。〈准電囑修正日文書刊管制辦法復請查照由〉，1952年3月28日，

〈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落，卻也埋下日後據此爭論的伏筆。 

(二) 和約簽訂後交涉議題之一：小額書刊寄送 

  和約簽訂後，對日本文化的整體政策面臨調整，國民黨中常會責成專

案小組研討，1952 年 7 月提出「中日文化合作政策」。該政策明白指出雙

方合作以「反共抗俄」為前提，對於容許共產黨公開活動以及處於平時狀

態的日本，不得不對其文化設下部分限制。對文化產品的輸入，其具體作

法是：1.擬訂對一般外國文化產品管理辦法，以防止不良商品流入。對進

口日文化產品之銷售，另籌統一經銷辦法。2.透過管理外匯方式，限制進

口數量。3.統一檢查管理機關，改善檢查手續，加強取締違背國策之產品。

4.就日文重要書刊摘取精華，在臺灣報刊發表。 69在顧及文化交流的前提

下，仍可見處處防備的措施，日方對此發展無法默不作聲，繼續提出小額

書刊寄送問題就是一例。 

  在上述文化合作政策之前，亦即和約已簽但尚未生效的 1952 年 6 月，

日方再度詢問小額書刊寄送此懸而未決的問題。省新聞處在內部公文中指

出，郵寄日文書刊進口乃由駐郵局檢查人員(由保安司令部派員，對外秘密)負

責管制，若查獲未先經申請之書刊，除大包裹退回外一律沒收。因此建議

能否對營業嫌疑之外的私人參考用書，根據內容予以「放行、退回或沒收」。70

為此，省政府函請內政部約集交通部、外交部、教育部暨省保安司令部，

於 11 月 24 日召開「改善日文參考用書進口查放辦法會談」，會中認為，如

准許私人參考用書郵寄，恐書商化整為零，大量輸入，影響外匯及國語教

育，在宣傳業務小組對整個中日文化交流政策決定前，決議暫時維持原管

制辦法，亦即仍逕予沒收或退回。71內政部也認為省新聞處的建議不僅與規

 69  〈中央改造委員會第373次會議記錄〉，1952年7月25日，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中

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臺北：中央委員會秘書處，1952)，頁

379。 
 70  〈臺灣省新聞處處理日文報紙書刊之經過及現在情形與今後意見〉，1952年8月19

日，〈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71  〈為會商改善日文參考用書進口查放辦法希派員出席」，1952年11月20日；〈楊卓

膺便箋〉，1952年11月25日，〈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入



定不合，且檢查手續繁瑣，非現有人力能所負擔，應維持現有辦法。72相關

機構意識到中日和約已簽訂，亦注意到現有辦法有未盡詳細之處，卻又以

拖待變，委諸雙方交流政策的底定。 

  12 月 8 日宣傳業務小組主持人及第四組主任沈昌煥擔任主席，召開「日

文書刊進口問題小組會議」，約集內政部、外交部、教育部、政府發言人辦

公室、臺灣銀行與省新聞處開會討論。該會決議，關於私人訂購日文書刊

郵包之檢查問題，請內政部約集有關單位研擬審查進口辦法，並提宣傳業

務小組討論。73很明顯地，此次會議與上述「改善日文參考用書進口查放辦

法會談」時內政部的立場不同，開啟了小額書刊寄送臺灣的可能性。可惜

的是，在目前的檔案中無法得知此案最後的結果，只見反覆開會研議。74 

  不過，從之後省新聞處的工作報告中，可以略知小額書刊寄送的情形。

1954 年 7 月至 1955 年 6 月(民國 43 年度)核准進口圖書雜誌，中文 652,380

冊，英文 251,405 冊，日文 10,654 冊。75這裡的日文書刊數字為機關及私人

申請進口者，營業部分未包含在內，若依 1951 年 5 月開始的內規，營業性

進口的日文書籍雜誌每年 84,000 冊合算(每月書籍 2,000 冊，雜誌 5,000 冊)，

則每年日本出版品進口約九萬多冊，未滿十萬。與中文和英文相比，規模

顯然較小，管制體系在數量上達成預期效果。另一方面，這顯示政策上雖

不明確將參考用書審查流程寫入「管理辦法」中，但在實務上保留操作空

間。這可解釋為保留彈性空間，亦可視為當時政府對於日本出版品的矛盾

態度。 

  小額書刊寄送的討論過程也揭示了兩個重要訊息。首先，黨的意志在

文化事項上仍然展現統整定調的功能。按戰後臺灣黨政宣傳體系的決策核

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72  〈准函囑邀集有關機關會商改善日文參考書籍進口查放辦法復請查照〉，1952年12

月6日，〈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73  〈日文書刊進口問題小組會議〉，1952年12月8日，〈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

《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74  〈為函復會商改善日文參考書籍進口查放辦法請查照辦理〉，1953年4月2日，〈日

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75  〈臺灣省政府四十三年度工作考成報告表(新聞部分)〉，〈本處各項工作報告〉，

文獻館藏，《臺灣省政府新聞處檔案》，檔號021-30。 



心與職權多所變動，此時能對此事拍板定案的為 1951 年 5 月成立的宣傳業

務小組，顯示此事受到黨中央與高層的關注。76其次，該會議建議廢除「管

理辦法」，另擬訂「臺灣省戰時國外出版品輸入管理辦法草案」，以「在文

字上避免將日文書報與西文書報進口予以差別待遇」。 77這意味官方了解到

單獨針對日本出版品制訂法規，恐有引發外交爭議的可能，這可說是中日

和約的影響，也顯示當時臺灣對所有外國出版品缺乏一整體規範。 

(三) 和約簽訂後交涉議題之二：報紙進口 

  相對於參考用書為舊問題，日本報紙要求進口販售則是中日和約後的

新議題，是從技術面的改進提升為促成基本項目的開放。1952 年 12 月「日

文書刊進口問題小組會議」提到日方有九家報紙申請進口，決議請駐日大

使館調查各報的立場背景與言論態度後，再提宣傳業務小組核議。78這九家

報紙先後申請來臺銷售，早在 1951 年 8 月之前就提報宣傳業務小組討論，

直到此次會議時才有進一步動作，共分三類：1.屬於華僑經營者二種，為

《政治經濟新聞》、《華僑自由導報》；2.屬一般性者四種，為《朝日新聞》、

《讀賣新聞》、《每日新聞》、《英文日本時報》；3.屬於專門性者三種，為《產

業經濟新聞》、《工業新聞》、《日本經濟新聞》。79 

  在駐外單位尚未回報調查結果前，1953 年 1 月第四組出面召開「日文

書刊進口問題座談會」。開會通知上載明「彼此國情不同，日文書刊中對中

共匪幫之言論與新聞仍多載述，聞本省同胞諳日文者多，極易引起不良觀

 76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報》，第32期(臺北，2009.11)，頁226-228。 
 77  〈日文書刊進口問題小組會議」。此案一直到1954年仍繼續研究，尚未定案。〈國

外出版品輸入管理辦法審查座談會〉，1954年4月13日，〈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

藏，《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78  〈日文書刊進口問題小組會議〉，1952年12月8日，〈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

《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79  不過在省新聞處函外交部時，多了兩家報紙，分別為《東京新聞》與《大阪每日新

聞》。〈關於調查朝日新聞等九家日本報紙事〉，1952年12月17日；〈為日本出版

英日文報紙十一種申請進口請查明各該報背景見復由〉，1952年12月29日，〈日文

書刊進口〉，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念」，因而開會研討。80雖然目前未知該會議的詳細內容，但該會結束後第

四組研擬「日本報紙申請入口銷行原則」，並經宣傳業務小組核議通過。該

原則規定，除了審查標準遵照「出版法」及「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

書管制辦法」外，另應注意：81 

1. 不得登載塔斯社或新華社或其他任何匪共新聞社稿件 

2. 不得登載宣傳蘇俄中共或其他鐵幕國家政治經濟等措施之文字及

 圖片 

3. 不得稱毛澤東為「毛主席」 

4. 不得稱中共政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5. 稱中共各級機構須冠以毛澤東政權或中共政權某某機構，稱中共

 各級首腦姓名職位須冠以「所謂」兩字。 

6. 不得刊登蘇中共或其他鐵幕國家公私機構或工商廣告。 

  當時日本不論是媒體或學界，傾向或同情社會主義的聲音頗大，而在

日臺灣人傾心中共或主張臺灣獨立者亦所在多有，在華僑媒體中又舉足輕

重，這或許是當局對來自日本的出版品特別警戒的重要原因。821952 年 4

月，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曾決議，日文報紙由華僑同志主辦且宗旨與反

共抗俄國策相符者可酌予進口，其餘緩議。83從戰後以來，核准進口的日本

日文報紙，僅有僑報《內外時報》一家。84由上述更嚴格的原則來看，要再

新增日本報紙進口，恐怕難上加難，因為條文涉及報社的消息來源、使用

辭彙、報導內容與商業廣告，日本報紙根本無法上市。為求慎重，第四組

 80  〈開會通知〉，1953年1月16日，〈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

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81  〈日本報紙申請入口銷行原則〉，〈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

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82  何義麟，《戰後在日臺灣人的處境與認同》，頁160。 
 83  〈中央改造委員會第322次會議記錄〉，1952年4月7日，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中

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頁379。 
 84  該報為臺灣出身日僑蔡長庚於東京發行，於1950年11月核准進口。〈為東京內外時

報社臺灣分社密印日文第三次大戰及銀座暮色二書仰即沒收具報由〉，1952年7月15
日，〈日文書刊審核管制〉，文獻館藏，《省級機關檔案》，典藏號0041372019277012。
相關研究可見何義麟，〈戰後臺灣禁用日文政策之變遷〉，頁66-67。 



特別函請外交部就外交條款方面，檢視是否仍有待考慮之處。 85外交部表

示，基於「中日和約規定及兩國亟應加強合作之觀點」，應避免單獨限制日

本報紙進口，應對外國報紙作一般性限制，實際執行時再就內容個別審核，

否則若「使日方感受歧視而對我提出交涉，則殊難應付」，建議該原則作為

對內執行參考即可，對外公開恐有不便。86此考量其實與制訂全面性外國出

版品法規為同一思考。 

  駐日大使館對於允許日本報紙進口亦有疑慮。根據大使館調查結果，

日本政府在國際上雖標榜反共，但骨子裡則以經濟為重，對中華人民共和

國始終存在「幻想」。日本報紙對於民主國家與共產集團鬥爭多傾向「中

立」，大多違反上述所欲避免的六點原則，亦即經常刊登新華社稿，對「匪

偽政權及匪酋之稱謂，往往與我政府及我元首等量齊觀」，對於中共宣傳性

質的文字照片，包含對民主國家及對中華民國政府侮辱謾罵文告亦原封不

動刊載，對軍事實力和反攻大陸的評估多有譏諷。大使館認為，若准許日

本報紙自由進入擁有許多閱讀日文人口的臺灣，「必爭相購讀，影響所及，

實匪淺鮮」，而各報態度雖有些許不同，但大體上無何軒輊，若只特准幾家

報紙進口，反而滋生流弊。87與小額書刊寄送的技術性問題相比，外交單位

對於報紙的進口反而慎重。 

(四) 大使層級的要求 

  在小額書刊與報紙進口皆觸礁的情況下，1953 年 8 月，日本駐中華民

國大使芳澤謙吉至外交部辦公室，與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進行會談。

此次會談由芳澤主動要求召開，議題包含撤僑、漁權與日人遺骨等問題，

但其中最重要的是芳澤提起的日本出版品限制進口問題。芳澤指出，臺灣

 85  〈沈昌煥函〉，1953年2月5日，〈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

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86  〈關於日本報紙進口事〉，1953年2月9日，〈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外交

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87  〈為日本報紙請求入口奉電調查覆請簽核由〉，1953年2月18日；〈日本各報對我政

府及匪方之言論態度審查報告〉，1953年4月15日，〈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

《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對日本出版品採全面禁止進口，希望能將此措施解除。於是有以下對話：88 

葉：據本人所知，以臺北市而言，馬路書攤陳列日本雜誌等書刊為 

數不少，所謂禁止日本書刊進口一節，或係由於結購外匯比較困難，

而非絕對禁止進口。 

芳澤：本人與閣下意見不同。美國報章雜誌確能隨意進口。而日本

書刊僅有日本大使館能訂閱，日本駐臺新聞記者則除其本社之報紙

獲准進口外，其他報紙均不能進口，至日本商社之駐臺辦事處，則

根本不准訂閱日本報紙，此對其業務頗有妨礙。 

葉：限制日本書刊進口，究係海關抑係因外匯關係？閣下確知否？ 

芳澤：不詳。外交部如予調查，當能知曉。 

葉：當予調查。前此曾有一項實例，即我國中央研究院曾與日本某

大學交換刊物，該日本刊物到達後，竟因未結匯而遭海關扣留，嗣

經外交部出面證明，始予發還。似此，海關或不無關係。 

  上述談話雙方均略為擴大了既有事實。芳澤以報紙訂閱受限為例，放

大為所有日本書刊禁止進口，葉公超則以結匯的例子，欲轉移日本書刊進

口的限制政策。芳澤既有備而來，指稱「全面禁止進口」可視為策略性說

辭，其目標不僅是報紙，也是整體出版品進口的放寬；葉公超對於日方一

直以來進口放寬的訴求不可能不知情，早在中日和約簽訂前，外交部在省

政府與內政部之間反覆交涉未果，最後轉向詢問被認為是宣傳業務小組主

持人的黃少谷時，就是由部長葉公超出面致函。89葉公超無法反駁日本報紙

限制進口，只能將問題導向結匯或海關問題，並允諾調查。 

  上述對話雖然簡短，但可說已將日本出版品進口問題提昇至大使層

級，成為雙方重要的交涉項目。該次會談後日方製作備忘錄，重述芳澤的

談話大意，正式要求出版品全面開放進口。 90外交部亦製作備忘錄回覆日

 88  〈外交部葉部長與日本駐華芳澤大使談話紀錄〉，1953年8月27日，〈日文書刊進口〉，

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89  〈關於駐日代表團請放寬日本書刊寄臺限制一案請查照示覆由〉，1951年10月24日，

〈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90  〈外第125號備忘錄〉，1953年8月27日，〈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外交部

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方，列出過去一年進口日本圖書的數額，並稱只要內容不違背反共抗俄國

策及「出版法」第 33 條者，事前申請均核准輸入，藉以反駁「全面禁止進

口」的說法。但對於日本報紙，則以「不無趨向左傾之消息與言論」，並將

中華民國政府與「匪共偽政權」予以等同看待等理由，明確拒絕。91 

  相對於小額書刊寄送問題，在報紙此一項目上，外交部的回應可謂明

快，直接訴諸國策加以否絕。可以理解的是，相較於書籍可個別審查，雜

誌發行週期較長，報紙每日出刊、內容繁多與不易控制消息來源等特性，

一但准許進口，行政成本將難以負擔。何況報紙原本就具有「共時性」的

特色，藉由報紙，同一語言圈的人將可共享時事，關切相同議題，是促進

「想像的共同體」重要媒介，而這正是當局者最欲避免的事情。92政府內部

對日本出版品管制採取最強硬態度的為軍方，省保安司令部在看過上述文

件後認為「書刊管制，乃戒嚴時期之全面管制政策，為絕對防止有利於匪

徒之宣傳，自不能不採取此種措施，並非單獨對日文書刊為然。如以妨害

中日邦交為藉口，要求解除是項政策，實有深切考慮之必要」。93 

  葉公超的談話其實透露出另一個訊息，亦即民間對於日本出版品的強

烈需求，致使臺北的書報攤得以陳列販賣。按前述 1950 年的規定，日本出

版品只能在正式書店出售，街頭不應出現公然陳列販賣且「為數不少」的

日文書刊。若葉公超所言非外交辭令，這也表示嚴密的進口管制在面對民

間的市場力量時，仍有執行不力或破綻之處。 

  在上述考量下，日本報紙自由進口一事終究未果，但臺灣做了小幅讓

步。雖非立即，但最遲到 1961 年已開放在臺灣的日僑可以訂閱，不過必須

由大使館造冊列管，閱畢後亦不准對外流通。94 

 91  〈備忘錄〉，1953年9月30日，〈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入

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92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2006), 37-64. 
 93  〈為准行政院秘書處函送日本芳澤大使提出日文書刊進口之談話紀錄等抄請參考

由〉，1953年11月4日，〈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

號020000015249A。 
 94  〈為日文報紙進口事〉，1961年5月20日，〈日文報紙進口處理辦法〉，國史館藏，

《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上述持續不斷的外交折衝，是在進口管制體系確立後所發生，或者也

可理解為正是嚴格的管制體系，才導致一系列的交涉。中日和約提供了一

個機會，檢視雙方對於邦交內涵的理解、作法與限度，出版品進口議題因

此出現。即使未有立即斬獲，日方也藉著和約提升交涉的強度與高度，累

積改變的可能性。臺灣方面則因管制體系有其內在需求，無法在制度才剛

確立時作大幅度改變，但是保留了法規文字與實際執行上的彈性空間，以

因應外交壓力。1954 年 6 月起陸續簡化進口流程，雖未能滿足日方需求，

但可視為善意的回應。95某個意義上，日本出版品進口反映了雙方關係的冷

熱，也與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定位日本有關。 

四、 官民立場的歧異 

  不論是中日和約簽訂前後，來自日本的壓力未曾間斷，官方一邊建立

管制體系，一方面進行外交折衝。在此過程中，已可見官方言辭與行動並

不一致的現象，究竟官方對日本出版品的立場為何，有必要加以釐清。另

外，臺灣的民間人士對此並非默不作聲，為了促請政府開放，他們逐一整

理並反駁官方的疑慮，並以組織性的力量發聲。 

(一) 官方難以言說的疑慮 

  作為第一線的執行單位，省新聞處是最早針對中日和約簽訂後可能的

影響提出全面性評估的機構。中日和約即將生效的 1952 年 8 月，省新聞處

在宣傳業務小組會議上提出專案報告，成為往後決策重要的參考文件，該

文件或可窺見上述外交折衝背後的基本立場。省新聞處指出，面對日方和

約簽訂後要求擴大出版品進口，難以全部拒絕，但有幾點必須加以考慮：96 

 95  1954年6月起，已核准的進口營業性書刊，改由保安司令部直接驗放，不必再向省新

聞處(日文書刊審查會)申請核定。該年12月開始，進口審查書刊通知書不必再加蓋

府印，由省新聞處直接填發，以節省時間。〈臺灣省政府四十三年一至十二月重要

工作成果簡要報告表(新聞部分)〉，〈四十三年下半年工作檢討與考成〉，文獻館

藏，《臺灣省政府新聞處檔案》，檔號021-2。 
 96  底線為筆者所加。〈臺灣省新聞處處理日文報紙書刊之經過及現在情形與今後意



1. 本省男女同胞因久受日本毒化教育意識，其日文根基往往在國文

 以上，過去因情勢所驅使不得不學國語、不閱國文，今後既可不

 受限制又可隨欲隨取，勢將使推行國語運動遭受挫折。 

2. 本省光復七年來本國報紙雜誌在本省同胞中之根基尚未深植，此

 重建祖國文化之脆弱幼苗，一受日本文化侵襲，行將受影響，日

 本文化並可能在本省演成喧賓奪主之局面。 

  為了避免上述情形，仍須限制日本書刊及報紙之進口，其限制原則及

方法整理如下： 

1. 不得違反我反共抗俄之國策 

2. 不得有損我國家民族之尊嚴，以及煽惑引誘本省同胞離背祖國心 

 理之內容。 

3. 不得違反我出版法各有關之條文。 

  該報告透露出政府對日本出版品的最根本疑慮，亦即日本文化對於「本

省人」的主宰地位，不僅僅是單純的語言使用問題，還是文化與政治忠誠

問題。這反映出國民黨政府對於臺灣此塊新掌握的土地以及曾被日本統治

過的人民，具有高度的不信任感。在此理解中，這個外來的「前國語」空

間遠大於正在建構的「中國國語」空間，背後所承載的資訊遠溢出當時所

設定的國策範圍，若不加以禁止，何以期待國民將擁護政府視為理所當然、

將「反攻大陸」視為「自己」的民族大業？從省新聞處的報告可知，管制

外來的前殖民母國的出版品，是安定臺灣統治的必要之舉，但在中日和約

促進交流的名義前，如何應對日方的要求，確實成為煞費苦心之事。 

  從 1950 年以來處理日本出版品進口的過程中可知，妨害國語運動、散

播左派思想，以及對「匪情」的不實報導，為政府形諸法令文字與對外交

涉所持的主要理由。但此份新聞處報告則透露出對日本與「本省同胞」的

不信任態度，這是過往公開文件上所未見的赤裸陳辭。不論是對內強調不

分畛域團結合作，或是對外宣稱與日本同為冷戰盟友，這份文件透露了政

府內部未能明白示人的戒心與嚴肅在乎的底線。對日外交與對內統治問題

見〉，1952年8月26日，〈日文書刊審核管制〉，文獻館藏，《省級機關檔案》，典

藏號0041372019277020。 



的交雜，是政府難以言說的疑慮。 

(二) 民間要求開放的聲音 

  另一個不同於政府的意見來自臺灣民間。這或許稱不上挑戰，但當政

策有礙商業利益時，即使是在戒嚴時期，仍可見民間組織性的發聲。1953

年 2 月，中日和約生效半年後，外交部收到署名「臺灣省教育用品商業同

業公會日文書刊小組」的陳情書。其內容洋洋灑灑，力陳放寬日本出版品

進口限制的理由。其要求的內容涉及整體外國出版品進口政策，某個意義

上可窺見當時民間社會的靈活與頑強，大要如下：97 

查政府管制日文書刊進口目的，想係因根據下列之理由： 

1. 防止赤色思想及黃色刊物之輸入 

2. 避免對國語推行之影響 

3. 防止臺胞親日思想，及日帝國之侵略思想 

4. 節省外匯 

關于第一點，因與國家安全有關，商等自竭誠擁護到底。 

關于第二點，在光復之初，雖屬需要，但復歸祖國至今八、九年，

現在中小學生已僅能國語、國文，僅有少數大學生能閱讀日文……

對于祇能閱讀日文，無法閱讀國文之成年者，如禁止其閱讀日文書

刊，則精神食糧無由補給，深感苦痛，亦不合理，基於上述事實，

第二點在現在已無考慮必要。 

關于第三點，臺胞均係黃帝子孫，非武力所迫，決不願受異族之統

治，雖少數間有不滿現實之思想，但絕非親日，至於防止日本侵略

思想一節，自盟軍佔領後，提倡自由民主以來，侵略思想，已消滅

無遺，由此第三點之理由，現在似不能成立。… 

關於第四點，數年來耗費在日文書刊上之外匯，只佔外匯總額之三

千分之一，其數之微小，可想而知……為節約外匯，限制日文書刊

 97  〈請改善現行日文書刊管制辦法放寬尺度  呈請准予增加雜誌種類及數額以資維持

由〉，1953年2月12日，〈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藏，《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

號020000015249A。 



之進口，似不甚切合事實。 

  同業公會更指出，對日本出版品進口態度與其他國家不同，恐引發日

人不快，而管制過嚴，更反而助長日文黃色書刊的走私與盜印。因此主張

與審查英文書刊採取同一標準，並具體希望放寬書刊進口數量與種類，書

籍方面希望能放寬藝術文學、語學、小說等種類，雜誌方面科學雜誌由每

月二千冊增為五千冊(照相技術、縫紉教育、音樂與語學研究)，大眾雜誌由

每月五千冊增為一萬五千冊(美國 True Story 日文版、《主婦之友》、《婦人生

活》、《講談俱樂部》、《面白俱樂部》、Romance、《富士》)。從其要求開放

的類別來看，約略可知當時臺灣市場上對於專門性與休閒性讀物的需求。 

  同業公會的訴求可謂一針見血，將既有行諸公文之上與陳述於檯面下

的限制理由逐一陳列，不論是原則性或技術性的說辭均以反駁。原文對於

妨害國語運動一節辯論最多，除了訴諸少數人的學術研究與休閒需求之

外，更以具體數字指陳外匯耗費甚少一節，質疑了「管理辦法」以來的外

匯管制手段。98最重要的是，該組織掌握中日和約簽訂後的精神，標榜文化

交流，對政府而言可謂棘手。 

  同業公會以一民間商業組織，朗朗陳辭，展現了民間對於 1950 年以來

政府相關管制措施的規定、實況、背後思考，以及外交處境的新變化，即

使碰觸到關係國家安全與民族自尊的領域，面對政府機構仍不卑不亢，正

面地提出要求，民間的活力可見一斑。相對地，收文的外交部認為此事主

管應為省新聞處，而將此件退回，請其向省新聞處申請，而省新聞處的回

文尚未得見，僅知最後結果並未如願開放。99政府機構以公文呈轉的技術性

手段，擱置此一要求，可謂消極。 

  事實上，官方非常難以積極地回應民間的質疑。外匯數額為可統計數

字，若同業公會所言為真，則難免落人口實，何況由上文可知從嚴管制進

口冊數早已決定，外匯管制只是手段與藉口。官方不斷強調日文閱讀人口

眾多，影響國語運動推行，但「眾多」究竟是多少，涉及政府的判斷，也

98 該陳情書最後還算出增加後進口冊數未及1951年之進口數額，所需外匯每月不及四千

美金。 
99 〈關於日文書刊進口請放寬尺度事〉，1953年2月28日，〈日文書刊進口〉，國史館

藏，《外交部檔案》，入藏登錄號020000015249A。 



很難提出具體數字。對官方而言，就算是無害統治的實用性與休閒性出版

品，也壓縮了政府努力建構的資訊空間，對照省新聞處報告中透露的政府

疑慮，臺灣民間以組織力量要求擴大進口前殖民母國的出版品，正是嚴重

傷害「民族尊嚴」的表現，不可能因此退讓。如何面對日本出版品，牽涉

到政府對內統治的理想形象，以及對日外交政策的走向，這兩方面的考量

成為下一階段制度改變的動力。 

五、 管制體系的重整與強化(1957-1972) 

  1957 年日本出版品管制體系再度改變，一系列的行動持續至 1963 年，

但造成改變的動力並非單一。一方面將主管單位由「省」移至「中央」部

會，並且在執行上展現更為開放的方向，這與 1950 年代後期企圖強化與日

本往來的大氣氛有關。另一方面，政府高層亦注意到歷年來建立的管制體

系已出現疊床架屋的問題，下令進行組織簡化，其結果是提升統治能力，

而這又與 1960 年代後雙方關係轉趨緊張相關。學者菅野敦志曾指出中華民

國政府對日本文化的態度，搖擺於民族主義與反共盟友之間，100本節則將

說明對日本文化的處理，除了外交戰略與形塑認同的「國民建設」之外，

還反映出 1950 年代後期中華民國政府已開始整頓問題叢生的統治體系。 

(一) 略為開放的教育部主管時期(1957-1962) 

  1956 年年末兩個沒有直接關係的議案，不約而同地指向檢討既有的日

本出版品進口政策。先是該年 8 月由日本副總理石井光次郎所率領的「日

本各界親善訪問團」來臺，訪問期間與政府相關人員進行政治、經濟與文

化小組會談，在文化組的座談中，日方希望能加強雙方在文化交流上的合

作。以此為契機，國民黨中常會裡浮現重整對日政策的氣氛，決議由教育

部負責召開會議，研商日本文化、教育、電影與書刊交流問題。101該訪問

100 菅野敦志，《台湾の国家と文化：「脱日本化」「中国化」「本土化」》，頁370-371。 
101  〈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303次會議記錄〉，1956年9月19日，黨史館

藏，檔號會7.3/443。(該會議以下簡稱「中常會」) 



團影響深遠，促成了翌年「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成立，象徵雙方貿易談

判與官員交流邁向制度化的階段，在擴大交流與親善的氣氛下，日本文化

產品的進口再度成為議題。 102另一個議案則來自總裁蔣介石的指示，他察

覺到出入境、書刊與電影等檢查事宜應確定由單一機構專責主持，要求研

辦。103適逢總裁的指示涉及日本文化產品進口事宜，遂兩案合一，進行研討。 

  由上述脈絡來看，管制體系的變動一開始就帶有文化交流與增進邊境

管理效能的雙重性質。有趣的是，在討論外來出版品管制時，一開始就以

日本書刊為主要對象，而非所有外文書刊。104依中常會決議，上述兩案合

併後由教育部於 1956 年 10 月召開「日文書刊審查研究會」，決議在教育部

下設立「日文書刊小組」，取代原先的臺灣省新聞處日文書刊審查會，並決

定在東京的駐日大使館增設「中日聯合審查會」負責初審，且希望籌辦中

日文月刊各一種，介紹新書以促進交流。105隨後教育部亦覺僅針對日文不

妥，因此再召開第二次研究會，決定將名稱改為「外文書刊小組」，設於教

育部國際合作委員會之下。106上述的決議皆落實在教育部所制定的「教育

部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送行政院核定後，於 1957 年 2 月公布實施，

原省新聞處的「管理辦法」及「修正新組織規程」一併廢止。107該小組在

辦法公布前即已於 1 月先行召開第一次會議，可見此事之積極推動。108 

102  徐年生，〈戦後日本の中国政策の模索と日華関係の研究：1950年代を中心に〉(札
幌：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博士論文，2007)，頁13-84。 

103  〈第41次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會報會議記錄〉，1956年9月26日，黨史館藏，檔號會

7.6/55。 
104  〈據呈送日文書刊審查研究會議紀錄一案令仰遵照由〉，1956年11月30日，〈教育

部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行政院藏，《行政院檔案》，檔號0045/1-1-8-10-2/23。 
105  〈為書刊檢查案經邀集有關單位研究具體辦法謹檢呈紀錄請鑒核由〉，1956年11月

19日，〈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行政院藏，《行政院檔案》，檔號

0045/1-1-8-10-2/23。 
106  〈日文書刊審查研究會第二次會議紀錄〉，1956年11月24日，〈教育部外文書刊小

組工作辦法〉，行政院藏，《行政院檔案》，檔號0045/1-1-8-10-2/23。  
107  〈呈報公布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辦法日期請核備由〉，1957年2月21日，〈教育部外

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行政院檔案》，行政院藏，檔號0045/1-1-8-10-2/23。。

〈省新聞處附箋〉，1957年2月25日，〈新聞雜誌圖書管制辦法〉，文獻館藏，《臺

灣省新聞處檔案》，檔號071-3。 
108  〈檢送外文書刊第一次會議記錄〉，1957年1月17日，教育部藏，《教育部檔案》，

檔號046/920.13-02/1/8000/1。 



  與省府時期相較，教育部對日文書刊的進口標準更為精簡，並將數年

來執行細節上的問題更清楚地規範。例如，「外文」書刊的進口許可標準簡

化為不妨礙「反共抗俄國策」，不為「共匪」宣傳，以及不妨害公共秩序及

善良風俗三點。增加了小額參考用書的申請流程規定，學術性刊物得交由

各大學相關科系審查，旅客攜入未經前臺灣省日文書刊審查會通過之日文

書刊，或由郵局寄入之外文書刊，則規定先予扣留，並於兩日內送該小組

迅速審查。109同時釐定邊境管理體系，所有進口書刊由省保安司令部統一

檢查，無問題者放行，有問題者中文部分由省新聞處審查，外文部份包含英

文與日文則由教育部負責。110不過在日文報紙的審查上，並非歸外文書刊小

組所管，雖曾有應送行政院新聞局的意見，111但最後仍由省新聞處負責。112 

  如前所述，在雙方的友好氣氛下，1957 年的制度變動反映了簽訂五年

的中日和約發揮更為正面的影響。小額參考用書的流程寫入法規，雖仍有

諸多不便，但至少展現開放的態度，部分解決了困擾雙方已久的問題。報

紙雖仍未能大量進口，但制訂了「中日報刊交換辦法」，部分人士得以申請

日報。113日方持續針對進口與郵寄書籍的問題透過外交途徑施壓，「教育部

外文書刊小組」因而強化掌握日文書籍進口數量，加速審查速度，並與駐

日大使館建立更緊密的聯繫。114而主管機關的改變，意謂著日本出版品進

口由臺灣一「省」的管制事項，移轉或提升為兩「國」國際往來的層次，

雖然並非意味著全然放寬，但這與戰後初期一連串「禁用日文」與「去日

本化」的政策相較，多了外交考量的日本文化產品，已成為至少在名義上

109  〈行政院令核准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1957年2月9日，〈教育部外文書

刊小組工作辦法〉，行政院藏，《行政院檔案》，檔號0045/1-1-8-10-2/23。。 
110  〈函囑增派書刊審查業務工作人員〉，1957年11月18日，〈新聞雜誌圖書管制辦法〉，

文獻館藏，《臺灣省新聞處檔案》，檔號071-3。 
111  〈關於日文報紙進口事宜〉，1957年3月6日，教育部藏，《教育部檔案》，檔號

046/920.13-03/1/1/2。 
112  〈復日華通信報紙申請進口請逕向省新聞處辦理由〉，1958年8月7日，教育部藏，

《教育部檔案》，檔號047/920.13-03/1/1/279。 
113  〈復中日交換報刊之具體辦法希查照〉，1957年11月28日，教育部藏，《教育部檔

案》，檔號046/920.13-03/1/1/336。 
114  具體措施為制定「外文書刊小組對日文書刊進口與駐日大使館聯繫辦法」，以加強

審查效率。〈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第六次會議紀錄〉，1957年4月20日，教育部藏，

《教育部檔案》，檔號046/920.13-02/1/8000/13。 



須強化交流的對象。115教育部在訂立辦法時亦說明之前省府時期的法規係

訂定於中日和約前，對日文書刊進口採取嚴格管理方針，今「時隔五年，

情況已大不相同，上項辦法似已不合需要」。 116實際數字也反映了上述氣

氛，1956 年 1 月至 11 月，日文書刊進口已逾九十萬冊，遠超過 1951 年省

新聞處以外匯限制進口的數字(未滿 100,000 冊)。117日本出版品進口問題與

外交情勢的密切相關，可見一斑。 

(二) 組織強化的內政部主管時期(1962-1972) 

  教育部主持的管制體系維持了五年後再次變動，直接的理由與陽明山

會談有關，但行政作為背後顯現的是政府強化組織的企圖。1950 年代國民

黨曾長期研議召開「反共救國會議」以整合海外的第三勢力，但最終在國

民黨貫徹領導意志的決心下，舉行諮詢性而無拘束力的會議，此即陽明山

會談。1181961 年 8 月國民黨舉行以文化和新聞事業為主題的陽明山第二次

會談，此「廣納建言」的會議做出數項結論，期待政府開放新聞管制，包

括報禁的放寬與新聞事業主管機構的調整。119政府確實做出回應，但從後

續作為來看，法規與組織的變動雖以「簡化」為名，卻是往總裁所指示「集

中事權，提高效率」的方向前進，其態度並非開放，而日本出版品進口管

制體系也在此思考下再次重整。120 

  為了顯示政府確實回應上述訴求，總統府宣傳外交綜合研究組討論

後，將議案統整為新聞界自律公約、充實刑法誹謗條款、修改出版法及施

115  另一個脈絡是，省級機構權力的弱化，與親美派的吳國楨去職後省政府地位下降。

松田康博，《臺湾における一党独裁体制の成立》，頁205-213。 
116  〈為臺灣省日文書刊管理辦法及臺灣省日文書刊審查會組織規程奉令廢止令仰知

照〉，1957年2月21日，〈新聞雜誌圖書管制辦法〉，文獻館藏，《臺灣省新聞處檔

案》，檔號071-3。 
117  〈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第二次會議紀錄〉，1957年3月7日，教育部藏，《教育部檔

案》，檔號046/920.13-02/1/8000/3。 
118  薛化元，〈從反共救國會議到陽明山會談(1949-1961)〉，《法政學報》，第7期(臺

北，1997.1)，頁49-82。 
119  楊秀菁，《臺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頁176-185。 
120  〈第八屆中常會第332次會議記錄〉，1961年11月4日，黨史館藏，檔號會8.3/499。 



行細則、廢止戰時新聞用紙節約辦法、改進新聞報導，以及新聞事業中央

主管機關不宜屬內政部警政司等六案。121行政院秘書處因而在 10 月邀集黨

政軍及省新聞處等相關主管機構召開座談會，會中認為出版品管理體系單

位眾多但權責不明，為「統一事權，加強管理與輔導」，考慮在內政部增設

出版事業管理處。122此案經國民黨中常會討論，總裁蔣介石認為宣傳行政

管理體系之紊亂為違反時代的落伍表現，指示每一業務有一主管單位全權

負責。123因此，國民大會秘書長谷正綱於 12 月召開「簡化新聞出版機構專

案小組」第一次會議，124針對中央新設機構的法規問題指定行政院法制室

等單位進行研究。125 

  此小組會議乃針對陽明山會談的訴求進行研討，但從小組名稱及決議

內容來看，政府的回應已朝組織重整的方向前進，開放報禁等議題已在此

前的中常會遭到擱置。主管專案小組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外文出版品之審

查、檢扣與進出口管理，中央與地方機構之權責，以及戰時和平時法令的

衝突模糊之處，可謂事權分散而紊亂，表 2 為當時所整理的新聞出版事業

行政體系，可以清楚呈現此紛亂情況。 

121  〈總統府秘書長張群致行政院秘書處函〉，1961年9月18日，〈簡化新聞出版文化事

業行政管理機構實施方案〉(以下簡稱「簡化案」)，行政院藏，《行政院檔案》，

檔號0050/3-7-8-1/3。 
122  〈對陽明山第二次會談有關新聞事業問題研討結論之處理座談會紀錄〉，1961年10

月4日，〈簡化案〉，行政院藏，《行政院檔案》，檔號0050/3-7-8-1/3。 
123  阮毅成，〈中央工作日記(七)〉，《傳記文學》，第526期(臺北，2006.03)，頁144。 
124  〈第八屆中常會第340次會議記錄〉，1961年12月13日，黨史館藏，檔號會8.3/499。 
125  〈簡化新聞出版機構專案小組第一次會議紀錄〉，1961年12月13日，〈簡化案〉，

行政院藏，《行政院檔案》，檔號0050/3-7-8-1/3。 



表2：新聞出版事業行政管理機構表(1962年) 

登記 
業務 

出

版 
登

記 

內政部 
警政司 

省新聞

處 
縣市政府 
(局) 

秘書室 
民政局 
社會科 
教育科 
公共關係室 

 

 工

商 
登

記 

經濟部 省政府 
建設廳 

縣市建設局 
(科) 

  

審查 
業務 

本

省 
出

版 
品 

報紙 
通訊稿 
雜誌 
圖書 

有關出 
版法部 
分 

省新聞處 審查會報： 
內政部 
教育部 
僑委會 
新聞局 
總政治部 
司法部調查局 
省教育廳 
省警務處 
省新聞處 
警總政治部 
警總特檢處 
警總保安處 
警總軍法處 
中央黨部四組 
省黨部 
中廣公司 

縣市違禁 
書刊審查 
小組： 
教育科 
警察局 
社會科 
 

   有關戒 
嚴法部 
分 

警備總部 

  連環 
圖畫 

教育部 省教育廳   

  唱片 內政部    
  歌曲 歌曲 歌曲整理小組： 

內政部 
教育部 
省教育廳 
新聞處 
中央黨部四組 
國立音樂研 
究所 
專家 

  

 進

口 
出

版 
品 

中文 僑辦 報紙、雜誌 僑委會登記 
內政部給證 

內銷審核小組： 
中央黨部三、

四、六組 
新聞局、 
僑委會 



警備總部、內政

部、省新聞處 
   非僑 

辦者 
圖書(僑辦者同) 
報紙雜誌 

牽涉外匯者 (正
常手續申請者) 

省新聞處 

     機場、港口、郵

寄者 
警備總部 

  外文 英文及

其他 
牽涉外匯者 (正
常手續申請者、

涉及出版法者) 

省新聞處  

    機場、港口、郵

寄者 (涉及戒嚴

法者) 

警備總部  

   日文 報紙 省新聞處  
    雜誌圖書 教育部外文書刊

小組： 
內政部、財政部 
外交部、新聞局 
外貿會、警備總

部 、 中 央 黨 部

四、五組、省教

育 廳 、 省 警 務

處、省新聞處 

 

    工商招貼宣傳廣

告小冊 
警備總部  

  唱片 進口 機場、港口 警備總部  
   出口 營業性 省新聞處  
廣 播

事業 
(略)      

影 劇

事業 
(略)      

出處：本表依「有關新聞文化行政業務改進意見附表」製作，廣播與影劇部分因與本文

主題較遠，因此省略。見「簡化新聞出版機構專案小組第一次會議紀錄」，1962年1月
13日，〈簡化案〉，《行政院檔案》。 

  由上表可看出，經過 1950 年代逐步建置，文化新聞事業的控管體系變

得異常龐大，雖然每種出版品都可找到對應的單位，但按語言或進口來源

而區別的分類卻又治絲益棼。例如光是出版品，臺灣省有審查會報，進口

中文出版品有內銷審核小組，外文則有外文書刊小組，再細分則更顯紛亂。

又例如「報紙」，被細分為臺灣、中文僑辦、中文非僑辦、日文、英文及其

他語言共五類，其中依正常管道進口與由機場港口或郵寄者又分屬不同機

關主管。因此，1962 年 1 月由黨中央第四組出面召集「簡化新聞出版機構

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決定：1.中央行政管理機構職權劃分問題：凡出



版法有關之行政管理，由內政部主管。2.除與戰時法令相關之會報外，盡

可能予以撤銷，以免權責不明。3.平時法令與戰時法令之配合問題：俟各

機構職權合理劃分後，由各主管機構隨時分別與治安單位協調處理。126之

後行政院頒布「簡化出版文化事業行政管理機構實施方案」，確定進出口書

刊之審核一律由內政部辦理。127經過上述程序，該年 9 月 18 日公布「內政

部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將日文及其他外文出版品的審查工作移交至內

政部，使原先僅審查日文的「外文」書刊小組終於名符其實，而審查日文

報紙的職責亦由「省」新聞處交出。128 

  雖然職掌範圍大有變動，但在工作辦法的文字上與教育部時期相去不

遠。內政部很快發現部分條文已不合時宜，因此隔年 6 月再次修正辦法，

最大的不同在於刪除了委託駐外使館審核外文書刊的規定。129由於原先預

計由駐日使館試辦，並將駐日大使館的「中日聯合審查會」改由「中日合

作策進委員會」文化小組負責，但終究未曾進行，遂予以廢止。130至此，

日文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趨近穩定，詳細職掌流程請見表 3。 

126  〈簡化新聞出版機構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紀錄〉，1962年1月13日，〈簡化案〉，行

政院藏，《行政院檔案》，檔號0050/3-7-8-1/3。 
127  〈為臺灣省政府聞處原辦之中外文書刊等進出口審核業務由本部接辦乙案〉，1962

年8月11日，〈簡化案〉，行政院藏，《行政院檔案》，檔號0050/3-7-8-1/3。 
128  〈為呈報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公布日期請備查〉，1962年9月17日，〈教育部外文

書刊小組工作辦法〉，行政院藏，《行政院檔案》，檔號0045/1-1-8-10-2/23。 
129  〈修正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臺內版字第115722號令公布，1963年6月17日，〈簡

化案〉，行政院藏，《行政院檔案》，檔號0050/3-7-8-1/3。 
130  〈教育部呈〉，1956年12月25日，〈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行政院藏，

《行政院檔案》，檔號0045/1-1-8-10-2/23。 



表3：日本出版品進口申請處理程序表(1966年) 

一、報紙 

書商：填具內政部日文書刊申請書內政部外文書刊小組審核填發核准進口日文書刊通知

表一式五聯持表向行政院外匯貿易審 

議委員會結匯(25 元美金以上)，或郵局結匯(25 元美金以下)持通知表向機場港口郵局等海

關單位提取報紙。通知表另二聯送內政部及警備總部存查。 

日僑：申請一律核准。由代辦進口商製作訂閱者名冊(臺灣英文雜誌社、中日文化書報社、臺

一書報社)大使館查核無誤後加蓋官章名冊送內政部、外交部、警備總部等存查。 

工商業界團體及個人：准予申請專業性報紙進口，供團體或個人閱讀。 

其他團體或個人：嚴格審查綜合性日文報刊之申請，非屬必要一概不予核准。 

二、書籍雜誌 

書商：日本書書商檢送樣本一份來臺海關密封派員直接送執內政部審查委員初審按審

查意見書，外文書刊小組複審複審結果須剪除或塗抹者，由警備總部監督執行複審清單

送進口書商、警備總部、省警務處憑複審清單，書商填具日文書刊申請書內政部發給日

文書刊進口通知表。憑表進口。 

機關團體學校個人參考書：填具日文書刊申請書，加蓋服務機關關防或個人印章，且不得外

流。 

旅客攜帶與郵寄者：一律先行查扣 外文書刊小組審查。 

出處：內政部(編印)，《內政叢書(九)：出版事業管理篇》(臺北：內政部，1966)，頁73-80。 

  由表 3 可知，日文報紙仍是政府最戒慎恐懼的媒體。按內政部統計，

1964 年 12 月核准進口日文報紙，《朝日新聞》163 份，《日經新聞》116 份，

《每日新聞》29 份，《讀賣新聞》26 份，《工業新聞》26 份，《產經新聞》

16 份，另外七種報紙共 23 份，合計 398 份，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申請

人為日僑。131此種嚴格限制報紙的作法一直到 1970 年代末期仍然繼維持，

著名的「余登發案」除了余氏「知匪不報」外，影印《朝日新聞》刊載「匪

酋黃華、葉劍英統戰文字」亦為「為匪宣傳」的證據之一。警備總部的判

131  內政部編印，《內政叢書(九)：出版事業管理篇》，頁76。 



決書更敘明《朝日新聞》僅供日僑及政府機關參考，余登發被註銷公職後

已失去訂閱資格，竟輾轉獲得，還影印統戰文字，並未不懂日文者解說。132

換言之，閱讀、解說與影印日文報紙新聞內容，成為叛亂的罪證之一，對

政府而言日文報紙之潛在威脅可見一斑。 

  相對地，表 3 可知書籍雜誌的進口數量不斷攀升，1968 年 7 月至 1969

年 6 月，內政部外文書刊小組核准進口的日文書刊有 59,093 種，共 1,706,835

冊。133至於機關團體學校及個人申請參考書籍者，1964 年度核准一般進口

參考用書 1,872 冊，日僑進口 2,320 冊。134綜觀 1950 年代以來，審查標準

在條文規定上相去不遠，除了不得違反國策等消極標準外，1962 年補充規

定無參考價值之消遣性書刊一律不予核准進口，科學醫學等有參考價值之

工具書部分內容不妥者，剪除或塗抺後准予進口，這與 1950 年代最初的禁

止與核准進口標準幾乎相同。135然而此時日本書刊進口數量大量成長，一

方面顯示無法單由法規文字理解政府對日本出版品的態度，另一方面亦反

映當時臺灣社會的日文市場仍頗具規模。 

  當然，簡化機構為當時化諸行動的具體方案，並非意指僅以此考量修

正管制體系。1960 年 6 月池田勇人擔任首相之後，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經貿上更加緊密，中華民國不斷提出抗議，與日方關係開始緊張。儘管

透過重量級人士的互訪確認合作態度，但雙方正式外交管道的聯繫逐漸形

式化。136就在討論簡化新聞文化機構的同一場會議(1962 年 3 月)，國民黨中

常委們亦聽取「海外對匪鬥爭工作統一指導委員會」的報告，決議該委員

會應研討日本對臺不友好之言論與背後「陰謀」。137該委員會的報告指出，

日本政界與輿論對中華民國不友善之論調，已從「兩個中國」轉向「一個

132  蕭李居編，《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余登發案史料彙編》(臺北：國史館、文建會，2008)，
頁331-332、490-492。 

133  〈內政部外文書刊小組第172次會議紀錄〉，1969年9月18日，〈教育部外文書刊小

組工作辦法〉，行政院藏，《行政院檔案》，檔號0045/1-1-8-10-2/23。 
134  內政部編印，《內政叢書(九)：出版事業管理篇》，頁79。 
135  〈日文書刊審查標準兩項〉，1962年12月1日實施，〈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

行政院藏，《行政院檔案》，檔號0045/1-1-8-10-2/23。 
136  川島真等著，《日台関係史1945－2008》，頁72-75、92-95。古屋奎二著，《蔣總

統秘錄》(臺北：中央日報社，1978)第14冊，頁148-160。 
137  〈第八屆中常會第360次會議記錄〉，1962年3月14日，黨史館藏，檔號會8.3/501。 



中國，一個臺灣」，並開始暗助與同情臺灣獨立運動，並透過經濟與文化手

段滲透臺灣，加深影響力。報告中總結日本的用心為「日本人不願臺灣永

遠歸還中國，也不願臺灣人淪入共產鐵幕，而是希望以『一個中國，一個

臺灣』為過渡，或藉住民投票之方式，來遂行其陰謀」，因此提出具體建議：138 

日本人公開鼓勵所謂「臺灣獨立運動」言論，綜合各方資料分析，

是基於(1)所謂臺灣的歸屬未定(2)臺灣人對現狀的不滿而產生「獨

立」的願望(3)臺灣人的習慣與日本人相似(4)日本曾統治臺灣，對臺

灣人的願望有道義責任，統屬狂妄的論調充分表露其野心無疑。…… 

今後中日文化交流工作，如日方電影書刊之輸入，日方文藝、影劇

團體之訪問活動應即予適度的防阻，以免對本省發生不良之影響。 

有關新聞政策方面今後應以避免加深日人對本省籍同胞影響為原則

作應有之改進。 

  可見對日本的疑慮，不僅擔心日本是否倒向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亦

嚴重關切支持臺灣獨立運動的理由，而最無法忍受的是日本對此「前殖民

地」所展現的「陰謀」與「野心」。1962 年 7 月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謝然

之在中常會上提出「針對日本文化對臺胞影響之對策」案，由主席副總裁

陳誠指示，對於日本電影、遊藝團體、唱片、書刊之進口與審查應從嚴辦

理，「不可以再以親日媚日為榮，而自墮人格與國格也」。 139此時正是內政

部增設出版事業管理處之時，因而新成立的外文書刊小組立即反應，禁止

十六種「不良日文雜誌」進口。140綜合以上，組織簡化重整與緊縮日本文

化輸入，不僅在時間上為同一時期，也使得政策執行上更為有效率。 

  1960 年代的制度變動，涉及政府內部如何看待中央政府治理臺灣十年

後所衍生的種種問題。1958 年總統府內成立「臨時行政改革委員會」，對

於政府組織權責的各種問題詳實研討，已意識到中央級與省級間機關、常

設機關與臨時機關、行政與治安機關，以及不同法定機關彼此之間存在諸

138  〈第八屆中常會第378次會議記錄〉，1962年6月2日，黨史館藏，檔號會8.3/502。 
139  〈第八屆中常會第384次會議記錄〉，1962年7月18日，黨史館藏，檔號會8.3/503。 
140  包含《講談俱樂部》、《讀切劇場》、《大眾小說》、《小說の泉》等小說雜誌及

一本漫畫雜誌。〈第72次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會報會議記錄〉，1963年1月19日，黨

史館藏，檔號會8.6/465。 



多權責未明的爭議。1411962 年進口出版品管制體系的變動，除了省級權力

更進一步弱化，釐清中央、省及地方各縣市的相關職掌外，更重要的是政

府注意到依戒嚴法而規範的軍事管制體系，與依出版法而欲建立的平時管

理體系多有重疊而權責難分之處。嚴格來說，戒嚴時期出版品仍無法全歸

內政部主管，妨害軍事部分仍由警備總部負責，凡涉及叛亂等刊物仍由軍

方取締，但平時管理體系的權力更為集中與凸顯。142政府刻意不讓警察單

位主管出版品，更為明確界定軍方的權限，意謂著在「民主憲政」的標榜

下，政府有信心且有能力顧及觀感，將 1950 年代因應緊急情勢而迅速膨脹

的軍管體制，在 60 年代部分地節制。中華民國政府能於此時調整腳步，也

代表其在臺灣的統治進入相對穩定的新階段，能以更有力的組織面對外在

變化的國際氣氛。內政部主管的管制體系維持至 1972 年，之後關心的重點

轉移至盜版外文書籍問題，所欲防堵的「不良書刊」來源地，也轉向香港，

但限制日本出版品進口的方向未變，至少如上述余登發案所示，1970 年代

一般人仍無法輕易訂閱或購買日文報紙。143至於因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

以及內政部出版事業處裁撤所引發的再次變動，已是另一個故事，限於篇

幅，暫待另文處理。 

141  〈第55次反共抗俄總動員運動會報會議記錄〉，1958年4月23日，黨史館藏，檔號會

7.6/56。薛化元，〈總統府臨時行政改革委員會與1950年代官方「政治改革」主張〉，

《臺灣風物》，第56卷第1期(臺北，2006.03)，頁12-49。 
142  〈簡化新聞出版機構專案小組第二次會議紀錄〉，1962年1月13日，〈簡化案〉，行

政院藏，《行政院檔案》，檔號0050/3-7-8-1/3。 
143  1972年8月15日廢止。〈為廢止本部前頒處理翻印文外文書籍翻製外國唱片問題研議

小組工作辦法及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請核備由〉，1972年8月16，〈教育部外文書

刊小組工作辦法〉號，行政院藏，《行政院檔案》，檔號0045/1-1-8-10-2/23。〈為

送不良書刊檢討分析表由〉，1962年7月30日，教育部藏，《教育部檔案》，檔號

051/501.09/1/2/9。 



表4：日本出版品進口審查組織表144 

時間 組織名稱 參加單位 
1950.4 

臺灣省日文書刊及日語電影片審查委員會 
省教育廳(主任)、省新聞處、

省政府秘書處、省保安司令

部政治部、省警務處 1951.4 
臺灣省日文書刊審查會 

1957.2 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 
(國際文化合作委員會) 

教育部(召集人)、內政部、外

交部、行政院新聞局其他有

關單位 
(詳見表1) 

1962.9- 
1972.8 

內政部外文書刊小組(出版事業管理處) 內政部(召集人)、教育部、外

交部、行政院新聞局、臺灣

省政府、臺北市政府 (新聞

處、警察局)、臺灣警備總司

令部其他有關單位(中央黨部

第四組) 

出處：「臺灣省日文書刊審查會組織規程」，《臺灣省政府公報》，40年夏字第3期，

頁34-35；「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呈報公布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辦法日

期請核備由」，1957年2月21日，〈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教育部藏，《行

政院檔案》；「內政部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行政院核覆內政部據呈修正外文書

刊小組工作辦法」，1963年5月22日，〈教育部外文書刊小組工作辦法〉，教育部藏，

《行政院檔案》。 

六、 小結 

  本文藉由近年開放的政府檔案，探討過去較少被完整爬梳的日本出版

品進口管制體系，藉以了解戰後臺灣如何控制外來資訊的流入，以及面對

日本此一前殖民母國與冷戰盟友所展現的矛盾態度。在鞏固內部統治，對

抗外在威脅的 1950、60 年代，外部資訊的防堵成為重點工作之一，唯有禁

絕外來思想「毒素」的流入，才能建立一個乾淨的空間，傳播安全的聲音。

然而相關法令的整備與各單位的權責歸屬，卻難以一蹴可幾，中央與地方、

民政單位與軍事部門、國策需要與外交考量，每一層面皆須耗費時間建立

144  本表所列參加單位為各審查組織的辦法所明文規定者，但實際上參與或被要求加入

的其他有關單位所在多有，並在不同時期有所變動。例如，內政部外文書刊小組在

1963年修正的工作辦法中，刪除外交部與行政院新聞局，但在1970年的再次修正中，

將又此兩單位放入。 



與整合。 

  本文有兩項發現與數個可延伸課題：一、管制體系不同時期的樣態與

變動的背後原因。二、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日本，以及對於被認為與之親近

的「本省同胞」所抱持的深層疑慮。三、戰後臺灣外來文化的消長，以及

臺灣人民認識世界的媒介。 

  首先，本文分期疏理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後，日本出版品進口管制體系

的樣貌。體系變動的原因與當時的外交情勢和內部統治需求有關，進口尺

度亦因之而有所變動。接收初期對日文出版品頗多限制，但對進口部分未

明確規範，直到戒嚴後開始防範外來訊息，中央政府來臺後才開始建立制

度，至中日斷交為止按主事單位的不同可概分為三期。第一期為省新聞處

主導時期(1950-1957)，此時期在制度草創之初變動頻繁，其方向是逐漸緊

縮，透過外匯限制進口數額，並確立「反共抗俄」與自然科學等政治性和

實用性的進口標準。此時期亦確立由中央黨部主導政策走向，政府機構負

責執行審查，軍事單位檢查取締的分工體系。期間適逢中日和約簽訂，來

自日方的壓力不僅要求技術面的改進(小額書刊寄送)，亦爭取基本項目的開

放(報紙進口)，政府在國策的考量下並未在法規文字上退讓修改，但在實際

作法上保留彈性空間。這也可視為雙方建交之初摸索彼此關係的歷程。 

  第二期為教育部主管時期(1957-1962)，此時期主管單位由省級的新聞處

移轉為中央級的教育部，意謂著從地方的新聞管制事項提升為兩國文化交

流的層次，也顯示雙方皆有意願擴大往來，強化友好氣氛。進口標準上變

得更為精簡，前一時期爭議的小額書刊寄送與報紙進口問題，雖未獲得全

面性的解決，但有至少有明確管道可依循。第三期為內政部主管時期

(1962-1972)，此時期除了中華民國與日本關係轉趨緊張外，造成制度變動最

主要的原因來自於政府內部的組織重整。1950 年代後期政府對於各機關職

權的紛亂已有警覺，整體新聞出版事業的管制體系已發展得異常龐大，在

總裁蔣介石「集中事權，提高效率」的指示下進行組織簡化，將日文與所

有外文進口出版品的審查權力歸至內政部，並明確規範書商、日僑及機關

團體學校個人等不同身分人士申請不同出版品的管道。組織檢討中亦發現

平時與戰時體制的衝突，此時期更為明確地界定軍事機關的權限，顯示政



府有信心且有能力顧及觀感，將 1950 年代因應緊急情勢而迅速膨脹的軍管

體制，轉向以可長可久的平時體制統治臺灣的企圖。 

  與先行研究相較，上述略屬細密的整理透露出兩個不同的論點。第一，

在「國民建設」的面向上，先行研究僅呈現政府不斷緊縮日本文化流通空

間的作為，本文則發現，在實際執行上對日本文化產品的管制尺度寬嚴不

定，其原因來自不同時期雙方的外交關係與商業考量。先行研究多將研究

時限聚焦於戰後二至五年，容易只強調確立祖國文化的側面，本文將研究

時限拉長則發現，單純只談對內治理無法解釋有時放寬日本文化進口的現

象。第二，從「國家建設」的面向來看，先行研究未曾懷疑政府部門的施

政效能，只見政府雷厲風行地限制日本文化，本文則指出隨著文化管制體

制的逐步建立，至 1950 年代末期已發生組織過於龐大、彼此權責不明的問

題，政府意識到過去因應戰時的應急之舉，已到了必須調整的地步，以與

平時的憲政體系相互配合。145 

  從日本出版品的進口問題來看，中華民國政府的重心已從急著捍衛民

族大義，開始有餘力調整統治體系的缺失。此為本文拉長研究時限、細究

其過程並擴大觀察面向所得到的首要發現。 

  其次，本文認為戰後中華民國對日本定位具有基本矛盾：究竟日本是

應該批判的前殖民母國與敵國，抑或是應多加交流的冷戰伙伴？即使中華

民國與日本簽訂和約後尋求雙方互動合作的方式，亦有親善友好與擴大交

流的具體事實，但從進口出版品管制的政策討論、制度設計到實際執行，

可說並未打算積極引進日本文化。妨害國語運動、散播左派思想，以及對

「匪情」的不實報導，為政府形諸法令文字與對外交涉時反對日本出版品輸

入的主要理由，但不論從 1950 至 1960 年代，政府內部均透露出對日本「煽

惑」本省同胞「脫離祖國」的疑慮。此懷疑不僅來自前身為殖民母國的特

145  有趣的是，Charles Tilly強調戰爭壓力促成近代民族國家「國家職能」的擴張，但對

戰時措施過渡至平時的機制或過程，以及所引發的相關問題並未討論。筆者並非同

意將戰後臺灣完全放入歐洲民族國家建立的模型框架下觀察，但一來戰後初期臺灣

確實為了因應戰爭而擴大政府權力，二則實施些許時日後，又發現僅依戰時緊急措

施無法長治久安。本文可說提供一個有趣的案例與延伸思考，亦即宣稱戰時的民主

憲政國家，如何協調戰時與平時體制的課題。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68-70. 



殊影響力，亦與日本未配合強力取締在日臺獨運動，甚至可能暗中支持的

認識有關。進一步而言，對日本的擔心，其實也可說是對「本省同胞」的

動向感到不安，反映了鞏固民族精神並使其全力支持政府，是統治臺灣最

主要的挑戰。如此深層的內在疑慮，遇上理當熱絡往來的盟友關係，遂對

日本出版品欲迎還拒。146另一方面，日本出版品進口數量的緩步擴大，以

及藉由夾帶盜印翻譯而存在的非法流通方式，顯示臺灣民間確實對日本文

化產品具有高度需求，更加坐實上述疑慮。147政府在外交考量與貿易利益

等因素下或許尚可容忍日本文化產品的存在，一旦雙方關係生變，文化產

品立刻成為抵制或禁絕的目標。 

  上述的矛盾或許可說是「二戰 VS. 冷戰」以及「去殖民 VS. 代行的

去殖民」交纏不清的產物，在日本殖民帝國崩解與被編入美國冷戰體系所

構成的東亞情境中，戰後臺灣的例子無疑相當特殊。站在中華民國政府的

角度，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最大的意義之一，在於「失去」五十年的臺灣

重回「祖國」懷抱，「去日本化」成為重建此地正統民族文化的工程之一。148

然而，同樣站在中華民國政府生存的角度，為了將自身的「反攻復國」與

冷戰體系相互結合，又不得不拉攏美國在亞洲重要的盟國日本，日本文化

產品成為不僅無法「清除」，而且還被期待是應積極交流的項目。日本出版

品進口在思考時雜揉了民族情感、抗戰經驗與現實國際政治，故而政策方

向擺盪曖昧。進一步而言，更大的矛盾來自於清除與反省殖民遺緒的工作

並非臺灣社會自主性地進行，而是政府以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脈絡，由上

而下決定面對日本文化的應有態度。149這種被學者稱為「代行的去殖民」

146  中華民國政府與所認定的盟友，彼此對於同盟關係的定義、期待以及該如何表現，

在認知上可能很不相同，本文亦可說是中華民國政府摸索冷戰盟友關係的案例之

一。盟友關係的歷史經驗可參閱：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

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5-1945)》(臺北：聯經出版社，2011)。 
147  另一個類似的例子來自對日本電影的管制，同樣在去日本化與對日友好之間搖擺，

同時為免引發外交抗議，許多管制措施未能明文規定於法令，只能以行政手段執行。

徐叡美，《製作「友達」：戰後臺灣電影中的日本(1950s-1960s)》(臺北：稻鄉，2012)，
頁176-180。 

148  李衣雲，〈民族傳統的製造與出版文化的箝制――1945-1971年出版相關法規之初

探〉，《台灣史學雜誌》，第4期(臺北，2008.06)，頁79。 
149  陳翠蓮指出在1945年8月戰爭結東後至1946年下半年之前，臺灣民間曾短暫興起對日



過程，150不僅使曾受日本殖民的臺灣人失去主動批判與篩選日本文化的機

會，更可能在對抗官方諸如「奴化」論述(曾受日本文化薰陶的臺灣人為「奴

化」)的同時，反而保留甚至強化接觸日本文化的動力。151換言之，上述中

華民國政府在不同戰爭脈絡下面對日本的立場，以及「代行的去殖民」工

作，皆與臺灣本地社會的歷史經驗充滿扞格。這是否造成日本出版品進口

政策在推動上時有困難，以及日本文化產品一直在臺灣擁有廣大市場，有

待進一步研究。 

  本文尚有若干未盡的議題仍值得加以探究。本文雖由近年開放的政府

檔案，設法拼湊政策形成過程與執行細節，然而如同表二顯示的龐大管理

體系，不同單位之間如何協同配合或互相牽制，需要更多例證顯示動態的

權力運作。此點有待更多政府機關資料的整合，本文或可成為一系列研究

的開始。就進口來源地而言，除了日本之外，香港與美國為當時另外兩個

最主要的出版品進口來源，其觀點、文類與內容有許多非臺灣所易見，其

管制體系與政策又有所不同。若能與本文加以整合，將可顯示政府如何制

度性地防堵或培育某一外來文化，亦能進一步拼湊整體外來出版品的管制

體系。此外，電影、唱片與漫畫等其他日本文化產品亦有另成體系的管制

政策，若能互相參照將可更完整理解整體對日文化政策。以日本電影為例，

政府即使不願其擴大影響力，但卻也在外交考量下採取固定配額輸入，但

市場利益之大引發片商將日片偽裝為其他外語片進口，甚至引發主管機關

收受紅包的舞弊事件，影響了日片進口的制度。 152這意味著不同形式的文

本殖民歷史的清理工作。見陳翠蓮，〈臺灣戰後初期的歷史清算(1945-1947)――兩

種歷史記憶的競爭〉，《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第18期 (臺北，2015.04)。
http://www.history.ntu.edu.tw/public_html/09newsletter/18/18-06.html 

150  若林正丈，〈台湾の重層的脱植民地化と多文化主義〉，收入：鈴木正崇編，《東

アジアの近代と日本》(東京：慶應義塾大学東アジア研究所，2007)，頁199-236；
川島真，〈戦後初期日本の制度的「脱帝国化」と歴史認識問題――台湾を中心に〉，

收入永原陽子編，《「植民地責任」論――脱植民地化の比較史》(東京：青木書店，

2009)，頁403。黃智慧則是以民間歷史經驗與書寫的脈絡使用「代行」一詞，見黃

智慧，〈臺灣的日本觀解析(1987-)：族群與歷史交錯下的複雜系統現象〉，《思想》，

第14期(臺北，2010.01)，頁60。 
151  陳翠蓮，〈去殖民與再殖民的對抗：以一九四六年「臺人奴化」論戰為焦點〉，《臺

灣史研究》，第9卷第2期(臺北，2002.12)，頁145-201。 
152  盧非易，《臺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1949-1994)》(臺北：時英出版社，1997)，



化產品，所牽涉的利益、管制方式和政策可能彼此有所落差，而這有待進

一步的研究整合。最後，以本文為基礎，若能將 1950 年代以來，中華民國

政府對外來文化的對待方式一一釐清，或許能試著探討更大的議題：戰後

長時間出入境受限的臺灣人民，究竟是透過哪些資源與眼光，形塑對外在

世界的認識。 

頁18-20、58-59；李天鐸，《臺灣電影、社會與歷史》(臺北：亞太圖書，1997)，頁

114-117；沙榮峰，《繽紛電影四十春：沙榮峰回憶錄》(臺北：國家電影資料館，

1994)，頁11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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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ing but Rejecting: An Analysis of the Import Control 
System of Japan Publications in Postwar Taiwan (1945-1972) 

Lin,Guo-Sia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mport control system of Japanese publications as 

a way to understand the KMT’s governance of foreign culture and its 

ambivalence about Japan based on recently released archives. For controlling 

Taiwan, it was important to suppress internal objections and clear external, 

dangerous information out of the new governed land. Japanese publications 

were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informational objections, as they included 

Marxist thought and the news about Chinese Civil War, which differed from the 

KMT’s. Japanese publications were also read by many Taiwanese, and that 

would impede the Mandarin Promotion Movement and national spirit. For the 

above reasons, Japansese publications were controlled strictly from the 1950s. 

 There are two points in this article. First, this article surveys the control 

system of Japan publications. From 1945 to 1972, the control system can be 

separated into three periods, and it illustrates the periods of controlling strictly, 

relaxation of controls, and organizational reform.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s 

of the control system were due to the different ruling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times, and related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between the ROC and Japan. The 

KMT built a huge-scale control system in early 1950s, and reformed the 

organization from the 1960s officially. It shows that the governance strategy 

changed from “nation building” to “state building.” Second, this articles points 

out the ambivalent attitude about Japan of the KMT. For historical reasons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the KMT could not determine clearly if Japan was a cold 

war ally or a pre-colonist. The KMT suspected Japan and the Taiwanese who 



had been ruled by Japan for fifty years, and accepted Japanese publications 

outwardly but rejected them in essence. The import control system of Japanese 

publications is an issue concerning multiple topics about internal cultural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al reform, foreign negotiations, and Taiwan’s special 

history. 

Keywords: Japan publications, import control, information control,  

nation building, stat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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