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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二次大戰結束到國民黨政府抵台接收這一段政權轉換期關鍵

期的歷史，至今研究不多，部分研究且有淪為政治立場爭論

之虞。一部分論者認為此時期台灣人熱烈企盼祖國政府降

臨；一部分論者認為此時期台灣人已主張獨立。筆者認為此

兩種看法並未呈現戰後之初台灣社會的真實樣貌。 

 

面臨時代的巨變，台灣社會是否仍保持了秩序與紀律？台灣

人對時局有何感受？有何具體主張或行動？他們如何看待自

己的處境？對未來前途有何看法？ 

 

又，日本五十年統治告一段落，台灣人如何看待過去？如何

評價日本的統治？在政權轉換期中，台灣人如何表達對日本

人的愛恨感受？與日本人的關係是否發生轉變？ 

 

計劃分為兩部分，第一部分討論戰爭結束時台灣政治社會狀

況與台灣人的政治想像；第二部分分析於台灣人對日本統治

的評價。 

 

中文關鍵詞： 光復、台灣總督府、國民政府、在台日人、台灣獨立運動 

英 文 摘 要 ： The Social Orientation in Taiwan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Of Taiwanese in the beginning after WWⅡ 

 

There are only a few researches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ritical period of Taiwan between the World War 

II ended and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arrival. Some 

researches led into the argument for political 

standpoints. Some researchers point that  Taiwanese 

warmly welcome the government from ＇motherland＇； 

the others believed Taiwanese had advocated for 

independence at the time. I don＇t think two views 

mentioned above present real circumstances of Taiwan 

society in the beginning after WWII. 

 

When Taiwanese people faced the era change, did they 

still maintain order and discipline? What response, 

opinion and motion did Taiwanese present ? How did 

they evaluate their situation and plan for the 

future ? 

 



In the end of Japanese rule, how did Taiwanese people 

recognize the past fifty years? How did they evaluate 

the Japanese rule ? Whether they changed relations 

with the Japanese or not?  

 

This project comprise two part: ,the first part 

concentrates on the social condition and Taiwanese＇s 

political imagination ； The second part analyzes 

Taiwanese＇s evaluation of Japanese rule. 

 

英文關鍵詞： Kofuku(Recovery )； Taiwan Sotokufu；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he Japanese inTaiwan； Taiwan 

independent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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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二次大戰結束到國民黨政府抵台接收這一段政權轉換期關鍵期的歷史，至

今研究不多，部分研究且有淪為政治立場爭論之虞。一部分論者認為此時期台灣

人熱烈企盼祖國政府降臨；一部分論者認為此時期台灣人已主張獨立。筆者認為

此兩種看法並未呈現戰後之初台灣社會的真實樣貌。 

 

面臨時代的巨變，台灣社會是否仍保持了秩序與紀律？台灣人對時局有何感

受？有何具體主張或行動？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處境？對未來前途有何看法？ 

 

又，日本五十年統治告一段落，台灣人如何看待過去？如何評價日本的統

治？在政權轉換期中，台灣人如何表達對日本人的愛恨感受？與日本人的關係是

否發生轉變？ 

 

計劃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討論戰爭結束時台灣政治社會狀況與台灣人的政

治想像；第二部分分析於台灣人對日本統治的評價。 

 
 
 
 
 
 
 
關鍵字：光復、台灣總督府、國民政府、在台日人、台灣獨立運動 

 

 

 

 

 

 

                 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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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Orientation in Taiwan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Of Taiwanese in the beginning after WWⅡ 

 

There are only a few researches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critical period of Taiwan 
between the World War II ended and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arrival. Some 
researches led into the argument for political standpoints. Some researchers point that  
Taiwanese warmly welcome the government from “motherland”; the others believed 
Taiwanese had advocated for independence at the time. I don’t think two views 
mentioned above present real circumstances of Taiwan society in the beginning after 
WWII. 
 
When Taiwanese people faced the era change, did they still maintain order and 
discipline? What response, opinion and motion did Taiwanese present ? How did they 
evaluate their situation and plan for the future ? 
 
In the end of Japanese rule, how did Taiwanese people recognize the past fifty years? 
How did they evaluate the Japanese rule ? Whether they changed relations with the 
Japanese or not?  
 
This project comprise two part: ,the first part concentrates on the social condition and 
Taiwanese’s political imagination ; The second part analyzes Taiwanese’s evaluation 
of Japanese rule. 

 
 
 
 

Keywords:  Kofuku(Recovery ); Taiwan Sotokufu;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he 
Japanese inTaiwan; Taiwan independent movement. 

 
 
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此後，台灣總督府雖然仍形式台

灣，但已失去統治正當性。另方面，在中國重慶政府在 1945 年 10 月組成「前進

指揮所」，抵達台灣。與五十年前的 1895 年清廷割讓台灣相同，時代再次鉅變。

過去關於戰後初期的研究成果，較多是對於新政府政治體制的建立、經濟物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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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產接收等，其特色為：一、以官方為焦點；二、以制度為重點。但對於當時台

灣人集體心靈(collective minds)的討論，較為有限。本研究重點則著重：一、台灣

民間社會；二、集體心態的探討。 

     

    本計劃為筆者長期關注的戰後台灣政治史範圍的擴展，其次，研究主題中亦

關涉到筆者所長期觀察的抵抗與認同的課題。 

 
二、文獻探討 

    戰後台灣政治史的研究成果，多著重國民政府來台接收的過程，或直接探討

陳儀政府接收台灣後的政治、教育、經濟、文化等個面向的情況，以迄於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如國內學者如鄭梓、黃富三、吳文星、許雪姬、陳翠蓮等人

對於國府接收與二二八研究，近期則有歐素瑛關於教育接收、湯熙勇關於海外台

人返台問題等成果。 

    日本方面，加藤聖文的《「大日本帝國」崩壞—東アジアの 1945 年》書中，

第三章描述了戰後台灣「光復」與「降伏」之間的糾葛，但仍是相當粗淺的討論。

川島真與劉傑合編的《1945 年の歷史認識—「終戰」をめぐる日中對話の試み》

一書以日本中國的「終戰」為主要探討焦點，台灣留學生的處境被附帶提到。簡

言之，蕞薾小島台灣在東亞國際政治中的角色，通常只是點綴的性質，並未成為

日本學界關注的焦點。 

    在史料方面，有關戰後初期台灣史料可分為三大部份。第一部分是台灣方面

的史料，包括台灣調查委員會、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史料與二二八事件史

料，在過去二十多年來陸續出土並被出版。其次，近年來諸多機構出版時人日記，

尤其是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致力於日記史料的挖掘，包括林獻堂日記、吳新

榮日記、楊基正日記、楊英風日記、吳鴻麒日記、葉盛吉日記等史料的出版或出

土，都有助於理解政權變動下台灣人的想法與行動。再者，戰爭結束前後在台灣

持續出刊的《台灣新報》，也是觀察 815 前後台灣社會變動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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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是美國方面的檔案。筆者曾於 1990 年到華盛頓美國國家檔案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U.S.)取得戰後初期台灣史料，其中包括美國在台領事館定期

對美國國務院所做的台灣政治、社會、經濟情勢報告；美國情報當局戰略情報處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簡稱 OSS)在國府軍政人員抵達前就已先到台灣所進

行的調查，1946 年初所完成的〈A Report on Formosa(Taiwan)：Japanese 

Intelligence and Related Subjects〉。據知，該處並藏有 OSS 於 1945 年 9 月

至 12 月所發送的台灣情報電文，是日後進一步蒐集的資料。此外，戰後之初聯

合國救濟總署(The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簡稱

UNRRA)工作人員在台活動與對台灣所作的觀察等史料，目前收藏於台北市二二

八紀念館。此些檔案提供了從第三者的眼光，觀察戰後台灣社會的動態。 

    第三部分則是日本方面的史料。蘇瑤崇主編的《最後的台灣總督府－

1944-1946 終戰資料集》是以鈴木茂夫先生為著作《台湾処分 1945 年》而蒐集之

資料為主，包括日本官方資料如台灣總督府警務局所記錄之 1945 年 8 月 15 日終

戰前後台灣社會狀況。該書尚收編 1944 年 10 月台灣大空襲時台灣軍電報及台灣

第一位博士杜聰明之三男杜祖健之回憶錄。又，蘇瑤崇編的《台灣終戰事務處理

資料集》，收錄了台灣協會、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館、以及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所藏之相關資料。另外如已出版的《台灣引揚•留用記錄》亦是重要史料。本計

劃執行期間，筆者也到日本台灣協會搜集了在台日人的回憶錄、同學會集等史

料；到日本國會圖書館影印了盟軍總部對台灣處置、台灣人地位與國籍問題、在

日台僑活動的相關檔案；在日本外務省史料館搜集到台灣人遣返與在台日人遣返

等官方檔案，對本研究有極大助益。 

 

三、研究方法 

    戰後政權轉換期的研究長期以來受到忽視，即使有相關的作品，也多陷入中

國民族主義或台灣民族主義的對立糾葛中，強調台灣人對｢祖國｣的向心，或著重

台灣人的日本情懷與獨立意志。此種觀點受限於民族主義情感與價值判斷，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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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深入觀照歷史鉅變下台灣社會特殊處境與真實樣態。 

    本計劃希望擺脫民族主義的糾葛，參考後殖民論述觀點，梳理並分析當時歷

史。 

    後殖民研究反對過於簡化的抵抗/壓迫、殖民/被殖、帝國/本土、中心/邊陲

等二元對立圖式，著重殖民情境下及脫離殖民體制後殖民者與被殖者複雜關係的

討論。例如後殖民研究強調殖民統治之下固然有「殖民化」（colonization）的面

向，引發被殖者「民族主義」（nationalism）式的對抗之外，殖民主義也帶來「現

代性」（modernity），現代文明改變了殖民地人民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殖民主

義」、「民族主義」與「現代性」三者之間發生多樣且交互關聯的作用。同時，殖

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並非截然對立，雙方有政治關係的對立面，也有社會、人際

與友誼關係的相互滲透面，及所謂的「混雜」(hybridity)，及情感上的「愛恨

交織」(ambivalent)。以此取向觀照戰後政權轉換期的台灣人的心情，有助於克

服平面化解釋的困境，較能夠深入且立體的描繪歷史變動期台灣人的處境、想法

與行動。 

 

    在研究方法上，本計劃將同時採用史料分析與內容分析兩種方法。戰後初期

史料檔案數量龐大，包括官方檔案、民間史料、報刊與出版品、囘憶錄、時人日

記等等各種類型史料，筆者一方面需梳理檔案等史料貼近重建當時情境，一方面

分析各種史料所呈現之觀點，借助後殖民論述重要觀點，進行內容之詮釋。 

 

四、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本計劃分兩年進行，第一年政權變動下台灣政治社會狀況與台灣人的政治想

像；第二年則以戰後初期台灣人對日本統治的「歷史清算」為討論主軸。本計劃

並延長執行期限半年，至 2013 年 1 月 31 日為止。 

   本計劃執行期間，筆者於 2011 年 2 月到日本 15 日，進行資料搜集工作，並

從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國會圖書館、台灣協會等處獲得豐富檔案與史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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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購得相關日文書籍近五十冊，請參出國差旅報告。另於 2011 年 6 月、2012 年

2 月，兩次自費到日本東京繼續收集史料，並進行演講。 

累積成果包括： 

1、日本廣島大學，2010 年 6月 23 日，演講題目〈現代台灣史研究における「戰

後初期」の意義—若干の未解決課題について〉。 

 

2、陳翠蓮著，周俊宇、岩口敬子譯，〈戦後初期における台湾の法的地位問

題と台湾人エリートの政治展望〉，《廣島法學》34卷 4期，2011 年 3月，頁

1-36。 

 

3、陳翠蓮，〈戰後初期台灣的「歷史清算」(1945-1947)〉，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

研究所、澳洲 Monash University 台灣研究中心合辦，「鉅變下的反思—戰後台

灣政治與外交學術工作坊」，2011 年 4 月 25 日。 

 

4、2011 年 6 月 27 日於一橋大學言語社會科學研究科演講，講題為「戰後初期

における台灣人の動向と政治想像」。 

 

5、2013 年 2 月 15 日將於早稻田大學台灣研究所演講，講題為〈戰後初期にお

ける台灣政治史研究の重要課題〉。 

 

    本計劃執行後，筆者認為應超越台灣戰後處境與台灣人動向的討論，將東亞

政治秩序變動納入考量，並與處境類似的朝鮮人進行比較。筆者因此附帶搜集了

大批戰後在日朝鮮人、在日中國人、在日台灣人有關國籍、法律地位、思想動向

等相關史料，相信對於從較寬闊的視野與比較研究角度進行戰後初期台灣研究，

可具相當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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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畫成果自評部分：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
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
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
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

估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

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

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戰後初期台灣史研究，既有成果多環繞在 1945 年 10 月國民政府接收，接

收後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及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較忽略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戰敗投降到 1947 年之間，面臨重大政治秩序變化下台灣人民的所面

臨的處境與心理變化。 

本計劃著重此一政治變動期國民政府與台灣人民在體制建立與認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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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巨大差距，及種種矛盾現象。已於 2011 年 3 月份之《廣島法學》發表〈戦

後初期における台湾の法的地位問題と台湾人エリートの政治展望〉一文，並

於 2011 年 4 月 25 日政大台史所與澳洲 Monarsh University 合辦之「鉅變下的

反思—戰後台灣的政治與外交學術工作坊」,發表〈戰後初期台灣的「歷史清算」

(1945-1947)〉。 

已發表之兩篇論文分別探討台灣人對新政府的看法與對舊殖民母國的評

價，關注時代鉅變下台灣人集體心靈的轉變，希望為戰後初期台灣政治史研究

提出新課題與新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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