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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介吳宏明著《日本統治下臺灣の教育認識：
書房・ 公學校を中心に》
末武美佐＊
壹、作者與本書章節介紹
吳宏明（1946-），早年在日本京都大學教育學研究科隨本山幸彥教授習日
本教育史，完成博士課程後，任教於京都精華大學人文學部 40 年。長期致力於
教育史及日本的華僑社會之研究，研究成果甚多，例如〈教育政策の形成と帝
国議会：明治 23 年改正小学校令をめぐって〉1、
《義務教育という病い》
（監
譯）2、
《南京町と神戸華僑》3等均是。
吳氏生於日本岡山縣，其雙親原出身於臺灣，因此，京都大學教育學研究
科時期開始對臺灣的語言、歷史、文化產生探究的興趣。1980 年代起吳氏正式
投入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之研究。據吳氏表示，其除了參加指導教授本山幸彥
主持的研究會之外，也參與京都大學的日本近代史學者古屋哲夫教授、國立教
育研究所的東亞教育史專家阿部洋教授，以及在臺灣從事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
研究的吳文星教授等人主持的研究會或學術研討會，從而獲得不少有助於其研
究臺灣教育史的寶貴意見和概念。概言之，吳氏長期關注的重點有二：被統治
的臺灣人對殖民教育政策所抱持之意見，以及所採取之行動。亦即是，吳氏因
出身之關係，乃以上述兩大目標作為其探討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的主要問題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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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吳宏明，
〈教育政策の形成と帝国議会：明治 23 年改正小学校令をめぐって〉
，
《京
都大學教育学部紀要》，21(1975 年 3 月)。
Chris Shute 著、吳宏明譯，《義務教育という病い》(京都：松籟社，2003 年)。
吳宏明、高橋晋一編著，《南京町と神戸華僑》(京都：松籟社，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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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本書乃是吳氏向來關於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研究成果之論集，各章之篇名
4

如下 ：
第一章

臺灣的書房教育

第二章

日治時期臺灣的書房與公學校（一）

第三章

日治時期臺灣的書房與公學校（二）

第四章

日治時期臺灣的書房與公學校（三）

第五章

「帝國議會」關於殖民地教育之議論

第六章

日治時期臺灣的日本人教師

第七章

日治時期臺灣的民族主義教育思想與運動

第八章

近代日本的臺灣觀

第九章

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教育要求

第十章

日治時期的臺灣教育會

第十一章

伊澤修二與視話法

論文主題略可分為四類：其一、日治時期書房與公學校之關係；其二、日
4

各章原發表之篇名、處所如下：第一章：
〈臺灣における書房教育の一考察：そ
の実態と変遷〉，《木野評論》京都精華大學紀要第十四號(1983 年 3 月)；第二
章：〈日本統治下臺灣における書房と公學校：1895 年から 1918 年までを中心
に〉
，收於平成四、五年度科研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戰前の日本殖民地報
告に關する總合研究》
，計畫主持人:阿部洋(1994 年 3 月)【課題編號:04301034】
；
第三章：〈日本統治下臺灣における書房と公學校：1919 年から 1932 年までを
中心に〉
，收於《鄉土史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
館，1997 年)；第四章：〈日本統治下臺灣における書房と公學校：1933 年から
1945 年までを中心に〉
，收於，平成二十三～二十五年度科研費補助金研究成果
報告書《日本統治下臺灣．朝鮮の學校教育と周邊文化の研究》，計畫主持人:
佐藤由美(2014 年)【課題編號:23330229】；第五章：〈殖民地教育をめぐって：
臺灣‧朝鮮を中心に〉，收於本山幸彥編著，《帝國議會と教育政策》(京都：思
文閣，1981 年)；第六章：〈日本統治下臺灣の日本人教員：臺灣總督府講習員
をめぐって〉
，收於本山幸彥退官紀念論文集《日本教育史論叢》(京都：思文閣，
1981 年)；第七章：
〈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る民族教育の思想と運動：
『臺灣民
報』‧『臺灣新民報』を中心に〉，收於，平成六．七年度科研費補助金(總合 A)
研究成果報告書《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その形成と展開》
，計畫主持人:阿部
洋(1996 年 3 月)【課題編號:0631037】；第八章：〈近代日本の臺灣認識：『臺灣
協會會報』、『東洋時報』を中心に〉，收於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
識》(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4 年)；第九章：〈日本統治下臺灣に
おける臺灣人父兄の教育要求：
『臺灣民報』
、
『臺灣新民報』を中心に〉
，
《土曜
日》第二號(1993 年)；第十章：
〈日本統治下臺灣における臺灣教育會について〉
，
《土曜日》創刊號(1991 年)；第十一章:〈伊澤修二と視話法：落石社の吃音矯
正事業を中心に〉，《京都精華大學紀要》第二十六號(2004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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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時期教師與臺灣教育會之活動；其三、戰前日本人的臺灣觀（含對臺灣教育
之意見）
；其四、日治時期臺灣人對殖民教育之意見。茲依此分類介紹本書之主
要內容如下。

貳、本書內容要旨
（一）日治時期書房與公學校之關係
作者將公學校的發展和書房的變遷分為三期，第一期自臺灣公學校令發布
以迄臺灣教育令發布前夕（1898-1918）
，就書房而言，稱為「漸減政策」時期。
1898 年起在各地以地方住民捐款設立學費自行負擔的公學校，取代原以國庫經
費設立、免費的國語傳習所；同時，制定「臺灣書房義塾規程」
，以管理傳統書
房。事實上，公學校設立之初學生數不及書房的十分之一。公學校為了提高就
學率，乃參考過去國語傳習所兼顧書房以改善招生狀況之作法進行改革。5
此一時期，總督府當局及日本人教師並未打算立即關閉書房、改以公學校
教育臺灣人子弟，而是抱持漸次使書房接近公學校之想法。雖然，基本上他們
不認為書房有用，但若急於增設公學校將需不少經費，且需提供大量的教師，
而不得不採妥協方策，利用舊有的書房。之所以採此一想法，也是恐怕查禁書
房招致書房教師之反感，而引起反抗運動。
此一時期書房走上銳減之途，相反的，公學校數逐年增加。據 1904 年之調
查，公學校學生數已超過書房。然而，因調查對象以總督府核准的書房為主，
實際上，仍有不少未經核准的書房存在。這些書房之所以依然存在，乃是因公
學校無法收容所有希望入學者，而且，家長和學生對漢文教育之需求甚高。
第二期自臺灣教育令頒布以迄書房新規發布（1919-1932）。當時，公學校
的家長指摘書房拘泥於傳統教學法和教育內容、教材無法因應時代的變化。不
過，仍認定書房存在之價值，甚且主張書房並未侵害到公學校。他們認為公學
校教育在於培養「勤勞節約的勞動者」
，強制學習日語，指出此一方法乃是時代
錯誤，必須重視當地的固有文化。
公學校設立之初，漢文包含在「國語‧作文」科目中，
「國語」教學常採用

5

如為了招生時間不晚於書房，開學與書房相同都是 2 月 1 日；中午休息 2 小時，
讓學生回家吃午飯；獨立設漢文科，教授漢文等即是。詳閱吳宏明，
《日本統治
下臺灣の教育認識》（橫濱：春風社，2016 年），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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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語相對照的方法，以臺語當作教學用語。1903 年公學校規則改正，漢文獨
立為一科，其授課時數每週 6 小時。其後，隨著公學校之整備和擴張，漢文授
課時數漸次減少，1918 年 3 月大幅刪減為每週 2 小時。1922 年頒布新「臺灣教
育令」
，將漢文改為選修科，每週上課 2 小時，將漢文科設置之權限委之於公學
校校長，確立基本上不教漢文之方針。儘管如此，家長仍強烈主張設置漢文科，
而在全臺各地展開設置漢文科及恢復必修科運動。
第三期為書房教育的「撲滅政策」時期，亦即是，據書房新規禁止開設書
房以迄廢除書房（1933-1945）。此一時期，雖然公學校的就學率升高，但因學
校不足以致仍有不少學齡兒童無法入學，影響所及，儘管地方上作為代用公學
校的書房及未核准的書房已是面臨被關閉的對象，但仍然存在。

（二）日治時期教師與臺灣教育會之活動
首先，作者以日治之初的日語教師「講習員」為題，探討總督府如何確保
及培養日語教師。
1896 年 3 月，以推廣日語為目的，設立國語傳習所，作為臺灣人最初的初
等教育設施。同時，緊急在日本國內招募「講習員」
，由於待遇不錯，招生相當
順利。結果，共招募 7 屆，講習員計 242 人。日治初期日語教學法係採對譯法，
故講習期間主要是學習臺語。第一、二回（1896.4-7、1896.12-1897.3）講習員
結業後絕大多數分發至各地擔任國語傳習所教師，其餘的擔任國語學校或國語
學校附屬學校教師。1901 年，在他們的主導下組織「臺灣教育會」
，致力於推廣
臺灣的教育。
臺灣教育會的活動略可分為三期，以探究日治時期臺灣教師及教育人員與
教育政策之關係。第一期自臺灣教育會成立以迄 1911 年，此一期間主要的事業
為舉辦演講會和發行《臺灣教育會雜誌》
。1911 年全臺教師中臺灣教育會會員占
77%，臺灣教育會可說是臺灣教育界輿論的代表性據點。
《臺灣教育會雜誌》登
載教育人員的意見、關於教育的調查事項、演講會內容等。扮演教師核心角色
的講習員出身者主要展開將視學制度導入臺灣、關於書房及職業教育等之議
論。6臺灣教育會並向總督府提出關於教育政策之意見書或建議書。作者指出此
一時期臺灣教育會對統治政策有一定程度之影響力，扮演臺灣總督府諮詢機關
之角色。
第二期自 1912 年臺灣教育會中設置「通俗教育委員」以迄 1921 年。此一

6

詳閱吳宏明，《日本統治下臺灣の教育認識》，頁 16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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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臺灣教育會致力於通俗教育。7臺灣教育會所拍攝的電影多半在介紹臺灣
的情況，主要在公學校放映。此一時期，臺灣教育會增加地方支部的同時，由
討論理念及要求之園地轉變為執行總督府學務課主導的事業之園地。
第三期以 1922 年臺灣教育會事務所移至總督府學務課內、廣泛地包攬總督
府的教育事業為起點。此一時期在學租財團8補助下從事學事獎勵及社會教育等
事業，臺灣教育會的角色已與成立初期大異其趣。9

（三）戰前日本人的臺灣觀
作者以《大日本帝國議會誌》、《臺灣協會會報》、《東洋時報》為中心，探
討日治時期日本人的臺灣觀。指出最初帝國議會中有認為臺灣地理條件重要
的，也有認為經費需求太多不划算的。對臺灣的統治，則顧慮臺灣總督擁有強
大的權力。對於教育，大多主張應以日語教育做媒介使臺灣人日本人化，公學
校以日語對臺灣人子弟施教乃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在第四十四議會
（1920.12-1921.3）中，仍有議員中野正剛主張應保持臺灣人固有的民族性而反
對「日臺共學」
。對照帝國議會之議論與其後總督府之政策，顯示兩者有一定程
度的呼應關係。由此可知，殖民地的教育並非臺灣總督府所獨斷獨行的。
作者根據 1898-1921 年《臺灣協會會報》、
《東洋時報》上日本人對臺灣認
識之變化，分為三期。第一期為日治最初 10 年，當時為了統治臺灣而財政負擔
甚大，帝國議會產生財政獨立及「六三法問題」之論爭。日本國內對臺灣之意
象不過是一般性的否定。臺灣協會學校則是對學生強調臺灣具備有利於向福建
及南洋飛躍之優越地理條件，期待到臺灣工作的人能擁有在臺灣及華南、南洋
執行公私業務之抱負和能力。
第二期為日俄戰後以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此一時期韓國成為保護國，滿
洲成為日本勢力範圍，日本國內對臺灣之關心突然減弱。日本人雖然認為臺灣
有尚未開發的農產品和資源，但明顯的已轉向對韓國和滿洲政治、軍事、資源
7

8

9

1911 年 6 月 1 日文部省召開「通俗教育委員会」後，通令全國教育會及青年會
推動幻燈放映會、電影放映會、巡迴圖書館、演講會等活動。臺灣為了推動上
述活動，乃在臺灣教育會設置通俗教育委員。吳宏明，
《日本統治下臺灣の教育
認識》，頁 278。
學租財團設於 1901 年 12 月，係臺灣總督府沒收清代已存在的儒學及書院之土
地和建物等財産，而以該財產之收入充當營運經費。1923 年 7 月改稱財團法人
學租財團，主要提供臺灣教育會每年從事學事獎勵及通俗教育等之補助費。吳
宏明，《日本統治下臺灣の教育認識》，頁 281。
學租財團補助臺灣教育會之事業，例如通俗教育電影之拍攝和放映、國語演習
會之開設、教育有功人員之表揚、學校教師之研究獎勵、為振興農業教育而自
日本國內招聘指導員等。吳宏明，
《日本統治下臺灣の教育認識》
，頁 28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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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心。儘管如此，仍不斷地有關於介紹臺灣風習及議論臺灣人之文字。
第三期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此一時期以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中心的
民族運動勃興及內地延長主義政策展開為背景，促使日本人改變對臺灣人之意
識和態度。日本國內日本人處於對臺灣十分欠缺認識及被臺灣人批評之狀態，
《東洋時報》還刊載〈臺灣情況之宣傳〉一文特地介紹臺灣，顯示日本人開始
再檢討對臺灣之認識。

（四）日治時期臺人對殖民教育之意見
作者以《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為中心，探討臺灣民族運動與教育之
關係，以及民族運動代表人物之教育觀。1921 年，臺灣文化協會成立，重視臺
灣固有語言和文化，要求與日本人平等；另一方面，致力於喚起臺人反抗日本
的殖民統治之意識，將活動重點放在具啟蒙意義的政治社會運動及教育事業（社
會教育）
。1927 年，蔣渭水、蔡培火等離開臺灣文化協會，另組臺灣民眾黨。
《臺
灣民報》關於教育之議論顯示，該黨主張殖民教育必須滿足臺灣人的教育要求。
具體而言，主張實現臺灣自治以實施義務教育。
雖然臺灣文化協會中有一些派系，惟其代表人物的教育觀大致有三：其一、
蔡培火所推動以臺語羅馬字運動為中心，謀求臺灣人新知識之擴大和意見之表
達。其二、蔣渭水所倡導以實施義務教育作為民眾黨的教育政策，並以廢除學
費和調降教科書價格作為當前運動的課題。其三、王敏川所提出的社會教育、
家庭教育、女子教育及漢文教育之主張，以及 1927 年其推動的農民運動與教育
密切相關之社會改革。
作者究明臺灣人對公學校教育之各項要求。1920 年代後期以迄 1937 年，臺
人透過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提出如下教育要求：第一、保留漢文科：1922
年起公學校將漢文改為選修科，並授權校長決定，基本上採不教之方針。臺灣
人認為漢文為東洋文化之中心，且係工作上必要之工具，指控當局的做法帶來
不便，並在各地掀起恢復漢文科運動。然而，隨著學校生活環境之變遷，1937
年 1 月總督府正式廢除漢文科。儘管臺灣人強烈要求，最後希望落空。作者指
出，由上可知日治時期臺灣的教育政策與臺灣人之期望相差甚遠。
第二、關於升學準備教育實施之狀況：據 1922 年新「臺灣教育令」
，中等
以上學校實施「日臺共學」
。雖然臺灣人子弟有志於升學中等學校之希望強烈，
但實際上公學校畢業後能升學者為數甚少。臺灣人批判指出公學校教育水準低
於小學校，公學校教師對升學準備教育不如小學校熱心。
第三、抗議公學校教師之體罰：
《臺灣民報》經常刊載家長反對公學校教師

評介吳宏明著《日本統治下臺灣の教育認識：書房・公學校を中心に》63

體罰或對兒童施暴之意見。作者表示向來關於臺灣教育通史及研究幾乎未提及
此一問題，未來有待究明其全貌俾進一步明瞭臺灣殖民教育之實況。

參、本書特色
綜觀本書內容至少有如下之特色：其一、課題具多角度和開創性：例如探
討初等教育能兼顧新、舊教育設施書房和公學校；而利用《大日本帝國議會誌》
、
《臺灣教育會雜誌》、《臺灣協會會報》、《東洋時報》、《臺灣民報》、《臺灣新民
報》等之相關文字，探究教師之角色、日本人之臺灣觀及臺灣人對殖民教育之
要求等，在在顯示作者扮演先驅研究者之角色，其問題意識新穎，觸角敏銳，
課題多元且具創新意義，兼顧殖民教育中殖民者的角色及被殖民者的要求，平
衡地探究日治時期教育史的內涵。
其二、各課題之分期頗為適切：向來關於日治時期教育史之分期大多以殖
民統治政策和新學制之變化作為依據。10本書特別依各課題之性質及主要資料之
特徵分期，例如以管理書房的法規之修訂分期，探究臺灣社會固有的語文工具
漢文在書房、公學校課程中之存廢與書房、公學校消長之關係，客觀且實證地
究明新、舊教育設施的取代過程。其次，以臺灣教育會組織和事業之調整分期，
探究臺灣教師角色與教育政策之關係。再者，以期刊雜誌之相關言論變遷分期，
討論日本人的臺灣觀及臺灣人對殖民教育之意見。具體地呈現不同階段之看法
和訴求。
其三、論斷實證且具創見：例如指出日本國內對於臺灣教育之議論與臺灣
當局教育政策之制定實有呼應關係，而帝國議會中因臺灣人之請願而提出的意
見則未必反映臺灣當局的政策。
由於本書多數篇章係作者早年發表的研究成果，固然所獲致之結論具創見
和參考價值，例如利用臺灣人報紙指出臺灣文化協會的新知識分子主張實施義

10

詳閱吉野秀公，
《臺灣教育史》
（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7 年）
；佐藤源治，
；弘谷多喜夫﹅ 廣川淑子，
《臺灣教育の進展》
（臺北：臺灣出版文化，1943 年）
〈日本統治下の臺灣・朝鮮における殖民地教育政策の比較史的研究〉，《北海
道大學教育學部紀要》
，第 22 號(1973.11)，頁 19-92；E.Patricia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1895-1945 (Hae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吳文
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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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教育，以及批判升學機會不公、公學校教師對升學準備教育熱心不足使得臺
灣公學校畢業生升學困難等即是。然而，近二十年來，隨著公、私基本史料陸
續被發掘和開放利用，因此，利用新史料再檢討的結果均對本書的一些看法有
新的發現和補充。例如關於義務教育，吳文星、許佩賢等人利用《臺灣總督府
公文類纂》
、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會議録》
、
《外務省茗荷谷研修所舊藏記錄》
（又
稱《茗荷谷文書》）
、
《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
、
《臺灣日日新報》
、
《日本植民地
教育政策史料集成》等資料，進一步指出當時臺灣新、舊社會領導階層，甚至
部分在臺日本人，均主張比照日本國內實施義務教育。11而關於中等學校的升學
問題，據藤井康子之研究，指出 1920-1930 年代因臺灣社會之變遷，有志於升
學的臺灣公學校畢業生大為增加，而產生激烈的升學競爭，乃是公學校畢業生
升學困難最主要的原因。12此外，關於 1920-1930 年代臺灣人的教育要求，本書
只指出臺灣人針對初等教育要求將漢文列為公學校必修科及以臺語作為教學用
語、公學校的升學準備教育宜徹底，以及抗議公學校教師體罰學生等。但最近
吳文星的研究則更加完整地指出臺灣人主要的要求為平等自主的教育制度、實
施具臺灣特色的義務教育、維護臺灣社會必要的漢文教育及公平合理的教育機
會等。13儘管如此，本書作者率先探討具重要意義的課題，並提出具參考價值之
意見，可說功不可沒。
總而言之，本書可說是一本頗具參考價值和啟發性的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
先驅性論著，值得關心近代臺灣教育史的同好一讀。

11

12
13

詳閱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2005 年），頁 181-186；
許佩賢，
〈日治末期臺灣的教育政策：以義務教育制度實施為中心〉
，
《臺灣史研
究》，第 20 卷第 1 期（2014.3），頁 127-167；吳文星，〈日本統治下台湾におけ
る社会的リーダー階層と義務教育の実施〉，收於松田利彦編，《植民地帝国日
本における支配と地域社会》（京都：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3 年），
頁 71-91。
詳閱藤井康子，〈1920 年代台湾における中等・高等教育と地域社会〉
，收於松
田利彦編，《植民地帝国日本における支配と地域社会》，頁 135-145。
詳閱吳文星，
〈平等﹅ 自主﹅ 普及：1920 年代臺灣先賢的教育要求〉
，
《三代臺灣
人：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
（臺北：遠足文化事業公司，2017 年）
，頁 105-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