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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台湾史研究輿教育概況
以社會経済史腐例

金

丸

裕

一

一一
一｀朋呂

長期以来・本人一直将日本興台湾朧鳥研究的主要活動巡域・並従事有開研
究ヽ教授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経済史・以及1930年代到↓940年代鳥止的中日間
係史的研究工作・因此・對於台湾史研究這個新興領域・毫無疑問地我可以説是
一位「門外漢」・也因此営初在允諾此次會議報告時・個人有諸多的猶徨・而且・
台湾近現代史的結構是相営複雑的・這是因鳥：多敷的研究是以到満清末年的階
段言止・以「中國史」言構架来進行分析・而日本殖民地時期是編入「日本史」
的領域・至於1945年到↓949年的這段時期・也只能針對「中華民國史」進行考
察・但對於之後愛動起伏的歴史・則必須借重不同於以往的分析装置来進行研
究・再者・現存的多敷史料中依隷「統治者」的語言興観黙所記録下来的事盲・
使我椚的思考愛得更鳥複雑・

茶所周知・日本的台湾史研究在邁向21世紀的今天・有了飛躍性的護展・
這個現象的産生朧曾鳥禁巡之台湾史研究在台湾民主化過程中忽然興起的現象
相互呼庖・除此之外・1980年代開始正式運作的「台湾史研究會」・以及↓998
年集結了日本的台湾研究者共同成立的「日本台湾學會」等等的事貢・均穎示了
研究的護展・

歴史學界方面・在根隷不同的皆域ヽ主題對年度學界動向進行匯整的『史學
雑誌』中（東京大學文學部ヽ史學會護行）毎年５月付的専刊「同顧興展望」・首次
将長久以来的台湾近現代史的成果･納入中國近代史或現代史的一部付・在2001
年５月⑩行的雑誌中・於「中國近代」的結尾處増設了「台湾」的項目・開始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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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了台湾史研究學専家的總覧・之後更於2003年５月後・以典「中國近代」或
「中國現代」的同等資格・将「台湾」完全由中國史裡「猫立」出来。
本文由於篇幅的闘係・更由於筆者本身的力量有限・因此不再對個別研究的
成果作詳細的詐論・有闘近年来日本的台濁史研究動向・已有許多卓越的導引几
再者・由日本台湾學會所製作的「戦後日本的台湾闘係文献目録」2）也透過網路
向大星公開・因此留給我這個「門外漢」的研究課題也就十分有限了・加上近年
来呉文星ヽ呉密察ヽ陳慈玉ヽ林満紅ヽ劉翠溶ヽ謝國興ヽ蒔化元ヽ許雪姫ヽ游鑑
明ヽ陳其南ヽ朱徳蘭ヽ林玉茄ヽ李説中等多位・居住於台湾的研究者在日本國内
護表論文的次敷也大大地譜加・以上種種均可以説是日台學術交流下的皆物・但
在此還是予以割愛不逐一介紹・

如同前文所述・在短短的100多年・各個領域交錯相闘的歴史便是「台湾
史」・筆者以「中國史」和「日本史」的研究基礎鳥出護粘・由外側来観察「台
湾史」・同時就未来研究及教育的理想状態・提出若干的建議・這就是本文的中
心課題・由於我本身的専業領域的闘係・本論文所介紹的研究會偏向牡會経済史
的領域・闘於政治ヽ外交ヽ文化ヽ文學ヽ民俗・甚者中華民國台湾時期(1949年
〜）的大部俗研究・即使是深具研究旨趣味的研究・在大多敷的情況下亦割捨該
部分的論述・

二ヽ台湾史研究的幾個系統

筆者在文學院研究亜洲史的1980年代前半・有闘台湾史的著作・記憶中大
多是由営時在日本従事研究工作的學者例如:王育徳ヽ許世楷ヽ黄昭堂ヽ彭明敏ヽ
戴天昭ヽ戴國輝ヽ劉明修（伊藤潔）等人所撰寫的・這幾位學者不得不選拝在日本
學界⑩表言論的理由我想我不需要再加以説明・即使到了台湾民主化有充分進展
的1990年代・這項傅統還是被傅承下来・許多研究人員在日本不断地鎖研・並
提出傲人的學術成果・営然目前・日台雨國可以自由往来並不断地進行交流研
究・對於過去台湾人研究員的「特殊」印象完全被抹去・如果以此鳥前堤・本文
或許庖該詳細論述台湾留學生的研究成果・但在此・本文之内容僅仰限於朧台湾
史研究鳥「外國研究」的研究者之介紹・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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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型鳥・日本史研究者或日本殖民地史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以満州國経

済史将主・進行貢言研究而翌名大噪的山本有造・對構成｢帝國日本｣的台湾具有
高度開心・其在『日本植民地経済史研究』(名古屋大學出版社・↓992年)中・清
楚地分析了台湾的経済構造・對於海外領地的金融間題研究具有彪炳業績的波形
昭一・除了在『民間総督三好徳三郎と辻利茶舗』(日本回書中心'2002年)這本
書中･仔細地校正ヽ解説分析未以日本語公開出版的史料之外・還主導了亜洲的
日本人経済團殷的研究几近藤正己的『総力戦と台湾』(刀水書房'

1996年)則

是分析開於台湾戦争朧殖民地膿制崩壊的大作・朝鮮経済史研究権威的堀和生對
於台湾経済史的研究・也可提供了可以啓⑩我椚的素材・也就是説・従東亜近代
経済史的台湾･或興殖民地朝鮮的比較等観粘･可以穎現出台湾経済史的展望几

第二類型鳥・東洋史研究者以及亜洲研究者的研究系統・被評價鳥日本台湾
近現代史研究的宗師一若林正丈的研究・其研究貢献不僅是在歴史領域・對日本
整膿的「台湾印象的形成」亦貢献良多・因此對於若林正丈的研究本文不需要特
別加以介紹・此外・在明清史研究上表現優異成就的松田吉郎・在探究少敷民族
「内地化」的現況興斜限･以及闘於土地問題的貢詮分析上亦獲得卓越的成果几
上述類型的研究者・因具有良好的漢文以及中國語的基礎・因此在後述的少壮派
研究者中其佑有宗師的地位・

除此之外･第三類型是･民俗學或文化人類學ヽ教育學等的人文科學研究者・
特別是在其中有選拝台湾倣鳥其田径調査工作的對象･對此進行研究鎖研的研究
者・尤其･多年末由於相同的調査活動在中國大陸受到牽制･在這様的背景之下・
這様的傅統更是根深帯固・山路勝彦的「高砂族」的調査ヽ探討日本帝國圈之人
類學以及民俗學研究的唐有研究態度的中生勝美朧坂野徹等人的著作･可説是近
年末的研究成果呪特別是・所渾潤耗費心力完成的口述歴史・對於傾向於「支
配者的史料」的台湾史而言・可説是日本研究者獣獣的一種積極嘗試几

再者・第四種類型是對台薦激烈的愛動抱持著陽し的壮會科學研究者・由於他
椚對於歴史背景的了解・因而不能忘記歴史領域上所分析過的世例・若林正丈之
後・就任第二任日本台薦學會理事長石田浩的一連串成就・因極負盛名故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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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加以介紹・此外･一橋大學経済研究所團除的溝口敏行ヽ梅村叉次的『奮
日本植民地経済統計一推計と分析バ東洋経済新報牡'

1988年』・補充了類似統

計的不足之處･亦可謂具有相営的成就・再者・総了輦固對殖民地的支配而整治
的交通基礎設施･不僅僅引⑩了日本人同様地也引⑩了台湾人的観光熱潮･在曾
山毅的『植民地台湾と近代ツーリズム』(青弓壮'2003年)中・可以明確地膿現
観光學者新穎的問題意識・

三ヽ促進飛躍護展的研究者

目前可以閲讃到包含「台湾」這個固有名詞的日文雑誌中・経常刊載歴史學
相闘論文的雑誌・只伺限以下在極小範囲・

『台湾近現代史研究』1〜6（台湾近現代史研究會）・1978年〜1988年・
『台湾史研究會會報』1〜4→『台稗史研究』5〜16→『現代台湾研究』17〜
（台湾史研究會）・1983年〜・
『天理台席學會年報』1〜14→『天理台湾學報』15〜（天理台席學會）･1992
年〜
『台湾原住民研究』1〜（日本順益台湾原住民研究會卜1996年〜・
『日本台湾學會報』1〜（日本台湾學會卜1999年〜・

営然・由於許多的學術論文係刊載在其他的亜洲間係ヽ中國間係ヽ歴史學間
係等雑誌中・或在各大學興學部護行的紀要中護表・因此上述的一覧未必是明確
的資料・不過・由以上的資料可以窺看出台湾史研究的真正的蓬勃護展・是従
1990年代開始的現象・

此外我椚必須指出・近年来的特徴是・従研究所時期乃至於大學時期開始・
即以台湾史研究鳥主軸展開研究活動的日本學者的出現・亦即以先前・因局限的
研究匯域・在就職上極鳥不利的領域鳥研究志願的少壮派的掘起・

特徴的現象包含了：少壮派的研究者選拝極微小的主題・積極持績育誼研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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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該現象・興1990年代中期起・完成研究所畢業後即取得博士學位的新習慣
現象有密切的闘聯・

山田敦之極鳥詳細且貴詮的台薦産業化過程研究･除了将工業化之土著資本
的運動納入其研究領域的考察之外・亦考察了穀物ヽ茶業等農業領域・正式地開
拓了相聞的研究領域几三憚真美恵所研究之殖民地時期台湾的電影興壮會的深
具旨趣的構造分析；李承機的新聞媒膿史研究；川島真ヽ貴志俊彦ヽ孫安石等人
的東亜廣播史研究・上述等等研究都是先前未曾有過的新鮮主題几松金公正之
透過佛教而産生之日台雨國的交流的研究･横井香織之以台湾鳥隷貼的日本對外
調査史的分析・透過讃解英國外交文書・閏述台薦殖民地時期的「由外的認識」
之梶居佳廣的研究等等・均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主題白・總之・本人對於少壮派研
究者抱持著恨大的期望・

経済史方面也有豊富的成果・河原林直人所研究之従19世紀到20世紀中期
在世界経済中台薦茶葉成長史的研究･北波道子之透過能源俯耗的猫大末解讃電
力産業史的研究・湊照彦之對戦後史的展望之金融史及重化學工業部門的研究・
以及堀内義隆對於殖民地時期小規模資本的分析･毎一扮研究都是従批判的角度
地讃解日本興中國雨國所保存的史料・並穎示出相営高的研究水準山．

或許是刻苦勤勉所獲得的成果・敷年前起・以台薦史鳥専門研究的少壮派研
究者・開始以専任教師的身分任職高等教育機開・包含了山田敦(名古屋市立大學
人文飲會學院)ヽ三洋真美恵(日本大學文理學院卜松金公正(宇都宮大學國際學
院卜河原林直人(名古屋學院大學経済學院卜北波道子(開西大學経済學院)等精
英・這個愛化對於培育日本後世代而言・是一個充満喜悦及希望的現象・但反過
末思考的話・要如何使｢個別事例｣提昇鳥｢整膿象｣構築一事・将是學界未来
的課題・

到了2006年・運用國家預算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雖然開始了「日本對
朝鮮ヽ台薦的統治及殖民地官僚」的共同研究・但這也可能只是軍純停留在集結
日本研究者之共同研究的範圖・男一方面・私立大學中的中京大學壮會科學研究
（540）

日本台湾史研究奥教育概況（金丸）

57

所・長久以来致力的台湾史研究成果・也是非常珍貴的・這裡所積累的経験・不
僅超越大學的十匡架限制・對於以下所論述之「教育」問題方面・也被認総帯来了
優良啓護・而對於将學校法人利益置之度外之長斯匠観察興研究貴施者的長年努
力・同様感銘在心白・同様的・日本財團所賛助之2000年度開始的「台湾歴史資
料研究會」的先駆貴賤・倣総今後⑩展的試金石具有極総重大的意義・

雖然是題外話・由於本文介紹的論文係刊登於各式雑誌中・即使是日本國内
的蒐集作業也需耗費相営的時間・而在台湾的作業更是麻煩・例如・台北交流協
會等處集結上述各篇論文的正本以及電脳系統的結構・就庖該緊急検討改善・

四ヽ對於台湾史教育的個人意見

到目前言止所介紹的研究者椚・幾乎全部都任職於不同的大學・且所属的領
域非常多様化・根隷本人立於教壇↓5飴年的真言感想是・在考慮日本大學教育的
課程問題時・有一種状況是・要在一個研究機闘培育養成「台湾史」研究之後進
是一件困難的事・換句話説・即使是在著名台湾史研究者所属的大學内・依然處
於一種未會開設有専門訓練用以學習「台湾史」之基礎力量的科目的巌苛現状・

尤其是研究殖民地時期的台湾的部分・日語的第一手史料呉第二手史料的讃
解作業是不可欠訣的白・並且ぺ口果不是現代使用的日語・而是60年到110年以
前的「近代日語」的話・在公文的部分・有許多是手寫的文件・對於著手於草膿
字之解讃之未経専門訓練的人而言・是非常困難的・甚至於・還必以了解殖民地
台湾之各種事件鳥前題・預先整理宗主國日本的法律ヽ制度ヽ官制ヽ人事ヽ経済ヽ
教育ヽ文化等等的各問題・目前在日本・設有多少能鮒符合上述條件的課程的學
科・大概只限於文學院史學系的「日本史學専科」・因此・特別是以殖民地時期的
台湾史鳥志願的學生・本来庖先徹底進行日本史學的基礎興庖用的訓練・之後才
開始進展到台湾史的研究・雖然是続道而行・但貢際上這才是最鳥踏貢的學習路
径巾。

反観台湾最近的台湾史熱潮は口果能鮒針對這方面的訓練進行更組織匠興計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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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匠的規劃・不難想見整膿的研究水準特呈現飛躍性的提昇・本人熱切期望今後
在台薦的研究朧教育的計劃中・都能狗以更専門的方式訓練日本近代史ヽ日本現
代史・並研討具殷方法末招聘能狗指導解讃以日語書寫之各式公文或私人文件的
研究者・一般而言・専攻日本史並精通中文的研究者少之叉少・因此従事教育時・
語言的問題是絶對無可避免的・

再者・即使是従台湾到日本留學的案例・上述各貼同様重要・筆者在此想要
一提的是本人在専業領域上再三目撃到的悪例・在日本學習中國経済史或中國経
済論的部分中國留學生・會故意選拝未受過研究中國所需要之訓練的指導教授(例
如：研究金融論或是國際経済論或企業論等的學者)・再利用教師専業知識的不
足・使用首有資料・最巌重的例子是将中文寫成的論文翻譚成日語(資際上是抄
襲)・集結匯整成｢學位論文｣・未具備基本膿力的運動選手・其運動壽命必然不
長・但是想像這些選手将成錫指導者時・不禁叫人背脊護涼・

五ヽ結語

鑑於本文中簡介之近年来日本國内的台薦史研究・可指出下述幾貼・

日本國内的狽立研究ヽ教育機闘・在學科構成或人員配置・甚至於教育課程
上均有所限制・殖民地時期研究所不可或訣的日本史基礎力量的養成・對於清末
興戦後台湾到中華民國台湾時期(↓945年〜)鳥止的研究而言言銀鳥前題的中文能
力(営然也包含史料的解消)・可説是無法完全傅授・

同様的・就台湾的台湾史研究而言・亦可朧鳥是共同的弱貼・将来鳥了克服
這些課題・除了研究者個人或團膿研究必須継績努力外・還必須探討如何大規模
地配合培育後進・期待超越相互拳辨研討會ヽ共同執筆著書ヽ交換留學生ヽ網路
公開史料等次元之更具膿的作業的展開時期及早到来・

鳥了培育後進世代・特別是鳥了培育即将成鳥研究之執行者之正在進行研究
所博士課程的年軽後代・誠摯希望可更進一歩貢践本文所介紹之幾項配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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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普設由日本興台湾官方ヽ民間教育部門協力合作的「台湾史教育訓練中心」機
構15）・並以此低鳥拙文之總結・(2006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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