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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文化史研究，在最近十年中顯得特別熱絡。從政治反抗運

動研究轉向後，逐漸思索「殖民性」與「現代性」交錯複雜的關係。在殖民壓榨統

治面向外，近代文明事物同時在殖民情境下選擇性地被帶進臺灣，因此從當今日常

生活中反思，回溯過去歷史經驗時，表徵近代性的具體物質內涵往往出現在殖民時

代，進一步想要嘗試尋覓歷史源頭時，不免就會向前回溯日治 50 年的變化歷程，

找尋臺灣人民對西方文明初體驗。1眾多近代性的具體顯像中，近代「觀光旅遊」

活動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近代旅遊特徵在於旅行的制度化，其中包括移動

條件的改善、專營旅遊代理的組織產生、旅遊景點的再建構，以及帶有享樂性旅遊

活動的普羅化過程。 
基於以上的認識，本書是為當前針對上述課題展開全面研究的作品，在本書問

世前，針對日治台灣近代式觀光旅行議題討論並不多見，然而本書付梓後，後續有

關觀光旅行研究作品，不論是研究深度或議題本身反思上，皆有顯著成長。2作者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使本文錯誤得以降到最低。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1 陳柔縉極為暢銷、受歡迎的著作《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即是以日常生活事物出發，探究西方的近代事

物如何進入台灣社會，和台灣人「老眼驚看新世界」的新奇感受與見識的轉變。陳柔縉，《台灣西方文明
初體驗》（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但這種就不同時代的表層共象探究而言，以觀光旅遊活動為例，
蘇碩斌指出：日治的觀光型態若直覺地要與當代的觀光旅遊活動做連結，認為是歷史經驗的延續的話，
未免太過單純，就經濟社會結構、思維與生活節奏而言，兩個時代是立基於不同基礎上，日治臺灣的觀
光旅遊在 1920 至 1930 年代是殖民作用力下的早熟現象，並非民間社會內部自發的結果。蘇碩斌，〈觀光
／被觀光：日治臺灣旅遊活動的社會學考察〉，《臺灣社會學刊》36(2006.6)，頁 201-203。 

2 早期研究如呂紹理透過探討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如何打造一套新的生活作息與時間紀律，從而創造出休
閒的概念；蔡龍保企圖說明鐵道部在 1910 年代透過組織性宣傳，打造台灣民眾利用鐵道進行旅遊興趣。
曾山毅作品問世後，葉龍彥探討了觀光行程安排以及探討觀光旅遊時的旅者的重要據點——旅館；呂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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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山毅出身觀光學背景，碩士論文主要討論地方公營企業與觀光開發的關係，現任

教於九州產業大學商學部觀光產業學系，本書跋後，他謙稱未曾受過歷史研究訓

練，卻在 1999 年來訪探究北投溫泉的形成過程與戰後變化，查找交通史料的過程

中，萌生探究日治台灣旅遊全貌的興味，從而踏入歷史研究領域，本書即是其向立

教大學所提交觀光學博士學位論文修改而成作品。以下將先進行內容簡介後，再進

行本書評介。 

貳、內容大要 
本書一至四章主要著眼於殖民政府如何排除土著與外來勢力，以及建立殖民統

治所需的各項基礎條件的過程，換言之，作者將殖民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視

為近代旅遊環境得以成立的先決條件，討論重心放在以鐵道為主軸的交通手段改變

與近代旅遊之間的相互關係。 
作者首先鋪陳接收臺灣後實質佔領過程與統治基盤的建立，敉平當局眼中前清

遺留下的反抗勢力，對近代觀光的意義在於提供安全的旅遊空間。「土匪」和「生

蕃」勢力分別於 1902、1914 年勢力大體獲得控制，排除前近代社會中所殘存的自

治勢力，劃出了近代觀光可及的空間範圍，透過穩定的統治機構確保旅遊安全。 
本書前半部另一著力點在於鋪陳殖民地鐵道與近代觀光的相互關連，即近代觀

光旅行開展的基礎條件。在總督府當局以各種優惠與專賣手段排除英國資本在臺經

濟勢力，成功扶助內地資本企業立足臺灣後，促使臺灣由商業資本朝產業（糖業）

資本進行轉換後，因而開啟官設與私設鐵道的建設契機，連帶提供近代旅遊所必須

的快速移動條件。以縱貫線為主軸，製糖企業的私設鐵道營業線、專業私鐵以及手

押軌道3則向東西延伸，兩者相互連結，在臺灣西部形成綿密運輸網絡。特別是集

中於中南部的製糖會社營業線以及少部分的專業私鐵，勾連近海與丘陵之間的次級

城市交通，儼然成為縱貫線的支線路網。成本低廉的手押軌道則為近山地區唯一且

重要的交通手段，例如臺北近郊烏來以及桃園角板山等觀光地，在汽車巴士尚未發

達以前，手押軌道的存在讓人們有更多機會親近這些近山地區。 
運輸手段的變遷為本書前半部重要課題，作者嘗試說明交通工具的競合關係。

道路系統尚未整備前，傳統的轎子以及清治末期引入臺灣的人力車是地方交通和都

                                                                                                                                                
理進一步探討日治所打造的旅遊景點，是一種帶有濃厚日本內地觀點與想像的地理景象建構與殖民成果
展示空間；蘇碩斌比較西方近代觀光旅遊的出現，發現台灣近代觀光事業的開展，在景點與設施上是建
構在「被觀光」的需求上，目的在提供日本內地社會蓬勃發展的觀光需求，1920、1930 年代的在台灣本
地興起的旅遊活動，並非相應於島內社會結構變動而生，而是殖民者作用力下的早熟現象。另一種殖民
情境下針對原住民菁英階層的「觀光旅遊」，則是帶有濃濃教化意味並作為理蕃政策一環的「蕃人觀光」
活動，相應於不同理蕃政策階段，以文明物質作為「恫嚇」或「啟發」力量，這種觀光活動與近代觀光
的享樂、新奇、自我啟發截然不同，而是一種政策產物。參見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
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蔡龍保，〈日治時期臺灣鐵路與觀光事業的發展〉，
《臺北文獻》直字 142 期（2002.12），頁 69-86、葉龍彥，〈日治時期臺灣觀光行程之研究〉，《臺北文獻》
直字 145 期（2003.9），頁 83-110、葉龍彥，《臺灣旅館史》（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04）、呂紹理，
〈日治時期臺灣旅遊活動與地理景象的建構〉，收於黃克武主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
構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289-326、蘇碩斌，〈觀光／被觀光：日治臺灣旅遊
活動的社會學考察〉，頁 167-209、鄭政誠，《認識他者的天空：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的觀光行旅》(台北：
博陽文化出版，2005)。 

3 一般俗稱臺車道，這是以輕便軌道作為運輸系統，因拆裝方便、適應各種地形，依靠人工推車方式為動
力，故在山間僻壤易於鋪設，在缺乏道路橋樑等完善交通設備地區，手押軌道便成唯一交通設施，占重
要地位。許雪姬總編纂，《台灣歷史辭典》(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頁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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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內的重要移動手段，但因路況不佳，除臺北、臺南兩地外，發展程度有限，但進

入日治後，人力車數量與普及程度較清治末期擴張不少。4對以上兩種交通手段產

生衝擊、造成臺灣運輸史上另一重大的變革，則是伴隨道路整備後出現的公共汽

車。汽車的易達性、機動性與低時間成本優勢，在客運交通網的形成後，交通設施

的路線競合，不僅造成官設鐵道收入減少，私設鐵道因此歇業，致使製糖會社甚至

是總督府介入收購經營，企圖保住國鐵和私鐵優勢，但事實上汽車的出現，已造成

既有交通事業版圖大震盪。從鐵道日益普及乃至公共汽車的出現，近代旅遊因交通

手段的交替，產生「空間擴張」現象。以太魯閣為例，指出原本並非被刻意打造的

太魯閣，1931 年後因花蓮——蘇澳間客運開通，加上被選定為臺灣八景並成為國立

公園候選地，從而提高了太魯閣的易達性與吸引力，因此汽車的出現不但縮短交通

時程，並使旅遊內容更為多樣。 
1908 年作為全島運輸大動脈的縱貫線全線開通後，相較於朝鮮縱貫線的京釜鐵

道和日本國有鐵道，臺灣縱貫線的「貨物運輸」收益雖為三者中最高，「旅客運輸」

的收益也不遑多讓，以每英里平均旅客運輸收益來看，縱貫線鐵道不亞於日本國

鐵。就發展過程而言，1910 到 1930 年代末期是旅客運輸的成長期，1920 年代繼縱

貫線之後的各地方線興築動機與旅客運量的成長互為因果；1930 年代面對龐大的旅

客運輸需求，鐵道部以鐵道複線化工程和增加列車行駛數量因應旅運需求。因此殖

民地鐵道不單作為經濟掠奪之用，在人員運輸與流動面的表現不容忽視，總督府鐵

道部同時提出多種旅客運送振興計畫，包括規劃內地與臺灣之間的聯動運輸方案

（結合航路與內地鐵道省鐵路線），以及針對特定團體、節日、旅遊地點發賣特別

折扣車票等構想，皆用以培養人們使用火車的意願與習慣。1930 年代伴隨內地開始

提振觀光事業，總督府鐵道部與「ジャパン‧ツーリスト‧ビューロー」（Japan 
Tourist Bureau，簡稱 JTB）協力合作，開啟以觀光作為倍增旅客運輸的策略思維。

1931 年結合遊覽地、交通方式、住宿、餐飲的鐵道省遊覽券正式將臺灣旅遊景點加

入，總督府交通局也模仿鐵道省設計臺灣遊覽券，有意吸引內地人到殖民地一遊，

帶動島內旅遊風氣。 
本書後半部五、六、七章討論主題集中在旅行目的地、旅遊規模以及日本文化

帶給臺灣旅遊文化的改變。作者指出殖民時代的旅遊空間，其都市與村落構造大致

在清治時期形成，殖民政府以此認識為基礎，將既有空間透過調查開發後，加以觀

光化與休閒化，進行空間再確認工作。作者透過不同年份《鐵道旅行案內》分析後

發現，從 1910 至 1940 年代旅遊景點持續增加；從分布位置來看，呈現空間擴張的

趨勢，東部地區與中央山地尤其明顯。1920 年代中期以後由於道路建設以及國家警

察力量向山區地帶擴張，原本作為探險的「蕃地」被置換成觀光休閒空間，其過程

則反映在業餘登山風氣的出現，以及低海拔山區健行活動日益盛行，原住民及其生

活空間也被置換成「觀光」對象，由阿里山（鄒族）與日月潭（邵族）的事例來看，

原住民傳統文化的內在意義開始被觀光展演稀釋（邵族的杵音表演），當局也企圖

利用觀光活動傳達政治性的意圖（鄒族與吳鳳傳說）。 

                                                        
4 根據蔡龍保對人力車進一步的研究指出：日治初期總督府隨即導入內地經驗，銳意對人力車進行整頓，

包括車輛品質、車伕裝備、收費、服飾、訓練等方面皆有明文規定，透過組合與警察力量取締管理，使
得行業內涵漸趨日本化。同時在 1900 年市區改正、道路改修之後，人力車呈現激增趨勢，至 1911 年南
起阿緱、打狗，北迄基隆，支廳所在之處即可見人力車活躍其間，在官方導入制度積極管理下，在 1920
年代中期以前，為既有交通方式帶來質與量的增長與發展。蔡龍保，〈殖民統治之基礎工程――日治時期
臺灣道路事業之研究（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頁 22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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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點出日治時期的重大社會文化事件往往帶動觀光發展。臺灣日日新報社在

1927 年舉辦了一項堪稱奇蹟的「臺灣八景」票選活動，從 6 月上旬至 7 月底間，投

票數總計達 3 億 6 千萬票，以當時台灣人口來算，平均每人約投下 83 張票，不少

票源其實是地方組織動員的結果；就意義而言，其結果具有深化民眾對地域景觀的

認識與振興地方經濟功能。臺灣八景票選活動時間點正落在鐵道系統整備完善告一

段落，客運巴士系統快速普及、代之而起的時點上，八景的高人氣投票顯示開發地

方觀光事業的觀念正被喚起，也被作者認為是近代觀光旅遊形成的劃時代里程碑，

一個連帶的問題是：日治臺灣的觀光旅遊規模有多大？作者以臺灣著名的風景名

勝——阿里山與日月潭兩地推估，發現 1930 年代年間遊覽人數平均各約 10,000、
5,000 人。由臺灣整體觀光規劃與日本內地發展步調相較，則又呈顯出近代觀光發

展的後進與限度，作者認為發展遲滯原因在於臺灣沒有出現如內地具有聚集經濟規

模的住宿旅館，遂難吸引大量觀光人潮，產生規模經濟的觀光區域。 
但「北投溫泉區」則因殖民政府與內地人士刻意營造而成為異例，創造了一個

屬於內地延長的觀光空間。具有濃厚「文化租界」意味的北投溫泉，作者認為這是

殖民地支配在近代旅遊方面的具體表徵。作者透過由日本內地旅遊雜誌《旅》，企

圖再申論殖民地旅遊在內地的開展面向，從每期散見殖民地要素的情形來看，《旅》

有意建構一套可以被實際體驗帝國領土旅行圈。但《旅》中介紹殖民地旅遊路線與

費用概算時，相較於朝鮮與中國大陸套裝旅遊，臺灣多自成一個旅遊單元；臺灣總

督府鐵道部在《旅》所刊載的文案，以臺灣南國風情與溫暖氣候為基調，相較於滿

鐵與朝鮮總督府的充滿政治性口號（如：「滿州事變十週年／去看父祖濺血聖地．

滿州建設躍進之姿吧！」），總督府的廣告口號始終用「去臺灣」（台へ！）的中

性用語推銷臺灣。這其間的差異，作者認為與臺灣地處帝國地緣政治上的相對安定

位置有關。 
對於上述近代觀光活動的諸多面向，對當時的本島人的影響層面有多大？作者

以 1935 年「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博覽會」為例，嘗試說明 275 萬人次，絕大多數是

各地蜂擁而至的本島人透過這次博覽會體驗旅行與休閒，帶動觀光旅遊風氣；為增

論證強度，作者接著分析兩份鐵道部所做旅客身分抽樣調查資料，發現鐵道使用者

產生大眾化的現象。團體遊客中四成是觀光遊覽，農業人口參加團體旅行比個人旅

行為高。作者進一步認為 1930 年代本島人所得增加的結果，增加消費近代旅遊活

動可能性，1930 年代後的臺灣旅遊市場，本島人在近代旅遊的構成與支撐要素上，

角色日形重要，觀光活動不再是以內地人為市場主導力量。 

參、綜合評介 
綜觀本書討論主軸約略可分為兩大部分，分別是以鐵道為中心的交通基盤整

備，以及觀光地的擴張與形成問題，本書相當有說服力說明兩者之間的聯繫關係，

書末兼論及近代旅遊中內地人與本島人在近代旅遊活動的作用力及相異的文化面

貌。由於本書研究斷限較昔日研究來得長，有助於讀者掌握日治近代觀光旅遊的生

成與變化歷程；並由報紙材料廣泛搜尋與觀光相關報導，諸如「臺灣八景」票選、

「始政四十週年記念博覽會」、「臺灣國立公園」設置活動等，並說明這些看似個別

獨立、甚至是被製造出來的新聞事件與旅遊史之間的相互關係。此外，為說明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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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作者以《總督府統計書》及旅遊介紹手冊為主要分析材料，製作了相當多的

圖表來支撐其論點，有助於讀者捕捉整體發展趨勢。雖然不少統計數字並非針對近

代旅遊所做統計，但作者卻能夠透過期刊與報紙等資料，謹慎推敲數字之於旅遊的

意義。為了推估日月潭與阿里山每年遊覽規模，除了統計車站進出人數外，作者相

當巧思地使用當地旅館客房數量，輔以合理的住房率，推算出旅遊規模大小。 
不過對於本書，筆者仍有幾點個人想法與建議。若不計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等

類節慶式觀光旅行活動，到底構成與支撐近代觀光旅遊的基礎是本島人？抑或是內

地人？以及近代旅遊的普羅化程度？曾山毅只在本書指出擴張趨勢，非但缺乏直接

而充分的材料論證，也容易誤使讀者以當代對觀光社會的蓬勃印象，去想像日治後

半有關本島人觀光的記述，亦即對日治時期的近代旅遊的普遍程度與發展歷程意

義，忽略了就殖民社會的觀光特色來思考研究對象。對此蘇碩斌指出：過往研究將

鐵路與觀光機構的發展作為界定觀光社會的形成標準，日治時期的確有不少觀光活

動的事件史，例如始政四十週年記念博覽會、刈香團等在短時間內造成島內大移

動，超越了過往的生活結構，但這類活動仍具有濃厚「節慶」性格，形成某種非去

不可的「趕集認知」，這與觀光原是以消閒、自由支配的休閒意義脈絡大相逕庭，

節慶式觀光旅行對觀光社會結構的帶動十分有限。倘若要以西方社會的標準來看，

他認為日治時期確實留下了一個硬體觀光體制，但沒有帶起一個觀光社會的結構，
5此部分乃是作者解釋本島人旅遊擴張現象時所忽略的面向。 

在對既有研究成果的掌握上，作者顯然遺漏不少了臺灣學界的直接或間接作

品。呂紹理、蔡龍保的研究皆觸及殖民地時代的觀光議題，6不少碩士論文早已處

理過作者用了不少心力的縱貫線與糖業鐵道研究。7若能節省交通移動條件的鋪陳

篇幅，增加內地旅遊發展歷程介紹，將更能看出在臺灣觀光事業的特殊性。原因在

於臺灣在 1920 至 1930 年代的觀光旅遊的發展，與日本內地昭和時期大眾旅遊的榮

光時期連動發展，並意識到觀光旅遊的產值效益，台灣即是在此脈絡下被納編至日

本的觀光策略當中。作者於書中並非完全沒有比較對照臺灣與日本內地異同，只不

過對於日本內地近代化旅遊的開展過程中，並無脈絡性交代，這使得在觀察殖民地

近代旅遊的面貌時，失去了極為重要的比較面向。8探究日本內地觀光旅遊的發展，

勢必更能夠透析總督府在建構近代旅遊制度化決策背後的文化脈絡，若能長期分析

官方的觀光政策，將更能掌握臺灣觀光旅遊較西方社會為「早熟」的現象成因。 
曾山毅將本書重點置於近代觀光旅遊「制度化」內涵，以紮實的論證討論日治

時期支持觀光展開的「移動條件」、「旅遊目的地」、「旅遊招徠手段」與「支持旅遊

的社經條件」等，殊為可惜的是，並無進一步討論實際體驗這套架構旅行者觀感。

                                                        
5 蘇碩斌，〈觀光／被觀光：日治臺灣旅遊活動的社會學考察〉，頁 193-197。 
6 呂紹理曾從休閒的角度來探討日治時期的旅遊活動，發現觀光活動開始浮現作為少部分市民休閒生活的

一環，當時臺中州的社會領導階層把觀光旅遊作為休閒活動的項目之一。參見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
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 145-166；蔡龍保較曾山毅進一步透過數字檢證鐵道部旅遊推廣業務與觀
光旅遊活動興起的交互關係，較具論證強度。參見蔡龍保，〈日治時期臺灣鐵路與觀光事業的發展〉，頁
69-86。 

7 蔡龍保的碩士論文曾處理了汽車運輸與陸運交通之競和問題以及國有鐵路觀光事業之發展的關係，與本
書內容多所重疊，但這些研究成果並無被作者納入參考，在書中又用不少篇幅得出相同論證。參見蔡龍
保〈日治中期臺灣國有鐵路之研究(1910-1936)〉（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頁 98-147；另外間接研究則有：林淑華，〈日治前期台灣縱貫鐵路之研究 1895-1920〉（臺北：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李方宸，〈台灣糖業鐵路經營之研究(1946-1982)〉（臺北：國立政
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8 蘇碩斌曾就日本內地觀光旅遊的發展脈絡提出此部分觀察。蘇碩斌，〈觀光／被觀光：日治臺灣旅遊活動
的社會學考察〉，頁 18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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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遊客對於旅遊手冊或官式旅遊行程的安排是否從善如流？旅遊手冊中大量出

現的近代化殖民建設成果遊覽地點，是否就足以滿足想透過旅遊來感受「異國風味」

的遊客呢？相異的身分、階級、世代、族群文化背景對旅遊的期待與體驗內容是否

不同？書中可以看到殖民政府戮力建構與提供近代旅遊的空間與條件，從帝國主義

的競逐觀點來看，其動機無非是將「整體臺灣」當作是展示殖民統治能力的觀光的

空間。基於這樣的理解，是否可從讀者的記述來看看內地人的臺灣印象真的改變？

作者一度在書中列出當時內地十分重要的旅遊雜誌《旅》中關於臺灣旅遊的篇名，

卻未能從文本角度加以剖析，令人不禁有意猶未盡之感，總缺了歷史研究中那分人

味，況且旅遊過程常是個人生命經驗的重要印記與體會，離開人而純就制度脈絡而

論，恐有未盡之感。 
筆者拋出上述問題，似乎是以讀者心中企求的問題解答在苛求作者，作者在序

中表示本書將從「實證的態度」來說明近代旅遊的諸多面向，文本分析被作者認為

具有將「總體現象矮小化」的危險性存在，篇幅不多。這或可與作者本身的訓練背

景偏好以統計數字說明制度與結構的確立過程。但反過來想，光是仰賴殖民政府的

官文書及檔案所作成的解釋，難保不會落入官方的邏輯思維中。況且擱下各項統計

數字的分類意義與產生背景不論，僅由數字檢證旅遊空間形構，將難以觀察到總體

數值下的差異變數，釐清人們想法與概念轉變的等問題，從官方史料中是難以獲得

上述問題的解答。因此運用私文書，就成為擺脫官方眼光以及回答上述問題的重要

線索。作者雖也爬梳《臺灣日日新報》，倘能再輔以回憶錄、口述歷史9、日記材料

（如吳德功《觀光日記》、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與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

文學性材料（如朱點人〈秋信〉）、旅行記遊(顔娟英譯著，《風景心境：臺灣近代美

術文獻導讀》)等「經驗性」材料，或許較能具體說明近代旅遊對本島人的影響為

何。 
無論如何，本書提供了一個相當堅實觀察日治時期臺灣旅遊史的基礎，不論是

本書議題的深化以及戰後的觀察，10本書將是案頭必備的參考文獻。

                                                        
9 新近出版的百歲人瑞孫江淮訪問紀錄中，主人翁自承生平最大的興趣就是旅遊，足跡遍及臺灣島內，1941

年二戰間還到內地旅遊 40 餘天，有關日治觀光的交通方式、旅遊景點、見聞與心得可參閱林玉茹、王泰
升、曾品滄訪談；吳美慧、吳俊瑩記錄，《代書筆、商人風：百歲人瑞孫江淮先生訪問紀錄》(臺北：遠流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 173-183。 

10 呂紹理曾另闢蹊徑，由旅遊與觀光與地理景觀的建構角度切入，指出殖民時代建構的地方人文景觀，成
為今日臺灣人認知在地地景的主要內涵。參見呂紹理，〈日治時期臺灣旅遊活動與地理景象的建構〉，頁
289-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