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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的成果肯定 Benedict
Anderson 千禧年四月到台灣演講的斷
語：理解當前台灣的民族主義，不應
該過份強調日本在台灣五十年殖民統
治的重要性。但是支持這一斷語的理
由，卻不是 Anderson 所說，前一波的
民族主義透過現代媒體的傳播可供後
一波「竊用」，而是出諸「民族想像的
語言觀」的考慮。

從後殖民主義的理論出發，我們
構築「想像的語言觀」為一分析座標：
首先沿著「宣示— 理由」的 x 軸，分
析論述中的宣示有多特殊，支持理由
有多普遍，以其反差的程度斷定此一
論述是否衍生自殖民母國的意識形
態；其次沿著時間同質與否的 y 軸，
解剖同一民族論述中核心與邊陲時間
觀的對比，藉以捕捉在民族想像空間
中，論述者游移於不同主體位置的不
確定性；最後，視 x 與 y 軸上的移動
為組合意義對抗聚合意義的拉鋸戰，
我們可以分析「人民」的原點中，「聚
合」的陣線如何透過隱喻及轉喻的雙
重作用，不斷嚐試收編「組合」陣線
的異質意義。

運用「民族想像」的分析座標，
我們研究 1920 年代本地漢人出版《台
灣民報》上的民族論述，證明：儘管

史料不容我們看出這些民族認同論述
在同質異質時間上的游移；論述者在
漢族、中國、日本、台灣幾個主體位
置上的徘徊不定，卻是不容置疑的。
正是這一游移徘徊削弱了殖民地民族
主義的吸引力，也使得這一波的意識
形態無法成為當下台灣民族主義的先
導。

關鍵字：民族、主體位置、游移、認
同、論述

Abstract

Our research has confirmed
Benedict Anderson’s recent judgement
that to understand the contemporary
nationalism in Taiwan, one should not
overemphasize the significance of its
colonial past under Japanese rule. But
our reason for confirmation is not that
Taiwanese colonial nationalism was
unavailable for piracy, as Anderson
might say, but that its language of
national imagination was self-negating
in rendering any powerful influence.

This language of imagination can
be considered as a system of coordinates:
on the x axis, one analyzes the
specificity of national claims in contr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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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universality of their justifications;
the gap between them helps one to
determine whether a nationalist
discourse was derived from the ideology
of the colonial regime. On the y axis,
one studies whether or not there existed
both a homogeneous sense of time at the
core of the discourse and a
heterogeneous sense at the periphery in
order to capture the uncertainty of
nationalists’ subject positions in the
discourse. Finally at the origin, one can
investigate how syntagem (combination
of sentences) interacts with paradigm
(analogy) so as to produce an unstable
subjectivity in the discourse.

By means of our model, we
analyze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s in the
20s and concluded that the uncertainty
of the subject positions on the y axis
could hardly be detected from our
sources, but that a narrator tended
repeatedly to assume different positions
of being a Chinese, a Han, a Taiwanese,
or a Japanese in his narration. It was this
itineration that paled the discursive
influences of the colonial nationalism,
both to its contemporaries and to us at
the threshold of a new millenium.

Keywords: nation, subject position,
itineration, identity, discourse.

二、緣由與目的

本計畫的緣由乃在過去執行國科
會贊助之相關研究的基礎上，以二年
時間（87 年 8 月至 89 年 7 月）深入探

討日據時代之公共人物、一般居民留
下的文本，以及文本與歷史脈絡的關
係，以詮釋本世紀前半期台灣漢人的
曖昧認同。

具言之，一方面我們分析了日本
殖民者如伊能嘉矩塑造「本島人觀」，
特別是其中的英雄觀與土匪觀，的文
本；另一方面，我們也探討了被殖民
者如西來庵信眾的善書、蔣渭水的民
族論述、葉盛吉的日記等。分析的目
的，我們認為除了可以透露日本治下
台灣漢人認同於台灣、大陸、乃至日
本的曖昧性之外，對當前經濟逐漸整
合於大中國，而政治卻愈發分離的台
灣，應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三、結果與討論

兩年的研究，撰成了「英雄與土
匪：日本據台初期的敘事認同」（刊於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37：119-161）及
前述摘要源出的「一九二○年代殖民
地台灣的民族認同政治」二文。大致
符合本計畫申請時所訂的進度。至於
1931年至45年間台人在皇民化政策下
的認同問題，我們將透過此一段時間
中所謂「台灣新文學」產生的寫實小
說及葉盛吉的日記來探討，此一工作
將在 90 年的 2月間完成。再補上緒論
及結論兩章，希望能在明年 6月間完
成約十萬字，名為《殖民地台灣的認
同摸索， 1895-1945》一書。

四、計畫成果自評

筆者在台灣歷經組黨、解嚴、社
運的狂飆年代缺席，卻在美國求學時
燃起了對台灣歷史— 尤其是日據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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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做論文時限於海外資料，只能
從日本官方史料入手，研究日本人統
治台灣之文化霸權的政策面。而既稱
之為文化霸權，究竟對被收編的殖民
地台灣人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在論文
中竟付諸闕如。這個遺憾希望透過《殖
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的寫作能加以
彌補。

兩年的研究過程中，一方面從目
下台灣的認同情境中得到許多的啟
發；另一方面從後殖民主義的理論中
得到分析的工具；再一方面也發覺像
善書、遊記、小說這些文本都有可能
成為透露認同信息的「史料」。這幾方
面的刺激使得執行這一計畫的心情，
可以說是帶著「冒險有得」的興奮。

本書的一章「英雄與土匪」既己
刊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學界的反應
慢慢可知；即使在投稿階段，評審人
洋洋灑灑的四足頁評論，也讓筆者有
受人重視的喜悅。台灣日據史是否已
到了進行較細緻的心理、文化層面研
究的時候，不得而知。史料的充足以
及更重要的，什麼構成「史料」的後
設理論的理解（可透過歷史哲學家如
Hayden White 的著作）是關鍵所在。
自喻「笨鳥先飛」也好，筆者打算按
時完成《認同摸索》的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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