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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人想要變得像白人一樣。對黑人而言，只有一種 
  命運，那就是白。很久以前，黑人承認了白人無可 
  爭議的優越性，他所有的努力都試著實現一種白色 
  的存在。 

─ ─ 法農，〈黑皮膚，白面具〉 
 

 

 
  對於恆亙在殖民情境中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角色之間的關係選項，

就像出生在殖民地突尼斯的法國殖民心理學家梅米在其《殖民者與被殖民者》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書中分析的一樣，殖民者除了形塑自我正面

的形象外，同時也積極重塑被殖民者，諸如「懶惰成性」、「不負責任」、「低

劣無能」等負面形象，而其重塑的手法，首先是全盤「否定化」；其次是稱謂上

冠以「複數化」、「普遍化」，亦即將「個體」的「他」不加區別的一律視為「群

體」的「他們」；最後則是剝奪人類最寶貴的「自由」權利，「被殖民者」甚至

沒有選擇接受或不接受殖民化的自由。此種重塑的結果，到最後亦如同梅米所

言，「被殖民者」已完全「非人化」，而被改造成只為滿足「殖民者」所需而存

活的「物」而存在，當然也不可能還是「殖民者」的另一個「自我延長線上的另

一個他者」（alter ego）。「被殖民者」在面對這如同孫悟空「緊箍咒」般負面

形象的桎梏，在心理精神層面上很容易就陷入一種兩難困境，亦即不是試圖重建

殖民化所奪走的一切；就是試圖把自己變成另一種人，1作為第 1 種選項的方式

                                                 
1 梅米，「殖民者與受殖者」，許寶強、羅永生選編，解殖與民族主義（北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4 年），頁 33-37、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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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抗拒」殖民者，第 2種選項則是「順從」殖民者。倘若依照日本殖民台灣

的歷史發展脈絡來看，此兩種選項有人先後嘗試，亦有人同時並舉。 

對於「抗拒」殖民者的選項而言，「被殖民者」抗拒「殖民者」，基本上已

反映出兩者之間在殖民體制中格格不入般無法平等的根本問題，因此，自日本佔

領台灣以來，台灣的先烈先賢們所發起的大大小小抗日運動便層出不窮，這些運

動有的是正面武裝流血的（例如西來庵事件、霧社事件等），有的則是訴求和平

演變的（例如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同化會運動等），但無論是武裝的或和平的，

在殖民者施展強硬高壓的手段下，全數遭到敗亡消散的命運，且在日本殖民統治

的後期，更因進入戰時軍事體制而受到進一步箝制。 

因此，「順從」殖民者似乎成為大多數台灣住民的唯一選項，在梅米看來，

「順從」殖民者，也就是試圖通過外在角色的變換來改變處境，而這種把「被殖

民者」定型，以及律定他們所應扮演的角色，乃是殖民主義意識形態最為人所詬

病之處，2而從世界被殖民者所遭受宰制的實境模式來分析，其角色變換的方式，

不脫以下 4個階段：首先是「否定自我（被殖民者）」的階段；其次是「愛慕他
者（殖民者）」、「模擬他者（殖民者）」的階段；最後則是想像「成為他者（殖

民者）」的階段。如此而言，被殖民者從「自我」到「他者」的角色轉變，在日

本殖民者所律定的框架中，也就是要求台灣住民要從「本島我」朝向「皇民我」

的角色轉變。 

對於台灣住民而言，無論在自我心理掙扎或殖民當局威脅利誘之下，以為「成

為日本人」將會由「奴隸」翻身作為「主人」，得到與其殖民主人「一視同仁」

的平等對待，而且真正會是台灣人的「出頭天」。也因此為了從殖民者眼中的「他

者」，希冀轉變同為殖民者的「自我」，一部分的人直接放棄了被殖民者原來的「自

我」，但也有一部分的人尋求「本島我」與「皇民我」兩種「自我」的合二為一，

從而在「同化」、「皇民化」運動中而受盡了風霜。 

 

 

第一節 日本人眼中的「他者」台灣 
 

 

  一、圖景的根源與差異的因素 
 

                                                 
2 梅米，「殖民者與受殖者」，前引書，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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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第三章檢視的歷任台灣總督、啟蒙家、殖民政策學者，以及文學、

小說家等各類知識分子之視野中，所拼湊出「他者」台灣的想像與認知圖景仍

有彼此差異之處，筆者分析此等圖景所產生的根源與差異造成的因素，可能包

括「文明開化」的判準、傳統思維的羈絆、時代潮流的演進、軍國主義的對決

等 4個因素：  

 

  (一) 「文明開化」的判準 

 

  日本帝國自明治維新之後，之所以日漸走上軍國主義之途，乃至侵略、奴

役週邊各國，實與知識分子所抱持的「文明觀」、「世界觀」，以及對於自我

主體／週邊他者的認識、理解有極大關聯，其中福澤諭吉的相關論述，又具有

相當的影響力，例如福澤的《文明論概論》、〈脫亞論〉即充滿著「進化論」、

「優勝劣敗」的思維，並以其主觀性、普遍性的「文明開化」判準，將週邊的

中國（台灣）、朝鮮等地的文明，均視為「反動」與「野蠻」，並主張擺脫亞洲

的「惡友」而迅速進入歐美列強的行列，3且對於中國、朝鮮認為「應該以武力

保護、以文教誘導，讓這兩個國家儘速仿效我國，成為文明國家。碰到不得已

的情況，也不妨用武力逼迫他們進步」；4而福澤對於台灣亦如前述曾口出「不

順從之輩，則嚴重處分，一步亦不稍假」、「覺悟即使全島島民悉數退出境外亦

不為過」等驚人之語。令人可悲的是，明治時期以來，深信此種「文明普遍性」

之「文明觀」的知識分子不在少數，其中又以篤信及厲行「同化」、「皇民化」

政策的帝國行政官僚之力量最為堅實，且也不容易被撼動。當然，個別知識分

子中，亦不乏抱持「文明相對性」之「文明觀」者，並反對任何人種、民族上

的種族歧視，諸如矢內原忠雄、細川嘉六、庄司總一等人。而如此的不同理解，

也使得對「他者」台灣的想像與認知圖景產生了差異。 

 

  (二) 傳統思維的羈絆 

 

  在「中國型的華夷秩序體系」中，儘管如同大陸學者孫歌所說，華夷各民

族交互融合的過程絕非「同化」一詞可以簡單概括，5然而文化上的「同化」仍

被視為是傳統民族融合的主要動力與方式。即便進入民國時期，1919 年以後，

                                                 
3 孫歌，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台北：巨流圖書公司，2001 年），頁 26。 
4 轉引自呂理州，改造日本的啟蒙大師：福澤諭吉傳（台北：遠流出版公司，2003 年），頁 190-191、
197。 
5 孫歌，前引書，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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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民主思潮與民族自決的呼聲瀰漫全球，孫中山先生亦積極提倡「民族同

化」，6他主張漢族當先「犠牲其血統、歷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

回、藏之人民相見以誠，合為一爐而治之⋯如美利堅之合黑白數十種之人民」。
7而中山先生所主張的同化，既是「仿美利堅民族底規模」，自然是一種「自願性」

的同化，而非「強制性」的同化，當然也就與自決、自治的原則並無衝突。無

獨有偶地，深受傳統中國思維羈絆的「日本型的華夷秩序體系」，雖參酌了西

方各殖民帝國的殖民統治方式，惟最終仍在近乎相同的時間節點上，選擇在各

殖民地普遍實行「同化」政策，例如 1918、1919 年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田健

治郎 2 人任職期間，即開始以「同化」方針作為主要統治政策，只是日本帝國

的「同化」政策，因其抱持著文化上的絕對優越，因而是一種抹殺、否定被殖

民者民族個性、民族文化的強制性同化，更是與自決、自治原則背道而馳的，

說穿了日本「同化主義」的真面目，就是將被殖民者「日本化」如此而已。 

 

  (三) 時代潮流的演進 

 

  時代潮流的演進，對於形塑「他者」台灣的想像與認知圖景亦具相對重要

性。以台灣而言，前述依照台灣總督的軍、文職差別，而將殖民統治期間區分

為「前期武官總督時期」、「中期文官總督時期」，以及「後期武官總督時期」。

當然擇定軍職或文職總督的派任，與當時潮流的發展有絕對密切關聯，例如文

官總督時期，日本是面對外有民族自決、自治的呼聲，內有大正民主風潮的影

響，政治情勢也相對處於寬鬆的氛圍之中；後期恢復武官總督制，實因戰爭已

迫在眉梢，「戰時體制」也行將確立，政治情勢又回復高壓、箝制的局面，因而

兩個時期採取的殖民統治政策亦有相當不同。此外，受到時代潮流的波瀾影響，

包括國家主義、保守主義、中間溫和、自由主義、共產主義等各種政治思潮、

學說亦隨之興盛，並且交互論戰起來，若以前述提及之日本知識分子為例，政

治光譜即涵蓋了從最右邊的國家主義者（例如福澤諭吉），到最左邊的共產主

義者（例如細川嘉六）之錯落分布，而個人所秉持之政治傾向不同，連帶也影

響渠等對於他者「台灣」想像與認知的差異。 

                                                 
6 政戰學校教授詹哲裕認為中山先生「民族同化」理論的形成，可分為 3 個階段：第 1 階段為
1906 年以前，主張「驅除韃虜，恢復中國，建立合眾政府」；第 2階段為 1906 年至 1919 年間，

主張「五族共和」；第 3階段為 1919 年，改以「民族同化」的方式，建立新中國。參見詹哲裕，

「孫中山『民族同化』理論的意涵及其時代性」，發表於第 3屆海峽兩岸孫中山思想之研究與實

踐學術研討會（台北：2001 年 5月）， 
http://www.fhk.edu.tw/%B8%E2%AD%F5%B8%CE/%B4%C1%A5Z%BD%D7%A4%E5/%AE]%A
4%A4%A4s%A5%C1%B1%DA%A6P%A4%C6.htm#_ftnref9。 
7 「三民主義」，國父全集第 2 冊（台北：中央文物供應社，1989 年），頁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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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軍國主義的對決 

 

  接續前項而言，從日本殖民帝國的歷史發展脈絡來看，除卻 1912 年至 1925

年政治情勢較為寬鬆的「大正民主時期」之外，抱持著人道主義、自由主義或

共產主義的思想者，在面對明治時期的國家主義，乃至昭和時期的軍國主義等

潮流之對決時，除少數的例外，大都只能丟兵棄甲、偃旗息鼓了，因為尊重人

性、人格，而又屬於非暴力主義色彩的人道主義、自由主義，本來就不是具備

能夠正面與國家主義或軍國主義對決的思想體系，這是人道主義者、自由主義

者會退卻的一個理由；8而向來主張暴力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早

已受到日本軍部的嚴密監控，並在日趨嚴格的言論管制，以及《治安維持法》

的取締、逮捕下，亦無法有所作為。在此種情況下，某些原本具有高度自主意

識的知識分子，被迫迎合統治者的意識形態，進而描繪出單一、為政治服務的

「他者」台灣之想像與認知圖景也就不足為奇了。 

 

 

  二、圖景的輪廓 
 

  綜上分析這些圖景所產生的根源，以及差異造成的因素，整體而言，這些

知識分子所希望藉由論述台灣這個異國的「他者」，從而向外呈現出來對自我（日

本）／他者（台灣）的想像與認知之圖景輪廓，而這些圖景輪廓包括：「『異國
情調』的營造」、「殖民能力的誇耀」、「自治不足的認定」、「『同化／皇民化』政
策的擇定」、「『民族』認同的質疑」等： 

 

  (一) 「異國情調」的營造 

 

  雖然就西方而言，日本也屬於東方的一部分，而且也曾同樣地被西方視為

是充滿「異國情調」（exoticism），卻又次等的「他者」，但是由於近代日本選擇

躋身帝國主義國家之林，並且在殖民地經營上積極汲取、涵養西方思想，從而

使得日本也將自身置於東方主義「主體」的一邊來觀看它的「他者」，而其中的

一個觀看方式正是「異國情調」的營造。「異國情調」這個嶄新的詞彙最早出現

                                                 
8 淺田喬二，「新渡戶稲造の植民論」，日本植民地研究史論（東京：未來社，1990 年），頁 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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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599 年，原意指「外國的、從國外而非本地傳入」，以後逐漸指涉為豐富帝

國與帝國權力展示的重要部分；9而此一詞彙也被用於文學作品中，指對某些地

方所存在的特異與綺麗之想像，同時也因為這些刻板的幻想，形成對於異地「他

者」的成見。10例如薩依德在分析西方筆觸下的東方時曾這麼說：「東方幾乎是

被歐洲人憑空創造出來的地方，自古以來就代表著羅曼史、異國情調、美麗的

風景、難忘的回憶、非凡的經歷」，11換言之，他認為西方在表述著對東方憧憬

的同時，又以一種偏頗的視角來描述著東方。 

  檢視日本歷任台灣總督、殖民論者福澤諭吉等人，一再論述台灣乃「天惠

地福之富，遠非內地可同日而語」等云云，惟開發台灣富源之責，仍須由過剩、

移居而來的內地「文明人」來主導，以取代「蒙昧蠻民」般的原台灣住民，且

日本殖民政府成立後，大規模、系統性地蒐集及編纂《台灣慣習記事》雜誌，12

舉凡「衣食住行的瑣碎習俗，莫不收錄」，內容可說是充滿了「異國情調」的色

彩，然而，殖民者採風擷俗的主要目的，卻是做為統治上的參考，其功用如同

拿破崙 1798 年入侵埃及，以及隨之而產生里程碑式、博學式的長達 23 卷之作

品集《埃及志》，成為西方更加「科學地」認識東方，更權威、系統地處理、統

治東方事務的開始；13而文學家佐藤春夫、西川滿等人描繪下的異國台灣，筆觸

也多充滿著「異國情調」的書寫方式，因此自然總是與「空想」、「幻影」、「浪

漫故事」、「奇聞異談」這些詞彙緊緊相連，例如佐藤以台灣的安平港為舞台，

創作的小說〈女誡扇綺譚〉，即以充滿「異國情調」獲得了日本中央文壇的好

評，而西川的〈梨花夫人〉，也被龍瑛宗評論為「南方豐豔的浪漫」、「創造了

少有的美的世界」。14以上令人更明白地看清日本人對於「他者」台灣的思考模

式，當然，其中這也與日本帝國「南進」國策所秉持的文化戰略、意識形態不

無關聯，而在這樣的戰略、意識形態之下，「異國情調」可說已成為近代日本「東

方主義」反覆縈迴的主旋律了，15換言之，日本人以「異國情調」的筆法來描繪

亞洲國家，並非因為對他們而言，亞洲有什麼「異國情調」，而實際上是因為他

                                                 
9 Bill Ashcroft eds.,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94-95. 
10 廖炳惠編著，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北：麥田出版公司，2003 年），

頁 105。 
11 Edward W. Said, “Introduction,”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1. 
12 《台灣慣習記事》雜誌自 1901 年 1月 25日創刊，迄至 1907停刊，一共刊行 7卷，參見陳柔

森主編，陳若雲等譯，走過土地認識人民：「台灣慣習記事」資料彙編（台北：原民文化，1999
年）。 
13 Edward W. Said, “The Scope of Orientalism,” pp.42-43. 
14 龍瑛宗，「文藝台灣作家論」，文藝台灣，第 6號（1940 年 10月 1日）。 
15 藤井省三著，張季琳譯，台灣文學這一百年（台北：麥田出版公司，2004 年），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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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觀察、表述亞洲之時，導入了西方的「東方主義」視角的緣故。16如此而言，

「異國情調」不過只是帝國主義操弄殖民地住民的一項工具而已。 

 

  (二) 殖民能力的誇耀 

 

  日本明治維新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從滿清手中強奪豪取了「天惠地福」

的台灣，而台灣殖民地的獲得，也使得日本一舉登上了帝國主義殖民國家之林，

並成為唯一非西方、非白人的殖民者。由於有這樣的優越認知，因此外向西方

國家、內向各殖民地被殖民者，證明或誇耀日本具有無異於、甚至超越於西方

的殖民統治能力便刻不容緩了，而前述的「異國情調」營造，也是這種能力的

誇耀方式之一，例如 1925 年 1月，東京美術學校校長正木直彥（1862-1940）在

中國旅行的歸途中，順道來台所發表的演講〈異國趣味與母國的文化〉中，即

聲稱：「支那有許多人，例如許多的苦力到世界各地。但是這些人沒有什麼感性

可言，對於周遭環境完全不感興趣。只是去工作，賺了錢，就回來。⋯⋯唯有

高文化國家的國民，才會豐盛地帶回這種所謂異國趣味。這種將異國趣味豐富

地帶回者，就是世界的優等人種」，17換言之，藉由「異國情調」的工具，日本

也從與異國的蒙昧蠻民、停滯不前般之「他者」，確立了自我主體的優越性地位。 

  此外，如同西方英印（Anglo-Indian）文學作家佛斯特（E. M. Forster, 

1879-1970）與吉普林（Rudyard Kipling, 1865-1936）等人，對殖民地常抱持帝國

主義式的優越感，後者甚至揭櫫殖民者的使命，為所謂的「白種人之負擔」理

論，認為儘管「殖民」是一件「得不償失」之事，然而西方國家還是應該去盡

白人應盡的道義責任，亦即是解救那些「次等的」（inferior）民族。而當西方大

聲疾呼地對有色人種勇於承擔責任之時，相關「殖民乃文明的散播」、「黃種人

之負擔」、「不可背棄文明的神聖委託之統治方針」等諸如此類之思維論述，亦

同樣出現於日本本國對於殖民統治方式的討論之中，而其中所凸顯的意涵是，

日本的「文明事業」已有了新的躍進，意即已從「輸入（西方）文明」轉為「輸

出（日本）文明」的進程，此外，「黃種人之負擔」一語，更是直接挑明了將

採取與白人世界平等合作，甚至是分庭抗禮之姿，意欲分享白種人「拓化未開

之國土，廣被文明之德澤」的歷史責任，18為帝國侵略、吞併殖民地取得意識形

態上的合理化藉口，而台灣統治之成敗，更被視為殖民能力的成敗關鍵。 

                                                 
16 西原大輔著，趙怡譯，「後記」，谷崎潤一郎與東方主義：大正日本的中國幻想（北京：中華

書局，2005 年），頁 278。 
17 台灣時報，1925 年 2月。 
18 「黃種人之負擔」一語，出自竹越與三郎（1865-1950）所言：「拓化未開之國土，廣被文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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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自治不足的認定 

 

  矢內原忠雄曾比較分析了日本殖民統治台灣與朝鮮的實際情況，認為台灣

所受到的統治要比朝鮮苛酷許多，包括：1、地方制度上的選舉，朝鮮有，台灣

無；2、官吏特別任用範圍，朝鮮廣，台灣狹；3、任用行政高官，朝鮮人有總

督府的局長、推事檢察官，台灣人只有地方官 3人，司法官全無；4、台灣仍舊

維持保甲制度，朝鮮無；5、朝鮮有數家朝鮮人發行的朝鮮語報紙，台灣沒有一

家台灣人發行的日報。因此，不論就統治制度、原住民的官吏任用、言論自由、

顯然都是台灣的政治比朝鮮尤為專制，甚至台灣完全沒有政治的自由，就連萌

芽的胚種都難發現。19這其中的因素，除了矢內原所說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

的勢力，不論歷史的或現實的，都比在朝鮮來得強之外，最重要的恐怕還是殖

民地獲得的方式不同。簡單地說，台灣原為清朝的一省，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是因清朝在甲午戰爭戰敗後割讓給日本，被日本視為「戰利品」而存在的；而

朝鮮則原為獨立國，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是被迫以「主權國家」同意的形式，

簽訂日韓合併條約而被併入日本帝國之中，所以朝鮮人得到了更多參加地方自

治的機會。 

也因此，在面對台灣住民極力爭取「政治自治」、「經濟自主」與「社會自

由」在內的「真自治」，而非只是「一視同仁」、「內台合一」等假口號的訴求下，

日本殖民者總是相對採取漠視、虛應的立場，甚至對於「普及教育」這種具有

提高台灣住民知識程度、增進民主自決意識之事都相當戒慎恐懼，認定那只會

使得台灣住民「徒為灌注文明，養成偏向主張權利義務之風，將致使新附之民，陷入

不測之弊害」而不利帝國的統治。在薩依德的分析中，西方為了確保東方人從來

不會被許以獨立地統治自己的權力，因此總是宣稱「既然東方人對自治一無所

知，他們最好維持目前這種狀態，這樣對他們自己有好處」，20而如此的思維，

也同樣出現在日本殖民者之中。 

 

  (四) 「同化／皇民化」政策的擇定 

                                                                                                                                            
德澤，歷來白種人視為己任。今者，日本國民起於絕海之東表，欲分負白種人之大任。雖然，我

國民能完成黃種人之負擔乎？台灣統治之成敗，實為解決此一問題之試金石也」，參見竹越與三

郎，台灣統治志（東京：博文館，1905 年），序文。 
19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政治問題」，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北：海峽學術出版社，

2002 年），頁 202-203。 
20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ow,” p.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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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西方殖民帝國慣用的「自治主義」、「從屬主義」與「同化主義」3種統

治類型選項之間，日本最終還是議定了以「同化」、「皇民化」政策作為對各殖

民地統治的主要方式。而日本的「同化」、「皇民化」政策，是抱持著文化上的

絕對優勢，因此也是一種抹殺、否定民族個性、民族文化的強制性同化，而此

一政策之目的，一方面除了將台灣住民視為卑下、蒙昧的「他者」，來藉此證成

自身的「優越性」之外；另一方面也如法農所指出的，藉由被殖民者的「自卑」

心理，來反過來產生、加深對殖民者的「依賴」程度。 

  只是如同第四章尾崎秀樹分析的一樣，「皇民化」的藍圖雖早已於 40 年前

即由日本殖民者預先制定，然而台灣推動「日本化」（同化）的實際情況，仍距

「皇民化」的目標相當遙遠。顯見在殖民者眼中，台灣住民雖然「成為日本人」

已逾 40載，但在此前階段由於「同化政策」天生與「殖民體制」之間的相互扞

格、矛盾，21使得依如荊子馨所言，「日本化」大體只能成為一種殖民者的問題

意識，然其在被殖民者身上的功效可說完全無法得到彰顯；而在此後階段的「皇

民化」，憑藉著進入「戰時」戒嚴般，以及「只盡義務，不給權利」的「殖民體

制」之中，不但順勢抹平了原先的扞格、矛盾，也使得「日本化」強力內化為

被殖民者唯一的問題意識，22不只不要被動地「成為日本人」，而且還非得要主

動地成為「忠良」、「忠誠」的日本人不可。 

 

  (五) 「民族」認同的質疑 

 

  作為日本殖民統治主要方式的「同化」、「皇民化」政策，究竟可否達到變

「本島／台灣人」為「內地／日本人」的實質功效？對此，看在前述歷任台灣

總督所發表的施政方針裡面，幾乎已經成為一個先驗（a priori）命題，而致力地

促其「實現」。然而，一般日人，以及部分殖民論者、文學家未必一致贊同官方

說法，甚至有更為悲觀的評估，例如僅就「成為日本人」的期程評估，即包括

了後藤新平的至少需 80 年、佐藤春夫的 1至 2世紀，以及新渡戶稻造的 800 年

等不一而足的評估，換言之，渠等認為台灣人想要「成為日本人」，絕無立竿見

影、震盪療法的方法，而只能採取漸進式，以時間來解決一切的唯一方式。也

因此在這段「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相互等待變遷、轉換的過程中，「民

族互異」、「血緣不同」、「性格差別」、「語言分歧」等因素，在在都變成台灣人

                                                 
21 梅米，「殖民者與受殖者」，前引書，頁 42。 
22 Leo T. S. Ching, “Between Assimilation and Imperialization: From Colonial Project to Imperial 
Subjects,”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1), 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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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成為日本人」的關鍵問題。在此，如同梅米曾指出的，殖民者一方面主

張「同化」，另一方面卻又設立各式各樣的門檻，慎防被殖民者逾越界限，並務

使他們「明白」及「承認」同化之路是條不通的死路。23

  而「成為日本人」的同化之路既無法開通，所帶給台灣住民的最大且直接

之影響，就是「民族」認同、廣義地來說更是「文化」認同的普遍遭受質疑。

在殖民者如此的思維之下，於是台灣住民表達「追求自治」的渴望，很容易被

視作為「獨立建國」的先聲；心繫原鄉中國「風土民情」的承傳，很容易被批

判為「分裂選邊」的奸巧；揭發「一視同仁」的假象，很容易被打擊為「動搖

國本」的行動；主張「權利義務」的決心，很容易被解釋為對日本本國的「不

遜行為」等等，至此，「認同」的糾纏與掙扎，確實已成為殖民地台灣的主導性

論述了。 

  

 

第二節 台灣人眼中的「他者」日本 
 

 
  本文在第四章針對《台灣青年》至《台灣新民報》週刊版（亦即自 1920 年

7月起，至 1932 年 4月止）的內容進行分析，此一期間基本上屬於日據時期殖

民政策較為寬鬆的「同化政策時期」，而由於「看似」寬鬆，相對地，媒體輿論

所關注的焦點議題也較能「言人所不能言」與「言人所不及言」，因而也使得這

些焦點議題充滿了對日本殖民統治弊病的針對性。為避開殖民政府對於報刊言

論的檢審處分，這些報刊經常出現如「鉛屁股」（▓）、「伏字」（○○或ＸＸ），

甚至「開天窗」（空白）等印刷方式，以示對日本殖民者深沉表達「無言的抗議」。
24而這些媒體輿論的焦點議題包括：「文明強弱的辯證」、「對台總督的期望」、「『同
化政策』的抵制」、「『一視同仁』的假象」、「追求自治的渴望」、「主張平等的教
育」、「創造全新的自我」等，事實上這些台灣知識菁英發自內心的真誠呼籲，

希冀殖民政府進一步採納、改善之處，亦可以視為台灣住民對於日本「皇國」、

「皇民」的初期想像。 

此外，筆者從「皇民化時期」所出版具有代表性的台灣文學作品中，另行

嘗試藉由文學、小說家等知識分子的視野，拼湊出對自我（台灣）／他者（日

                                                 
23 梅米，「殖民者與受殖者」，前引書，頁 42。 
24 吳密察、吳瑞雲編譯，「編譯說明－代序」，台灣民報社論（台北：稻香出版社，1992 年），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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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想像與認知之圖景輪廓，而這些圖景輪廓包括：「失去承認的『主體』」、
「多重認同的糾纏」、「精神意識的『異化』」、「至死方休的悲鳴」等： 

 

 

  一、失去承認的「主體」 
 
  從一般理論而言，主體（自我）／客體（他者）之間的關係認知裡，兩者

總是相互依托、雙向「互惠」的，換言之，主體／自我藉由通過客體／他者而

來證成自己的角色；同樣地，客體／他者也藉由主體／自我來確定自己的身分，

然而，在殖民地的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檢視日本殖民政府所片面、強制性推

動的「同化」、「皇民化」運動過程中，原本此前階段默許、容忍的台灣「特殊

性」，已轉而必須納入整體日本帝國「普遍性」要求的一環而存在，此後階段的

台灣「特殊性」，也只剩下展現於詩人墨客所書寫在小說敘事之類的「異國情調」

之中。 

  而在帝國的「普遍性」方面，日本殖民者所設定殖民統治的基本框架，就

是要求台灣住民從「本島我」朝向「皇民我」的角色轉變，以期完全接受「日

本化」，並成為「忠良」、「忠誠」的日本人。此種角色的轉變，在綏撫、放

任時期本應不具強制性，惟嗣後「同化」、「皇民化」運動的激烈展開，使得台

灣住民不得不開始正視「本島我」與「皇民我」之間角色的「二擇一」問題。

回到主體（自我）／客體（他者）之間的相互關係來看，台灣住民被迫不再需

要通過昔日的「他者」日本來確定自己的身分與角色，而是被設定直接作為「他

者」日本「皇民我」群體的一部分而存在，換言之，這同時意味著原來的主體

／自我已不再被殖民者承認，依如法農所言，在真實殖民世界中殖民領主與奴

隸之間「單純的片面性」的關係性質中，「奴隸轉向主人，拋棄客體」，25台灣住

民必須拋棄「客體」──原來的主體／自我群體，也就是「本島／台灣我」，甚

至是「支那／中國我」的群體，從而失去了「主體性」，也失去了「獨立性」。 

 

 

  二、多重認同的糾纏 
 

                                                 
25 Frantz Fanon, “The Negro and Recognition,” Black Skin, White Mask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 p.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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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價被殖民者的「認同」問題時，前述巴巴對於法農相關論點「並不只有

一種黑人，而是有各種黑人」的補充視角，也成為本文在探討日據時期台灣人

的「認同」問題時之重要參考框架，而從屬於台灣住民的媒體輿論、小說敘事

中的分析來看，亦能得出「並不只有一種台灣人，而是有各種台灣人」的相同

觀點。對此，方孝謙從善書到小說的敘事分析著手，也印證了不同階層（如「庶

民」、「知青」等）、不同時期（如文官與武官總督交叉分治的時期），以及立於

不同「民族」位置（如自認為「中國漢族」、「台灣漢族」、「台灣人」、「日本人」

等）的台灣住民，所呈現出來的認同是相當分歧、混亂，甚至他認為到了「皇

民化」時期更出現了「庶民」與「知識青年」之間的兩極分化傾向。26

而筆者認為上述出現在「皇民化」時期兩極分化的觀點，可能還稍微簡化

了那在聲勢舖天蓋地，影響無所不在的「戰爭」陰影席捲之因素，因為在此一

時期，台灣住民會變得不得不同時面對與處理 3個世界──「血緣祖國（中國）」、

「殖民母國（日本）」，以及「本土（台灣）」──之間，在歷史文化上、血緣情

感上與風俗習慣上，既多重又複雜的緊張關係，而這樣的緊張關係，也將連帶

引起個人認同上的混亂與糾纏，吳濁流小說《亞細亞的孤兒》裡面的「胡太明」

很容易說明了這一點，「太明」既承傳了漢學基礎，又接受日式教育，甚至前往

帝都東京深造，文本中他渴望被中國與日本兩種文明接納卻不可得，同時希望

「承認自己是台灣人」也不被討好，最後的結局是，戰時體制深化了他無法自

主的命運而終於「發瘋」了。此外，以「志願兵制度」為例，依據殖民政府的

統計，1942 年共有 42萬 5,921名台灣人應徵，1943 年共有 60萬 1,147人應徵，

迄至 1944 年應徵人數更高達 75萬 9,276人，若以當時台灣人口約 6百萬來看，

約等於每 8 人（不論男女老幼）就有 1 人申請當志願兵，而若進一步將範圍限

縮在 20至 30歲的健康男子，則幾乎每 2人就有 1人志願當兵，27這樣龐大、可

觀的人數比例，除了志願者個人之外，也深深影響了其家庭成員，至少「我是

誰？」、「誰是我？」、「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等這些切身的「認同」問

題，無可避免地將引起眾人反覆不斷的追問。 

 

 

  三、精神意識的「異化」 
 

                                                 
26 方孝謙，「緒論」，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台北：巨

流圖書公司，2001 年），頁 22-24。 
27 李筱峰，「從回憶錄見證台灣人的戰時經驗（1937-1945）」，http://www.jimlee.id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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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法農而言，被殖民者──安地列斯黑人的精神，是處於一種「異化」的

狀態，其異化根源即在於殖民地黑人普遍存有的「黑人不是人」、「向他者，特

別是向他自己，交出他白的證據」、「對黑人而言，只有一種命運，那就是白」

等錯誤認知。28同樣地，儘管日本殖民者也曾誇口，殖民台灣並不存在「人種」、

「膚色」的差異，並且也不斷宣傳、灌輸「一視同仁」、「內台平等」等意識

形態上的「假象」，而這樣的「假象」也確實發揮了它如海市蜃樓般的效果，

使得部分台灣的「御用士紳」與「知識菁英」如癡如醉地相信，並急急切切地

以現在看來相當匪夷所思的各種不同方式，向殖民主交出他是「日本人」的證

據，以求獲得殖民者的承認與認同，例如：周金波小說〈志願兵〉裡面的「高

進六」依靠「神明的力量」，藉由「拍掌儀式」進行「皇民鍊成」之舉；王昶

雄〈奔流〉裡面的「伊東春生」以口說、教授流利，甚至比日本人還道地的日

語，完全沁入日人生活來與「本島人」區隔出來；陳火泉〈道〉裡面的「青楠」

謀以「精神系圖」的論證，來企圖合理化天生「血緣種族」的不同，並稼接其

「日本人」的身分等等。只是令這些台灣人既尷尬、驚訝且悲哀之處，就在於

「神明的力量」抵不過「凡人的判定」、「精神系圖」贏不了「血緣種族」，

最後只得直接選擇成為「皇軍＝日本人」的一員，才享受到與「天生的日本人」

同等的待遇。 

反過頭來看，究竟在日本殖民者的眼中，殖民地人民是否真能如同當局所

極力鼓吹、促進「皇民化」運動的中心目標一樣，被改造為「天生的日本人」

或「真正的日本人」？對此，周婉窈從日本人的「民族觀」出發，認為在日本

人的觀念裡，若非人種意義上的日本人（ethnic Japanese），是無法成為「真正的

日本人」，換言之，「皇民化」運動的理念，事實上是與日本人的「民族觀」相

互牴觸的；此外，她也引述Mark R. Peattie所認為日本的殖民統治是一種「自我

矛盾」（self-contradictory）的觀點，因為依照西方殖民模式而言，殖民地的存在

本來是要為母國的利益服務，而「皇民化」的結果，在「理論上」將使民族界

線蕩然無存，主從關係瓦解，這與殖民主義的核心理念正好相反。29當然，現在

回顧「皇民化」所造成的結果，可以說Peattie所說的情況，在「實際上」並未發

生，前述的小說敘事中，也呈現出台、日雙方的民族界線、主從關係依然存在，

顯然殖民者早已為「皇民化」運動設定好「停損點」──不得危及或削弱日本

統治的優勢地位。而那些行為舉止已「模擬」了殖民者的意識形態，在週遭群

體之間分外顯得「格格不入」，甚至對其同胞採取批判態度的台灣人，雖急切地

                                                 
28 Frantz Fanon, “The Negro and Recognition” and “By Way of Conclusion,” pp.215, 228. 
29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
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台北：允晨文化公司，2003 年），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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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殖民主交出他是「日本人」的「證據」，然其「證據」又無法獲得他者──

「真正的日本人」的認可，最終造成自我意識的坍塌，精神的「異化」也就於

焉產生。 

 

 

  四、至死方休的悲鳴 
 

  台灣住民在「皇民化」時期的「志願」從軍、向天皇繳交「血稅」，以成為

「真正的日本人」等故事情節，幾乎成為此一時期許多文學文本中的「共同語

言」：如周金波小說〈志願兵〉裡面的「高進六」、陳火泉〈道〉裡面的「青楠」、

張文環〈頓悟〉裡面的「為德」，30以及吳濁流《亞細亞的孤兒》裡面的「胡達

雄」（「胡太明」大哥之子）等等皆是如此。對於台灣住民「志願」從軍的分

析，世新大學教授李筱峰認為可從 3 個原因來加以理解：(一) 在謀生困難、物

資缺乏的情況下，從軍吸引了許多窮困的台灣子弟；(二) 受到地方行政官員與

青年團的鼓舞動員，且在軍國主義的殖民地大環境下，週遭的氣氛逼使許多人

非表態不可；(三) 受到「皇民化」教育的洗腦，錯亂自我的身分認同，誤以為

從軍是愛國的表現、「島民的最高榮譽」，戰爭末期更曾出現「血書志願」的風

潮。31

  上述原因，除了第 1個屬於「物質層面」的因素外，第 2、3個無論是「被

動型」或「自發型」皆屬於「精神層面」的因素，事實上這也與周金波乍聽「志

願兵」制度宣布之際而「精神為之一振」的情形相符，他進而認為這種精神振

奮的產生，主要還是因為長期遭到殖民當局歧視、不公的對待，以至於台灣住

民普遍皆有「我們之所以被歧視，是因為我們沒有流血。若有流血犧牲，就可

以說大話，要求實踐義務。每個人都認清這個事實」的可怕認知，32同時，儘管

當局大力宣傳「志願兵」是「榮譽之門」，但台灣住民都知道，這同時卻是一

條「死亡之路」，而倘若追問台灣住民在精神層面的「慷慨赴義」所求為何？

得到的可悲答案卻是，為了成為正規軍人，而達到與日本人「平起平坐」的目

的。33綜觀日本殖民台灣近 50 年的當時，也只有在死神面前，無論是「本島人」

                                                 
30 張文環小說〈頓悟〉裡面，敘述主人翁「為德」聽到公佈實施本島人志願兵時，好像突然被

一記春雷打醒，想到身為男子漢應有的作為，一時情緒激盪，竟莫名其妙地流下淚水，並認為戰

死至少要比病死或窒息而死更有丈夫氣概，而這種昂揚的士氣更能直接有貢獻於家國。參見張文

環，「頓悟」，張恆豪主編，張文環集（台北：前衛出版社，2000 年），頁 190-191。 
31 李筱峰，前引文。 
32 周金波，「談我的文學」，文學台灣，第 23期（1997 年 7月 5日），頁 233。 
33 「『榮譽之門』勇往直前前奏曲：嘉義市徵兵制」，台灣新報，昭和 20 年 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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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內地人」、「台灣人」或「日本人」，才能「平起平坐」、「一視同仁」、「內台

合一」，生不能成為「日本人」，死則可被「選擇」作為「日本鬼」，如此至死方

休的精神壓抑之悲鳴，實在是選擇成為「皇民」心理的最大諷刺。 

 

 

第三節 小結：「他者」相互想像關係的探討 
    ─ ─ 以「胡太明」世代的遭遇為例 

 

 
  對照吳濁流前半生較為正式的自傳──《無花果》來看，《亞細亞的孤兒》

是屬於吳氏在光復前所撰的個人自傳性故事，而故事主人翁「胡太明」的言行，

雖然並非吳氏生命歷程的全部寫照，34但無疑地仍一定程度忠實的紀錄與反映了

作者心中之話語。有關「太明」的成長背景與心路歷程，本文已於第四章進行

了初步的分析，在此主要嘗試探討「太明」成年時期（日據後期）的那一世代

「台灣人」、「中國人」與「日本人」，對其相對意義上而言的「他者」，在相互

想像上的客體化關係，據以一窺在那個苦悶年代的台灣住民之思想、精神狀態

梗概。 

 

 

  一、各種「他者」相互想像關係上的探討 
 

  (一) 在台灣人眼中 

 

  吳濁流曾在日後所撰《台灣連翹》一書中，將當時極其複雜又多重矛盾時

代中的台灣社會各階層思想、精神狀態，分為「絕對派」、「超越派」與「妥協
派」等 3 派：351、「絕對派」：指努力於反抗思想的扶持以代替抗戰者，例如故

                                                                                                                                            
http://big5.huaxia.com/la/jwgc/2005/00371117.html。 
34 兩者之間較大的差異部分，在於吳濁流終其一生並未留學東京，亦未被日軍強徵成為「軍屬」

前往廣東與國軍作戰。參見吳濁流，亞細亞的孤兒（台北：遠流出版公司，1993 年）；無花果（台
北：草根出版公司，2001 年）。 
35 吳濁流，台灣連翹（台北：草根出版公司，2005 年），頁 26。此外，對於台灣住民派別的不

同分類，尚有蔡培火區分的「御用派」、「祖國派（大陸派）」與「死硬派（台灣派）」，以及黃玉

齋區分的「台灣獨立派」、「台灣光復派」、「台灣民選議會派」、「台灣文化協會派」、「無政府主義

派」與「社會主義派」，此等分類的判準，主要還是取決對於自我「中國／台灣」與他者「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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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的「太明」初涉教壇的同事「曾導師」，以及積極親身參與，並鼓動「太明」

與其他青年參加各項政治活動，即便被捕也不放棄的師範學校同窗「藍某」，和

「藍某」觀察銳利的政論家朋友「詹某」等人。2、「超越派」：基本上對政治是

絕望了，因此雖體認已是「日本人的天下」，但不與新的日本殖民政權協力，而

只求個人興趣，並專心追求人生的幸福，例如「太明」本人及其祖父。3、「妥
協派」：又分成 2種類型，即「消極型」與「積極型」，2種類型都順應新政權並

與之「妥協」，「消極型」只是不反對日本的政策，但並未成為新政權的走狗，

包括農民在內的大部分台灣住民皆屬之，例如「太明」之父親「胡文卿」；「積
極型」則接近新政權，並為自我利益打算，一般「御用士紳」屬之，例如「太

明」之大哥「胡志剛」，選上保正後，一昧迎合「新體制」，講日語、改日姓、

穿和服，並且逼迫他人進行「皇民化」運動，一心想要「成為日本人」，此外，

又如糧食局外圍機構「納入協會」中的職員，為討日籍支部長的歡心，一味卑

躬屈膝，阿諛諂媚，迎合長官的興趣。 

而以上 3 種派別所呈現 4 種類型的台灣住民之「自我」認知，除了「絕對

派」對於殖民主的「他者」日本，堅毅地抱持著「非我即彼」、「誓不兩立」的

思維立場，因此並不需要這個「他者」的「承認」，而主張以「實際的行動」來

爭取、建構自我的「主體」地位外，「超越派」與「妥協派」類型的台灣住民之

自我認知，因為基本上已身陷「人在屋簷下，不得不低頭」的形勢之下，因此

皆希望能夠「得到」或「乞求」日本殖民主對於其「主體」地位的認可，只是

在程度上稍有不同而已，而積極型的「妥協派」更可以說是其中的佼佼者，彼

等甚至在意識上對自我的否定，希望能夠直接就把「日本人的原型」變成自己

的。從而，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超越派」與「妥協派」類型台灣住民的角

色變換，同樣也能發現在不同程度上，歷經了前述的 4個階段，即「否定自我」、
「愛慕他者」、「模擬他者」與「成為他者」的階段。 

 

  (二) 在中國人眼中 

 
  故事中屬於「超越派」的「太明」，經歷了留學東京期間參加「中國同學會」

聚會時，因為不經意透露出自己的「台灣人」身分，未料卻遭中國同學們的鄙

視目光，甚至被疑為日本的「間諜」而遭到嘲弄；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他曾

                                                                                                                                            
的民族文化與力量之衡量，參見蔡培火，「灌園先生與我之間」，林獻堂先生追思錄（台北：林獻

堂先生紀念集編纂委員會，1960 年），頁 2；黃玉齋，台灣革命史（台北：新民書局，1925 年），

頁 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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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夢想的一個可以「自由呼吸」的祖國（中國）大陸土地上，因此「太明」只

能隱密台灣人的身分，對外說自己是廣東或福建的「大陸人」來充數。但是，

令人弔詭的是，無論在日本，或在中國的土地上，建議或勸告「太明」採取隱

密其台灣人身分作法的，卻是與日本誓不兩立，而懷抱中國思想的「絕對派」，

例如「曾導師」、「藍某」、「詹某」等人。 

因此很顯然地，像「曾導師」、「藍某」、「詹某」等「絕對派」的台灣住民，

其中多數人也應曾經歷過類似「太明」這樣的切身之痛，所以才會作出如此的

建議或勸告，換言之，由於台灣已經成為日本殖民地多年的既成事實，使得在

中國人的眼中，即便是「絕對派」或「太明」之類的台灣住民，仍然不過也是

另一個「他者」而已，而戰爭的殘酷所造成的中、日民族對立，更加劇了這份

「他者」的觀感。當然，這種被「血緣祖國（中國）」或「殖民母國（日本）」，

視為是「他者」的親身感受，是那些大部分留在島內，還處於自己的群體之中，

未有機會接觸外面新世界的台灣住民所不曾經歷過的，所以這些住民便不會體

驗到自己那他為的存在，也因此或許還能繼續保留編織那橫渡隔海，各自追尋

心中所認定的那個「祖國」、「母國」──中國或日本的夢想吧。而對於台灣住

民在中國土地上的歧視遭遇，儘管部分有識之士直指，其原因完全是「中國的

排日風氣日盛」、「日本的離間政策」等因素所致，36然而，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台

灣，終其中日戰爭的 8 年期間，此種被歧視的狀況，仍然未見完全改善。37

 

  (三) 在日本人眼中 

 

  無論是在台灣或中國大陸的土地上，大多數的日本人眼中，並沒有他人的

存在，只有傲慢的侵略意識恣意氾濫著。38儘管日本殖民政府的「同化」、「皇民

化」運動，以及「成為日本人」的教化工作，在台灣島內早已鬧的風風火火，

然而在現實生活與諸多小說敘事中，經常伴隨著台灣住民，而出現在日本人口

中的鮮明「意象」，卻仍是「清國奴」、「支那人」之類的差別歧視、鄙夷之詞，
39如同「太明」遭到所愛戀的日本女同事「內籐久子」以民族「差別」為拒絕之

                                                 
36 吳濁流，亞細亞的孤兒，頁 54、78。 
37 在吳濁流書中所說，台灣人被視為日本人「走狗」、「間諜」般的「異己分子」，不管重慶那邊

或汪偽政權這邊都未有好感的情形，也曾發生在具有強烈民族意識，返回祖國參加抗戰，卻被認

定為日本「間諜」、「漢奸」，而險遭槍斃的台灣知識分子鍾浩東、蔣碧玉、蕭道應等人身上，顯

見此種遭到原鄉血緣「祖國」不當的歧視、誤解情形並非單一個案。參見藍博洲，幌馬車之歌（台
北：時報文化公司，2004 年），頁 73-82。 
38 吳濁流，台灣連翹，頁 103。 
39 旅日學者戴國煇的記憶中，「清國奴」3 個字是日本人當年對台灣人最起碼的罵法，其意涵充

滿了藐視與惡毒的侮辱，參見戴國煇，「隱痛的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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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由一樣，40顯見除了日本男性之外，連部分在島內的日本女性也心存自大之優

越感，進而輕視台灣人，甚至亦有稱呼台灣人為「貍仔」（たねき）的可惡言行。
41同時，「清國奴」、「支那人」之詞，所揭露出「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奴）」的

意涵，亦顯示台灣人在日本人眼中不過是他們的「戰敗者」、「奴隸者」。 

  此外，在日本人眼中，即便早已「同化」、「皇民化」多年，但仍然經常流

露出對台灣人的不信任，此舉尤其充分表現在中日戰爭期間，對同是「漢民族」

的台灣人「選邊」壓力，亦即「日本和中國發生戰爭，你要靠哪一邊？」的多所

質疑。顯然，在所謂「精神系圖」上加工而成的「後天日本人」，仍然不敵「血

緣種族」上的「天生日本人」。 

 

 

  二、方法論圖式上的探討 
 
依據本文在第二章取法拉岡關於「主體間性」，或主體在想像中的異化情形

所建構的「圖式 L」，而已分別嘗試建構的「以日本為『主體』與台灣為『他者』」，
和「以台灣為『主體』與日本為『他者』」的兩相互想像關係方面之圖式而言，

進行的相關探討如下： 

 

 

  (一) 「以日本為『主體』與台灣為『他者』」的相互想像關係之 

    運作方面 

 
圖 5-1 「以日本為『主體』與台灣為『他者』」的相互 

想像關係之運作 

 

                                                                                                                                            
http://www.xiachao.org.tw/i_f_page.asp?repno=235。此外，關於「支那」一詞是否具有鄙夷、侮辱
中國之意的相關探討，參見林思雲，「『支那』問題縱橫談」， 
http://www.epochtimes.com/b5/4/10/20/n695630.htm；實藤秀惠著，譚汝謙、林啟彥譯，「國號的問

題」，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 年），頁 121-134；實藤秀惠，「對中國

的稱謂」，社會科學的論戰，第 1期（1979 年）。 
40 吳濁流，亞細亞的孤兒，頁 60。 
41 吳濁流，台灣連翹，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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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像 

關 

係 

S（主體）
日本人 

A（他者的主體） 
台灣人 

a（主體的想像自我）
日本人的想像自我 

a’（想像的他者） 
想像的台灣人 

台灣人的想像自我 

 
 
  在圖 5-1中，「日本人」（主體），由於有想像軸線（aa’）一端的「想像的台

灣人」（想像的他者），因此「日本人的想像自我」（主體的想像自我）才能得以

確立。 

  倘若進一步套用前述在相對意義上各種「他者」的相互想像關係來看，對日

本人而言，由於相當不像其他西方國家對非西方國家的殖民情境一樣，台、日兩

種民族於文化、人種膚色上的相似，使得在日本人的想像中： 

 
  首先，「台灣人」只是在盡義務、服勞役、繳重稅，以及飲食居所等身體外

在形象或現實的層面上才能被感知。 

  其次，儘管在日本人的教化宣傳上，台灣住民雖然「成為日本人」已逾 40

餘年，從這樣的意義上來看，台灣人「應該」是被日本人「承認」或「設定」直

接當成同為「主體」群體一分子的日本人，然而實際上在日本人眼中所出現的意

象，卻仍經常地被當作是或摻雜著「清國奴」、「支那人」、「貍仔」之類的負面「非

我」，換言之，也就是個無法「識別」、無法「同化」的「他者」，這種無法「識

別」、無法「同化」的認定困境，雖然必須以時間來解決一切，然而亦可能面臨

到如同前述後藤新平、佐藤春夫、新渡戶稻造等人般，對於日本殖民帝國意欲將

台灣人「同化」為日本人，所作幾乎耗盡一輩子的人生歲月，也可能無法預見的

前景評估一樣。 

  第三，由於有了對台灣人這樣的「異化」想像，甚至可以說這種對台灣人的

異化想像，廣義而言，更被包含在對中國人異化想像的範疇之內，因此藉由「異

化」、「蔑視」中國（台灣）的力量，日本人才更得以想像、確立，並建構出自己

優越、不可分享，以及不可撼動的主體地位，從而淨化了民族的「過去」來凝聚

日本的民族意識，42並且也建立了民族的自我排他性力量。 

 

 

  (二) 「以台灣為『主體』與日本為『他者』」之相互想像關係 
                                                 
42 林正珍，近代日本的國族敘事：福澤諭吉的文明論（台北：桂冠圖書公司，2002 年），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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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圖 5-2 「以台灣為『主體』與日本為『他者』」的相互 

想像關係之運作 

 

想 

像 

關 

係 

S（主體）
台灣人 

A（他者的主體） 
日本人 

a（主體的想像自我）
台灣人的想像自我 

a’（想像的他者） 
想像的日本人 

日本人的想像自我 

 
 
  同樣地，在圖 5-2中，「台灣人」（主體），由於有想像軸線（aa’）一端的「想

像的日本人」（想像的他者），因此「台灣人的想像自我」（主體的想像自我）才

得以確立。 

一樣套用前述在相對意義上各種「他者」的相互想像關係來看，對大部分的

台灣人而言： 

 
首先，「日本人」不僅出現在想像的層面中，想像日本所代表的文明、現代、

富裕與進步，甚至是「美好的品味」等等；同時，也出現在現實生活的層面中，

亦即無可否認的事實，就是現實的台灣早已成為「日本人的天下」了，只要「照

他們的要求繳納重稅，以便做自己喜歡的事，這世間還是可以過得很快樂的」，43

由此，日本人並不只是「他者」，而且還是「主人」，不管這個主人是想像或現實

的。 

其次，由於有了對日本人這樣的「異化」想像，因此在比較之下，台灣人的

主體自我相形見拙，而「異化」程度嚴重者，甚至致力以日本為模範，進行全盤

的「日化」（皇民化），希冀成為「真正的日本人」，並以去除同胞與故鄉的「劣

根性」、「土臭味」為職志，從而得以想像、確立，並建構出「自我」與「日本」、

「日本人」、「日本精神」同樣優越的主體地位。只是台灣人成為「真正的日本人」

的主體的想像自我，其成立的要件，還端視是否得到日本人（「他者的主體」）對

其同列「主體」地位的首肯與承認，然而依照實際殖民歷史的發展脈絡來看，這

種「想像」卻被「血統論」所輕易解構，而最後只能落到是個沒有「血緣」關係

的「近似的日本人」，因此也畢竟無法等同於「真正的日本人」。換言之，台灣人

                                                 
43 吳濁流，台灣連翹，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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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的「自我主體」，是一種失去「他者的主體」承認的「主體」，更為甚者的是，

在「他者主體」的眼光中，台灣人甚至還不夠格成為「人」，更遑論成為「真正

的日本人」了。 

 
綜上所述，儘管原本日本殖民者的宣傳，是「將台灣視為日本內地的延長」，

而此種「延長」理應含有「我（日本）就是我們（日本與台灣），而我們（日本

與台灣）就是我（日本）」的平等意涵，然而從台灣、日本兩方所擁有如此的想

像與認知，以及參照法農與梅米相關論點所作的分析來看，亦能發現在現代、真

實的殖民地台灣情境之中，「殖民者」（日本人）與「被殖民者」（台灣人）之間

的關係性質，是一種單純的「片面的和不平衡的承認」，此種「單純的片面性」，

代表了日本人非但不必需要台灣人的承認，憑藉軍事力量即能建立政權的合法

性，以及維持政府的正常運作，況且還進一步「嘲諷」台灣人成為「真正的日本

人」的意識，他所需要的，也只是台灣人的「（體力）勞動」與「奉獻（稅收）」；

而台灣人在這種片面的、不平衡的承認之下，最終將被改造成只為滿足日本人所

需而存活的「物」而存在，以此而言，更全然無法成為「殖民者」的「自我的延

長線上的另一個他者」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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