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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歷敘日本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歷史背景，勾勒明治時代詩社蓬勃發

展的現象，指出當時帝國主義者意圖吞併中國、進軍世界的虛妄言論與行

動。日本帝國佔領臺灣後，統治者運用了兩地相通的漢語詩文背景，模仿滿

清入主中國的文化控制模式，以惠寵及框架兩種手法，進行文化構接的行

動。策略式的培植趨附性的詩社團體，使之成為溝通統治與被統治兩個階級

之間的橋樑，遂行其穩定統治臺灣的目的。因這樣的做法被接受，其後詩社

紛紛成立，詩文創作成為日據時期臺灣主流的文化活動。愛好此道者人數眾

多，影響甚大。統治者以文化構接的方式，讓臺灣成為馴服式殖民地的做法，

基本上有其成功之處。本文以瀛社做為例子，解析其社員結構、活動方式，

以及媒合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關鍵詞：瀛社、日本殖民地臺灣、文化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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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後，國力不如西方列強的情勢逐趨明顯，週邊國家如韓國與

日本，都察覺到這樣的狀況，轉而對中國的強大產生懷疑。日本在明治時期發展的

維新運動，使其快速的現代化；長久以來依附中國文化的情形，逐步遭到國內的反

省與揚棄。西化的成果，明顯的表現在軍事力量的成長，且形成亞洲獨強的局面。

不過因浸潤已深，知識階級仍具有漢語詩文教養。日本在逐步形成軍事帝國主義思

想後，開始將國力向外擴充，滿洲、臺灣、朝鮮都陸續成為其殖民地。臺灣在清朝

的統治已達二百一十二年，日本政府除了軍事壓制、政治磨合、社會控制以外，要

順利統治此地，必須尋求一個足以構接本地社會精英的媒介，以穩固領導。成立詩

社，聚攏在地有力人士，以吟詠詩詞的模式，軟化抵抗意識，形成趨附團體，由上

而下擴散影響，是日據時期相當成功的「文化構接」1模式。北臺灣的「瀛社」即

為應時勢而生的團體，此詩社亦成功扮演了統治者與在地者媒合的角色。2然這種

構接策略，在滿清入關統治中國時，即已充分運用，發揮了很大的功能；事實上詩

文運動成為異族統治中國有效的工具，這樣的做法大同小異的重現在日據時期的臺

灣。舉瀛社為例，或許可以「看見」日據時期政治與文化相互為用的一個面向。 

貳、欲力湧起的日本帝國 
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讓日本快速的成長，國家力量膨脹。由於現代化的

成功，相對因應遲緩的中國、朝鮮及東南亞諸國，便被日本國內的野心份子視為可

以侵略、可以佔領的區域。日本因國力的逐步強盛，在國家論述上顯示出一種膨脹

                                                        
1 「文化構接」為個人所擬的名詞，在本文意為兩種不同的國家或民族，運用彼此相類似的文化背景，進

行互相交往或溝通的行為。以滿清統治中國，日本統治臺灣做為例子，其文化構接實為政治統治下的策
略之一，1980 年代英國的文化研究學者 Stuart Hall 曾以文化接合（Articulation）一詞，論述不同民族與
國家間的文化接觸現象，然其內容未能符合日據時期臺灣的狀況，故以「文化構接」來做本文論述的基
礎。 

2 日治時期的「櫟社」以繼承漢學，詩文抗日知名，然其社員如蔡啟運、林仲衡、傅錫祺等都與統治者頗
多周旋，具有相當強的「應時色彩」，南臺灣的「南社」表現出與執政者以「文化構接」的現象亦很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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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信，且積極於國家的自我建構與詮釋。以其想像及誇大的論述，將日本塑造為

獨大之國，具有悠久崇隆的歷史；更進一步的，將世界納編於其意志之下。文政六

年（1823）佐藤信淵在《宇內混同祕策》裏宣稱：「皇大御囯は天地の最初に成れ

る囯にして、世界万囯の根本なり。」（日本是天地間最早成立的國家，是世界萬國

的根本）由此推論皇國號令天下是合理的，日本首先應該併吞滿洲，接著將中國納

入日本版圖，進軍印度，最後合併全世界。3全世界應該接受日本統治，這是合乎

情理的。佐藤信淵構築了一個日本國統治世界的說法，並規劃有實踐的藍圖。4在

「近囯を掠略すること緊急第一」（以強大國力掠奪弱小鄰國為第一要務）的觀念

指導下，明治元年（1868）參議木戶孝允提出了「征韓論」，並不斷對之挑釁、製

造事端，希望很快的併吞韓國。明治五年（1872）制定了遠征臺灣計畫，明治七年

（1874）付諸實施，雖並未成功，然已開啟佔領臺灣的先兆。5明治二十年（1887）
中江兆民的《三醉人經綸問答》一文說：「美、俄、英、法、德諸國，都以強大的

武力侵略亞洲，日本只有征服中國，才可能成為大國，才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而

這樣的英雄豪傑是值得鼓勵的。」
6
這樣的說法撐構起其後的軍事行動的合理性與

必要性。 
井上清《日本帝國主義の形成》一文分析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時認為，在經濟

上是天皇及軍人擴張領土、搶佔「金銀財寶」慾望的顯現；政治上是因日本飽受歐

美各國的壓迫，又難以反擊，因而「企圖通過大力壓制弱小鄰國，來找回受歐美壓

迫的損失。」（弱い鄰邦を高壓することで、歐米から壓迫される代價を得ようとす

る要求と一体になっていた）7。現代化成功的日本，將中國、滿洲、韓國、臺灣

等地做為其國力擴充的手段，佔領並支配這些地方，才可能使日本成為真正的強

國。在這樣的欲力驅動下，日本毫不猶豫的展開武裝擴張行動，對被征服者進行控

制與剝削。被祖國拋棄的臺灣，在被統治的五十一年間，留下了許多殖民者強恣的

印記。 

參、異族統治中國的文化策略 
不屬於漢文化系統的「異族」，以武力征服「中原」後，所面對的問題至少包

括少數人的統治與文化對峙的兩大問題。漢文化的豐富與強勢，在秦、漢時代即已

逐步擴展至週邊民族、國家；現在的韓國、日本，和越南、緬甸等中南半島諸國，

沒有不受其影響。這些國家早期的歷史、文化，基本上還是由漢文書寫建構起來的，

所以這些「異國他族」對漢文化毫不陌生。日文、韓文、越南文等文字的創造，也

為漢字系統的異化與改製；且其文字系統裏，「漢字」仍被大量使用。8這樣的文化

                                                        
3 引見井上清著，《日本帝國主義の形成》〈序說．天皇制の侵略主義と近代帝國主義〉（東京都，岩波書店，

1968），頁 2。本書有宿久高等的翻譯本：《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臺北市，華世出版社，1986）。井上清
（1913-2001），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著有《日本女性史》、《日本的近代史》、《日本的歷史》、《天
皇•天皇制的歷史》、《部落的歷史和解放理論》及《日本的軍國主義》等。 

4 井上清著，《日本帝國主義の形成》〈序說．天皇制の侵略主義と近代帝國主義〉，頁 10、11。 
5 此即臺灣史上著名的「牡丹社事件」。 
6 井上清著，《日本帝國主義の形成》〈序說．天皇制の侵略主義と近代帝國主義〉，頁 15。 
7 井上清著、宿久高等譯：《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緒論．天皇制的侵略主義與近代帝國主義〉，頁 10。 
8 魏忠編著，《中國的多種民族文字及文獻》第三章〈中國北方民族古文字〉舉出西夏文、契丹文、朝鮮文

（吏讀、諺文）都受中國影響，（北京市：民族出版社，2004），頁 79–111。有關日本文字受漢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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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可以稱為「同體多枝」，意即其根本源自漢文化體系，然其枝葉發展各有所異。

不過所謂「漢文化」，本身是多種文化雜糅的綜合體，不同種族的文化經由「轉譯」

的過程，成為漢文化的組成部分。 
在漢文化圈裏的「週邊」民族與國家，除了他們本身的固有文化、習俗外，事

實上與中國有很多重疊的部分。這個重疊的部分，可以成為相互「構接」的基礎。

這個部分也為少數族群統治廣大漢人，可以運用的策略。以清初的皇帝為例最可看

出這種模式，康熙皇帝有《御選古文淵鑑》、《御選唐詩》，乾隆有《御選唐宋文醇》、

《御選唐宋詩醇》，在這些書前，他們親自作序，並對內容加以評點。還有康熙御

選的《全唐詩》、《全金詩》、《四朝詩》、《佩文齋詠詩選》、《題畫詩》、《千叟宴詩》、

《四書文》等。這些選輯意味這是皇帝認可的最高標準作品，足以做為天下人的典

範。所謂「參與」，指的是皇帝親自創作，寫作詩、文，以表現自己的漢文素養，

讓人們了解他們具有統治的能力與條件。順治皇帝寫詩，康熙、雍正、乾隆都有自

己的詩文集出版，這些作品在在顯示異族與漢族文化構接的企圖。皇帝以下的滿族

權貴，因上有好之者，下必有隨之者，在詩文上也表現了百花齊放的現象。清代是

個詩社林立的時代，不論滿、漢、蒙、回各種族的王侯、公卿、士大夫，都頗熱衷

於文會與雅聚，互相酬唱的詩文不勝枚舉。除了文人的集會結社外，商人團體、婦

人之間都有詩社的組織。清代詩社林立是其來有自的，前朝文人、士大夫以詩、文

結社的現象，便甚為熱絡。明末清初江浙一帶的幾社、復社最為知名，崇禎六年

（1633）兩社領導人集合了匡社、端社等舉辦詩會，詩人聚會於虎丘，人數多達三

千餘人。明朝覆亡後詩社組織仍未斷絕，如顧炎武、歸莊等人組成驚隱詩社，寧波

有南湖九子詩社，東越有甬上詩社，三吳有松陵詩社，又有西湖七子詩社，嘉興地

區有萍社、澹鳴社、彝社、廣敬社、澄社、經社等，杭州有登樓社、輾綠社等。各

社之間亦有詩會，時相往返，切磋交流。9康熙年間，杭州詩人陸圻、毛先舒等十

人，結西泠詩社於湖上，稱「西泠十子」。顧玉蕊集杭州能詩善文的才女，組成蕉

園詩社，較有名者有林以寧、徐燦、柴靜儀、朱柔則、錢雲儀，並稱「蕉園五子」。

乾隆時，杭世駿罷官歸故里後，與厲鶚、汪啟淑及故舊、僧友，於杭州淨慈寺結南

屏詩社。道光年間（1821-1850），福建人士組織有吟秋詩社、筠心社等，以寫作詩

鐘為主的詩社，以擊缽吟詩戰之風知名全國。福州一些知名人士在北京組織了荔香

詩社，道光十一年（1831）荔香詩社刻有《擊缽吟》一書。道光二十八年（1848）
莫友堂出版《屏麓草堂詩話》，記載福州吟秋詩社等詩鐘社的活動。光緒年間易順

鼎、曾廣鈞、陳萬頌、陳伯巖等在長沙組湘社。同治、光緒年間，福州以作「詩鐘」

為主的詩社發展十分蓬勃，其中橋南的可社、水部之瓊社最為知名；其他還有源社、

志社、托社、還社、曉社、分社、則社、可社等。10曾任臺灣巡撫的唐景崧亦喜好

擊缽吟，在臺灣號召成立的詩社也以作「詩鐘」為主，曾編有《詩畸》八卷。清代

二百餘年詩風鼎盛，詩作數量遠超過歷朝各代，雖然參加詩社的目的不同，各詩社

詩學觀點各異，運作方式各有不同，不過知名文士、詩人幾乎沒有不加入詩社，參

與詩會的。有清一代詩社之多，流風之盛不勝枚舉。晚清徐世昌輯的《晚晴簃詩匯》

收錄詩人六千一百餘家，超過《全唐詩》二千二百餘家的兩倍。錢仲聯主编的《清

                                                                                                                                                
見劉元滿著，《中國的多種民族文字及文獻》第二章〈漢字文化東漸的過程〉、第三章〈漢字融入日本文
化的變異方式〉（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頁 29–109。 

9 霍有明，《清代詩歌發展史》〈上篇八清初浙江詩社舉要〉（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4），頁 148-154。 
10 見鶴汀羽翁引盛興輝，〈詩鍾活動之回顧〉，http://bbs.ykwin.com/archiver/?tid-5099.html，2008 年，6 月 23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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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記事》，收七千多位詩人的作品，
11
數量更多，12由此可以見出清代各省詩人結社

風氣之盛。 

肆、構接的條件 
日本文學的發展一直受到中國的影響，在漢文化圈裏，是一種依附的型態，一

如政治的模式，有著宗主國與冊封國、藩屬的關係。宇野哲人說：「中國自古是我

日本文化之源泉，從研究我日本發展軌跡之角度而言，中國文化之研究亦大有必

要。」13中國文學創作的發展，始終影響著日本諸島。由於長期的輸入與影響，中

國文化其實早已轉化為日本文化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曾任教於臺北帝國大學十餘

年的神田喜一郎，在《日本における中國文學Ⅰ—日本填詞史話》〈一 緒言〉裏談

到：「日本漢文學は、わが邦第二の國文學である」（日本漢文學，是我邦第二的國

文學），日本文學雖不斷的「追隨」漢文學，但也在島上開出了蓊然鉅觀日本式的

漢文學。他提出了一個相當有趣的名詞，那就是「二重性格的文學」，具有與他們

相類似現象的兄弟之邦，即朝鮮與安南，這兩個國家受到漢文學影響，與日本一樣

屬於「二重性格的文學」。日本文學受中國影響是「その本來持つて生れた宿命」（是

與生具有的宿命），這是無法逃避的事實。在日本的中國文學，可以說是中國文學

的一個支流：「日本に於ける中國文學、言ひ換へるならば中國文學の一支流」，神

田喜一郎坦然的指出這樣的狀況，且認為漢文學在日本文學的發展上或許有「枳橘

易土の現象もらう」14，神田喜一郎的論點雖僅能算是一己之見，未必能代表日本

漢學界的整體觀點，不過在相似的詩文背景下，已說明了兩國以文化構接的可能性。 

（一）明治時期日本的漢詩活動 

明治時期（1868-1911）日本的漢學尤其是漢詩的寫作，曾經達到非常鼎盛的

狀況。町田三郎說：「明治一代是日本漢學的隆盛期」，他歸納其原因有三點：其一

為維新後的教育解放，人民可任意的接受教育，私塾林立，大部分私塾為失去俸祿

的武士所設，而這些武士大都教導四書五經。其二為報章雜誌的出版事業勃興，報

刊的「文藝版」經常刊出漢詩作品，及對漢詩的評論，這些詩作即時反應生活的現

象、詩人的感觸、時勢的變化，很受歡迎。二十年代（1887-1897）詩人結社的情

況非常熱烈。第三輔政大臣對詩文頗為喜愛，常有酬唱之作。明治三十年代至末葉

（1897-1911），以森春濤、森槐南父子領導的漢詩壇，發展到鼎盛時期。15 
三浦叶《明治漢文學史》曾對明治時代的漢學，做了整體性的論述。有關漢詩

                                                        
11 錢仲聯主編，《清詩記事》，（南京市，鳳凰出版社，2003）。 
12 吳宏一《清代詩學初探》一書中認為，清人詩作之多超過歷朝歷代其原因在：「君王的提倡和詩社的林立」。

見吳宏一，《清代詩學初探》〈第一章第二節社會風氣的鼓舞〉（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6），頁 19。 
13 宇野哲人 著、張學鋒 譯，《中國文明記．第二部分，一、中國之家族制度》（北京市，光明日報出版社，

1999），頁 182。 
14 神田喜一郎，《日本における中國文學Ⅰ—日本填詞史話》〈一 緒言〉，頁 9、10。 
15 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日本幕末以來漢學家及其著述》，〈服部宇之吉及其所編《漢文大系》〉（臺北市：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1992），頁 195、196。沈慶昊著、金培懿譯〈關於日本漢文學歷史展開之一考察：與
韓國漢文學作比較〉說：幕末時期的「志士」們，甚至將漢詩視為「國詩」。見張寶三、楊儒賓編《日本
漢學初探》，頁 26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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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在「維新」之前已有許多詩壇大家，如松平春嶽、鍋島閑叟、伊達藍山等。

這些人皆為當時重要政治人物，且擅長作詩，漢學素養甚佳。詩社以「玉池吟社」

最為知名，梁川星巖為一代宗師，門徒甚眾。明治時代的漢詩，依三浦叶的觀點可

分為三期：第一期始於初年到下谷吟社（大沼枕山）、茉莉吟社（森春濤）領導的

二十三年左右，這是「詩壇は蕾が將に開かんする時期」。第二期是明治三十年前

後，到星社的時代，本期為「詩壇の花が滿開した時期」。第三期是明治末年時期，

這時漢詩已進入衰微期「詩壇の花衰微の時期」。16三浦叶用花做比喻，以花蕾初開、

花朵盛開、花朵凋謝來形容明治時期漢詩的發展狀況。文中並對知名的詩人、創作

風格、詩社活動、詩文刊物、相關作品等，作了詳細的論述與分析。其中很重要的

一點是，他認為明治時期漢詩隆盛的原因之一，始於清國公使館館員和日本文人的

交遊。17日本的政界人物、漢學學者、詩人，基於崇拜的心理，視與中國文人交往

為莫大的光榮。他們與清國的使館人員，酬贈往返，常有詩酒之會，這種情況在明

治十一年（光緒四年，1878）到明治二十七年（光緒二十年，1894）十餘年間最為

熱絡。來自中國的官員、文士有何如璋、張斯桂、黃遵憲、廖錫恩、黎庶昌、王韜

等，日方的政要名流有重野成齋、宮本鴨北、勝海舟、依田學海、森春濤等。根據

三浦叶的敘述其交流的方式有：一、求贈題字、墨寶、序文。二、同遊賦詩，相互

酬贈。三、酒樓別莊詩會。四、定期或不定期詩會。五、迎送詩會。六、節慶詩會

等等。由以上的記述可知，明治時期的漢詩寫作、詩社組織、詩文刊物、詩會活動

等，是非常蓬勃的。中、日兩方藉由這樣的活動，聯絡情誼，交換訊息。這種異國

之間「以詩會友」、「風雅交接」的方式，在漢文化圈中是屢見不鮮的。 

（二）割讓之前的臺灣詩社 

臺灣的詩社，始於諸羅縣令季麒光、沈光文等人組成的「東吟社」（1684）。明

朝遺民沈光文加入這個吟社，事實上已表現了願意妥協的意味；季麒光以風雅的方

式，收編了這位前朝遺老。這臺灣第一個詩社，除了以文會友之外，也充分展現出

「交際功能」的特色。其後近二百年間，臺灣可查知的詩社有鍾毓吟社（1826）、
斯盛社（1857）、潛園吟社（1862）、崇正社（1878）、竹梅吟社（1886）、浪吟詩社

（1891）、斐亭吟會（1889）、茘譜吟社（1890）牡丹吟社（1891）等十餘個吟社，

以數量來講較之大陸與日本，實為不多，可見出臺灣處於墾闢狀態，除了地主與官

宦階級外，一般民眾經濟能力、文化內涵尚未足支撐這樣的風雅行為。除了牡丹吟

社，這些詩社大半地域色彩濃厚。結社目的有以文會友、地方精英的交際往返、倡

導詩文創作等等。詩社活動比較具有規模，活動較熱絡的時期，其實起於光緒十五

年（1889）唐景崧在臺南道署成立的斐亭吟會；其後任布政使時擴大規模，在臺北

創立牡丹吟社。這兩個吟會及吟社的組成者，主要是遊宦之士與本地士紳。就參與

牡丹吟社的名單：唐景崧（1841-1903）、林鶴年（1847-1901）、林景商（林鶴年之

子）、施士洁（1876 進士）、林仲良、林啟東（1886 進士）、郭賓石、黃宗鼎（淡水

縣舉人）、邱逢甲（1889 進士）等百餘人來看，詩社網羅了在地各階層的精英，讓

                                                        
16 三浦叶，《明治漢文學史》〈第一章第一期（初年より二十三年頃まで）の漢詩〉（東京都：汲古書院，1998），

頁 20。 
17 同上引書，頁 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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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與來臺的官員交際、酬唱，相互往來。唐景崧是藉詩社的活動，來凝聚政治、

經濟與社會的力量，以文化為媒介，串連人際關係，穩固統治。 
組織詩社，酬唱往返，本即為中國傳統的文化現象。然而詩社的組成並不只單

純的切磋詩藝，馳騁文才而已，所包含的政治運作、人際關係、利益互惠等等複雜

現象，使其作用變得更為多樣。如前所述，在十九世紀的後半，中、日兩國「以詩

會友」、以詩社做為政治運作的模式頗為盛行。日人據臺後，以詩社做為構接臺、

日關係，做為政治運作的模式，其實是很自然的便成形了。 

伍、構接的模式 

（一）文化重疊的綰合 

如前節所言，清領時期臺灣為中國的一省，其政治、經濟、文化為母國文化的

移植。如同廣西、貴州、海南島等省份一般，其少數民族苗族、瑤族、黎族等的傳

統文化，仍具有一定的力量，然而漢文化才是主流。主政的官員積極的將中國文化

與教育輸入臺灣，大量的移民也將原鄉的模式移入，臺灣的中國文化現象，在二百

餘年間逐步的構築起來，成為「天朝」文化下的一環。清代臺灣的文學與文化，其

實便是由游宦之士與在地的仕紳共同塑造的。而這些文化基礎，正與日本統治者的

漢學背景有相似的地方。這些「同體多枝」、文化重疊的部分，正是做為彼此構接

的成分。 
日人據臺第一年（1895）以總督府陸軍軍醫部長身份來臺的森鷗外，與軍醫橫

川唐陽，曾在征臺之戰的軍伍之中，互有酬唱、吟詠之作。森鷗外被郭水潭譽為「日

人在臺灣，開端文學的第一人」18。次年，日本明治時期領導漢詩壇的森槐南，隨

總理大臣伊藤博文來臺視察，其作〈丙申六月巡臺篇．隨行記事〉為七言長篇古詩；

森槐南在臺與水野大路、土居香國互有酬唱，伊藤博文亦有〈臺北旅館喜雨〉七絶、

〈臺灣巡視中作〉七律等作品。
19
這些作品成為日人描述臺灣最早的漢文詩歌。 

其後來臺日人中，具有漢學背景的甚多，官員如水野大路、館森袖海20、土居

香國、中村櫻溪、加藤雪窗、磯貝蜃城等；任職於報社中的有：小泉盜泉、籾山衣

洲、木下大東、尾崎秀真等。這些人後來組織有不少詩社： 

                                                        
18 羊子喬編，《南瀛文學家—郭水潭集》〈卷四，論述．日僑與漢詩〉（新營市，臺南縣立文化局出版，1994），

頁 370。 
19 羊子喬編，《南瀛文學家—郭水潭集》〈卷四，論述．日僑與漢詩〉，頁 371、372。 
20 沈慶昊著、金培懿譯〈關於日本漢文學歷史展開之一考察：與韓國漢文學作比較〉一文說：「在明治、大

正詩壇，國分青厓被尊為巨匠。…漢文方面的優秀大家，則有日下勺水…館森袖海、松平天行…等。」
見張寶三、楊儒賓編：《日本漢學初探》，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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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社名 成立年代 主要人物 說明 

玉山吟社 1896 加藤雪窗、水野大路、土居香

國、白井如海、伊藤天民、岡本

葦庵、館森袖海等二十餘人成

立，其後章太炎、臺人李石樵、

陳淑程、黃植亭等加入。 

章太炎有〈寄梁啟超〉、〈餞歲〉、

〈玉山吟社席上即事〉等詩作流

傳。21 

淡社  館森袖海、中村櫻溪、小泉盜

泉、尾崎泉、日下峰蓮、伊藤壺

溪 

據郭水潭的說法：館森袖海、中

村櫻溪、小泉盜泉曾與省人共組

詩社，時間介於玉山吟社、穆如

詩社之間，因文獻不足，年代難

以確定。22尾崎泉、日下峰蓮、

伊藤壺溪這三位的詩人的名字

則出現於 1910 年《臺灣日日新

報》第 3567、3573、3574、3713、
3721、3722 號，瀛社活動之中。 

穆如詩社 1899 兒玉源太郎、籾山衣洲、館森袖

海、內藤湖南、中村櫻溪、小泉

盜泉、尾崎秀真 

以兒玉總督為首的吟社，為日人

統治階級的組合。 

南雅社 1930 久保天隨、尾崎秀真、西川宣

南、豬口鳯庵、伊藤壺溪、山口

透、小松吉久、三屋清蔭、魏清

德等 

因久保天隨來臺任教臺灣大

學，乃集合同好成立此社。魏清

德為唯一的臺人。23 

這些詩社有些純粹為日本人，有些則有臺灣本島人與來自大陸的文人加入。事

實上民國八年（1919）五四運動之前，中國文學就是傳統文學，語體文尚未誕生，

新文學也尚未形成氣候。日人與臺人的文化背景都是傳統文學，詩詞歌賦就是創作

主流。日人的語言、文化與臺人有很多差異，但在漢文詩歌創作上卻有共同的認識，

共同的源流，日人的創作亦一直深受中國文化影響；藉由詩文的媒介，有著足以綰

合彼此的背景與可能。創刊於明治二十九年（1896）六月十七日的《臺灣新報》，

其〈社說〉使用的是漢文，具有勳六等的臺灣仕紳李春生寫有〈祝臺灣新報發刊〉

及隨筆一篇。24在七月十一日第五號便有了「文苑欄」的設計，刊有土居香國的〈續

征臺集〉六首詩作，志賀遮莫的〈志懷三章〉七言律詩三首。25十月三日第三十號，

有陳洛的〈龍山寺觀月會跋〉（駢文）26；十月六日第三十二號，有「無底湖子林隆」

                                                        
21 春暉，〈太炎詩補遺〉，《臺北文物》四卷四期（臺北市，臺北市文獻會出版，1956），頁 139。 
22 羊子喬編，《南瀛文學家—郭水潭集》〈卷四，論述．日僑與漢詩〉，頁 395。 
23 羊子喬編，《南瀛文學家—郭水潭集》〈卷四，論述．日僑與漢詩〉，頁 396。 
24 《臺灣日日新報》附冊第四十八《臺灣新報》，（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影印本，1995）頁 72。《臺灣新

報》創刊於 1896 年 6 月 17 日，為最早發行報紙，臺灣總督府所發布的政令皆刊載於此報。次年《臺灣
日報》發行，發行量二千五百四十一份，《臺灣新報》則有四千八百十一份。兩報彼此不合，互相攻詰。
1898 年兩報合併，改名《臺灣日日新報》，成為最大報紙，亦為總統府的喉舌之報。見井出季和太著，郭
輝編譯《日據下之臺政．卷一第四章第四節刊物》（臺北縣，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頁 74。 

25 《臺灣日日新報》附冊第四十八《臺灣新報》，頁 80。 
26 《臺灣日日新報》附冊第四十八《臺灣新報》，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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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訪土居香國志詞宗賦呈〉、土居香國〈龍山寺官紳大會席上卒賦呈諸公〉27等詩

作。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二、日治時代詩社的再興與發展〉，

引《臺灣新報》說，割臺次年（1896 年），臺人與日人所寫的漢詩都已出現在該報

「文苑欄」，是年九月十三日、二十二日，民政局長水野遵與土居香國等，與臺紳

陳洛、李秉鈞、劉廷玉、黃茂清等「官紳同宴」，吟詩作對，其樂融融。28 
創刊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五月六日，代表官方喉舌的《臺灣日日新報》，

亦闢有「文苑欄」，專門刊載來臺日人與臺灣文人的傳統詩作。其第一號即刊出鄭

幼佩寫的〈北郭園啟吟社序〉，這篇文章頗費心思，內容甚長。主旨談到新竹知縣

櫻井勉治竹二年後「百廢俱舉，民胥賴之」，有意重振詩風，組織吟社。鄭幼佩非

常感奮，認為北郭園將如范仲淹的「岳陽樓」、歐陽脩的「醉翁亭」一樣「亦自此

傳矣」，不僅將知名於世，亦將流傳千古。29此外另有岡本韋庵的〈臺灣史詩〉七言

四首，並附漢文解說。內容說的是清代中葉臺灣墾闢的故事，有敘事有議論，是以

風雅治事的用世詩。30五月八日第三號頭版則有〈平樂文讌〉的新聞，內容報導苑

裏參事蔡啟運、新竹縣參事吳朝宗，兩位秀才鄭毓臣、曾省三，以及梁鈍庵、林紹

堂等，到大稻埕平樂遊酒肆，並招來李石樵、翁星樵、陳淑程等，同席飲宴。蔡啟

運是著名的詩人，是鹿苑吟社、櫟社、竹梅吟社重要人物。梁鈍庵詩名甚壯，鄭毓

臣、曾省三、翁星樵、陳淑程等都有文名。《臺灣日日新報》其後有「詞林」專欄，

刊出日、中作家的作品。其中有專屬日人「募集句合」、「三昧句」、「俳句」等，可

以見出該刊對日本傳統文學的重視。 
明治三十一年（1898）五月二十《臺灣日日新報》，「文苑欄」刊出題為〈比志

島將軍送別會〉的詩作。比志島為混成守備隊第三旅團長。這個課題參加者有日人

磯貝蜃城、石母田石佛等，臺人有羅秀惠、蔡國琳、蔡夢熊、陳脩五、趙鍾麒、陳

渭川、陳雨臣、曾馥笙、李嘯耕等。蔡國琳、趙鍾麒為浪吟詩社的成員31。就表面

現象看來，日本殖民政府與臺灣的上層階級已達成默契，藉由相互拜訪、聚會宴飲、

同題賦詩，呈現一種官紳趨合、同志共樂的氣氛。這些詩作大大的讚美了比志島將

軍，說他如同班超、馬援、狄青等名將，來臺平定亂軍，如李嘯耕：「智勇冠群英」、

曾馥笙：「赫赫威名留絕島」、蔡夢熊：「鯤身鹿耳掃鑱槍」，功勞勳業俱盛。這組詩

可以解讀出的涵義包括有：國家認同的轉換，以中國歷史人物讚美異民族的「挪

置」；在臺精英階層的妥協傾向。來臺日人與臺人共同用傳統漢詩表達「平亂」將

軍的勳勞，間接否定了臺民抗日的意義，準備好接受殖民政府的統治。 
就以上排列論述的資料來看，日、臺雙方以「漢語詩文」做為溝通彼此意志的

媒介，短短三、四年間，已出現綰合平穩順利的氣象。當然這些都是《臺灣新報》

與《臺灣日日新報》所呈現「官方製造」的訊息，實際上如臺中的櫟社詩人群、彰

化的洪棄生等，都表現有不妥協的、抵抗異族宰制的精神。32 

                                                        
27 同上引書，頁 138。 
28 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市，國立編繹館主編．出版，2007），頁 185-187。 
29 明治 31 年（1898）5 月 6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1 號，（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影印本，1994），頁

13。 
30 同上引書，頁 13。 
31 明治 31 年（1898）5 月 20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17 號，頁 128。 
32 相關論述可參見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 1895-1945 年之古典詩歌》（臺北，國立編譯館，

1997），施懿琳〈日據時期鹿港正氣詩研究〉（臺北市，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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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瀛社的出現33 

二百餘年來，主政的官員皆由朝廷派任，軍隊也由外省調來；臺灣的控制力量

來自於流動的官宦，這些官宦最終的權利來自於北京朝廷。臺灣本地的上層結構，

由地主、商人及有功名的讀書人構成，這些人組成了區域性的地方力量，這些力量

包括經濟、軍事（鄉勇）和社會等等層面。臺灣的權力運作，經常是流動官員與地

方力量的衝突與調和，能將其間矛盾處掌握得宜，便能有效的管理，否則便容易出

現掣肘與對抗的情形。日本統治者的情形其實很類似，他們既是異族，也必須面對

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問題。除了軍事鎮壓以外，要如何順利的與地方力量結合，減

少抵抗意識，甚或將反抗意識轉化為助力，這是必須妥善處理的問題。如何在臺民

中選擇可資運用的人物及團體，給予一定的「惠寵」，建立一個典範式的模式

（Patronage system），再藉由這樣的團體溝通彼此間的關係，吸引更多趨附性的團

體。具有很強「交際功能」的詩社，無疑的是當時最好的媒介。詩社可以很快形成

一個互動性強的人際網絡，結合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進行政治意志溝通的活動。

前文所言滿清入關，以少數民族統治人數眾多的漢人，運用了文化構接的方式，成

功的協助了政權的穩定，雖與日人據台的時空背景未盡相同，然而這種模式給予熟

悉清國歷史、文化的領導者，許多啟示與借鏡。日據前後間臺灣知名的詩社有： 

表（二） 
社名 成立年代 地區 主要人物 

竹梅吟社 1886 新竹市 蔡啟運、鄭家珍、鄭如蘭、黃如許、林鵬霄、王友竹、

王石鵬 

斐亭吟會 1889 臺南市 唐景崧、林鶴年、林景商（林鶴年之子）、施士洁、

林仲良、林啟東、郭賓石、黃宗鼎、邱逢甲 
茘譜吟社 1890 彰化縣 蔡德輝、吳德功、傅天于、張希袞、張綱 
牡丹吟社 1891 臺北市 唐景崧、施士洁、丘逢甲、林鶴年 
浪吟詩社 1891 臺南市 許南英、蔡國琳、趙鍾麒、謝石秋、胡殿鵬 
海東吟社 1894 臺北市 林景商 
茗香吟社 1896 嘉義市 賴雨若、蘇朗晨、林臥雲、張秀星、沈瑞辰 
鹿苑吟社 1897 彰化縣 許劍漁、蔡啟運 
櫟社 1902 臺中縣 林痴仙、賴紹堯、傅鶴亭、王石鵬 
詠霓詩社 1905 臺北縣 黄純青、王百祿、劉克明、王少濤、魏清德等 

南社 1906 臺南縣 蔡國琳、趙鍾麒、謝石秋、連雅堂、胡殿鵬、趙鍾麒、

楊鵬摶、羅秀惠、連城璧 
瀛社 1909 臺北市 洪以南、謝汝銓、林湘沅、魏清德等 

由上表列，可以看出這些詩社中人都是臺灣社會的上層結構，代表著清領末期

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力量。日人據臺之後如何應變，成為一項相當嚴酷考驗。1895

                                                        
33 惠寵體系（Patronage system），見 Billashcorft Gareth Griffith&Helen Tiffin《逆寫帝國-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

實踐》，劉自荃譯（臺北市，駱駝出版社，1998），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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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成立的詩社如上表列有：「茗香吟社」、「鹿苑吟社」、「櫟社」、「詠霓詩社」、「南

社」等，這些詩社在日據的十年間陸續出現，詩社成員的行止及詩作，除了表現了

「山河易幟之悲」與「遺民意識」之外，較多數的詩人則以「文化承緒」、「符應時

變」、「官紳趨合」的態度對應，逐步的表現出趨附的面貌來。34 
乙未年日本政府入臺，是使用武力之後才取得統治權；而臺民武裝抵抗的情

形，並不稍歇。抗拒異族統治的民間力量，始終旋仆旋起，持續十餘年。對應臺民

的抵抗總督府頒布「臺灣人民軍事犯處分令」、「臺灣刑罰令」、「臺灣住民治罪令」、

「匪徒刑罰令」等法令，以嚴厲的方式撲殺敵對民眾，以控制全臺。臺灣人民的武

裝抵抗，在第四任兒玉源太郎任總督後得到緩和，兒玉源太郎任用後藤新平做為民

政長官，採取較寬容的政策，由本島「協力者」的居間協助下，很快便取得成效。
35這些「協力者」多半本即為「清代臺灣社會較具資財的豪農紳商」36，他們無法

如林維源、丘逢甲、林朝棟等內渡大陸，亦不願如吳湯興、徐驤、胡嘉猶、姜秀鑾

等人武裝抗日，為了自家生命財產的保障或持續發展，被迫選擇與殖民政府妥協。

殖民政府掌握這個情勢後，運用了許多示惠的措施，以攏絡民心。例如明治三十一

年（1898）由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參酌「前清時代鄕飲酒典禮」37，策劃「饗老典」，

邀請臺北全縣八十歲以上的老人，三百一十四名受邀參加，並頒發扇杖。次年四月

在臺中縣彰化孔廟（時隸臺中縣）舉辦，三百六十名受邀參加，並徵求各地文士撰

寫詩文誌慶；同年十月在臺南兩廣會館舉辦，近三百名參加，亦廣發「慶饗老典徴

詩文啟」38。其後持續辦理共四次。明治三十三年（1900）兒玉源太郎成立「揚文

會」39，令各縣廳成立支會，支會會員包括前清進士、舉人、貢生、廩生、秀才，

計有臺北、臺中、臺南、宜蘭、澎湖（臺東無）八百四十四人。於明治三十三年（1900）
三月通知邀請廩生以上一百五十一人，於臺北淡水館開會，會中擬三議題〈旌表節

孝議〉、〈救濟賑恤議〉、〈修保廟宇議〉。40這些舉措讓人想起清初順治、康熙、雍正、

乾隆等皇帝的做法，一方面以武力鎮壓反抗勢力，一方面進行懷柔政策，來鞏固其

領導，「以詩會友」、「風雅交接」讓前朝精英抒發「治國議論」，讓他們有受到禮遇、

參與國政的想像，以這樣的方式彼此接納。 
不過，如同滿清之於中國文化上的統治，給予的書寫框限，動輒出現的文字獄，

在在威嚇著行文摛藻者。殖民政府的相關箝制政策有：明治三十一年（1896）的「書

房義塾則」要求書房義塾須受地方官的監督，教科內容以公學校為主，另加設日語

與算數。41明治三十三年二月（1900）「臺灣出版規則」第二、三規定出版品出版前

                                                        
34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二、日治時代詩社的再興與發展〉，引《臺灣新報》說，

明治 29 年（1896）臺人與日人所寫的漢詩都已出現在該報「文苑欄」，是年 9 月 13 日，22 日，民政局長
水野遵與土香居國等與臺紳陳洛、李秉鈞、劉廷玉、黃茂清等「官紳同宴」，吟詩作對，其樂融融。在這
樣的鼓勵下明治 30 年（1897）鹿苑吟社成立，竹梅吟社再開吟會。《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
（臺北市，國立編繹館主編．出版，2007），頁 185-187。 

35 黃秀政：《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第六章抗日運動的性質與影響〉（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出版，1992），
頁 292。 

36 同上引書，頁 291-297。 
37 井出季和太著，郭輝編譯：《日據下之臺政—臺灣治績志》〈第四章兒玉總督時期〉（臺北市，海峽學術出

版社，2003），頁 336。 
38 盧嘉興原著、呂興昌編校，《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上）》〈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臺南市，

臺南市立藝術中心出版，2000），頁 169、170。 
39 語出唐玄宗送王晙巡邊詩：「振武威荒服，揚文肅遠墟。」 
40 盧嘉興原著、呂興昌編校，《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上）》〈記前清舉人蔡國琳與女蔡碧吟〉，頁 99、100。 
41 黎澤霖、張易纂修，《臺灣省通志稿．教育志設施篇》〈第三章初等教育〉（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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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送地方主管單位或總督府兩份，做事先的檢查；第十一條明訂若有「冒瀆皇室之

尊嚴，變壞政體，或紊亂國憲者」、「妨害秩序之安寧，或敗壞風俗者」都將受到禁

錮或罰鍰。42大正六年十二月（1917）「臺灣報紙發行令」，此令共三十四條，十分

刻細，對新聞採取「許可制」、「保證金制」、「檢查制」若有不當的言論，有關單位

可以逕行查禁。43。其後大正十年（1921）「書房義塾教科書管理辦法」、昭和六年

（1931）「禁止官方命令文告附漢文」，都是一種限制、威嚇、去除的行動。日本政

府準備正式發動侵華戰爭後，昭和十二年四月（1937）下令各報刊禁止有漢文欄，

全面禁絕漢文教育。44七月臺灣軍司令公布，臺灣人民不得有任何「非國民之言動」，

更加嚴厲監管臺灣人的腦與筆。 
在民族大義與政治現實的拉扯之下，具日、臺混血式色彩的「瀛社」，則在明

治四十二年，清宣統元年（1909）開始運作。日人來臺後，以政策指導及控制的現

象出現，服膺政策的瀛社例會明顯帶有這樣的框架。在 1909 年瀛社成立後的第一、

二年，最為明顯： 

表（三） 
時間 《臺灣日日新報》報號 課題 說明 

明治 42 年 5 月 3 日，

1909 年 3297、3301 櫻花 
1.瀛社第二次例會 
2.此日洪以南家庭院櫻

花盛開，故以此為題。 
明治 42 年 5 月 30 日，

1909 年 3323、3325 恭讀戊申詔敕 瀛社第三次例會。 

明治 42 年 10 月 28 日，

1909 年 3452、3453 弔伊藤公 

1.秋季例會 
2.伊藤公爵即伊藤博文 
3.來賓有櫟社詩人陳槐

庭、鄭汝南等。 

明治 43 年 10 月 16 日，

1910 年 3741、3745 祝天長節 

1.十月例會 
2.天長節本為唐代唐玄
宗的生日。日本亦沿用
為 天 皇 生 日 的 節 慶
日。明治 3 年（1870）
下令統一制定，用為天
皇生日，明治天皇生日
日期為 11 月 3 日，大
正為 10 月 31 日，昭和
為 4 月 29 日。只要是
天皇生日，其治下民眾
都要慶祝。 

                                                        
42 黎澤霖纂修，《臺灣省通志稿．教育志文化事業篇》〈第五章新聞事業〉，頁 284。 
43 同上引書，頁 403–406。有關檢查制度中最知名的為「食割」，亦即將不妥的地方加以割除或塗抹，不讓

「欠妥」的文字出現。「欠妥」部分清除後，乃准許出刊。 
44 日政府的禁令並未能徹底執行，漢文作品仍然持續出現在各報章雜誌上，論者以為廢止漢文將造成報社

經濟利益、教育文化及溝通民意上的損害，然為顧及政令的權威性，漢文欄出現了融合日語、漢語、臺
語的「臺灣式白話文」混雜性語言的現象。見邱雅萍〈從日刊報紙「漢文欄廢止」探究「臺灣式白話文」
的面貌．第四章統合中的異端：「臺灣式白話文」〉（臺南，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頁 6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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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列的課題「櫻花」、「恭讀戊申詔敕」、「弔伊藤公爵」、「祝天長節」都明

顯具有殖民政府的控制意志，瀛社活動亦有許多日僑參與，這些課題日人所作的

詩，表現的政治意識，自然是遠高於臺人的。查考瀛社在昭和十二年（1937）殖民

政府取消漢文欄之前，大部分課題以純粹的詩作為主，政治性的題目較少。相較於

「鹿苑吟社」、「櫟社」、「南社」，「瀛社」等幾個詩社，其組織並不嚴謹，詩人群的

政經背景、知識水平，都不如上述三個詩社。文山遺胤說瀛社對社員不加嚴選，「良

莠不齊，易生毛病」45。然而正是因為這樣的特質，使其有更大的包容性。事實上

最初的瀛社以徵詩為主，並無意使之成為有組織、具活動力的社團。據謝汝銓的說

法，當時除了一些知識精英外，一般百姓對詩社及其運作並不太了解；而日人統治

者組成的詩社，則不免與臺人有所隔閡，他們希望以編輯媒體之便，先成立一個「紙

上」的詩社。46瀛社的組成看得出來有向下發展，擴大參與層面的想法。他們以發

行量最大，官方出資的有利位置，吸引眾多有志者參與。事實上當時臺民的知識水

平普遍不高，生活艱苦，每日勞動之餘，沒有閒暇從事詩文活動。試由明治四十二

年到四十五年，三年內見於《臺灣日日新報》詩題來看，總共有七十三題。屬於政

治性的詩題有六題，47其他題目都甚為簡單易懂、易作，如訪梅、墨梅、品梅、寒

梅、春山、春雨、訪春、傷春、冰花、榴花、杏花、秋閨、秋砧、秋風、秋螢、冬

菊、簪菊、供菊等等，重複性也很高。這樣的做法可以看得出來，其目的一方面可

增加報紙的閱讀量，一方面給創作者發表作品的機會，藉此吸引更多讀者。 
事實上以日文印行的《臺灣日日新報》，除了在臺日人以及積極學習日文的臺

人外，一般民眾仍對日文缺乏了解，無法直接閱讀吸收，如此一來執政者便無法真

正落實其殖民政令，影響輿論。且臺民中，反日的情緒始終不減，對執政者的言論

甚不認同，不願閱讀侵略者刊物也是可以想見。48為了這個緣故，日人領臺十年後，

明治三十八年七月一日（第 2480 號）開始，《臺灣日日新報》增加了漢文版；擴大

了版面與內容，美化編輯，且報費不增加。訂戶若要訂給日本、清國或韓國者，寄

費由報社負擔。如此優惠的條件，其欲擴大銷售量的策略是很明顯的。這樣的做法

剛開始並不順利，迴響不如預期，報刊於五月三十一日發布消息，預告《漢文臺灣

日日新報》將獨立出刊，同時亦刊出徵文訊息及募集各地通訊員的廣告，希望能獲

得讀者廣大的響應。49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始刊之詞〉來看，執筆者非常高興

能從「邦文」（日文）之中獨立出來，不再是日文版的附庸而已。他們期望能募到

好的漢文作品，發揮影響力。但不知何故，投稿的人非常少，花了一個月時間不斷

刊出徵文消息，來稿卻不夠一星期的刊載。編者見來稿情況欠佳，於是便打出文化

同源主義的招牌說：「漢文者。同文之命脈。東亞之國粹也。」希望臺人能接續此

                                                        
45 文山遺胤，〈臺北詩社概觀〉，《臺北文物》四卷四期，文山遺胤另說：「雖有一部分的社員未夠水準，但

亦不甚影響大局。」，頁 3。 
46 謝汝銓，〈全島詩人大會抽緒〉，見林欽賜編：《瀛洲詩選》，光明社，昭和 8 年（1933）2 月 27 日。瀛社

或者可以說是由編輯者，費心策畫下產生的詩社。 
47 政治性主題的詩作即「櫻花」、「恭讀戊申詔敕」、「弔伊藤公爵」、「祝天長節」四題外，明治 45 年（1912）

1 月 29 日有「鎮南山臨濟護國禪寺創成寄憶藤園將軍」、「懷安蕃通事吳鳳」兩題。瀛社每次課題的數目
不一，有一題、二題、三題，有時僅為參加宴會沒有課題。 

48 《臺灣新報》、《臺灣日日新報》內容頗多以征服者的角度看待臺人，炫耀帝國武力，吹捧具有戰功的將
領，動輒以土匪、匪首、暴徒稱呼反抗者，用污衊性詞語描述中國，這對臺灣知識階層來說一時間是難
以適應的。 

49 其後又於 6 月 1 號、6 月 15 號、6 月 23 號等刊登消息，「廣蒐漢文寄稿」一則中還附有三個題目，即 1.
臺灣習俗美醜十則 2.丈田築路後之臺灣生計界 3.日俄戰爭後之日清關係，希望讀者投稿。見明治 38 年
（1905）6 月 15 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035 號）附冊第 47，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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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將絕的文字，共同來馳騁文場。〈同胞聽者〉則表明其立場，述說本報在溝通統

治者與人民之間，具有很大的力量，既代表官也代表民： 
 

臺灣改隸版圖。于今已星霜十易矣。前此過去時代。官民情意。每有未融。

行政機關多窒礙。本報斡旋其間。不過以下情之委屈。達於上開。以柄政之

苦衷。宣諸民聽。上下疏通。居然為官民之代表而已。50 
 
第一期的文章中便將立場說得很明白，《臺灣日日新報》一方面想維持漢文一

脈勿使斷絕，其二是本報具有直達層峰的力量，與最高當局有折衝建言的位置，影

響力無人能及。以「維繫漢文」之名出版報紙，鼓勵民眾參與，相當光明正大；與

層峰關係佳，正可以誘使有心者加入行列，這兩面旗幟十分光鮮、得體，其效果亦

逐步顯現。以下將日據初期瀛社詩人背景簡介如下： 

表（四） 
功名 姓名 職業 姓名 說明 

舉人 羅秀惠 開設書房 
杜天賜、林知義、

林纘、謝尊五、李

書、沈相其 

謝尊五後任公學校教

師。 

秀才 

陳廷植、王采甫、

謝汝銓、林湘沅、

黃茂清、張清燕、

何承恩、丁壽安、

陳洛、洪以南、郭

境蓉、劉育英、粘

舜英、林馨蘭 

基層公職人員 
吳昌才、黃玉階、

林摶秋、黃丹五、

許梓桑 

基層公職人員所指為：

庄長、街長、區長、保

正。 

獲頒

紳章 

黃玉階、劉克明、

顏雲年、魏清德、

許梓桑 
報社工作人員 

羅秀惠、謝汝銓、

林湘沅、魏清德、

林佛國、黃贊鈞、

黃石衡、李逸濤、

黃河清、丁壽安、

王自新、高樹木、

許寶亭、賴子清、

楊仲佐 

紳章為桂太郎總督任內

舉行的措施，為優遇「有

學識資望」者所頒發的

勳章。大正十五年取消 

  公學校漢文教師

林湘沅、劉育英、

陳廷植、劉克明
51、張希袞、謝尊

五、魏清德 

魏清德後轉任職報社，又

考試及格成為公務人員。 
林湘沅後任公學校漢文

教師。 
劉克明任職國語學校附

屬學校。 

                                                        
50 明治 38 年（1905）7 月 1 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048）附冊第 47，頁 1、2。所謂「邦文」指的是日

文。 
51 劉克明編有《國語對譯臺語大全》，臺北市，國語對譯臺語大全發行所，1916，《教科摘要臺語速修》，臺

北市，新高堂書店，1925，《實業教科臺灣語及書翰文》，臺北市，新高堂書店，1926 等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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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名 姓名 職業 姓名 說明 

  經商 

1.相命測字：郭境蓉

2.中藥行（漢醫）：

黃玉階、葉練金、

張純甫、張清燕、

黃朝枝、張瀛洲

3.實業界：顏雲年、

李建興、黃純青

 

＊本表參酌 2004 年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張端然碩士論文〈日治時期瀛社之研究〉製成 

以上的社員裏，進入日人開辦的「國語學校」，學習日語與實學知識的有：謝

汝銓、魏清德、林佛國、王少濤、倪炳煌、劉克明等；其中謝汝銓還具有秀才身份。

這些人在畢業後成為地方公學校的教師，其中魏清德通過公務人員考試，成為日治

體制下的官員。這些經過殖民政府「矯歧優遇」（positive discrimination）的人們52，

受到嚴格的改造，也獲得了優渥的寵惠，成為執行主政者意志的力量。這些社員皆

為瀛社的要角，與總督府的關係密切，主要臺籍社員皆任職於《臺灣日日新報》，

是日方樂見其成的群體，其「惠寵標籤」甚為明顯。做為殖民政府與臺灣人民文化

構接團體的瀛社，很容易的便成為指標性的社團，成為趨附政權的管道之一。瀛社

建構的模式，也廣為全島有心人士模仿的對象。瀛社這樣的做法，不數年間即與中

部的「櫟社」、南部的「南社」鼎足而三，成為最具影響力與號召力的詩文社團。 

（三）瀛社影響力的擴散 

如前節所述，明治年間日本本土的漢詩活動有：一、求贈題字、墨寶、序文。

二、同遊賦詩，相互酬贈。三、酒樓別莊詩會。四、定期或不定期詩會。五、迎送

詩會。六、節慶詩會等。這樣的模式已然在中國行之多年，清領之後的詩社活動亦

大體相似。殖民政府來臺後，這樣的模式再度被引入、複製，各個詩社之間往往藉

由上列名目舉辦詩會，藉風雅以為交接。做為與殖民政府關係密切的瀛社，發揮了

這樣的功能，成功扮演了媒介者的角色。瀛社的活動與傳統詩社類似，分為定期例

會、歡迎會、節慶會、喜慶會等，略舉相關活動如下： 

表（五） 
活動性質 活動舉例 時間 說明 

1.瀛社第二次例會 明治 42 年 5 月 3 日，1909 年

1.瀛社第二次例會 
2.此日洪以南家庭院櫻花盛

開，故以此為題。 
定期例會 

2.春季例會 明治 43 年 3 月 27 日，1910 年

1.春季例會 
2.祝瀛社一週年 
3.來賓有櫟社林幼春、淡社尾崎  

                                                        
52 約翰．雷克斯著、顧駿譯，《種族與族類》，第六章〈種族主義、制度化的及其他〉，（臺北市：桂冠出版

社，1991），頁 150。意為在眾人中培訓一些人，使其符合需要，並讓他們獲得較有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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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性質 活動舉例 時間 說明 
  泉等。 

3.秋季例會 明治 43 年 9 月 18 日，1910 年

來賓： 
淡社，日下峰蓮 
竹社，鄭毓臣 
瀛東小社，劉克明 

 

4.秋季例會 大正 2 年 11 月 22 日、23 日，

1913 年 

來賓： 
淡社，伊藤壺溪、尾崎泉 
南社，楊鵬摶 
竹社，戴還浦、林錦村、張錫六、

張純甫 
桃社，鄭永南、林子純、黃守謙、

黃純清等人。 

1.櫟社歡迎會 明治 42 年 8 月，1909 年 來賓：謝頌臣、傅錫祺、林癡仙、

陳槐庭、林獻堂等。 

2.歡迎會 大正 3 年 3 月 29 日，1914 年

歡迎籾山衣洲及來自中國的謝

傅為來臺。舉辦淡社、桃社、瀛

社三社聯吟。 

3.歡迎會 大正 5 年 4 月 28 日，1916 年

招待江蘇巡按使代理王樹榛、前

龍溪知縣許南英、福建議員林輅

存、福州農商部顧問施景琛、廈

門全閩日報社長江蘊和、同公會

長曾坤厚等來臺。 

4.歡迎會 大正 13 年 12 月 7 日， 歡迎辜鴻銘博士。辜鴻銘來臺講

學月餘，參加者八十餘人。 

5.歡迎會 昭和 3 年 5 月 27 日 
1.閏花朝日，為瀛社成立紀念日 
2.歡迎內地詩人山口郎盧、東船

山及屏東陳家駒。 

6.歡迎會 昭和 8 年 10 月 1 日 
1.例會  
2.中國虞社詩人王良友來臺，受

邀蒞會  

迎送詩會 

7.歡迎會 昭和 9 年 9 月 7 日 
1.例會  
2.中國江亢虎博士來臺，受邀蒞

會 
1.祝天長節 明治 43 年 10 月 16 日，1910 年 1.十月例會。 

2.中秋節 大正 3 年 10 月 3 日 為中秋節前一日，本次例會中桃

社簡朗山建議瀛社、桃社合併。 
節慶 
詩會

53 
3.海軍紀念日 昭和 3 年 5 月 27 日  
1.黃菊如「湯餅會」 明治 44 年 5 月 2 日，1911 年 名為敲詩會。 個人喜慶 

2.顏雲年環鏡樓新

屋落成 
大正元年 11 月 22 日、23 日，

1912 

桃園吟社、竹社、南社、櫟社皆

有代表參加，臺南進士許南英亦

參加盛會，會後出刊《環鏡樓唱

和集》。 

                                                        
53 另有節慶之作，如大正 11 年（1922）10 月 29 日「重陽後一日登圓山」，13 年（1924）10 月 7 日「重九

登高」等，大正 13 年（1924）10 月 17 日「觀音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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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性質 活動舉例 時間 說明 
3.林知義為其母開

「祝壽擊缽吟」 大正 4 年 10 月 17 日 廣邀瀛社、竹社、桃社三社詩友

及當時聞人出席。 

1.三社聯吟 大正 6 年 3 月 6 日，1917 

瀛社、竹社、桃社三社聯合課

題，由本次開始。值東者為竹

社，其後至大正 13 年皆舉行三

社聯吟。 

2.北部詩社聯吟會 大正 13 年 7 月 13 日 
由天籟、高山吟社值東，參加者

有瀛社、星社、潛社、聚奎社、

劍樓社、鶴社等。 

區域 
聯吟會 

3.臺北州春季聯吟

大會 昭和 9 年 4 月 1 日  

1.全島聯吟會 大正 10 年 10 月 23 日，1921

由瀛社發起首次全臺詩社擊缽

吟，全臺詩社社員參與者共八十

餘人，日人有鷹取岳陽、永鳥蘇

南、澤谷星僑等，次日下午由田

健治郎總督在東門官邸招待。 

2.全島聯吟會 大正 13 年 4 月 25 日，1924 

為應中南部詩社之請，主倡全島

詩社大會，參加者共一百九十餘

人，會中決定全島分為北、中、

南三區輪流舉辦，次日下午由田

健治郎總督在東門官邸招待。 

3.全島聯吟會 昭和 2 年 3 月 20 日，1927 

會中由謝汝銓提議，此後詩社大

會由五州輪流辦理，臺北洪以

南、新竹鄭養齋、臺中吳子瑜、

臺南趙雲石、高雄鄭坤五，五人

為代表。次日下午由田健治郎總

督在東門官邸招待。3 月 22 日，

聯吟會參加者二百餘人。 

4.全島聯吟會 昭和 6 年 3 月 8 日，1931 

1.決議參加心全島聯吟會 
2.為謝汝銓、林博秋祝壽 
3.邀請久保天隨、尾崎秀真、豬

口鳳庵、伊藤壺溪、小松吉久

為來賓。 

全島 
聯吟會 

5.全島聯吟會 昭和 7 年 3 月 20 日、21 日，

1932 
聯吟會參加者首日二百八十

人，次日二百九十人。 
＊本表據《臺灣日日新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及 2004 年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張端

然碩士論文〈日治時期瀛社之研究〉相關資料修正增補製成。  

做為總督府的喉舌，與執政者的密切關係，使瀛社具有一定的社會階級高度，

是以藝文人士樂於趨附，其號召力相當強，在「文化」與「人事」的構接上有著充

分的條件。就參與者詩社活動者來觀察，瀛社表現很大的開放性與多元性，其社員

包括了日本人、本島人與「中國」來的人，有著兼容並存的情形。當時臺灣主要的

詩社領導人，竹社：鄭養齋、戴還浦、林錦村、張錫六、張純甫，櫟社：林幼春、

謝頌臣、傅錫祺、林癡仙、陳槐庭、林獻堂等，桃社：鄭永南、林子純、黃守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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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純青等，南社：楊鵬摶、趙雲石、連雅堂等人，都曾受邀參與活動，或進行聯吟、

或擔任詞宗，與瀛社交往熱絡，相互酬唱，表面上並無芥蒂。詩社接待過「中國」

來的官員、學者如王樹榛、江亢虎、林輅存、辜鴻銘等人，亦與中國的詩社「虞社」

有往返。其中還包括返回大陸的許南英；許南英尚且曾參與反抗日軍入臺的戰役。

日人方面的淡社則有日下峰蓮伊、伊藤壺溪、尾崎泉等；知名的詩人、學者如：籾

山衣洲、久保天隨、尾崎秀真、豬口鳯庵、小松吉久等，也參與活動。凡此種種都

可看出瀛社的特殊性，其社員雖良莠不齊，品流多樣，然其具有的政治高度與群眾

號召力來看，非其他詩社可以比擬。 
依表（五）舉出的活動方式來看，與明治時代的日本詩社及本島其他詩社皆十

分相似。不過在大正十年（1921）到昭和十二年（1937）這十五、六年間，臺灣詩

社表現出空前的熱潮，此即全島詩社聯吟活動的展開。這個活動使得漢詩創作引起

熱烈的迴響，詩社也如雨後春筍般增加。54而最早號召全臺詩社聯吟的，便是瀛社。

大正十年（1921）十月「全臺詩社聯吟」的活動在臺北召開，參加者共八十六人，

大會結束次日下午，總督田健治郎於東門官邸接待全體與會詩人，並親和與會者見

面。這樣的禮遇，引起全島詩人們的注目，能與最高統治者見面，讓許多詩人躍躍

欲試。大正十三年（1924）四月，在瀛社主導下再度召開吟會，參與的人增加到一

百六十餘人，此舉使吟會在全臺引起了風潮。這次大會會中決定：「此後全島詩社

大會，分由中、南、北三區輪流，年各值東依次為主導」55會後參加的人同樣受到

總督田健治郎的接待。此外大正十五年（1926）第十一任臺灣總督上山滿之進，邀

請日本大師級的詩人國分高胤（號青厓）、勝島翰（號仙坡）來臺，56十一月於東門

官邸開漢墨宴，邀請林獻堂、陳槐庭、黃欣、鄭家珍、謝汝銓、魏清德、趙鍾麒、

洪以南、鄭養齋、張純甫、施梅樵、黃純青、林佛國、羅秀惠、林茂生、蔡蓮舫等

三十四人參加，日方則有上山滿之進（號蔗庵）、尾崎秀真、豬口鳳庵、伊藤壺溪、

山口透、小松吉久、鷹取峻等十三人。總督作有〈青厓先生來遊乃揮十一月廿八邀

三臺名流設宴於東門官邸有作粲正〉七律一首；又有〈東門官邸雅集席上聯句〉（柏

梁體）。國分高胤則詠有〈東門官邸雅集席上賦呈蔗庵總督並博諸君子一粲〉七律

一首。次日又有〈全臺詩人懇親會席上聯句〉，可謂「官紳共榮」、「風雅極盛」，造

成的效果十分宏大。此次聯吟活動結集有《東閣唱和集》一書，流傳甚廣57。昭和

二年（1927）全島詩人大會後，經由全島各詩社會商決定，往後的詩會由全島五州

輪流辦理，以分擔重任的協議。昭和十年（1935）十月由天籟吟社主辦的「臨時全

島詩人大會」共有五百餘人參加，達到了臺灣詩社活動的最高峰。58瀛社在這些活

動裏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直接或間接促成詩社的蓬勃發展，形成了當時特有的文

                                                        
54 臺灣詩社的增加與統治者實施的教育政策有關，統治者希望舊有書房能逐步消失，由公學校取代，許多

塾師為因應這樣的狀況，便將書房改為詩社，如陳廷植的聚奎吟社，趙一山的劍樓吟社等，這種情形也
發生日本幕末時代，幕府的衰弱，新學的興起，失去幕府支持的武士階級，便以開設書房維生，以傳統
漢學教導學生，這些塾師也積極加入詩社，參與漢詩創作的活動，造成日本漢詩一度極為盛行。這個年
代大約出現在明治 30 年代至末葉（1897-1911）其後便逐漸走下坡，失去主流位置。而臺灣的詩社興盛時
代則在大正 10 年（1921）到昭和 12 年（1937）這十五、六年間，而其中許多詩社都是由塾師及其弟子
所組成的。 

55 大正十三年（1924）《臺灣日日新報》第 8601 號。 
56 沈慶昊著、金培懿譯〈關於日本漢文學歷史展開之一考察：與韓國漢文學作比較〉一文說：「在明治、大

正詩壇，國分青厓被尊為巨匠。…久保天隨、鈴木豹軒、土屋竹雨、今關天彭等亦負盛名。」收錄於張
寶三、楊儒賓編《日本漢學初探》，頁 264。 

57 盧嘉興原著、呂興昌編校，《臺灣古典文學作家論集（上）》〈記臺南府城詩壇領袖趙雲石喬梓〉，頁 194、
201。 

58 昭和十年（1935）十月《臺灣日日新報》第 1278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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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現象；59也證明了日本殖民當局文化構接策略的成功。雖然許多參與者不見得認

同日本的殖民統治，也經常藉詩題傳遞中國傳統文化，暗藏民族意識與抵抗思想，

但這樣的意識往往是隱性的、幽微的。60 
日人據臺五十一年間，臺灣可考的詩社有三百個左右，全島各縣市皆有詩社的

存在。詩社、詩人之多，活動之盛，雖不如明末清初江浙一帶的幾社、復社舉辦詩

會，人數多達三千餘人，但已為臺灣文化活動的空前盛事，亦可視為臺灣知識人口

大幅增加的指標。這種吟詩結社的風氣瀰漫全臺灣，當時知名文人，如：賴和、楊

守愚、陳虛谷、吳濁流61等都曾參加詩社活動，亦有漢詩傳世。各個報章雜誌《臺

灣新報》、《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聞》、《臺南新報》、《臺澎日報》、《臺灣文藝叢

誌》、《臺灣詩報》、《臺灣詩薈》、《詩報》、《三六九小報》、《臺中新聞》、《藻香文藝》、

《風月報》、《南方》等，皆有漢詩的登載或專門刊載漢詩的版面，可見其重要性。
62綜觀日據時代的臺灣詩社發展、運作與傳播，事實上受日本本土的模式影響較大，

在報刊雜誌上呈現的編排、刊印方式，與日本本土十分類似。同時期內，臺灣的詩

社與同時期中國詩社直接互動較少，亦乏聯絡。而日本漢詩人在臺發展，日本本土

詩文大家來臺交流，也使臺灣詩社夾雜有「漢體和魂」的特殊體味。詩社的活動就

算在太平洋戰爭時期，雖已然不再如此活躍，但也沒有間斷，只不過詩社課題配合

時政，響應政策的作品多了很多。 

陸、結 論 
做為漢文化的依附區域，日本在明治年間漢文詩歌的寫作，是非常蓬勃的，其

知識階層普遍具有很高的漢文素養。日本殖民地政府統治臺灣後，鼓勵漢文詩歌寫

作，鼓勵詩人結社，是其進行殖民地文化構接行動重要而顯著的成果。在策略上運

用饗老典、揚文會、官紳酬唱等的模式，軟化敵意，製造接和的機會與場域。執政

者藉由詩會拉攏在地勢力，並親自寫詩、接待詩人、聽取建言以示尊崇；會後出版

專輯廣為流傳，強化其效果。如兒玉源太郎《南菜園唱和集》（1899），後藤新平《鳥

松閣唱和集》（1905），田健治郎《大雅唱和集》（1921），豬口安喜《東閣唱和集》

（1927）等，都顯示出政治層峰以漢詩構接臺人的用心之處。 
做為日臺之間橋樑的《臺灣日日新報》編者群，以「維持漢文命脈」為旗幟，

                                                        
59 必須指出的是：詩社雖大量增加，但詩的素質並未提升，文山遺胤在〈臺北詩社概觀〉一文說大正十一

年後：「青年多敬尚浮華，不務實學…自以為了不得，烏煙瘴氣地，冒充斯文，藉會幾句歪詩，大出風頭，
荒工廢業，自甘墮落，實繁有徒。」，《臺北文物》四卷四期，頁 4。這樣的批評不可謂不重。同期刊載的
「臺北市詩社座談會」，主席問：「省籍詩人，誰較為著名呢？」廖漢臣回答：「省籍詩人較為著名，不如
說較為活動的有…」《臺北文物》四卷四期，頁 12。其意以為日據時代詩人只有好活動的，沒有真正好的
詩人，這樣的說法有武斷之病，但也指出當時詩壇輕率、膚淺之病。 

60 以苗栗縣的栗社（1927-2002）來說，其 23 回詩題「屈原沉江」，探討的是忠君愛國的方式，有藉古諷今
的寓意，第三十五回「傀儡」批評的是當時為日本政府扶植支使的御用人物，缺乏自覺，甘受利用。第
77 回「豆萁」命意在中國人與臺灣人本是同根生，卻因日本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被迫兵戎相見。這些
詩題都包含深刻的意義，對時局隱含批判之意。見王幼華，《冰心麗藻入夢來—日治時期苗栗縣的詩社》，
（苗栗市：苗栗縣文化局，2001），頁 163-172。 

61 賴和、楊守愚、陳虛谷皆為彰化「應社」社員，吳濁流則為苗栗「栗社」社員。 
62 此外日據時期因報章雜誌的增多，詩話的數量也多了起來，這些詩話據謝崇耀〈論日治時期臺灣「詩話」

出版之現象〉（2003 年賴和臺灣文學研究論文獎佳作）一文估計，約有三十餘種之多，尚屬可觀。刊於《漢
文臺灣日日新報》、《臺灣詩報》、《臺灣詩薈》、《詩報》、《三六九小報》等，內容多與詩社與詩作有關，
由此亦可見當時作詩風氣的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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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瀛社」做為號召，在全島最大的媒體上鼓動寫詩風潮，舉辦各類歡迎會，接

待日本、中國、本地仕紳，刊載個人詩作，發佈詩壇消息，塑造氛圍，效果十分明

顯。瀛社由明治末年成立，其後的大正、昭和共三十餘年間，全島詩社運動蓬勃，

寫作詩文蔚為風氣，成為普遍化、生活化的大眾文藝。 
在族群上是異族，在政治上是少數統治；與滿清入主中國一般，在文化上表現

出攏絡、惠寵、壓制、框架等等現象。事實上日人對臺灣的宰制與剝削觀念一直存

在，並不認為臺灣的人足夠成為日本國民，仍有著強烈的排拒感。許多做為只是依

循著後藤新平「治臺三策」：1.臺灣人怕死—要用高壓的手段威嚇 2.臺灣人愛錢—可

以用小利誘惑 3.臺灣人重面子—可以用虛名籠絡，63這樣的策略進行，對臺灣民眾

蔑視的心態從未改變。直到對中國的戰爭開啟，小林躋造總督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

（1936），臺灣的人民才被認真考慮成為日本的準國民。依第一節「欲力湧起的日

本帝國」所述，日本的政治策略，在武力上併吞朝鮮、滿洲、臺灣，最後是統一中

國，如此才能建立成為亞洲獨強，擺脫西方列強的侵略。配合武力的侵略，文化政

策上也進行研究、論述，進而納編的步驟。是以其學術界傾力進行「漢學」研究，

要將「中國學術及文化日本化」，將其轉化、詮釋為日本文化的系統。64做為日本殖

民地的一個島嶼，臺灣日據時代的傳統詩社活動，基本上也是在這樣的「帝國文化

霸業」意志下的一環。太平洋戰爭時期（1937-1945），臺灣雖表面禁止漢文的寫作，

但實際未能徹底執行，漢文詩社的活動並未止息，甚且出現大量配合時政的詩題，

如「祝皇君戰捷」、「南京入城有感」、「大日本建國」、「敕題朝陽映島」65、「敕題海

上日出」66等，臺灣詩人響應的作品數量甚多，呈現出日據時期臺人漢詩作者迫於

時勢或勇於表態效忠的現象。 
做為以漢詩創作的日本國民，瀛社社員扮演了相當成功的角色，溝通官民之間

的關係，發揮了媒介者的功能。值得再注意的是日據時期蓬勃發展起來的詩社，在

臺灣重回中國統治的時候，又發揮了構接的功能，許多詩社紛紛與大陸來臺人士進

行詩文交流，或共組詩社。67光復後在臺北市中山堂召開的全國詩人大會，與會者

有一千多人，可見其熱絡情況。68日據時期詩社「維持漢文命脈」的觀點又被提出，

並將其中的民族意識加以放大，加以強化，有意忽略表露效忠殖民政府的區塊，成

為國民政府與在臺人士可以互相言說的場域。這是臺灣一直缺乏主體性，不得不被

迫隨政權轉移而轉向的可悲之處。就瀛社在日據到光復這段期間的發展來看，不僅

在提倡漢詩寫作上有其作用，在政治、社會上亦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63 黃煌雄，《臺灣抗日史話》（臺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頁 76、77。 
64 町田三郎將明治四十多年的漢學學術思潮，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期（明治元年至十年代初期）是漢學衰

退而啟蒙思想隆盛期。第二期（明治十年代至二十二、三年）是漢學復興期。第三期（明治二十四年至
三十六年）是東西哲學的融合與對日本學術關心的時期。第四期（明治三十七、八年至大正初期）是日
中學術綜合而「日本化」學術鼎盛的時期。町田三郎著、連清吉譯，《明治的漢學家》（臺北市，學生書
局，2002），頁 1。 

65 鄭金柱編，《現代傑作愛國詩選集》（臺北：鷺洲吟社外務部出版，昭和 14 年（1939）四月）。 
66 昭和 18 年（1943）日本天皇出題，參見簡荷生發行，流石編，《南方半月刊‧南方詩壇》第 188 期，（臺

北市：南方雜誌社，昭和 19 年（1944）1 月），頁 35。 
67 1963 由大陸來臺人士與臺人組成的瀛洲詩社，曾編有《瀛洲詩選》一書（未見出版社名，應為詩社自行

出版），選錄的詩人有于右任、成惕軒、伏嘉謨、王嵩昌等人作品，魏清德之作亦列其間。據卷首何武公
語，瀛洲詩社前身為六六吟社與玉岑吟社合併而來，社友分佈臺中、臺南、高屏等地，社員有二百餘人，
這是瀛洲詩社成立三年後的選集。 

68 《文訊月刊‧傳統詩社的現況與發展》第 18 期，《詩文之友月刊》總編輯林荊南發言，（臺北市，1985 年），
頁 26。林荊南所指應為民國三十五年由黃純青、李翼中、丘念臺召開的第一屆「全省詩人大會」見〈臺
北詩社概觀〉黃純青發言，《臺北文物》四卷四期，頁 12。 



 Research in Taiwan Studies 
No. 7, pp29-50, June 2009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Cultural Transition during the era of Japanese Empire  
and Colonial Taiwan 

：A Case Study of Ying Society 

Wang, You-Hu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Japan, which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depicts the phenomenon of the prosper development of poetry society 

during Meiji era, and presents the statement and actions of Imperialists’ intention to devour 

China before entering into the arena of world.  After Japanese occupation in Taiwan, ruling 

government used similar background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wo countries to imitate the 

cultural control model when Qing Dynasty claimed Chinese sovereignty.  With favoritism 

and framing, the operation of cultural transition was carried out.  The associated poetry 

groups that were strategically fostered were used as a bridge to communicate between two 

social classes of governing and governed groups for the ultimate goal of a stable Taiwan 

dominated by Japanese.  Since this governing method was widely accepted, numerous 

poetry societies were established; poetry publication became the major cultural activity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era.  Many people enjoyed this cultural activity, which had great 

effect on the society at the time.  It was basically successful to use culture as a way to tame 

Taiwanese people under a colonial occupation.  Using Ying Society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analyzes membership structure, activity style, and the role it play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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