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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前期臺灣與菲律賓的
交流模式及意義 (1898-1920)
陳世芳 *
摘

要

本文主要考察 1920 年以前的日治臺灣與美屬菲律賓的人員交流活動，由菲律
賓方面派赴臺灣的人士觀之，主要為防治鴉片煙毒、購牛、防治牛疫及參與勸業共
進會展出而來。而臺灣派赴菲律賓的人員則主要皆是為了調查活動前往，至於調查
內容則涉及殖民政策、農林產業、財政金融、土地開發、法制、移殖民等。整體觀
之，臺、菲之間的交流人員主要為政府要人（官員）、專門技術者及商人，而兩地
在殖民統治需求的考量下，雙方往來模式大致以親善往來、專門技術知識的交流及
商務活動上的互惠為主。
在交流意義方面，除了可看出雙方交流頗具親善意味之外，從菲律賓制定鴉片
政策、防治牛疫之事上，可得知日本帝國在列強間殖民地技術、專門知識的交換中，
並非只作為接受者，亦可輸出臺灣統治的成功經驗。此外，吾人必須注意到，由菲
律賓方面發起的對臺交流活動，多是基於解決殖民統治上所遭遇的問題而來，較屬
殖民地知識交換之範疇。然而，臺灣總督府方面則是將對菲律賓進行親善、技術交
流、商務及調查活動納入推展「南支南洋政策」的終極目標之下，並隱含著對鄰邦
菲律賓的野心，因此兩地間的交流以「同床異夢」形容亦不為過。
關鍵詞：南支南洋政策、鴉片政策、牛疫防治、臺灣勸業共進會、南洋視察團、殖
民科學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100

臺灣學研究 ‧ 第十九期 民國一○五年一月

壹、前言
貳、1920 年以前菲律賓來臺人士及其活動
參、1920 年前赴菲律賓視察之臺灣總督府官員
肆、結論

壹、前言
對於日本帝國而言，臺灣是其版圖中最南方的領土，而就地理位置
上來看，菲律賓則是東南亞各地域間與臺灣位置最相近者，在位置鄰近
的先決條件下，只要雙方互有需求，交流的機會可說是相當的多。早在
1895 年日本領有臺灣之初，當時尚為菲律賓殖民母國的西班牙，就已先
派出駐日公使卡爾渥（Don Jose’ de la Ricary Calvo），與日本磋商兩殖
民地間國界劃分的問題。11898 年美西戰爭後，西班牙因戰敗而將菲律賓
的主權以二千萬美元的代價轉讓給美國，此後處於美國統治下的菲律賓，
與臺灣的往來互動依舊絡繹不絕，且交流形式也日漸複雜。
整體而言，從臺灣總督府方面所持的立場來看，在確立臺灣統治之
餘，也相當重視臺灣南進發展的可能性。因此，第二任臺灣總督桂太郎
設定了欲將「臺灣、華南、東南亞視為一體經營」的目標。2 第四任總督
兒玉源太郎具體定義（總督府）南進政策即是「獎勵內政、努力外交，
盡量避免在國際上製造事端，並致力於在對岸清國與南洋地區占有通商
上的優勢」。3 基於臺灣總督府持續推動「南支南洋政策」的背景之下，
與鄰近的菲律賓往來關係自然也十分密切。
透過比較菲律賓對臺灣、臺灣對菲律賓所主動進行交流、訪視行程，
將可進一步確認兩地的交流模式。在此處必須先說明的是，本文將臺菲
交流的範圍限定在 1920 年代以前，如此劃定討論時限的原因在於，1921

1

2
3

〈西太平洋ニ於ケル領界ニ 関 シ日西両国宣言書交換一件〉，《外務省記錄》，資料來自
JR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3041169400。
〈臺灣總督子爵桂太郎の南進論〉，《後藤新平文書》，明治 29 年 7 月。
中村孝志，〈臺湾と「南支 ‧ 南洋」〉，《日本の南方闗与と台灣》（奈良：天理教道友社，
1988），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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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菲律賓總督伍德將軍（Leonard Wood）為維持日、美關係穩定而來臺
訪問。隔年在日本制定的「大正十二年帝國國防方針」中，首度將美國
設定為第一假想敵國，在此計畫下，亦考量到若一旦與美國發生戰事，
首先必須拿下美國在東亞擴展勢力的據點――菲律賓，故制定「陸軍應
協同海軍盡速對呂宋島進行攻略」用兵綱領。既定的用兵綱領中，臺灣
因與菲律賓位置最接近，因此「確立殖民地臺灣的駐留軍事力量」成為
計畫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而臺灣的軍備也由以往的防禦性質，轉向具有
攻擊的性質。此後，為了有效對菲律賓用兵，1925 年起陸軍即規劃將新
設的航空部隊常駐於臺灣。 4 當日、美兩國關係處於如此微妙的變動狀態
下時，實際上亦影響到臺、菲兩殖民地間的交往關係，雙方的交流活動
意涵將更形複雜化，故本文以 1920 年作為討論斷限。
在 1920 年代以前，臺灣與菲律賓之間的往來形式已十分多元化，例
如港口檢疫 5、氣象 6 等重要資訊的傳遞交換，醫學、農學、植物學、昆蟲
學等科學知識的相互交流，或是人員、物品的往來關係，還有雙方派出
的政府要人、官員、領事、技術人員、研究者之往來、調查研究、訪視
等活動皆屬之。
就戰前臺灣與菲律賓的交流為主題的討論，大致已有下列成果。
例如王麒銘所撰寫的碩士論文〈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及其事業之研
究〉，該論文以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的人事、業務作為分析主軸，論
述臺灣總督府如何透過調查課的調查成果，逐步建立對南方的認識。其

4

5

6

曾令毅，〈日治時期臺灣航空發展之研究（1906-1945）〉（臺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2008），頁 68。
日本治臺初期，為了推動防疫與檢疫工作，1899 年時即頒布府令第 105 號「臺灣海港檢疫施
行規則」，規定各港口進出的人員、貨物檢疫的相關辦法，並制定查獲疫情時採取的處理辦
法。在《臺灣醫學會雜誌》、《外事週報》或《內外情報》上刊載的菲律賓衛生資訊，除了由
海港檢疫官所抄錄菲律賓衛生年報外，也由駐在當地的領事、日人醫師定期回傳菲律賓的衛生
情況。〈海港檢疫ニ就テノ希望〉、〈廈門ノ「ペスト」ト各港檢疫〉，《臺灣醫學會雜誌》
第 1 卷第 5 期、第 2 卷第 10 期（臺北：臺灣醫學會，1902、1903），頁 28-29、43。
日本領臺之初尚無無線通信，臺灣與與海外的氣象通信，是由大北電信公司所設置的「淡水―
福州」間的海底纜線，以此與香港、上海進行交換。1896 年 9 月臺北測候所向大北電信公司
取得氣象電報免費使用權後，即開始向電信局發送氣象電報。第一任臺北測候所所長近藤久次
郎與香港、上海兩地氣象台長協商後，亦即開始進行兩地間的氣象電報交換。而香港氣象台所
發出的電報內容尚含廈門、福州、馬尼拉等地的訊息。台湾気象会編，《台湾總督府気象台沿
革史》（臺北：同編者，1997），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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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章即以菲律賓為例，論及調查課對菲律賓所作的一系列調查成果及
應用。7
再者，筆者所撰寫的碩士論文〈臺灣總督府對菲律賓政策之研究：
以文化面向為中心（1895-1945）〉，一方面探討由臺灣總督府所主導，
在菲律賓建設醫院、日本人學校的過程及成效，另一方面也討論 19101930 年代臺灣與菲律賓之間的觀光參訪、文教親善及體育交流活動，並
分析臺灣總督府推動與菲律賓親善的「文化工作」，在太平洋戰爭爆發
日本佔領菲律賓後，如何有助於菲律賓之軍政統治。 8
尚有葉爾建所撰寫的〈二十世紀初日治臺灣和美屬菲律賓的農業知
識交流：以臺灣新式牧牛業為例〉，該文探討二十世紀初期臺灣與菲律
賓在農業試驗方面的知識交流型態，並以牧牛業為例，說明臺菲間的互
動在種畜提供、牲畜疫病防治等面向。文中提出雙方的互動關係深受兩
地地理環境相似性及鄰近性的影響，且以臺灣牧牛業為例，也可凸顯出
多地之間知識生產與交換的多重網絡關係。 9
此外，在美國學界中，Grant. K. Goodman 自 1960 年代起作了一系列
的探討，其角度稍有不同，是以日美關係為核心，偏重探討日本與菲律
賓的交流關係，並以比較手法將臺灣及菲律賓納入分析。在時序上，其
研究較為著重於分析 1930-1940 年間的雙邊關係，並以日僑在菲律賓納
卯（Davao）的發展為例，進一步說明日菲關係的變化。另外，也以專篇
探究 1930 年代間，日菲雙方交換教授的往來情形，以及 1943-1945 年間
菲律賓學生前往日本留學的文化交流實況。據 Grant. K. Goodman 的研究
結果來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東南亞各國普遍推行的文化工
作並不成功，原因在於日本無視於東南亞各地域間的差異性，強行將「日
本化」的構想加諸於異民族身上，故而導致失敗。10

7

8

9

10

王麒銘，〈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及其事業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2005 年 7 月）。
陳世芳，〈臺灣總督府對菲律賓政策之研究：以文化面向為中心（1895-1945）〉（臺北：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11 年 8 月）。
葉爾建，〈二十世紀初日治臺灣和美屬菲律賓的農業知識交流：以臺灣新式牧牛業為例〉，《漢
學研究》32:2（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14 年 6 月），頁 119-138。
Grant. K. Goodman 自 1962 年起，陸續出版了多本與戰前日菲關係相關的著作，以下為其一系
列的研究成果。Grant. K. Goodman, An Experiment in Wartime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Philipp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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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多篇論著分別從日本、美國、臺灣及菲律賓的角度出發，探討
臺灣與菲律賓兩地間的交流方式、過程及交流結束後所帶來的影響，並
由此評價臺灣總督府乃至於整體日本帝國，在「南進」、「擴張」政策
的驅使下，對菲律賓或東南亞進行的知識體系建立、情報蒐集，而至最
後侵略行動所帶來的後果及影響。
在這些研究論著中，因多是本著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的角度出發，或
較以日本帝國、臺灣總督府的視角來檢視雙邊交流的目的、過程及影響，
故在結論上強調的多是日本（臺灣總督府）方面所建立及應用的知識體
系、交流親善效果，或者是戰後日方對所侵略地區導致的影響等等。然
而，處於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與美國統治下的菲律賓，雙方所進行過的各
式交流不計其數，在此過程中的受益者應為雙向而非單向的，那麼殖民
地臺灣與菲律賓間所進行的交流活動，對於日、美而言又具有什麼意義
呢，此為本文首先要釐清的問題。
本文藉由分析臺、菲兩殖民地發起交流的目的動機，以及事後的相
應措施等面向，將可釐清雙方在交流活動中的著墨重點為何，並推知雙
邊的政策導向。本文亦兼論日本、美國在殖民臺灣及菲律賓的過程中所
產出的統治技術、知識如何進行交換等問題，並進一步剖析在不同殖民
政策的引導下，不同的殖民母國將如何運用依據已知的技術、知識制定
施政方針並進行統治。

貳、1920 年以前菲律賓來臺人士及其活動
從地理位置上來看，臺灣與菲律賓距離近，兩地在氣候環境的條件
上也相當接近，且無論對日本或美國而言，臺灣、菲律賓皆是新獲得的
殖民地，在統治政策的制定及推動上，仍需要多方參考尋求借鏡。基於
上述理由，臺、菲兩地的往來關係相當密切。1920 年以前，菲律賓方

students in Japan, 1943-1945 (New York: Southeast Asia Program,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1962); Four Aspects of Philippine-Japanese Relations, 1930-1940 (New
Haven: Southeast Asia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1967); “Philippine-Japanese Professorial Exchanges
in the 1930'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9, pp 229-240; Japanese Cultural Policies in
Southeast Asia During World War 2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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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曾有那些人士來過臺灣？目的為何？又對菲律賓的統治帶來何種影響
呢？
透過比對各年度《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臺灣總督府
公文類纂》並參考《臺灣日日新報》等資料，整理出 1920 年以前曾到訪
過臺灣的菲律賓人士。（詳見表 1）
根據表 1 所示，1920 年以前從菲律賓方面出訪臺灣者，除了兩名來
臺灣洽商購牛事宜者，無從確認其身分外，其他則以政府要人或官員為
主。而檢視菲律賓方面人員出訪臺灣的原因，則可大致分為參訪視察、
商務及親善活動三類。此外，由於出訪臺灣的人員，皆帶有明確的目的，
因此以下將深入討論在參訪行程結束後，對菲律賓內部統治問題，或對
臺、菲交流及認識等方面，是否造成什麼影響。

一、鴉片制度考察
在目前所掌握到的資料中，1903 年 10 月中有菲律賓方面的官員來
臺參訪，此次前來的是菲律賓鴉片制度調查委員一行三人，即菲島衛生
局長 Carter（カーター）、同局員 Brent（ブレント）、同局員 Doctor
Albert（ドクトル • アルベルト）。三人基於考察鴉片制度之由來臺參
訪，抵臺後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財務局長祝辰巳、衛生課長加藤尚志
等人會面，之後陸續參訪專賣局鴉片製造所、避病院等地。
在菲律賓境內，吸食鴉片者多為華人，而菲律賓的華人數量約七萬
五千人左右、約占菲律賓人口數的百分之一而已，其中吸食鴉片者達半
數以上，此外亦有少數菲律賓人吸食鴉片。如何針對在菲律賓境內、以
華人為主的吸食鴉片人口，制定完善的相關制度，是菲律賓方面相當頭
痛的問題。11 同一時間反觀日本的殖民地臺灣，實施鴉片專賣制度後政府
財政收入得以增加，也對鴉片吸食者進行控管。

11

〈比島衛生局長の談話〉，《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10 月 16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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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920 年以前到訪臺灣的菲方人士
時間
人員姓名／職銜
訪臺原因
菲律賓鴉片制度調
美國統治菲律賓後
查委員：菲島衛生
，針對島內鴉片問
局長E. C. Carter 12
題擬制定對策，欲
1903.10.12、菲律賓聖公會
來臺參訪後藤新平
1903.10.21
主教Charles Henry
所制訂的鴉片漸禁
Brent13、同局員Dr.
政策實施狀況。
Jose M. Albert14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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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訪活動
參觀專賣局製藥課、
臺北病院避病院、淡
水水源地、檢疫局、
二尺及屈尺（今新店
區）蕃界

E. C. Carter，1902 年 9 月接任菲律賓衛生局長，上任初期因嚴肅的行事風格而被評為公正且
有效率，不過在經過兩年的任期洗禮之後，卡特逐漸無法適應菲律賓人的文化，且對於菲律
賓普遍的疾病與貧窮問題束手無策，並認為現況將使公衛政策難以推行，也不易抑止傳染病
的流行。1902 至 1904 年任期之間，約有 20 萬人，其中有 6 萬 6 千名兒童死於傳染病。Milton
J. Lewis, Kerrie L. MacPherson, Public Health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214.
Charles Henry Brent （1862.4.9-1929.3.27），查爾斯 ‧ 亨利 ‧ 布倫特，生於加拿大安大略湖畔，
父親為英國聖公會的神職人員，受父親的影響，持續接受神學教育，學成後成為聖公會的神職
人員。先後在加拿大多倫多、美國波士頓傳播福音。之後由於與 1901 年 7 月上任的菲律賓總
督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關係友好，並被選為菲律賓聖公會主教，因此 1902 年 8 月轉
往菲律賓宣教。菲律賓因過去受西班牙殖民之故，地方上天主教的勢力極盛，信徒也眾。布倫
特為了有效進行傳教工作，因此在當地積極建設教堂、醫療機構與學校，如今日菲律賓頗負盛
名的聖路加醫院（St. Luke's hospital）、布倫特國際學校（Brent International School）皆為布倫
特所建立。而來到菲律賓後，布倫特認為殖民上最大的問題是宗教的單一性與毒品橫行，其中
以鴉片在菲律賓社會流竄一事最為嚴重，因此 1903-1904 年間組織委員會，走訪亞洲各地考察
鴉片制度，最後建議當局鴉片應採專賣制度，除藥用之外不得販售，並自 1908 年起正式實施
鴉片嚴禁制度。因為在管制鴉片方面的貢獻，在 1909 年上海舉辦的國際鴉片會議中任主席一
職，並在 1911、1912 年荷蘭海牙舉辦的國際鴉片會議中，以美國代表身分出席會議。在菲律
賓擔任聖公會主教 15 年後，1917 年被選為美國紐約州西部主教，離開菲律賓。“Career of The
Rev. C. H. Brent. Sketch of the Man Nominated as Missionary Bishop in the Philippine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3, 1901; James Fielding Sweeney, Arthur C. A. Hall and James E. Freeman,
Memorial Sermons for Charles Henry Brent, Bishop and Doctor, (No place: no publisher, 1929).
José M. Albert（1867.4.3-1946.8.13），阿爾伯特博士出生在馬尼拉市岷倫洛區，1880 年考入位於
馬尼拉的聖道頓馬士大學。1884 年前往西班牙就讀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1887 年取得醫師執業
執照，1889 年取得醫學博士學位，此後，走訪巴黎研究產科及兒科。1891 年返回菲律賓行醫，
1896 年菲律賓獨立革命運動爆發，阿爾伯特博士旋即遭到逮捕，關押數個星期後獲釋。1898 年
菲律賓革命政府成立，被任命擔任菲律賓文學大學（Universidad Ciertifico-Literaria de Filipinas）的
兒科教授，同時擔任公共衛生委員會的主委，並副署革命政府的馬洛洛斯憲法。美國殖民政府確
立後，阿爾伯特博士成為聯邦黨（Partido Federalista）黨員，但並無意於仕途，而是進入菲律賓總
醫院（Philippine General Hospital）小兒科部門專心行醫，並於 1907 年後在菲律賓大學擔任教授、
學科主任、學務長等職，1945 年自政府部門退休。一生著作等身，對於嬰兒死亡率及腳氣病的研
究相當豐富，退休後將個人藏書捐給菲律賓大學醫學圖書館。1946 年死於慢性腎臟炎。Manuel, E.
Arsenio, Dictionary of Philippines Volume 3. (Quezon City: Filipiniana Publications,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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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總督府獸醫
部長Archibald R.
來臺視察
1908.10.10
Wa r d （ ド ク ト ル
ワード）
菲律賓人Calixto
Evangelista（シー
為購買牛隻來臺
1912.3
エウアンゼリスタ
）
菲律賓人エスピノ
1912.3
為購買牛隻來臺
サ
1. 為考察日本牛疫
檢查防遏措施，
菲律賓總督府獸醫
前往日本內地、
1912.10.9- 部長Archibald R.
朝鮮、臺灣等地
1912.10.13 Wa r d （ ド ク ト ル
訪問。
ワード）來臺視察
2. 來臺目的另為解
決購牛事宜。
菲律賓政廳書記長 為參與臺灣勸業共
1916.3.10 St.Clair（セント• 進會展出相關事宜
來臺籌備。
クレアー）
1916.5

1918.9

1. 會見內田嘉吉長官
2. 來 臺 視 察 畜 產 相 關
事宜

行程不詳

行程不詳
9-10日在臺灣總督府研
究所及農事試驗場、
11日在打狗內惟及桃
仔園視察牛疫、12返
回臺北、13日由淡水
返回菲律賓。
參與臺灣勸業共進會
中第二展館「南支南
洋館」展出活動。

菲島屯駐軍司令官
Charles Sabel（チ
來臺訪問
ャールス•ゼーベ
ーレ大將）

行程不詳

前菲律賓上院議員
ドクドル•テーエ
ッチバドレ•デタ 來臺訪問
ウエラ（Murray S.
Bartlett）

1. 先 參 觀 臺 北 各 官 衙
及學校，接著至中
南部旅行，返回北
部時再赴角板山訪
查原住民的狀況等
。
2. 結 束 行 程 後 前 往 香
港。

資料來源：James A. Leroy, The Opium Question in the Philippines (New York: The Medical
News, 1905), pp2-7；〈比律賓阿片制度調查委員の來臺〉，《臺灣時報》，第
61 期（臺灣：臺灣時報發行所，1903 年 10 月），頁 41；臺灣總督府編，《臺
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第 18、22、24 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年）；〈比
島獸醫官來臺〉，《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10 月 10 日，4440 號；〈比律賓
獸醫エア－ルワルト氏打狗附近牛疫視察報告（宮本獸醫部長）〉，《臺灣總督
府公文類纂》，15 年保存，5593 冊，1913 年 2 月 1 日（大正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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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說來，因臺灣的在來人種亦是華人，而在菲律賓有吸食鴉片
習慣者也以華人居多，故來臺參訪勢成必然之舉。再加上若暫且先不論
臺灣人的反對立場及觀感，只就殖民者統治的立場來看，臺灣總督府在
鴉片政策的推行方面可謂收效頗豐。在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規劃下，自
1897 年起開始實施鴉片漸禁制度，既可控制鴉片吸食人口，又藉由鴉片
專賣制度充盈財政，臺灣作為鴉片政策推行的「成功」範例，故成為菲
律賓官員訪視鴉片制度的第一站。
不過，在菲律賓鴉片制度調查委員來臺視察以前，究竟菲律賓當局
對鴉片禁絕與否抱持著何種觀點呢？簡單來說，美國當局考量鴉片問題
時，首先是立基於美國開國精神平等博愛主義之上，立法不可因人種、
宗教等差異而有歧見，因此對黃種人也將採一視同仁之態度。在此文明
人道的考量下，認定鴉片將帶來負面影響，因此向來視鴉片嚴禁政策為
最終手段。15 然而，雖然美國打算採行嚴禁鴉片的立場相當明確，不過仍
擔心在菲律賓推行嚴禁政策後所引發的負面效應，以及後續政府為禁絕
鴉片所須提供的醫療協助，以及嚴禁鴉片可能衍生的社會、財政、經濟
等方面之不良影響，故決定先視察各地方的鴉片制度以供借鏡。
1903 年 10 月，菲律賓派出衛生局官員三人來臺，進行為期 10 天的
參訪行程，在過程中菲方官員訪視了專賣局、醫院、水源地、檢疫局、
蕃界等地，並針對鴉片政策之實施細節提出五點疑問：
一、臺灣總督府處理鴉片事宜的官署名稱及其性質為何？
二、鴉片買賣的監督方式為何？
三、鴉片走私最普遍的手段為何？以及應如何發現鴉片走私？
四、警察官在無令狀的情況下，是否有搜索家屋及逮捕犯人的
權限？
五、目前官方為了取締吸食鴉片，因此市街上限定公開吸食的
場所，並禁止在私宅吸食鴉片，這樣的規定能夠順利執行
嗎？ 16

15
16

〈ビシヨツブ、プレント氏の演 〉，《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10 月 20 日，第 2 版。
〈阿片制度調查委員の質疑〉，《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10 月 16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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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菲律賓在制定鴉片制度上的諸般疑難，臺灣總督府方面則以制
定鴉片漸禁政策前的諸般考量及實施方式立說，給予菲方建議。整體來
說，總督府方面提示的重點不外乎下列幾點：第一、實施嚴禁政策後，
首先會遭遇到的就是民眾反彈的問題；第二、若持續推動嚴禁政策，那
麼最嚴重的情況下，鴉片成癮者可能因嚴令禁止吸食鴉片，而導致身亡，
故需要提供足夠的醫療資源，以協助成癮者戒除；第三、對一般人來說
嗜好物通常難以戒除，一旦明令禁止，將可能出現鴉片走私、密喫偷吸
等弊端。考量到上述幾點，加之後藤新平一方面為了充實財政，一方面
又秉持舊慣溫存的觀點，故決定實施漸禁政策。如此一來，既有益於財
政，又免於激起民怨、且透過登記方式亦可監控鴉片吸食人口，逐步達
成鴉片禁絕的目的。
在臺灣禁絕鴉片可能遭遇到的問題，當然值得菲律賓當局深思，但
更重要的是對菲律賓而言，若明令禁止吸食鴉片，將有可能導致有鴉片
煙癮者的華人移住至其他地區，那麼對華人勢力甚強的菲律賓來說，在
經濟、商業、勞動力方面都可能遭受負面影響。但是，菲律賓吸食鴉片
者約 3、4 萬人左右，與臺灣吸食鴉片人口約達十餘萬人相比，鴉片問題
的確不若臺灣嚴重。因此在臺灣實施嚴禁政策所招致的反彈勢必不小，
但在菲律賓卻可能未必如此，故比之臺灣，菲律賓在制定鴉片政策時，
或許更有轉圜空間。17
結束了臺灣的訪視後，菲律賓鴉片制度調查委員一行人即兵分兩路，
分別前往香港、上海等地考察鴉片相關政策。完成此次調查後，菲律賓
於 1905 年 3 月正式頒行鴉片禁制令，明令「除醫療及科學目的外，一律
禁止使用鴉片」。不過，為避免引起強烈反彈或其他負面效應，採行漸
次禁止之法，禁制令頒布三年後才推動嚴禁政策，即自 1908 年 3 月開始
施行。漸禁期間先逐一登錄有菸癮者，且不允許私製及販賣鴉片，最後
再出動衛生官吏協助，勸諫有菸癮者革除惡習。18
然而，雖然菲律賓未直接實施鴉片嚴禁政策，但法令頒行後仍出現
預期中的問題，例如短時間內引發吸食者的恐慌，另一方面，為禁斷鴉

17
18

〈米國の阿片制度調 （委員諸氏を送る）〉，《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10 月 20 日，第 2 版。
〈比島發達（上）禁烟之成功〉，《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4 月 25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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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煙癮而求醫就診的人數也是急速攀升，使菲律賓官方設置的治療所內
人滿為患，設備也愈顯不足。不過，隨著時序推移，吸食者在勸說下也
願意配合政策，肯自行前往就醫治療煙癮，而菲律賓當局為落實鴉片禁
制政策，亦在宿霧（Cebu）、馬尼拉（Manila）、怡朗（Iloilo）等地增
設臨時醫療所，鴉片禁絕也逐步獲見成效。19
在鴉片制度的制定方面，美國方面為了制定出最為合宜有效的辦
法，組成委員會，並派出時任衛生局長、神職人員、醫師的三位委員至
東亞各地視察中國上海，以及日本、英國、荷蘭、法國的殖民地，包括
臺灣、香港、越南、新加坡、印尼、爪哇等地，且委員們返國更耗費半
年時間調查菲律賓境內鴉片使用情況，整體調查時間約兩年。20
最終美國當局參考調查結果，以及考量鴉片制度推行所需耗費的統
治成本、時間、精力與制度的合理性，選擇仿效日本施用於臺灣的鴉片
漸禁制度。先將鴉片定為專賣商品，除藥用及科學研究外不得使用與進
口，但為了不使鴉片吸食者及相關人等感到太大的壓力，故在衡量有效
的戒除時間後，給予三年緩衝期，如臺灣一般採行鴉片漸禁制度。這是
菲律賓施政上具體學習臺灣施政內容的一個實例，亦傳達出臺菲雙方交
流過程中，臺灣的統治經驗可作為菲律賓之借鏡，讓菲方仿效並用於統
治上，而對菲律賓來說，此即為雙方交流所帶來的正面效益。

二、購牛及牛疫防治問題
1912 年 3 月、10 月陸續有菲律賓業者、菲律賓獸疫部長（1908 年
已來臺視察過）等人為處理購牛及防治牛疫事宜來臺，主要目的是希望
解決菲律賓的牛荒問題，打算購買臺灣的水牛、黃牛，另外也為解決菲
律賓境內牛疫氾濫的問題而來。
在購牛一事上，菲律賓方面早在 1903 年間已有購買臺灣的牛隻的提

19
20

〈阿片禁止と比律賓〉，《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7 月 26 日，第 2 版。
United States Philippine Commission (1900-1916), Opium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Philippine Commission to investigate the use of opium and the traffic
therein and the rules, ordinances and laws regulating such use and traffic in Japan, Formosa,
Shanghai, Hongkong, Saigon, Singapore, Burmah, Java, and the Philippine Islands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Insular Affairs War Department,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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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當時菲律賓因境內牛疫盛行，牛隻病死數量大，導致耕牛短缺。為
解決此問題，1903 年曾照會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希望購買臺島水牛。不
過該年度臺灣牛隻狀況亦受牛疫影響，死亡數量逾萬頭，臺島用量已感
不足，以致無法外銷供應菲律賓之所需。21
後續在 1908 年亦出現臺灣安平的牛隻輸往菲律賓的紀錄，但送往菲
律賓的牛隻卻因感染牛疫而全數遭到撲殺。1909 年菲律賓方面仍深為牛
隻不足的狀況所苦，故打算進口水牛數量三萬隻，此消息亦傳達給臺灣
總督府殖產局，請求協助出口水牛。不過對總督府殖產局而言，牛隻可
作為輸出商品固然是可行方案，但對臺灣產業的發展而言，牛隻亦是不
可或缺的畜力，因此尚需謹慎評估臺島牛隻數量是否足以出口，才可訂
定相關辦法。 22
我們若從同年度 9 月的殖產局調查結果來看，可得知當年度臺島牛
隻的數量、生產及死亡狀況。（詳見表 2）
表2

1908-1909 年牛隻狀態

牛種

1908 年
1909 年
食用
（牛隻育成狀況）（臺島牛隻數量）

因牛疫 普通
遭撲殺 病死

小計

水牛

22,208

276,242 10,337

3,181 4,694 18,212

黃牛

14,195

138,131

2,438 1,561

7,543

812

雜種牛
總計

3,544

36,403

415,185 13,881

5,619 6,255 25,755

資料來源：〈本島畜牛現數〉，《臺灣時報》（臺北：臺灣時報發行社，1909
年 9 月），頁 94。

統計顯示 1908 年育成牛隻共 36,403 頭，而隔年因食用及染病而死
數量共 25,755 頭，如此算來單就這兩個年度來看，臺灣一年自然增加的
牛隻數量達萬餘頭。殖產局由此推知，若維持現狀不變，按照正常的發
展狀況，加上牛隻疫病若可有效控制，那麼臺島的確有望遂行牛隻輸出

21
22

〈比島買牛〉，《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6 月 26 日，第 3 版。
〈牛畜輸出に就て〉，《臺灣時報》（臺北：臺灣時報發行社，1909 年 5 月），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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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的計畫。1912 年 3 月，菲律賓業者再度前來臺灣商購牛隻，據資
料所示，該年度 4 月即有 380 頭黃牛由打狗輸往馬尼拉的紀錄。23
同 年 10 月 9 日， 菲 律 賓 獸 醫 部 長 Archibald R. Ward24 抵 臺， 一 方
面為了提出從臺灣輸入役牛、肉牛的請求及輸入辦法，另一方面也為
了解臺灣牛瘟疫情與防疫狀況。首先，關於牛隻銷往菲律賓的計畫，
Archibald R. Ward 在訪臺行程中，曾向臺灣總督府提出幾個問題：
一、對於獎勵臺牛輸菲一事，總督府的意向如何？
二、每年可輸出的牛隻數量為何？
三、菲律賓官方立場是希望輸入健康的牛隻，故臺灣總督府方
面所輸出的牛隻，是否附上獸醫技師所出示的健康證明
書？
四、牛隻多由打狗港輸出，因此該港是否可為輸出之牛隻設立
檢疫所，檢疫相關費用則可由牛商納付？
五、附上牛隻健康之證明書之時，是否可以註明牛隻在檢疫所
檢查及觀察的日數？
六、請說明受檢牛隻患牛疫時的防制辦法。
七、菲律賓輸入牛隻既供使役所需，也提供給土人食用，因此
對牛隻的需求量相當大，臺灣方面恐怕無法全面供應菲島
所需的牛隻數量，每年可先輸出兩萬頭左右。25
對於上述七點問題，臺灣總督府農務課做出如下回應。首先，對於
是否可能輸出牛隻至菲律賓，臺灣方面認為暫時無法迅速作出決定，因
為臺島的牛畜同樣也受牛疫影響而數量不多，如果大量輸出，或將導致

23
24

25

〈打狗雜信 黃牛輸出〉，《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 4 月 20 日，第 2 版。
Archibald R. Ward 畢 業 於 康 乃 爾 大 學 附 屬 的 紐 約 州 立 獸 醫 學 院，1901 年 8 月 進 入 加 州 大
學 農 學 院 服 務， 主 攻 細 菌 學。1910 年 7 月 加 入 菲 律 賓 政 廳 農 務 局， 成 為 獸 醫 長（Chief
Veterinarian），在他的努力下，將原本較小規模的獸醫團（Veterinary Corps）提升為獸醫部
（Division of Veterinary Medicine），並增加人員編制，使組織更加完備。葉爾建，〈二十世紀
初日治臺灣和美屬菲律賓的農業知識交流：以臺灣新式牧牛業為例〉，頁 129-130。
〈比律賓獸醫エア－ルワルト氏打狗附近牛疫視察報告（宮本獸醫部長）〉，《臺灣總督府公
文類纂》，15 年保存，5593 冊，1913 年 2 月 1 日（大正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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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島牛隻數量缺乏，而對農業生產帶來負面影響。不過，此事為促進本
臺產牛業發達的契機，亦不可輕易放棄，因此若以 1911 年牛隻生產及消
耗量來計算，當年度牛隻剩餘數量約萬餘頭，在本島狀況許可的情況下，
年輸出量上限或可以五千頭為限。
再者，臺灣方面亦可應菲方要求，輸出牛隻均附上檢疫相關證明。
至於在輸出港口打狗設立檢疫所，以及相關費用由牛商納付一事，總督
府方面評估興建檢疫所費用約三萬圓，檢疫費用每年約七、八千圓，為
便利牛隻輸出事宜，此款項可由國庫支出，至於牛隻在檢疫所的檢疫期
約兩個星期，期間費用則可由牛商支出，如此官、民負擔皆在合理範圍
內，較為兩全其美。 261916 年在臺灣牛畜數量日趨穩定之後，臺灣總督
府當局也開始獎勵輸出，輸出額上看三萬頭。27
至於牛疫防治的問題，Archibald R. Ward 此行也與臺灣總督府方面
交換意見，而就雙方的討論結果觀之，菲律賓與臺灣在牛疫的防治上，
最為不同之處在於是否注射血清。臺灣方面防治牛疫的做法，向來是病
牛撲殺及注射血清並行，但在菲律賓方面卻傾向不採用血清注射的方式，
原因有下列數點：
一、牛隻注射血清後，初期治療效果顯著，但病牛死亡率仍達
90-95%，根據實驗結果來看，注射血清可說是全然無效。
二、血清的效力微弱，一次注射須 300cc.，而一頭牛注射一次
血清須耗費 8 圓成本，太不經濟。
三、血清效力微弱，注射後效果僅可維持三週。
四、注射血清後的病牛亦無法與健康牛混同飼養，仍須謹慎防
止病牛與健康牛的接觸。
五、血清注射後牛隻體力明顯衰弱。28

26

27
28

〈比律賓獸醫エア－ルワルト氏打狗附近牛疫視察報告（宮本獸醫部長）〉，《臺灣總督府公
文類纂》，15 年保存，5593 冊，1913 年 2 月 1 日（大正 2 年）。
〈水牛獎勵輸出 輸出地為比島〉，《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11 月 14 日，第 5 版。
〈比律賓獸醫エア－ルワルト氏打狗附近牛疫視察報告（宮本獸醫部長）〉，《臺灣總督府公
文類纂》，15 年保存，5593 冊，1913 年 2 月 1 日（大正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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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理由，菲律賓在牛疫防治上，傾向於不使用血清注射法，
而菲律賓境內牛疫仍是四處蔓延，無法根絕。但臺灣方面仍基於實驗結
果，提供菲律賓官員有關病牛血清注射的優點，即雖然注射血清後病牛
仍須嚴加管理，不可與健康牛混居，且仍有病毒四散傳播的疑慮，但是
為牛隻注射血清不需定量，可依牛隻體重按一定比例注射即可，仍可得
相同效果。以臺灣血清製造的情況而言，一頭牛注射一次血清的成本僅
須 1 圓 50 錢。而關於注射後效果無法長時間維持的問題，則可改採共同
注射法，即可維持數月間的免疫效果。至於病牛注射血清後體力衰弱的
情況，在臺灣的實驗結果上發現，注射後牛隻確有體力減弱之態，但不
久後即可恢復，因此血清注射仍可進行。 29
對於菲律賓而言，當 Archibald R. Ward 結束此次參訪臺灣、日本
及朝鮮等地的行程返國之後，同年 12 月成立獸醫實驗室（Veterinary
Research Laboratory），擴大對獸疫的研究與防治，其中由臺灣輸入的牛
隻也被列為實驗觀察對象。30 但牛疫防治上，雖然菲律賓官員考察了鄰近
區域，但對於在菲律賓島蔓延的牛疫問題仍是無法可解，1917 年菲律賓
當局向全世界發出懸賞金，希望請來專門人才協助遏止牛疫疫情。31 而反
觀臺灣 1910 年代中葉牛疫問題已緩解，至 1920 年底牛疫不再在臺流行，
經兩年觀察後，1922 年正式確認牛疫在臺已根絕。32 而對於臺灣而言，
在菲律賓官員訪臺參訪牛疫問題，並與臺灣總督府商討牛隻輸出問題後，
由於臺灣總督府方面十分有心於輸出牛隻一事，因此確定臺灣牛隻自用
無虞、可堪出口後，牛隻就成為輸入菲律賓的貿易商品之一。
透過此次臺菲之間因牛疫、牛隻輸出問題的交流過程，可觀察到
臺灣與菲律賓兩地因地理位置相近、牛隻養殖的氣候環境類似，對於菲
律賓而言，無論是輸出入牛隻、檢疫及獸疫研究上，雙方互有需要交

29

30

31

32

〈比律賓獸醫エア－ルワルト氏打狗附近牛疫視察報告（宮本獸醫部長）〉，《臺灣總督府公
文類纂》，15 年保存，5593 冊，1913 年 2 月 1 日（大正 2 年）。
葉爾建，〈二十世紀初日治臺灣和美屬菲律賓的農業知識交流：以臺灣新式牧牛業為例〉，頁
130。
〈フイリシビン牛疫撲滅方懸賞法案〉，《臺灣農事報》123（臺北：臺灣農友會，1917 年 2 月），
頁 47-48。
朱丰中，〈臺灣牛瘟防治之研究（1985-192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5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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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及相互借鏡之處，當然也是防疫網的延伸。而對臺灣總督府來說，
Archibald R. Ward 的到訪，既為臺灣方面帶入菲律賓牛疫防治的措施及
相關辦法，雙方有機會共同建立牛隻防疫、檢疫的防護網，也再度開啟
臺牛銷菲的契機。不過也可看到菲律賓在牛疫防治的手段上，顯然未能
掌握要領，牛疫問題至 1920 年代仍無法根除。

三、臺灣勸業共進會展出
1916 年 3 月 10 日，菲律賓政廳書記長 St. Clair（セント • クレアー）
為協助臺灣勸業共進會南支南洋館、菲律賓農舍的展出活動而來臺。33 所
謂的臺灣勸業共進會是臺灣總督府以始政二十年為名，由臺灣總督府民
政長官內田嘉吉所倡議，1915 年 7 月宣布將於 1916 年 4 月 10 日至 5 月
9 日間舉辦臺灣勸業共進會，展期共 30 天。透過舉辦此活動，臺灣總督
府希望達成宣揚臺灣統治成績的效果，同時藉由此機會向各界招商及招
攬觀光。另外透過邀請南支南洋等地人員前來參展，也是讓各界人士互
相了解南支南洋狀況的一種方式，此舉亦顯現出臺灣總督府遂行南支南
洋政策的決心。
決定舉辦勸業共進會後，1915 年 9 月先與菲律賓交涉參展事宜，隔
月菲方回覆可將同年度在舊金山萬國博覽會中展出的物品，於該展結束
後直接移往臺灣。1916 年 3 月，負責辦理展出事宜的比律賓政廳書記長
St. Clair 先抵臺布置會場，展品及協同展出人員將陸續在 4 月初抵達臺
灣。然而，從舊金山載運展品前來的船隻地洋丸卻在 4 月 5 日沉沒，導
致預定的展出數量不足，全靠該館負責人松岡富雄的四處奔走，才得以
如期開展。34
透過此次臺灣勸業共進會的活動，菲律賓官員及協同展出人員，前
來臺灣進行展出活動，一方面讓臺灣更增添對菲律賓的了解，另一方面
也是使菲律賓方面了解臺灣及日本的契機。在展出結束後，曾在比律賓
農舍中協助展出的兩名菲律賓人，就對日本的觀念大為改觀，他們原先

33
34

〈比島出品代表 クレアー氏來臺〉，《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3 月 10 日，第 2 版。
〈臺灣勸業共進會 比律賓農舍 地洋丸沈沒の影響〉，《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4 月 7 日，
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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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本的看法如下所述：
日本人遊手好閒、不事生計，大商店不過三井以外二、三間而
已。反倒是華人的大商店櫛次鱗比，個人皆勤勉，成功者眾多。
如此看來，華人當優於日本人。35
之後有鑑於華人與西方人對於要在菲律賓的艋遇河（バング）上架
橋之事，皆感束手無策，但卻在日本人手上完成，已感日本人的能力絕
非華人可比。加之來到臺灣後參觀過高等女學校，亦感臺灣教育之得宜，
且對日人在行程中的優遇款待，印象十分良好，因此對日本的觀感大不
同於往昔。36
除了讓菲律賓人對日本及臺灣的看法改觀之外，臺灣勸業共進會結
束後，更引發日人對南支南洋等地的興趣，同時也促使「南支南洋視察
團」活動的展開。該活動是由大阪商船株式會社主辦，一方面跟隨著臺
灣勸業共進會尚未消散的「南進」熱潮，同時配合著「基隆―南洋」間
定期航路之開啟，於 1916 年 4 月推出自日本出發 70 日、臺灣出發 54 日
的巡遊南支南洋等地的活動。37 且此次旅程安排在臺灣勸業共進會剛結束
不久，菲律賓方面的人員剛接受完臺灣方面的款待，因此在視察團一行
抵達菲律賓時，同樣也受到菲方相當熱情的接待，38 雙方交流頗為達成親
善之效果。
關於 1916 年 5 月菲律賓屯駐軍司令官 Charles Sabel（チャールス •
ゼーベーレ）大將來臺的原因及活動，因資料不足而無法得悉。1918 年
ドクトル • タヴエラ 39 以菲律賓上院議員身分來臺參訪，其在臺行程為

35
36
37

38
39

〈比律賓人所感〉，《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5 月 27 日，第 4 版。
〈比律賓人の感想 二十四日歸れる〉，《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5 月 26 日，第 7 版。
〈南洋觀光團ニ關スル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5 年追加，6394 冊，1916 年 1 月 1 日（大
正 5 年）。
〈比島官民之盛意 歡迎我觀光團一行〉，《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5 月 12 日，第 6 版。
ドクトル ‧ タヴエラ生於馬尼拉，後至歐洲留學，在法國巴黎學習醫學，是通曉法、英、西
班牙、馬來西亞等國語言的世界性學者，學成返菲後曾擔任過菲律賓大學校長，在菲律賓相當
受到推崇。〈比人啟發に努むる ドクトル ‧ タヴエラ氏 昨日より 各地觀光〉，《臺灣日日
新報》，1918 年 9 月 20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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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臺北各官衙及諸學校，再至中南部地方旅行，北歸時途經角板山視
察蕃人情況，結束訪臺行程後，再出發前往香港。40 由其參訪行程可知，
ドクトル • タヴエラ此次前來臺灣主要訪視了臺灣教育、產業、原住民
等情況，並在臺遊覽風光，一面考察臺灣文物制度，一方面也向臺灣介
紹菲律賓的情形，故亦可視為兩地親善交流之活動。41
由上述所整理出來的情形可得知，1920 年代以前臺灣及菲律賓間的
交流已頗為頻繁，菲律賓方面會依照島內實際統治上的需求，向外尋求
解答方式，而處於日本帝國統治下的臺灣，因地理位置接近、氣候環境
等條件較相似之原因，也成為菲律賓重要的交流學習對象。接下來我們
再看看 1920 年以前臺灣總督府官員前往菲島的目的為何。

參、1920 年前赴菲律賓視察之臺灣總督府官員
日本領有臺灣後，隨即投入於穩定統治基礎之相關事業，首先弭平
各地抗日民眾、推行保甲、戶口制度以穩定治安，再調查舊慣，確認土
地所有權，以充實地租收入，接著增產米、糖與其他農產物，而臺灣礦
業、林業、水產業的開發也逐漸步上軌道。42 在確立臺灣統治之餘，臺灣
總督府也十分重視臺灣南進發展的可能性。因此，第二任臺灣總督桂太
郎設定了欲將「臺灣、華南、東南亞視為一體經營」的目標。43 第四任總
督兒玉源太郎具體定義（總督府）南進政策即是「獎勵內政、努力外交，
盡量避免在國際上製造事端，並致力於在對岸清國與南洋地區占有通商
上的優勢」。44
在中村孝志對臺灣總督府南進發展的分期中，1915-1923 這段時期被
定義為「大正南進期」，這是臺灣總督府將對南方的關注從中國華南地

40
41

42

43
44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事務成績提要》第 24 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頁 81。
〈比人啟發に努むる ドクトル ‧ タヴエラ氏 昨日より 各地觀光〉，《臺灣日日新報》，
1918 年 9 月 20 日，第 3 版。
中村孝志，〈台 總督府の華南文化設施〉，《日本の南方関与と臺 》（奈良：天理教道友社，
1988），頁 37-38。
〈臺灣總督子爵桂太郎の南進論〉，《後藤新平文書》，明治 29 年 7 月。
中村孝志，〈臺湾と「南支 ‧ 南洋」〉，《日本の南方関与と臺湾》，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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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轉向東南亞一帶發展的時期。45 而這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列強將關
注重心轉回歐戰，導致其在東南亞的殖民地一時出現真空期，使日本出
現可趁之機有關。且當一戰結束後，日本又獲國際承認，取得南洋群島
的託管權利，剎那間日本國內的注意力全部轉至南洋問題上，日本國內
的「南進」熱潮更為延續。在此同時日本在臺灣進行殖民已逾二十年之
久，憑此經驗足以向南開拓地理位置相近的南洋諸島，處於這種氛圍之
下，南進發展的態勢更加明顯。 46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對於臺灣總督府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
出現「南進」論調並非突然出現的熱潮，實際上已經過長期的醞釀。畢
竟基於統治上的參考所需，在統治臺灣之初，臺灣總督府對南洋等地的
往來已相當頻繁，常有各類相應的調查活動出現，而與臺灣位置十分接
近的菲律賓，更是調查及交流的重點。舉例來說，1912 年 9 月在殖產局
長高田元治郎的委任下帝國製糖會社專務取締役松岡富雄，即以殖產局
囑託身分前往菲律賓、新加坡、爪哇、暹羅等地，並在日本駐當地領事
的協助下，視察各地殖產狀況。47 同年 11 月，日本駐菲律賓副領事杉村
恒造也受命調查菲律賓畜產事務，而調查目的是為了在臺灣進行熱帶地
區的產馬試驗，因此擬從菲律賓購入馬匹以利實驗進行。481913 年 5 月
臺灣總督府技師金平亮三在殖產局的委託下，搭乘巡航的日本軍艦前往
菲律賓、爪哇、婆羅洲、香港、華南地區進行林業、熱帶栽培業之相關
調查，並順帶購入熱帶有用植物種苗，且此行出差旅費皆由南清貿易擴
張費 49 支出。50 從上述三件調查活動為例，1910 年代初期在臺灣總督府的

45
46
47

48

49

50

中村孝志，〈臺湾と「南支 ‧ 南洋」〉，《日本の南方関与と臺湾》，頁 5-6。
崛口昌雄編，《南洋協會十年史》（東京：南洋協會，1925），頁 2-3。
〈松岡富雄（暹羅新嘉坡爪哇及比律賓殖產取調ヲ囑託ス）》，《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2070 冊，1912 年 9 月 1 日（大正 1 年）。
〈杉村恒造（比律賓ニ於ケル畜產事務囑託）〉，《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2074 冊，1912
年 12 月 1 日（大正 1 年）。
臺灣總督府為便利南支南洋政策之推動，故針對南方相關事務提供各項經費補助，南清貿易擴
張費即屬其一。實際上早在中村孝志定義的「大正南進期」之前，臺灣總督府即以「南清貿易
擴張費」、「南洋貿易擴張費」、「南支那及南洋施設費」等名義補助在外學校、醫院、新
聞等設施，其補助的區域涵蓋中國華南地區與南洋等地。鍾淑敏，〈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
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臺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4 年 12 月），頁 160。
〈技師金平亮三（爪哇ボルネオ比律賓香港南清及海峽殖民地ヘ出張）〉，《臺灣總督府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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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意下進行的南方調查活動相當頻繁，而從出訪經費的支出來源觀之，
該性質的活動無疑地可被視為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之一環。
在此之後，臺灣總督府更為積極推展南支南洋政策的時期，可說
是 起 於 安 東 貞 美（ 任 期 1915.5-1918.6）、 明 石 元 二 郎（ 任 期 1918.61919.10）總督時代。在安東貞美總督任內時，其輔佐文官民政長官內田
嘉吉，素來對南洋開拓事務十分熱心，其與在南洋進行熱帶企業貿易的
井上雅二、井上敬次郎等人，在「開發廣大的南洋地域」、增進日本國
民對南洋地區之認識，以及與南洋地區進行學術、社交、經濟方面之交
流」的期待下，於 1915 年 1 月時成立南洋協會。同年 8 月間在臺灣設立
支部，該協會可說是協助臺灣總督府推動南進政策的重要機關。 51
後續繼任的明石元二郎總督、下村宏民政長官，更務實推動對南支
南洋地區的各項調查研究，雖然明石總督上任一年多後即猝逝，對於南
支南洋政策所擬定的壯志未酬而身先死，但其搭檔下村民政長官，卻明
確提出了臺灣應成為「南方基地論」的論調，52 並提高「南支南洋施設
費」，使得臺灣總督府的南進政策得以施展。此後擔任臺灣總督的田健
治郎、內田嘉吉，也延續既定的南支南洋政策，並將以往採行的華南路
線，擴展至東南亞一帶。53
對於臺灣總督府而言，自對臺灣進行統治以來，推動南進相關政策
已是既定方向，而當臺灣統治上軌道後，對南方事務的關心更影響著臺
灣與菲律賓間的關係往來，因此臺灣總督府方面是如何看待鄰邦菲律賓，
也左右著派出至菲律賓視察官員的視角。
我們從發起成立南洋協會的核心人物內田嘉吉於 1914 年間出版的
《國民海外發展策》一書來看，其書中提及「伴隨著南洋諸地的領土權
問題，將來必定會與各列強國在政治、經濟上進行競爭，而臺灣因鄰近
南洋地區，故對於日本（民族）的南進發展具有極重要的意義」。而在
對菲律賓的觀察上，內田認為菲律賓最值得關注的就是「米」的問題，
原因在於菲律賓人以米為主食，但當地產量卻大為不足，而多由他地進

51
52
53

類纂》，2177 冊，1913 年 5 月 1 日（大正 2 年）。
崛口昌雄編，《南洋協會十年史》，頁 6、220。
〈臺灣統治ニ關スル所見〉，《下村宏文書》第 6 號。
中村孝志著、卞鳳奎譯，《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頁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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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故美國方面有意將三萬戶居於不毛之地的菲律賓人，移居至呂宋、
民答那峨（Mindanao）等豐饒之地，規劃開發 25 萬公頃的水田。
內田嘉吉將菲律賓缺乏稻米一事視作日本的良機，因日人稻作的經
驗十分充足，可協助菲律賓進行開發，由此著手日方也可獲取極大的利
益。但有關日人在菲律賓進行開發一事，須得儘量避免招致美方誤解，
應表明日本純然由發展經濟的立場出發，欲求雙方共同獲得利益。54 就內
田嘉吉來說，前往菲律賓進行農業開發，並致力於對菲貿易之開展，就
是其認為日方對菲律賓應採行的方針，而在此事上臺灣總督府也應扮演
積極推動的角色。
再則，下村宏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之際，55 秉持著臺灣應作為日
本「南進基地」的想法，鼓勵技術人員與各領域的官僚前往南方出差，
並藉由其回臺述說經驗以啟迪社會大眾，達到宣傳南進思想的效果。56 在
此考量之下，1917 年 10 月間總督府派遣阿部滂、加福豐次、梅谷光貞、
片山秀太郎、鐮田正威、伊藤兼吉一行六人，組成「南洋視察團」前往
華南、南洋等地進行考察。57 上述各人之出差細節詳見表 3：
表 3 1917 年臺灣總督府南洋視察團
姓名
職稱
出差期間

報告書
〈馬來群島〉《臺灣時
1918.1.26
報》101號、〈爪哇の
馬來群島
時任調查課 1917.10.19產業及貿易に就て〉《
片山秀太郎
參事官
1918.1.10 1918.2.28
臺灣時報》102號、〈
爪哇の產業及 南洋調查復命書〉《南
貿易に就て 支南洋調查》26號

54

55

56
57

演講

內田嘉吉，《國民海外發展策》（東京：拓殖新報社，1914），頁 37-38、42、43-45、8788。
下村宏（1875-1957），別號海南，1875 年 5 月生於日本和歌山縣，1898 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
學政治科。歷任遞信部貯金局長、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總務長官、朝日新聞社副社長、大日
本體育協會長、貴族院議員。另外，其也於中央、法政、早稻田等各大學中擔任財政學講師。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頁 192。
中村孝志著、卞鳳奎譯，《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頁 6-7。
由臺灣總督府派遣的「南洋視察團」一行，首途前往香港，再轉往馬尼拉、新加坡等處。此
行以新加坡為中心，視察南洋一帶。〈南洋視察團 十五日基隆出發〉，《臺灣日日新報》，
1917 年 10 月 4 日，二版，620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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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臺灣總
督府事務官
1918.4.2
加福豐次
1917.10.19、臺北廳廳
南洋視察談
長
時任臺灣總
1918.4.13
梅谷光貞 督府警視兼 1917.10.19南洋の霸者
保安課課長

〈南洋視察談〉《臺灣
時報》104號、〈キャ
デットシップ〉《臺灣
時報》106號
〈南洋の霸者〉《臺灣
警察協會雜誌》、〈南
洋雜感〉《臺灣時報》
109號

1918.4.13
〈南洋に於ける日本人
南洋に於ける
發展の現狀〉《臺灣時
阿部滂
日本人發展の
報》106號
現狀
1918.4.13
時任覆審法
〈南洋各植民地に於け
南洋各植民地
る司法制度に就て〉《
伊藤兼吉 院檢察局檢 1917.10.19に於ける司法
臺灣時報》107號
察官
制度に就て
1918.4.13
〈北婆羅洲會社〉《臺
北婆羅洲公司 灣時報》108號、〈南
時任臺灣總
情況
洋視察談〉《臺灣時報
督府事務官
鐮田正威
1917.10.19兼土木局庶
》111號、〈比律賓視
（時間不詳） 察所感〉《南支南洋調
務課課長
南洋視察談 查》20號
時任臺灣總
督府事務官
1917.10.19兼稅務課、
金融課課長

資料來源：中 村 孝 志 著、 卞 鳳 奎 譯，《 中 村 孝 志 教 授 論 文 集 》（ 臺 北： 稻 鄉 出 版 社，
2002），頁 7-8；〈南洋視察團出發 本日午前七時五十五分〉，《臺灣日日新報》，
1917 年 10 月 19 日，第 2 版；臺灣日日新報社編，《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臺
北：同編者，1917）。

1917 年間由下村宏主導派出的「南洋視察團」，其成員在總督府內
所處的局課與專長各自不同，但皆是「三等一級」的高等官，58 對總督府

58

「三等一級」官吏所代表的涵義為何，可由曾任臺中州知事的竹下豐次之描述中清楚看出：
「當時的制度，到高等官三等為止，幾乎每經過 2 年半至 3 年之間就會定期的升上一等。但若
想再向上爬升至二等官（即敕任官）的層級則十分困難，原因在於敕任官的空缺非常少，通常
經過 6、7 年仍停滯在三等一級（戲稱為三丁目一番地）位階的情況也不在少數」。由此可知，
1917 年臺灣總督府派往南洋視察的成員們，雖仍未到達官吏們夢寐以求的敕任官階級，但也
可說是臺灣總督府內部的「中堅官吏」，其在進行「南支、南洋」地區的視察後，所得到的相
關資訊，均十分可能運用在其所屬部門的事務處理，甚至於是方針制定上。鍾淑敏，〈殖民地
官僚試論：以池田幸甚為例〉，《臺灣學研究》第 10 期（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2010 年 12 月），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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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策有一定的影響力存在。而此行雖然不是以菲律賓為視察重點，但「南
洋視察團」的成員返臺後撰寫的報告書中，對菲律賓也有許多描述，傳
達出這些臺灣總督府內的「中堅官員」們對菲律賓的看法。
在此必須加以說明的是，1910-1920 年代間出訪視察、調查菲律賓乃
至於南洋等地的臺灣總督府官員、實業界、新聞界人士相當多，這些人員
的出訪及調查無疑地開啟了臺灣總督府的對南方事務的視野，收集並整合
了南方相關情報，並對南支南洋政策的執行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但本文
因受限於篇幅，無法全面列出官員、實業家及記者們的各次參訪及調查活
動，故本文僅先提出最具代表性及參考價值的 1917 年「南洋視察團」為
例，以此說明臺灣與菲律賓的交流過程及後續對臺灣總督府帶來的影響。
可以看到，當出訪行程結束後，由臺北廳長加福豐次所作的〈南洋
視察談〉一文中，可見其對日本未來在菲律賓的發展方向有以下幾點建
議。一、由於菲律賓人對土地的觀念很淡薄，有助於日籍移民的移入，
藉以減低日本過剩人口的壓力。二、因美國以政策壟斷對菲律賓的貿易，
此刻受大戰景氣的影響，短期間能獲得利益，但並非長久之計，日人仍
應以農業為發展主軸。三、華僑在南洋各地的勢力極盛，菲律賓的情況
也是如此，其常用之語言為福建話，若以通曉「臺灣話」者作為媒介，
將可成為日人前往南洋發展的武器。59 保安課長梅谷光貞在〈南洋の霸
者〉一文中，同樣也指出華僑在南洋地區極具勢力，儼然是一方之霸，
並認為日本領有臺灣的結果，將能使出身於廣東、福建等地，約三百萬
移居南洋地區的華僑，成為與日本相互提攜發展的「盟友」，此說法正
與加福氏不謀而合。60
另外，擔任稅務課、金融課長的阿部滂，則以評估商業利益的考量
為出發點，對菲律賓提出幾點看法：一、菲律賓未開發的土地甚廣，日
人在當地尚有開發的空間；二、為解決菲律賓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可將
日本的勞動者送至當地；三、無論是投入龐大資金的各種栽培事業，或
其他原始產業，皆須與貿易業、銀行業、航海事業相互配合，以達到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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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加福豐次，〈南洋視察談〉，《臺灣時報》第 104 號（臺北：東洋協會臺灣支部，1918 年 5 月），
頁 20-22、27。
梅谷光貞，〈南洋の霸者〉，《臺灣時報》第 105 號（臺北：東洋協會臺灣支部，1918 年 6 月），
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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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日人企業在南洋發展的目的。61
此次「南洋視察團」之成員，除了向臺灣總督府提出在菲律賓可進
行的措施之外，伊藤兼吉、鐮田正威兩人更以自身的專業知識為出發點，
提出菲律賓施政可供總督府參考之處。擔任法院檢察官的伊藤兼吉視察
過菲律賓的法院、監獄、感化院後，認為菲律賓的「農園」感化政策頗
值得總督府參考。62 時任土木局庶務課課長的鐮田正威，至菲律賓考察
當地道路鋪設的情形後，鐮田氏即就鋪設道路之技法、道路維持管理、
山間道路行車之可能性、道路橋樑費用之收取等方面，向總督府提出建
議。63
綜而言之，總督府官員們對菲律賓的看法幾乎大同小異，皆認為菲
律賓廣大的土地未獲得有效的開發利用，因此可作為日人紓解國內過剩
人口的好去處。而日本殖民臺灣的經驗，正好可用於開拓菲律賓這個熱
帶島國，再加上臺灣人與在當地稱霸的華僑又屬同文同種，以臺灣人為
媒介，將可拉起「日華親善」之橋樑，有助於日人在南洋的發展。至於
在菲律賓的發展路線，應首重栽培事業，並持續投入貿易業、銀行業、
海運業的發展，以與當地日人產業配合，增強日商的勢力。

肆、結論
在 1900-1920 年間前來臺灣的菲方人士，以政府要人（官員）、技
術人員與商人為主，這呈現出兩地間的幾類往來模式，即親善、專門技
術知識及商務上的交流活動。這不僅是菲律賓方面所希望的交流方式，
同時也是向來主張推動南支南洋政策的臺灣總督府所樂見的情況，因此
兩地間的關係得以順利推展。此外，無論對於臺灣或菲律賓而言，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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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阿部滂，〈南洋に於ける日本人發展の現狀〉，《臺灣時報》第 106 號（臺北：東洋協會臺灣
支部，1918 年 7 月），頁 2-6、11。
所謂的「農園」感化政策，指的是讓受刑人在農場中工作，在每日規律的作息與勤勞的耕作中，
不知不覺的引導犯人改過向善，同時也促進資源的生產。伊藤兼吉，〈南洋各植民地に於ける
司法制度に就て〉，《臺灣時報》107 號（臺北：東洋協會臺灣支部，1918 年 8 月），頁 4-8。
鐮田正威，〈南洋視察談〉，《臺灣時報》111 號（臺北：東洋協會臺灣支部，1919 年 1 月），
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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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上述的幾次交流活動，可見對兩地皆帶來施政、技術知識交流、商
務往來或親善活動方面的實質效果，這也促使日後兩地的互動關係更為
頻繁緊密。
然而，在此特別要指出的是，有關臺灣及菲律賓之間的交流活動，
因牽涉到兩地技術、專門知識的交換，是故歷來皆有研究者以知識網絡
的建構與交流之視角來觀察，並且更進一步指出哪方偏重於是知識生產
者，而哪一方又為知識接收者的角色。雖然說接收的一方並無絕對，但
也很容易依據兩地技術、知識孰低孰高的評斷，接著推論必為某方傳授
給另一方知識。這樣的觀點放在菲律賓及臺灣上，亦很容易直觀的作出
歐美列強的技術知識水平應屬較高的一方，而認定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在
進行殖民地經營時，或許會向菲律賓方面學習較多。
但是這樣的推論，我們若從本文所舉的例子來看，有關菲律賓鴉片
制度的制定、牛疫防治問題，其實菲律賓亦從臺灣汲取不少經驗，並來
臺尋求協助。出現這種情形的原因無他，理由是對於統治熱帶地區的殖
民地，美國同樣並非經驗老到的殖民者，而臺灣方面的統治方針卻頗有
實績。在處理鴉片問題上，臺灣總督府主要處理的對象是華裔的鴉片吸
食者，菲律賓的情況也如是。而在遏止牛疫方面，臺灣更是比菲律賓還
早就使牛疫有效獲得控制，甚至讓牛疫在臺絕跡。
然而，菲律賓當局在遇到統治問題時，雖然會考慮參照臺灣的做法，
並派員來臺視察，但是最後實際推行政策時，卻不一定採用臺灣的方式，
而是以最有利於本地統治的方式來進行，這點以鴉片制度制定、牛疫防
治的情況來看即可知一二。既然臺灣推行的方針有效，無論防治煙毒或
牛疫都達到統治者所期望的效果，那菲律賓方面為何不都仿效推行呢？
導致這種情形出現的原因，我們不得不回歸到不同殖民地的差異性，以
及美國、日本的殖民政策不同的原始癥結上去，是故我們看待臺灣與菲
律賓間的各項交流，要討論的不應只是誰向誰學習的問題，另外也要進
一步指出兩地在應用上的差異性，以及理解不同殖民母國採行的殖民政
策必將導出不同的統治方法。
另一方面，若再將臺、菲派赴兩地的官員視角、行動相比之後，可
發現菲律賓方面來臺的在職官員，多半是為了解決菲律賓境內發生的問
題，或是配合臺灣方面的邀請，其動機多半是起於內政問題，態度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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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較為被動的。而菲方非在職官員者，則多是為取親善交流之意而來臺。
但反觀臺灣方面派往菲律賓視察的官員，其成行動機是受到臺灣總督府
方面遂行南支南洋政策的驅使，而目的則以視察菲律賓各類產業、或以
收集調查菲島各類情報資訊為主，且由返臺後所撰寫的報告中，更可見
這些官員們提出開發菲律賓的各種建言，在視察及交流態度上皆較菲方
人員積極主動，由此亦可見菲、臺兩地在殖民政策上的差異，並得知美
國及日本對待菲律賓、臺灣這兩個殖民地所採取的態度實是迥然有異。
本文對於 1920 年以前臺、菲雙方交流的人員並未採用全面列出的方
式，只先以較突出的幾個案例做分析，但由本文所論述之內容，亦以足
可使我們看出對菲律賓、臺灣而言，1920 年以前雙方交流的模式可略分
為親善、技術及商務形式，當然交流模式有時也不是單一形式，或許是
多種內涵合一。而在交流背後的意義上，菲律賓、臺灣兩地可說是同床
異夢也不為過，菲律賓方面來臺者多是為了解決統治問題，或是為了親
善交流而來，而臺灣總督府方面則在一切交流背後皆隱藏著「南進」的
終極目標，由此推展各類親善、技術交流、商務及調查活動。在這樣的
發展態勢下，直到 1942 年 1 月日本帝國終發動攻擊，進佔馬尼拉，並在
菲律賓展開為期 3 年多的軍政統治，或許亦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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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s and Significance of Exchange Visits between
Taiwan and Philippines from 1898 to 1920
Shih-fang Chen*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personnel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Japanese
colony of Taiwan and the American territory of the Philippines before 1920.
Delegations dispatched from the Philippines to Taiwan were primarily tasked with
issues such as opium prevention, cattle procurement, cattl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Industrial Promotion Expo. Delegations to the Philippines
from Taiwan were primarily engaged in field studies, particularly regarding topics
such as colonization policies,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d
development, legal institutions, e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 The delegates from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were ranking officials of the colonies, technological
specialists, and businessmen. As both sides shared common goals in facilitating
colonial rule, the modes of exchange wer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through establishing friendship, exchanging technical and specialized knowledge, and
promoting business transactions.
From the policies instituted in the Philippines during this period of exchange
from 1898-1920, it could be observed that the Japanese empire was not only
on the receiving end of technical and specialized knowledge regarding colonial
governance, but also an exporter of their colonial experiences in Taiwan, particularly
on topics such as opium policies and cattle disease prevention. Also notable is that
the Philippines delegates were concerned with developing solutions through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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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 programs to resolve problems that arose in the process of colonization,
which could be described as exchanges of colonial techniques. In contrast, the Taiwan
governor-general’s position with regard to the exchange programs is oriented from
a hidden agenda aimed towards the annex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The exchange
programs were part of the empire’s “Nanshi-Nanyo” policy of expanding into South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an undercurrent that runs counter to the façade of the
reciprocal principle.

Keywords: Nanshi-Nanyo Policy, Opium Policy, Cattle Disease Prevention,
Taiwan Industries Promotion Expo, Nanyo Inspection Delegation,
Science of Col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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