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梶居佳広(1971-)，京都人，1994年，獲立命館大學文學學士。1996年，獲該

校法學學士，1999年，獲法學碩士，2005年獲博士學位。現任該校兼任講師。研究

專長為二戰前後的日本政治史，關注東亞國際關係與戰前、戰後兩部憲法之問題。

《「殖民地」支配の史的研究：戦間期日本に関する英国外交報告からの検証》

（暫譯《「殖民地」統治史之研究》）是其第一本專著。

《「殖民地」統治史之研究》的副標題「從戰間期有關日本的英國外交報告之

檢證」可約略看出作者的研究取徑。然而，其書名遣詞用字，頗值得玩味，亦即本

書研究殖民地統治的歷史，何以殖民地要加上引號？若從作者的學思歷程觀之，本

書是改寫其博士論文〈イギリスからみた日本の「植民地（朝鮮•台湾•満州）」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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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戦間期外交報告（Annual Report）を中心に—〉而成，由此可知，本書殖民

地統治是指「英國眼中的日本殖民地」統治，是一種「由外部看日本形象•認識」

的觀點（頁ii）。因此，作為一種英國眼中的形象或認識，加上引號與真正的殖民

地區隔。換言之，本書是以英國眼中的日本殖民地統治史為研究對象，即殖民地統

治形象之研究，而未檢證其統治實態，並非研究殖民地統治的歷史。

作者意圖比較日本與歐美殖民地統治，指出以下論點：一、日本具有與歐美

異質、極度壓迫之統治；二、與歐美類似的「差別」、「搾取」統治；三、與「差

別」、「搾取」的歐美統治相異，係一理想的統治；四、與歐美類似，目標「文明

化」、「近代化」之統治。透過英國作為第三者的角度評價日本之統治，提供現

在東亞國際關係對過去「舊傷」來自外部之認識（頁iv、v），是本書最重要的企

圖。

本書正文除序章、終章外，共分四章，含序言、引用參考文獻、後記、索引等

共240頁。以下簡介各章要旨。

貳

序章，回顧向來日本殖民地統治史之研究。一般對日本殖民地統治之認識，

不是當成模仿西方國家者，就是「似是而非的東西」。作者則進一步定義本書中

的「殖民地」，包括正式帝國（formal empire）內的朝鮮、台灣，和非正式帝國

（informal empire）內的滿州（頁2、3）。1980年代以前，研究者多以「遲來的帝

國主義」乃至「攻擊的帝國主義」解釋，或是從日本半封建國內體制和資本主義的

二重構造掌握日本帝國，一面重視統治者經濟收奪展開之過程，一面重視被統治者

抵抗之運動。1980年代起，開始有學者研究日本、歐美之間的類似性。首先，指出

日本與歐美的類似性和共通性。其次，肯定日本殖民地經營效率。第三，注意到日

本強烈關心殖民地社會、文化之統合。進入1990年代，不再以單純的二分法研究，

而是重視雙方乃至相互依存的社會、生活和文化。作者認為正是由於歐美研究既非

統治者，亦非被統治者，較無立場問題。因此，應該繼續發揮「由外部看的觀點」

的長處（頁5）。

然而，歐美國家曾經擁有殖民地，故可能也存有某種偏見，故作者認為應試圖

將「由外部看的觀點」相對化。本書利用戰間期的外交報告，以「比較」的方式研

究。當時「統治七海的大英帝國」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國，在現實中佔有衡量殖民

統治「標準」的地位。換言之，本書是以當時國際認知的殖民地「理想狀態」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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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統治問題之再檢討（頁6）。

本書的兩個主要課題分別是戰間期統治和同化政策問題。所謂戰間期是指原內

閣之統治改革到1930年代後半的期間，日本對殖民地問題之處理。作者透過整理英

國領事的評價，觀察戰間期日本殖民地的統治特徵。另一方面，同化是日本殖民地

統治的基本原理，雖然都以日本為基準點，但同化在法制、文化、意識形態上乃不

同次元，應分別討論。再者，歐美國家正當化自身殖民地統治的理論為「文明化」

論，故也須考量其與「同化」的異同。

史料部分主要是利用英國外交文書，特別是以年度報告書（Annual Report）為

核心，輔以收錄在機密文書（Confidential Print）的備忘錄和政治報告。朝鮮和台灣

的部分則加上駐首爾、台北的美國領事的報告，當作參考史料。

第一章，旨在陳述後面各章的基礎背景，概觀日本殖民地中的英人和英國所持

的利害關係。在朝鮮的英人人數約200到300人，在滿州英人約500人前後，在台灣

則大概有50人以上，未滿100人。香港乃至全中國英人數約3萬人，從此點來看，即

使是相對最多的滿洲英人數也不能算多（頁17）。

在朝鮮的歐美人士，其職業別是以傳教士為主，其影響力方面，從1895年至

1910年合併後，信徒人數達到22萬人。若加上以德國傳教士為中心的天主教信徒，

日本統治期信徒人數可增至50萬人。信徒人數增加主因是教會學校和醫院之設置等

傳教活動成果。同時，朝鮮基督教和民族運動的關連值得注意。然而，歐美傳教士

主要仍採取非政治的立場，限於從人道立場對日本的朝鮮統治進行要求（頁21）。

從事礦山業者次多，但在1915年日本統治確立後逐漸受限，至1937年其利權完全喪

失。第三多者從事商業，卻因殖民地朝鮮主要與日本貿易，結果歐美所佔比例極

小。

在台灣的歐美人士於1860年代開港後開始進出臺灣。傳教士方面，台灣是以

英國新教為中心，包括南部的蘇格蘭長老教會和北部的加拿大長老教會。值得注意

的是，同樣都以醫療和教育從事傳教活動，信徒人數從1895年10,000人至1935年的

45,000人，人口比例較朝鮮小，而且不像朝鮮具民族主義或者成為抗日運動之據點

（頁23）。

英國在台經濟利益包括英商事業與財產、船舶停靠與海峽航行權。台灣特產樟

腦和砂糖係臺灣總督府專賣，但英美擁有茶葉貿易資本上的優勢。1930年代中葉，

日本透過「日圓壁壘」將台灣、滿洲結合在一起，結果英國對台貿易受影響，加上

外交惡化，至1940年英商從台灣據點撤出（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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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滿洲國時期，70%英人集中在奉天、哈爾濱和關東州。中、朝國境上的間島

由於成為朝鮮抗日基地，出現許多英國傳教士。除傳教士外，在滿洲的英人大多從

事商業。但滿洲國主要貿易對象為中、日，所以英國佔貿易總額甚微。又英國對滿

輸出，除了機械製品增加，其他皆漸減。企業活動方面，則有朝鮮、台灣沒有的英

系銀行，如最有力的匯豐銀行（Hong Kong &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在大

連、奉天、哈爾濱設有分行。除了與日系銀行競爭外，還有其他外商競爭。輸出入

品方面，在滿州國實施產業統制、專賣政策後，大多陷入困境。至太平洋戰爭爆

發，因資產受凍結而撤離事業前，英人經濟活動實際已輸給佔壓倒性優勢的日本。

總之，滿洲之於英國在中國的投資，利權很少並且是低度受關心的地區（頁27）。

英國在朝鮮、台灣、滿洲分別設有領事館，朝鮮是首爾，台灣是台北，滿洲

分別在奉天、哈爾濱、營口，另外關東州的大連也有領事館。這些領事通常熟習當

地勤務工作，不少成為地區專家。其次，英國遠東地區領事通常熟習中文或通曉日

文，而有中國關係領事和日本關係領事之分。但朝鮮的英國領事習得韓文者不多。

滿洲方面，雖在滿洲國時期從中國關係領事換成日本關係領事，但英國基於不承認

滿洲國的立場，奉天和哈爾濱領事館形式上置於中國的英國公使館下，報告亦優先

送至中國公使館（頁32）。

一般認為，領事報告為了判斷如何維持英國國家利益而偏見極強。但領事報告

相當關心日本在各個殖民地統治的「手法」乃至「實態」。結果，對日本殖民地統

治而言，未必是「客觀的」，但又被視為「第三者」的評價。要之，關於日本殖民

地統治的領事報告可以說：一、其關心圍繞著東亞國際關係；二、以日本殖民地統

治手法和實態為中心製作報告。以下各章，便注意第一點，且以第二點為中心進行

議論。

第二章，旨在從領事報告看朝鮮殖民地統治，分成前史、齋藤實總督時

期（1919-1931）、宇垣一成總督時期（1931-1936）、南次郎總督時期（1936-

1941）、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942-1945）。英國領事們因朝鮮的經濟利害關係

低，故不太關心朝鮮。除了三一獨立運動前後和二戰爆發以降，基本上朝鮮的領事

報告，比起重視東亞「勢力均衡」的問題，更關心日本統治手法或是實態。

本章從日、朝兩國歷史上的關係開始說明。在前近代，兩國相互維持各自的文

化，並與鄰國有密切關係。西方列強到來後不久，日方便強行征服另一方，朝向統

治／被統治的關係變化，即保護國化。合併後成為被統治者的朝鮮人往往不服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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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因日本以暴力手段對付朝鮮人。因此，大部分駐朝鮮領事起初便視日本統治

朝鮮為無理強行之統治。看待朝鮮時，主張朝鮮與日本有相當的「對等關係」，對

其反抗態度有一定程度之理解。例如領事評價法律制度時，不把在朝鮮裁判制度與

英國殖民地比較，而是與英國國內制度比較。或者暗示朝鮮應與英國殖民地一樣，

逐步「自治領」化。然而，英美領事另一方面也批判李氏朝鮮「墮落、無效率」，

認為朝鮮「落後」，期待因日本統治而「近代化」（頁51）。同時，對朝鮮人受共

產主義、社會主義影響的各種運動，採取一貫冷淡的態度。因此，朝鮮的領事報告

是以下列三點作為評價基準：一、對日本暴力統治不安與期待朝鮮「近代化」期

待；二、將朝鮮人與日本當作「對等」的兩方，卻又認為朝鮮「落後」；三、注意

朝鮮與歐美傳教士之關係。

由此可知，領事對日本鎮壓三一運動和南總督以降的皇民化政策採取批判的立

場。一方面是因為歐美傳教士與朝鮮總督府關係惡化。領事對三一運動當時及1930

年代後半的日本統治，以所謂「軍事統治」、「專制政治」來表現日本暴力統治的

問題。

同時，領事報告對1920年代齋藤總督的「文化政治」，以「向西式統治接

近」、「文官統治」給予高度評價。對日本供給朝鮮「物質的利益」，亦給予肯定

評價。在此背景下，以「啟發的事業」、「進步」的用語表現，認為日本統治前進

到了歐美所說的「文明化」（頁83）。

此處將領事對與「文明化」關連的「同化」看法整理可知，在朝鮮的「同化」

用語與在1930年代後半的「皇民化」相同，僅具否定意味。1920年代的懷特（O. 

White）領事就曾否定「與日本一體化」之「同化」，卻肯定在法制度上將朝鮮與

日本「同化」，而產生朝鮮「自治領」化的看法。並把齋藤統治當作1920年代「改

革」之始，視為徹底「改善」乃至懷柔政策。換言之，朝鮮的「同化」到1930年代

後半明顯的異於「文明化」，領事將之看成日本統治朝鮮的異常表現（頁84）。

第三章，旨在從領事報告看台灣殖民地統治，同時與朝鮮比較，並分成文官

總督時期（1919-1936）、武官總督時期（1936-1941）、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942-

1945）。

一戰以前，臺灣領事報告大多圍繞著日本領台之前英國既得利益的維護。到了

戰間期，英美領事有關台灣的報告和朝鮮情況一樣，主要著眼於日本統治之實態和

經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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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事對1920年代到1930年代前半的文官總督或者內地延長主義時期，大致上給

予善意的評價。到30年代後半的武官總督皇民化政策期，則給予嚴厲的批評。英國

領事認為日本統治台灣大體上與朝鮮相同，只有細部存在著差異。

首先，臺灣與朝鮮的同化問題相異。朝鮮1930年代後半所謂「同化」的用

語，多為否定的概念。在台灣則有肯定與否定兩方面的意義。比較朝鮮與臺灣的領

事報告，1920年代朝鮮改革僅止於懷柔政策，台灣的情況則是日本本國法之延長

與適用，係法律制度之「同化」優先，其方法被解釋為朝向「文明化」之路（頁

100）。結果推進「同化」的「背景」差異，一為「進步的」「自由」1920年代，

一為「壓制的」「國家主義的」1930年代後半，兩者左右了領事對日本「同化」或

統治的評價。

英國領事強調日本統治台灣的最大公約數為「統治之安定性」：一、法律與秩

序之普及；二、經濟的繁榮；三、台灣人缺乏民族主義。三者為支持安定的條件。

由於穩固的「統治安定性」，台灣與中國之間產生差距並且擴大，台灣人的抗日意

識變得更弱。然而，妨礙台灣「統治安定性」的不是台灣人之抵抗，而是日本國內

的政治勢力。一方面，內閣制度崩壞，干預台灣總督的因素消失，之後台灣迎向

「空前的繁榮」。另一方面，1930年代軍部及其支持者走向與中國的長期戰爭，扭

曲了台灣總督府統治，進一步招致台灣統治安定崩解之結果（頁122）。

若以台灣統治「安定性」與朝鮮比較，朝鮮的法律與秩序之普及和經濟繁榮也

達到相當程度，但是都不及台灣。民族主義方面，兩者更是不同。英、美兩國領事

將台灣與朝鮮比較，認為更類似於歐美殖民地。如果說「很像殖民地的殖民地」統

治，到了1930年代是過高的評價，但仍可視台灣統治「安定」為殖民地「文明化」

面貌之一的結果（頁124）。

第四章，旨在從領事報告看滿洲殖民地統治，分成「特殊權益」問題（1931

年以前）、從「柳條湖」向「蘆溝橋」（1931-1937）、日中戰爭下之「滿洲國」

（1937年以降）。滿洲對英國而言，原為缺乏利害關係的地區。日本獲得關東州

後，英國對日本滿洲政策、統治方針也沒什麼變化。英國首先主要維持兩個目標：

一、靠日本（滿鐵）經濟開發與「門戶開放」；二、承認日本的「特殊權益」與尊

重中國的主權。加上日本在南滿之存在有助於牽制帝俄、蘇聯，英國把滿洲當成其

與蘇聯中國關內利權之緩衝地帶（頁133、134）。由此觀之，滿洲領事之報告，與

朝鮮、台灣有異，多出「勢力均衡」之觀點。然而，上述英國方針或期待，原就不

合理。以第二點而論，1920年代以降中國民族主義高漲，日本與中國對立激化，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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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兩全。至於第一點「門戶開放」與第二點「特殊權益」蘊含著矛盾，滿洲事變

後，日本強行建立滿洲國，更使上述政策兩立極其困難，最後變成不可能。事變

發生後，關東軍挑釁蘇聯和中國，破壞東亞均勢，結果連牽制、緩衝也落空（頁

185）。

英國領事對日本滿州統治的評價，1920年代並未否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權

益」，同時，對其產業開發始終帶著善意。對此，在滿洲事變建國後，明顯給予否

定評價，而且一年比一年嚴厲。1920年代作為日本代表而登場的滿鐵，在事變後的

領事報告中以「交通」項目出現，而以1930年代的關東軍作為「主角」取代之。簡

言之，對1920年代滿鐵的經濟開發抱持善意，對1930年代關東軍的統治則予以否

定。如此評價雖與朝鮮、台灣大體相同，但對1930年代滿洲「統治之實情」，領事

們的理解、評價則有所差異。

首先，領事對「建國」不久的「滿洲國」的統治型態和意識形態寄予很大的

關心，雖然反覆介紹，最後仍評為「傀儡國家」。從匪賊頻繁活動觀之，滿洲「統

治之滲透力」弱於朝鮮、台灣當局。「滿洲國」僅憑關東軍的軍事力與政治冷漠的

農民，得以「國家」的姿態存立。再者，「王道」之例顯然僅是「滿洲國」統治的

意識形態，沒有實態。此點與批判朝鮮、台灣具體政策和統治手法，在內容上有異

（頁186）。

其次，具體的政策方面，針對「滿洲國」的政策分成：一、對中、蘇挑釁和

膨脹政策；二、由於產業統制，使「門戶開放」空洞化；三、由教育、宗教問題發

端，進而排外的敵視政策。就第三點而言，朝鮮、台灣到1930年代後半也有同樣情

況。當中日戰爭全面爆發，領事已對滿洲「門戶開放」斷念，但仍持續批判關東軍

的滿洲統治。

第三，關東軍方面，大多數英國外交官對軍隊統治本來就有嫌惡感。值得注意

的是，關東軍在滿洲事件爆發、「滿洲國」建立後，迅速將滿鐵和日本外務省勢力

排除，獨佔統治中樞，變成壓制的軍事優先體制。此點與朝鮮、台灣到了1930年代

後半因中日戰爭，由本國軍部壓力變為「壓制」體制不同。

對英國而言，通過「滿洲國」的日本滿洲統治，完全沒有給予肯定評價的餘

地。對日本殖民地統治的評價，朝鮮與台灣明顯朝向「皇民化」政策推進，日中全

面戰爭爆發後，持久化是統治變化的分歧點。對滿洲統治而言，英國政府仍維持如

何妥協和摸索改善狀況，但是領事自事變爆發就採取嚴厲的批判。從英國領事看

來，滿洲被視為使日本內政和外交皆往壞方向的「元兇」或「震源」（頁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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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章旨在整理英國外交官所觀察的日本殖民地統治特徵。首先，對軍隊主導

的統治給予嚴厲評價。英國對日本殖民地統治，最終給予不及格的分數。英國始終

批判軍隊負責殖民地行政，並影響歐美對日本「同化」概念中「文明化」、「日本

化」和「皇民化」之看法。進一步影響日後歐美正當化自身時，卻認定日本殖民

「專制」之見解（頁202）。

其次，對經濟開發給予高度評價。同時，比較日英殖民地開發異同時，發現英

國殖民地多半委由「現地之自發性」，雖然也強調「文明化」作為統治正當性，但

比起日本對此的「使命感」，英國較不熱中（頁204）。

第三，對被統治者方面給予低度評價。一方面，領事報告不乏質疑朝鮮、中

國、台灣人能力的內容，認為應透過日本的教育「文明化」被統治者。一方面，日

本殖民地領事多為日本關係領事，其觀察大多倚賴日文資料，偏向統治者立場。儘

管如此，基本上領事們仍是以自己國家殖民地統治之標準進行評價（頁208）。

參

整體而言，本書具有以下幾點特色：

首先，本書的研究課題十分創新。傳統的史學研究是利用檔案、文獻，以史學

方法對過去進行重建，是以過去作為研究對象。本書的作者卻是以英國領事眼中的

日本殖民地統治評價作為研究對象，亦是對殖民統治之形象的研究。以台灣為例，

評價殖民地時期的爭論，最有名的莫過於「近代化」論爭11。研究者選擇、剪裁史

料的同時，價值觀也隨之滲透，而在評價上出現立場之差異。本書作者不僅想從史

學研究客觀的立場出發，更欲從第三者角度跳脫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觀點。此研究

成果正可以和殖民地研究成果的評價相互比較，頗具意義。

同時，本書研究殖民地統治形象的同時，注重形象的歷史脈絡和發展。畢竟

形象不是永恆不變的，作者注意到時代背景條件與形象之關連性，並進行細緻的分

析，進而指出不同時期影響日本統治形象之特徵。

其次，本書的研究方法具有效性。研究臺灣形象較為人所熟知者，不乏以旅

1  張隆志，〈劉銘傳、後藤新平與臺灣近代化論爭——關於十九世紀臺灣歷史轉型期研究的再思考〉，收

於國史館主編，《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民國以來的史料與史學論文集》（臺北：國史館，1998
年），頁2031-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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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文學、地圖等材料為中心的進行研究2，或者研究日治時期展覽會展現的統治形

象3。本書則以外交檔案為主，以當時國際社會的價值觀評價日本殖民統治，無論

材料或課題皆為頗具創新之嘗試。台灣史學界早有學者提出以西人留下的文獻、書

信、檔案研究台灣觀之見解4，可惜尚無人付諸實踐。尤其，本書所利用的領事報

告屬於外交檔案，為求情報的正確性，可信度高於一般商人、傳教士留下的文獻。

同時，不同於英國本國外交官，領事長期駐紮該地，使其評價亦不同於國內官員而

饒富意義。

復次，從外交史研究的觀點來看，本研究可視為文化或思想的文化取徑，即政

策制定者和人民皆文化的產物，其記憶、情緒、偏見、觀念總稱「心態」，都納入

對外事務研究考量中5。換言之，此研究成果不僅是日本殖民地統治形象，同時，

也可作為探討戰後英美在東亞制訂政策時之因素。

最後，本書充分比較日本的殖民地。研究日治時期若能與日本國內或殖民地

比較，更能適切進行評價。比較殖民地誠非易事，各殖民地研究本身所需消化的資

料汗牛充棟，更遑論兩地甚至三地之比較。另一方面，即便嘗試比較，仍因史料限

制，大多偏向統治者觀點。英國領事報告則克服這兩項限制，一則英國領事有系統

地整理年度報告以資利用，一則觀察的角度是第三者立場。

綜合上述優點，本書因此能提出極具特色，且頗具參考價值的研究成果。然

而，為使這方面的研究能更上層樓，筆者想提出幾點建議：

首先，本書過於相信檔案，缺乏對檔案內容作檢証，暴露了其研究方法上的

限制。傳統的外交史方法論中，有一基本卻很實用的方法，即多文字、多檔案的研

究法。這種方法的目的在於避免過度倚賴單一史料，導致扭曲史實。本書研究日本

殖民統治的形象，作者亦強調沒有要查出統治實態的特徵（頁vi），容易忽略史實

與形象落差的意義。綜觀此書主要是整理史料、分析內容便呈現為所謂的形象。

例如，英國領事懷特（O. White）在1928年報告中，觀察到朝鮮農民自耕農減少，

佃農增加，因無法償還借款陷於貧困，結果造成大量移民。總督府致力於失業、農

地改良對策，但仍無法改善朝鮮人之經濟狀況（頁52、53）。美國的報告中將朝鮮

的農業問題等同與小佃農之狀況，當成深刻的問題（頁71）。之後，認為朝鮮農民

大半為貧窮小佃農之歷史事實，所以朝鮮「解放」會因小佃農「混亂」而要求農地
2  如Emma Jinhua Teng（鄧津華）,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1895(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3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2005）
4  吳文星，〈日據初期(1895-1910)西人的台灣觀〉，《台灣風物》，卷41：1，1990年3月，頁157-174。
5  Akira Iriye, “What is Diplomatic History＂, in Juliet Gardiner ed., What is History Today? London: Macmillan, 

1988, pp. 13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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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頁80）。作者對此「形象」全盤接受，儘管注意到史料來源、評價特徵，卻

完全忽略歷史事實。近來殖民地朝鮮農民抗爭研究已注意到，並非貧窮佃農引領

抗爭，而是利益受損的小農主導6。亦即，此事實與英美報告中的朝鮮農民形象不

符，即使作者不打算研究統治實態，如果能指出形象與實態間的明顯落差，辨明其

意義，並觀察對後來的形象造成何種影響，則該研究將更有意義。換言之，如果形

象研究只進行文本分析與詮釋，而不注重形象和實態的差距和意義，未進一步分析

其影響，委實削弱了研究成果的價值。

其次，作者主要使用年度報告，未好好利用機密文書，無法看出領事對日本統

治更細膩的評價。領事報告是領事待在領事館向公使撰寫之報告，其內容包括例行

工作、有用情報等，形式上每隔兩三天就會寫一次，如遇到重大事件則幾乎會天天

報告。而且通常內容較為細膩，同時也更貼近事件發生當下。這些文件後來均整理

於英國機密文書中。年度報告則是另外整理而成，這種報告較為全面、簡單。換言

之，如果能利用機密文書的報告，必定能看到更多領事的評價。例如，1934年年度

報告中有「關東軍於遠東扮演金剛（King Kong）的任務，威脅襲擊萬里長城要塞

到中國北部和蒙古」的評價（頁167）。金剛這部電影於1933年上映並造成轟動，

領事是否曾經看過，或者另有其他更精彩的評價，在年度報告中至多出現這麼一

句，但在機密文書內相信會有更多值得分析之評價。

作者雖然有利用英國機密文書，實際上僅利用備忘錄。易言之，在機密文書

中仍有許多值得挖掘的內容。本書檢討了三處殖民地統治之形象，都未能利用到機

密文書的部分，因此，值得有志從事這方面研究者進一步開展。舉例來說，本書指

出日本統治台灣的英國領事報告大半與英國既得利益有關。作者以當時駐日公使薩

托（E. Satow）日記和報告來看，發現圍繞著茶、糖、樟腦、鴉片、外國人土地借

貸和傳教士問題，不過沒有詳細記述，僅有片段記載（頁96）。同時，亦注意到英

國外交部文書檔號F.O.410所收錄的機密文書中，幾乎全是有關茶和樟腦之問題，

認為日後有必要參照其他外交文書檔號F.O.46或F.O.371進一步研究（頁124）。然

而，本書所用的機密文書F.O.262，即領事與公使間之報告、訓令文書中即有許多

涉及上述議題的重要訊息及領事的見解，作者反而沒有好好利用，殊為可惜。

此外，還有一個小問題，即本書提到台灣除英國之外的歐美領事館，還有法

國（頁28）。但實際上，法國雖在1896年決定在台設領事館，該領事卻常駐東京，

而未駐台。法國事務由英國領事代理，直到1941年才由法國維琪政府（Régime de 

6  Gi-Wook Shin, Peasant Protest & Social Change in Colonial Kore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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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hy）開設領事館7。因此，實不宜將法國視同像美國一樣在台設有領事之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臺荷蘭領事日漸重要，是英國、美國領事外第三重要的領事。本

研究亦啟示我們若能利用荷蘭的領事報告，或許能提供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的新視

野。

綜上所述，本書的貢獻在於提供了值得開發的新課題與新方法，本文所提供建

議並未減低其研究成果的價值，而是肯定本書的貢獻，並期許台灣史學界在此基礎

上提出更具歷史分析、深入、細膩解讀史料的研究。

7  郭嘉雄編纂，《重重修臺灣省通志 卷七 政治志 外事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年），頁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