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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七○年代起，隨著保釣運動、鄉土文學，乃至回歸現實一代的崛起，以臺
灣本土之勢號召所挖掘的日治記憶，扮演了別於戰後大中國歷史思維的重要角色。
無論是八○年代社會運動的興起、解嚴後的風起雲湧，乃至九○年代文學、政治、
社會各領域學者的論辯、作家創作，臺人與日治記憶透過主體性的展現鑲嵌其中，
特別在跨越新世紀的十年來，以「日治記憶的挖掘」為旗幟號召，除文學作品，
影像方面亦生產不少以日治記憶為主題的歷史紀錄片，面對半世紀前的日本記憶，
這些作品在角度上有別於戰後「仇日」的日治記憶，藉由史料的考掘、人物的訪
談，透過不同面向挖掘不同於戰後官方敘述觀點的個人與庶民集體歷史。
本論文以戰後三部分別以慰安婦、少年工、監視員為主題的紀錄片作品為討
論對象。首先，以楊家雲《阿媽的秘密》（1998）為例，除戰爭責任的討論，紀
錄片在上個世紀末成為臺灣慰安婦女性作為歷史主體發聲的方式之一，並且，呈
現在其中的抗日記憶有別於戰後臺灣國民教育後的抗日精神，藉此同臺人的二次
戰爭經驗在上世紀之末，匯流出屬於臺人透過自身經驗所展現出的抗日表現。其
次，以郭亮吟《綠的海平線》（2006）為個案，本章首先藉由少年工相關作品梳
理文本之間的世代記憶書寫的再現差異，此外，受日本殖民影響，臺人的民族情
感於戰時的戰爭世代之間呈現多重並置狀態，表現在《綠的海平線》，受訪者所
展現跨越戰時前後，與地域國籍的多重跨越認同成為本章思考主題。最後，在陳
志和《赤陽》
（2008）的討論上，由於戰後日方對於臺籍監視員在個人身分的否
定，「離散」在認同之間與其外，成為臺籍監視員戰後游移在臺灣與日本、戰前
與戰後的身分定位，藉此可見，臺灣的離散經驗不僅現於六○年代現代文學作家
作品之中，亦可在臺人於二戰期間為殖民政府所動員的參戰人員在戰後的言辭間
所窺探。
透過日治記憶的梳理、紀錄片文本的論述，認同成為臺灣透過戰爭經驗所折
射出的多重歷史面貌，亦藉此呈現個人在面對大歷史環境所促成的選擇與衝突。
然而在主體性的確立和殖民經驗的召喚外，「未完成的去殖民」或將在殖民之中
及其外，成為新世紀臺灣討論殖民歷史中的反思徒徑，亦為本文在後殖民認同之
後的另一種思考脈絡。
關鍵詞：日治記憶、紀錄片、認同、影像、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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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70s, the Defend Diaoyutai Movement, Taiwan nativist literature and
even the emerging “return-to-reality” generation which represented the new
Taiwanese nativism power that differed from the Great China historical thinking after
the war all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retriev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memories.
Whether the rise of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surging forces after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in the 1980s, or the scholars’ debate and writers’ literary creation in
various fields of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1990s, they all had been inlaid
with Taiwan people’s Japanese colonial memories through the presentation of
subjectivity. Especially in the last decade across the century mark, with the call of
“dredging up the Japanese colonial memories”, in addition to literary works, a number
of historical documentaries themed around the Japanese colonial memories had been
produced. In contrast to the Japanese colonial memories full of the “hatred of Japan”
after the war over a half-century ago, these imagery works had presented the
collective history of individuals and the common people in Taiwan through various
aspects apart from the official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by digg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interviewing the historical figures.
In this study, several post-war documentary works respectively with the themes
of the comfort women, shonenko and the prisoners of war camps have been taken as
the discussion objects in three parts. First, in the example of Yang Chia-Yun’s A Secret
Buries for 50 Years (1998), in addition to the discussion of war responsibility, it
shows that documentaries had been used as one of the ways that talked about the
historical subject of Taiwan’s comfort women in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Moreover,
the anti-Japanese memories presenting in this documentary have shown an
anti-Japanese attitude that differed from the anti-Japanese spirit taught in the post-war
na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Taiwan people’s own experience from World War II in the
last century. Secondly, Kuo Liang-Yin’s Shonenko (2006) is also taken as a case study.
In this chapter, shonenko-related works are first used to organize and order the
reproducing differences in the writing of generation memories among different texts.
In addi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aiwan people’s national
feelings have presented a multiple juxtaposed state among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war during the war, which has clearly demonstrated in Shonenko (2006) and the
multi-crossing identity—not only across the war but also the geographical
nationalities—of the interviewees is taken as the topic of discussion in this chapter.
Finally, in the discussion of Chen Chih-Ho and his work Heat Sun (2008), it presents
that Taiwanese prisoners of war camps had an unstable identity drifting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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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and Japan as well as between pre-war and post-war times due to Japans’
denial of the personal identity of Taiwanese prisoners of war camps after the war and
therefore their diasporic identity had been drifting between the inside and the outside.
From this, it shows that Taiwan’s diasporic experience can be seen not only in the
literary works of the modern literary writers of the 1960s, but also in the talking of
Taiwanese combatants called up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during World War II.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memories and the discussion
of documentaries texts, identity not only has a multi-historical appearance that reflects
from Taiwan’s war experience, but also presents individuals’ forced choices and
conflicts when facing the big historical environment. Furthermore, in addi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ubjectivity and the call of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the “unfinished
decolonization” or being inside or outside of the colonization have become not only a
way of reflection for the discussion of Taiwan’s colonial history in the century, but
also an alternative thinking context besides postcolonial identity in this study.

Keywords: Japanese colonial memories, documentary, identity, imag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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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各章節出處說明如下

第二章〈影／史之間：臺灣歷史紀錄片的影像敘述與觀點的呈現比較〉
以〈影／史之間：臺灣歷史紀錄片中的影像敘述與觀點論述的呈現比較〉為
名，發表於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所舉辦「傳承與創新：中央大學歷史研
究所第三屆研究生論文研討會」，2012 年 5 月 25 日。
第三章〈影像與戰爭記憶的開展：九○年代臺籍戰爭紀錄片與性別──
以楊家雲《阿媽的秘密》為討論對象〉以〈影像與戰爭記憶的開展：九○年
代臺籍戰爭紀錄片與性別──以楊家雲《阿媽的秘密》為討論對象〉為名，
發表於高雄市歷史博物館、高雄市關懷臺籍老兵文化協會、臺灣歷史學會主
辦之「第四屆臺灣近代戰爭史（1941─1949）學術研討會」，2014 年 10 月
26 日。
第四章〈歷史中的跨國認同：臺灣少年工的認同跨越──以郭亮吟《綠
的海平線》為討論對象〉以〈歷史、影像與記憶：臺灣紀錄片中的歷史記憶
與認同──以郭亮吟《綠的海平線》為討論對象〉為名，發表於國立臺灣文
學館主辦、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承辦，「臺灣文學史邊界的擴大：
第八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
，2011 年 6 月 4 日。論文亦獲
「第八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優勝獎。後刊於《第八屆全國臺
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 年 9 月，
頁 231－259。
第五章〈在南國的赤陽下：臺籍監視員的（不）認同及離散──以陳志
和《赤陽》為討論對象〉以〈在南國的赤陽下：臺灣紀錄片中的「臺籍監視
員」敘述與認同論述──以陳志和《赤陽》為討論對象〉為名，發表於高雄
市歷史博物館、高雄市關懷臺籍老兵文化協會、臺灣歷史學會、國立成功大
學歷史學系主辦之「赤陽‧白日‧紅星：第三屆臺灣近代戰爭史（1941─1949）
學術研討會」，2013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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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一、從主體出發：以臺灣文學史與戰後日治記憶的疏理為出發點
1895 年，臺灣本島同澎湖群島因一紙《馬關條約》
，由其時的「祖國」中國割
讓與日本，直至 1945 年在政權上再次回歸「祖國」中國，此間近半世紀，臺灣以
被殖民身分自居，並就此以被殖民時期定位於近代史之中。然自臺灣百年的宏觀
角度檢視，1895 年因政權所帶來的身分轉變為臺灣自十七世紀荷據時期以來、歷
經鄭氏統治與清領，短短三百年間第三次在政權上的易主，但此次政權的移轉不
僅標誌臺灣主權在歷史長河中的再次更迭與時期的分割，亦致使臺灣在近、當代
面對中國與日本之間於政治、經濟、文化、民族主義等方面產生不明的曖昧性，
乃甚至反應在當代，於族群意識上的衝突。
面對臺灣的殖民記憶，如陳芳明所言，臺灣在日治之後並未隨著日本殖民政
府的離去而進入後殖民時期，反由於國民政府的高壓統治而進入「再殖民」階段，
1
而這也是 Robert J.C Young 在檢視全球後殖民論述所認為的臺灣後殖民特殊性，2
這種特殊性致使臺灣論述後殖民議題殊於戰後全球多數國家──其中亦包括東亞
鄰近同為日本所殖民的韓國，臺灣必須待至 1987 解嚴前後方被國內學者以「最大
公約數」的方式認定後殖民時期的到來。卻這種對於日治被殖民時期記憶的梳理，
由於臺灣戰後歷史複雜性與時間的流逝，後殖民對於日本記憶的展現方式於戰後
──特別在解嚴後有不同的呈現方式，以致在論述上由於戰後的複雜性開展出不
同的面向。
目前臺灣討論後殖民論述，大致上可以殖民者於殖民時期的差異而可分為兩
條線軸：一以 1895─1945 年日本異族統治的殖民時期視為殖民之「後」的討論，
其論述後殖民在 1945 年隨即展開；第二條線軸則以光復後、國民政府戒嚴時期的
1945、1949─1987 年同種異族作為「再殖民者」對象的後殖民論述，然無論以何
者為「殖民者」定位，戰後臺人對於族群「身分」與精神「認同」的意識論述成
為臺灣後殖民研究不可忽視的主題。特別針對前者日治殖民經驗，在歷經長達半
世紀的殖民統治後，臺灣受到日本的殖民經驗所帶來的餘緒於戰後透過臺灣島上
或語言、文化，乃甚至是思想與身分上的「認同」等各種層面開展而來，必須在
解嚴前後方有透過文學等形式而展現的可能，探究其中原因，大致可歸咎於戰後
國民政府的再殖民統治主以國民政府大中國式的思維基準，透過政治、教育與文
學等方式散播屬於國民政府的對日記憶，致使戰後臺灣未能被允許自身與日治殖
民政府的連結討論，乃甚至是「認同／不認同」的論述。
1
2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2011）
，頁 26。
Robert J.C Young，周素鳳、陳巨擘譯，
《後殖民主義──歷史的導引》
（臺北：巨流，2006）
，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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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時間，臺人於檯面上正式面對臺灣本島的日治記憶，必須待至七○年代
保釣運動與回歸現實世代族群的崛起，方透過對比於外省族群經驗與記憶的差異
而建立出屬於臺人自身的主體與記憶。3同時，透過史料的挖掘之上，七○年代亦
藉由翻譯與整理日治臺灣文學作品作為實際行動而建構出「初期臺灣主體意識」。
藉由主體性的建立與日治史料的挖掘，我們可看到日治記憶在整個戰後臺灣
主體性的位置與價值。以臺灣文學史為例，七○年代鄉土文學的興起即可視為臺
灣本土自身的自覺，而這種自覺亦是透過與五○年代反共文學、六○年代現代主
義的差異與對比下所建構出屬於臺灣本土的鄉土文學。值得注意的是，屬於臺灣
自身的日治記憶在此時藉由本土的自覺而在戰後首次被挖掘，並且，如邱貴芬所
言：
「日治記憶的重新出土，使得本土論述得以重新描繪一套迴異於中國歷史文化
傳承的台灣論述。」4透過日治與經驗的重新挖掘與建構，臺灣因而發展出異於戰
後大中國的經驗論述，並藉此由邊緣論述逐漸透過自身獨特的歷史經驗而與戰後
早期的大中國論述有所區隔。在這樣的基礎背景之下，八○年代社會運動的興起、
解嚴後的風起雲湧，乃至九○年代文學、政治、社會學各領域學者的論辯與作家
創作，臺人在各界因此而集結與集體建構出屬於臺灣──而非戰後戒嚴與再殖民
時期的大中國記憶，臺灣主體性在解嚴後遂擺脫戰後以來與中國的主從關係而「獨
立」
。由此可見，日治記憶與經驗的重要性不但在本質上即是臺灣本島歷史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亦是戰後國民政府戒嚴期間於大中國主義下建構臺灣主體性的重要
指標。
建立在豐厚的日本記憶文本之上，以文學作為研究文本，在抵抗戰前與戰後
戒嚴時期官方單一歷史論述的旗幟下，目前臺灣已有不少以臺灣戰前與戰後文學
作品檢視日治記憶文學作品和學者的相關研究，這些創作與研究文本或以作家個
人為研究對象，又或以主題性──如性別、風土民俗、戰爭等議題開展論述，乃
甚至跨越種族而以日治在臺日本作家作品研究亦有不少，以致目前臺灣文學對與
日治記憶研究或已近乎飽和狀態而有待於新文本與議題論述的開發。故在文學之
外，又或是建立在文學與社會學研究之上，日治的記憶是否尚有其他書寫方式與
途徑待為開展，這是目前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待於討論之處，亦為本文以日治記
憶作為主題背景，進而試圖以影像作為研究對象的起點之一。
二、影像作為文本：影像成為記憶、國際關注與跨學科研究的可能
2010 年秋天，剛踏入研究所的我修習所上所開設的「臺灣紀錄片研究專題」
課程，因此打開自己對於臺灣文學研究的另一個相關領域途徑。相較於目前臺灣
文學相關系所多以文學作為研究文本，以影像相關的研究或將為臺灣文學研究開
3

蕭阿勤，
《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
（臺北：中研院社研所，2010）
，
頁 119。
4
邱貴芬，
〈在地性論述的發展與全球空間：鄉土文學論戰三十年〉
，收錄於《思想 6：鄉土、本土、
在地》（臺北：聯經，2007），頁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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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殊於文學文本的路線，致使影像成為為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的另一條文本途
徑。特別在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在地與跨國影像大量生產，這些作品以臺灣在
地影像文本為對象，無論是劇情片或是紀錄片作品皆可在文學文本之外開展相關
議題，特別在跨國、跨學科領域與跨越研究方法的前提之下，影像文本的研究與
討論成為目前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得以乘影像之便而遊走於跨國與跨界學科領域
的研究之間的重要媒材。
周蕾在一篇討論中國當代電影的文章中提到：電影「在世界範圍內將異國文
化的視覺性變成我們日常生活被媒介化的經驗之一部分的主要工具」，並由於此，
「電影與人類學、民族誌等學科的關係不在與文學、女性研究、社會學以及媒體
研究的關係之下」5，影像文本由於視覺與傳播媒體的特質而獨具跨國流動性優勢。
由此回歸影像與臺灣歷史的關係，1895 年，盧米埃兄弟創造影像電影，無獨有偶，
1895 年亦是臺灣割讓給日本而進入殖民時期的年份，歷史的巧合亦未讓臺灣與影
像的關聯就此擦身而過，自日治殖民時期開始，影像即成為殖民政府向日本內地
與西方國家展示殖民地臺灣殖民成果的方式之一，正如日治時期國策紀錄片《南
進臺灣》以繞行臺島一周的方式展示臺灣在經濟、地景、文化層面上透過日治政
府所帶來的現代化，並從戰前過度至戰後，1950、60─70 年代以來的臺語片和健
康寫實電影亦透過劇情片電影將臺灣身影／聲音外銷至東亞和東南亞國，而 1980
年代的新電影不但為臺灣電影發展劃下新的里程碑，亦成為西方國家觀看臺灣的
方式之一，自影像藉由殖民者日本帶到臺灣以來，透過影像向外界傳達臺灣形象
的臺灣電影──在此多以劇情片為主──即成為臺灣以外的世界觀看臺灣的途徑
之一，影像成為臺灣立足於於世界一角，並被看見的重要媒介。
透過影像自身在本質上的流動性，影像研究已無法抵擋地成為近年跨／穿國
主義（transnationalism）關於視覺展示與研究論述的方式之一，特別在跨學科整合
的時代，影像亦可視為各領域學科研究的共同文本。以下，我想藉由自己近年的
嘗試為例，討論臺灣電影──特別專注於紀錄片作品在本地與亞洲──乃至擴及
世界觀看臺灣的契機與可能。
首先，在臺灣文學學術場域上的討論，2011 年 6 月，我以〈歷史、影像與記
6
憶：臺灣紀錄片中的歷史記憶與認同──以郭亮吟《綠的海平線》為討論對象〉（亦
為本論文第四章）一文參加由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臺灣大學台文所協辦的第八
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以影像作為研究文本，論文的入選首先
認定影像研究出現在文學研究領域的可能性，其後，黃美娥與陳萬益兩位教授於
會中與會後亦對論文以影像為文本性質出現在臺灣文學領域的研究表達肯定，這
5

周蕾（Ray Chow）
，孫紹誼譯，
〈視覺性、現代性以及原初的激情〉
，
《原初的激情：視覺、性慾、
民族誌與中國當代電影》
（臺北：遠流，2001）
，頁 48。
6
蕭智帆，〈歷史、影像與記憶：臺灣紀錄片中的歷史記憶與認同──以郭亮吟《綠的海平線》為
討論對象〉
，
《第八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南：臺灣文學館，2011）
，頁 231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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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透露影像置定於臺灣文學界作為研究文本的可能，同時，由於目前臺灣文學研
究尚少有以紀錄片作為研究文本，這篇以紀錄片作為研究文本的論文亦可視為會
議主題「臺灣文學史邊界的擴大」的一種「擴大」方式，當臺灣文學研究在近年
必須等待史料的挖掘與翻譯工作整理，和作家作品生產之餘，影像──紀錄片或
可視為臺灣文學界邊緣的蔓延觸角之一。另外，2012 年 5 月，我另以〈影／史之
7
間：台灣歷史紀錄片中的影像敘述與觀點論述的呈現比較〉（亦為本論文第二章）
一文參與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主辦的第三屆歷史研究生論文研討會，文中，透過
《南進臺灣》
、張照堂導演《一同走過從前》
（1988）
、簡偉斯、郭珍弟《跳舞時代》
（2003）三部分別代表臺灣戰前日治、戰後戒嚴與解嚴後的作品，輔以陳芳明所
提出的殖民、再殖民、後殖民的文學史時間的界定討論臺灣紀錄片發展面貌，臺
灣歷史藉由紀錄片影像因而再次建構。值得注意的是，臺灣文學透過文學文本所
架構的知識體系因此蔓延至歷史學領域，而這篇以「影像」作為研究文本的論文
異於多數以文字史料和文學文本研究而成為研討會的異數。透過以臺灣政治背景
和文學史為基礎的建構與影像文本帶入，迴於傳統的影像史學研究方法亦成為目
前臺灣文學與史學，乃至影像跨學科整合研究的可能性之一。從臺灣本島到國際，
2012 年 2 月，我以〈帝國、影像與現代性：日治時期影像台灣中的殖民現代性探
討──以《南進台灣》為討論對象〉8一文參與一場以東亞碩博士研究生為對象，
並以東亞與後殖民為主題的韓國研討會，會中，韓籍評論者透過論文提問：
「相較
於戰前曾被殖民的其他亞洲國家與地區，臺灣的殖民特殊性展現在何處？」我以
為，評論人的問題：臺灣殖民與後殖民的特殊性或可被視為整個亞洲國家甚至國
際對臺灣殖民與後殖民議題的關注點，而臺灣目前所生產的紀錄片作品亦可作為
回應評論人的文本。在此，本文主要以臺灣紀錄片作為討論文本，除了重述戰前
以《南進臺灣》為例的殖民特殊性──展現在經濟、地景、文化等層面的殖民現
代性外，戰後則以簡偉斯、郭珍弟的紀錄片作品《跳舞時代》為例，透過戰後庶
民對日治記憶的「懷日」與「戀日」，辯證臺灣在戰後、乃至後殖民之「後」不斷
存在於被殖民者情感之中對於殖民者存有特殊情感的殖民特殊性，而這樣的論述
使將影像成為臺灣歷史特殊性展示的可能。
最後，近期發表於中興大學與哈佛大學所主辦的第十二屆國際青年漢學會議，
我以〈歌舞臺灣：臺灣紀錄片中的消逝主題與庶民記憶／伎藝的再現〉9一文，將
觸角延伸至近期崛起的華語語系（Sinophone）與臺灣歷史紀錄片發展的連結，文
中，除質疑華語語系與臺灣影像特殊經驗的連結，臺灣歷史紀錄片所探討的時間
7

蕭智帆，〈影／史之間：台灣歷史紀錄片中的影像敘述與觀點論述的呈現比較〉
，「國立中央大學
歷史研究所第三屆研究生論文研討會」
（桃園：中央大學歷史所，2012 年 5 月，頁 36─54。
8
蕭智帆，〈帝國、影像與現代性：日治時期影像台灣中的殖民現代性探討──以《南進台灣》為
討論對象〉
，「第四回東亞細亞新進研究者學術交流會」（韓國首爾：東國大學，2012 年 2 月）
，頁
113─123。
9
蕭智帆，〈歌舞臺灣：臺灣紀錄片中的消逝主題與庶民記憶／伎藝的再現〉，「第十二屆國際青年
學者漢學會議」
（臺中：中興大學，2013 年 8 月），頁 13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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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日治至戰後，藉由「歌舞」所滿溢的跨國經驗成為我們透過影像、紀錄片
檢視歷史記憶時所不可或缺的重要領域。歌舞成為臺灣歷史經驗跨國與混血的呈
現方式，而影像更成為檢視臺灣跨國經驗所不可或缺的研究文本。
正如在〈新世紀台灣文學系所面臨的挑戰〉一文中，邱貴芬透過近十年來的
臺灣文學研究發展，指出「由於台灣特殊的歷史，台灣文學研究已逐漸發展出『跨
領域』、『跨國』的特色」10，在此，跨領域與跨國成為臺灣文學系所在臺灣新興學
術產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特質。表現在筆者過去幾篇論文的嘗試，以影像──特
別是紀錄片作品作為討論文類，影像除同周蕾所提出的日常生活被媒體化的經驗，
同時亦成為跨領域的重疊文本，特別以臺灣歷史作為主體經驗，跨國成為影像挖
掘所發展出的另一條思維脈絡。在以戰爭作為主題的本文，紀錄片一方面展現臺
人對於日治記憶經驗的挖掘與梳理，同時亦開展而成為近年跨學科與臺灣經驗在
跨國研究值得探究的文本之一。
歸結以上包括臺灣內部臺灣文學與史學對紀錄片研究的接受與跨領域研究的
可能，乃至臺灣以外的東亞韓國得以透過影像理解臺灣特殊性，藉由這幾場研討
會的經驗，影像在於此時或可視為國內文學與影像、歷史跨學科研究的文本途徑，
同時也可能是臺灣與國際間「跨國」比較與論述的橋樑，並因此而成為本文之所
以以影像作為探討臺灣日治記憶的動機與目的之一。特別近年來，臺灣主體性論
述崛起，以「日治記憶的挖掘」作為號召而有不少相關紀錄片作品因此生產，在
解嚴後臺灣文學集體的挑戰官方歷史觀點的旗幟底下，解嚴後臺灣紀錄片作品亦
開始展現有別於戰後國民政府官方「仇日」的日治記憶，藉此挖掘出有別於戰後
官方敘述觀點的歷史敘述。正如李道明曾藉由法國史學家 Marc Ferro 之言而將官
方敘述或以「大人物」為主角的歷史敘述稱之為「大歷史」
，而與「大歷史」相對
11
的民間野史、民間生活為主的歷史則為「小歷史」 ，透過這些小歷史紀錄片作品
的展現與影像之便，一方面官方因此而無法壟斷所有的歷史詮釋，另外，屬於群
眾記憶的小歷史因而被挖掘，成為近年史學上的另一種展現與貢獻，乃甚而成為
臺灣文學史的編纂與作家創作的重要依據，在此，文學與影像的並置研究在歷史
記憶的建構上成為值得被論述重要領域。
本文主要以「小歷史」題材的紀錄片作品為主，藉由這些屬於日治記憶的歷
史紀錄片作品梳理民間，乃至擴大至群體國族的歷史與記憶，並除日治記憶之外，
展現在受訪者精神層面的「認同」
，由於跨越殖民時期前後而成為論述的主題之一。
除透過史料與文學作品梳理相關歷史背景，本文主要討論在戰後的半世紀後，臺
灣紀錄片如何再現歷史與戰爭記憶？其次，展現影像之中的「認同」又如何透過
導演的呈現而為跨越戰爭前後的臺籍日本兵──亦為影像受訪者所討論？另外，
10

邱貴芬，〈新世紀台灣文學系所面臨的挑戰〉
，《台灣文學研究》復刊號 2（2012）
：26。
李道明，〈歷史、記憶、再現與紀錄片〉，
《歷史、記憶、再現與紀錄片》（臺中：國立臺灣美術
館，2008），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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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性之外，面對本文所討論的戰爭議題，女性在戰爭時期所扮演的角色──「慰
安婦」議題又如何從戰前過渡到戰後？而戰後如何透過影像追溯戰時與戰後的國
家暴力與傷痕？乃甚至在戰後，傷痕記憶與解嚴後以「抵官方」作為號召的集體
認同又產生那些衝突性觀點？此皆為本文以影像為文本所欲討論的問題意識。
第二節

研究範疇

以目前臺灣歷史紀錄片為例，興於八○年代街頭運動的臺灣新紀錄片發展至
今不過三十年，各種主題紀錄片隨著新紀錄的發展而有所歧異，其中，臺灣歷史
紀錄片發展多可集中在人物與歷史事件的探討之上，前者如《世界女性‧臺灣第
一》
（2000）《世紀宋美齡》（曾文珍執導，2003）、《台灣百年人物誌》（2003）系
列作品，這些作品主要以臺灣百年於政治、社會、教育、文學各領域具備影響力
的重要人物。而於後者的歷史事件則多以事件本身或時代記憶為主題，如戰前以
三○年代臺灣流行歌曲文化為主題的《跳舞時代》
、戰爭時期的少年工《綠的海平
線》
（2006）
，又或是戰後如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的《白色見證》
（陳麗貴執導，2002）
、
《青春祭》
（滕兆鏘執導，2002）皆可為代表。除藉由《南進臺灣》、
《一同走過從
前》、《跳舞時代》三部作品，分別討論臺灣歷史紀錄片自戰前至戰後，乃至近十
年來在敘述與觀點上的轉變，在戰爭主題上，本文聚焦在三部戰後臺灣檢視日治
歷史與戰爭記憶的三部紀錄片作品之上，這三部片分別為楊家雲《阿媽的秘密》、
郭亮吟《綠的海平線》，和陳志和的《赤陽》。
1998 年楊家雲《阿媽的秘密》以戰爭時期被日本政府帶往戰區和臺灣當地擔
任「慰安婦」為對象的紀錄片作品。二戰期間，除戰區本地，日本曾以各種名義
於殖民地臺灣與韓國「動員」婦女前往戰區擔任慰安婦，藉此解決男性軍官與士
兵在個人性慾上的需求。然而，在戰後，這些加深在戰時慰安婦的傷痕卻未因戰
爭結束與回歸故鄉住所而中止，反而成為這些年過半百的「慰安婦阿嬤」在個人
生命經驗尚無法抹滅的傷痛，同時，歷史與戰爭在其身上與精神上所留下的傷疤
更因臺灣社會於性別上的歧見而未能與他人所道，自此成為個人／集體的秘密傷
痕。隨著導演楊家雲的鏡頭，長達半世紀未能所語的慰安婦阿嬤吐露自身與歷史
經驗的過去，因而成為戰爭時期異於以男性作為敘述主體與中心的另一種戰爭／
日治經驗，同時亦異於其他兩部以男性為主的戰爭紀錄片又或是當代「認同」日
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社會情境之下的紀錄片作品。
《綠的海平線》由臺灣導演郭亮吟完成於 2006 年，影片主要以二次大戰末期
殖民地臺灣前往日本製造飛機「少年工」為討論對象。從戰爭末期的宣告到戰後
至今，殖民後超過半世紀的導演在影片中不但記錄這段塵封於戰前歷史的日治歷
史，同時亦將臺籍少年工於戰後至今日的生命經驗作為影片在戰爭之外的一部分，
致使影片不因日治時期的終止而結束，而這也展示曾為「皇民」一份子的少年工，
其個人的認同與生命經驗不因殖民政策結束而終止，戰後所遺留在精神層面的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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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識成為探討生命認同中更為重要的探討對象。
最後，陳志和完成於 2008 年的《赤陽》以二次大戰前往南洋擔任戰俘監視員
的臺籍監視員為主題，
《赤陽》主要根據李展平訪談戰後臺籍監視員的《前往婆羅
洲：台籍戰俘監視員》、《戰火紋身的台籍監視員》二書為基礎拍攝而成。不同於
臺灣文學中日治末期如周金波、戰後陳千武筆下前往南洋擔任南洋兵的戰爭經驗，
陳志和《赤陽》與李展平二書所訪談的對象的屬於志願性質與層級位階較高的「臺
籍監視員」──即是以日本軍官身分前往南洋擔任監視敵軍同盟國如美、英、澳
等國戰俘的日方監視員。然而，由於監視員於戰爭時期涉及對待戰俘與戰犯在言
語和肢體暴力行為、對戰俘生等人權侵犯，致使部分監視員在戰後於國際法庭上
被處以死刑或十至二十年刑期。在長達一百二十分鐘的影片，導演陳志和除了訪
問曾前往南洋擔任監視員的臺人外，亦前往日本、南洋拍攝戰時與戰後監視員服
刑地區畫面，並且，戰後臺人對於日方長達半世紀的索賠亦是戰後未完的「個人
生命戰爭」
，戰後臺籍監視員對日本官方政府不斷索取賠償，這亦是臺籍監視員自
戰前過渡到戰後的另一種對於殖民歷史經驗的雙向認同表現，乃甚至是認同所蔓
延而伸的離散意識。
透過三部分別以「慰安婦」、「少年工」、「監視員」為主題的紀錄片作品的討
論，影像所呈現在臺灣文學或大歷史敘述之外關於個人、集體式的小歷史敘述皆
為共同主題，就此成為本文論述的主要對象。故以記憶、認同與影像為基本架構，
本文將探討戰後在跨越兩個時期間，經歷戰爭時期的少年工、監視員、慰安婦所
表達的日本──戰爭記憶與戰後的認同，藉此在文學與文字史學以中與之外架構
出一條解讀日本記憶與史學研究的途徑與脈絡。
第三節 先行研究與文獻回顧
隨著 1987 年解嚴，乃至九○年代臺灣各領域學者的相互辯證，臺灣主體性透
過這些論述浮上檯面而成為自我身分的認同與表徵，不少關於日本記憶的論文大
量出現在學者專書與期刊論文之中。由於本文主要以戰後臺灣日本記憶與認同論
述、影像研究為論述主題，故在文獻回顧亦分為三個部分加以梳理，以下，本文
首先以臺灣日治記憶與認同的相關論述作為爬梳對象，透過幾篇具備代表性的文
章標記梳理臺灣至今關於日治記憶與認同議題的成果，其次則討論臺灣當代影像
──特別著重於紀錄片研究成果，藉此討論臺灣紀錄片研究發展，並其中有何不
足之處。最後，由於本文所論述的三部紀錄片作品皆以「戰爭」作為背景與主題，
故而在第三部分則以台灣目前與戰爭議題相關的先行研究作為文獻回顧對象，論
述先行研究中所呈現的面向與待為論述之處。
一、臺灣戰後日治記憶與認同論述研究概況
以時間次序爬梳日治記憶，1945 年的戰後臺灣隨即於 1949 年進入戒嚴的「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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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時期，迴異於以外省族群和主政者國民政府的本省日本記憶，遂成為禁聲
的歷史。表現在臺灣文學上，無論是五○年代的反共文學或是六○年代的現代主
義，日本記憶僅零星的出現在部分臺灣作家作品之中，必須待至七○年代鄉土文
學的開端，日治記憶方透過學者的討論而受到重視。以下，對於戰後日本記憶的
討論，我主要以 1970 年代至 2000 年前後為範圍，將臺灣討論日治記憶的方式分
作三個階段的轉折。
首先，1972 年陳少廷發表於《大學雜誌》的〈五四與台灣新文學運動〉12或可
被視為臺灣學界正式將日治經驗作為討論主題的代表文獻。陳少廷在文中回顧
1920 年代臺灣於日治時期的新文學與中國五四的關聯，這觀點亦為陳少廷於 1977
年所出版的《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所延續，自陳少廷於文中所提出日治時期臺
灣作家所呈現的中國民族主義與抗日性質、臺灣新文學可視為中國近代文學的支
流等觀點，陳少廷的文章一則搭配七○年代初期臺灣所認同的「鄉土」追尋而成
為透過文學作品尋找日治記憶的途徑之一。然而，在論述方面，陳少廷在涉及臺
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仍舊停留在「主從」關係的思維模式。同樣的，顏元叔發表
於的 1973 年的〈台灣小說裡的日本經驗〉13亦可作為七○年代學者論述臺灣作家
與日本記憶的相關文獻之一。顏元叔於文中以跨越戰爭前後的臺灣作家吳濁流、
楊逵、李喬、鍾肇政、林衡道等人作品為例，透過作家書寫文本分析這些曾有日
治經驗的作家如何透過書寫日治時期的本島經驗──並特別將焦點著重在作家如
何呈現殖民時期日本殖民政府的「欺凌」。然以解嚴後的角度回頭閱讀這篇文章，
可見顏元叔仍是以大中國抗日的精神，在此，不妨以顏元叔在文中的一段討論中
國與臺灣面對日本經驗的文字為例。顏在文章開始便提到：
在大陸與在台灣的中國人容或有不同層次或程度的日本經驗，但本質上則是
一致的：異族的欺凌──而這裏面可能包括從殘殺到懷柔的多變幅度。無論
日本人在那一個特定時空作那種程渡的表現，其基本精神則是始終如一：日
本人就是日本人，中國人只是中國人，楚河漢界，兩種種族斷然分明。14
楚河漢界，兩相分明，這是顏元叔在文中對臺灣與日本，然實際上此處的臺灣仍
是以「大中國」的觀點作為發聲立場，此時學者論述的臺灣殖民經驗被冠以中國
長期以來的抗日精神，顯現此時論述作家日本經驗的觀點尚且停留在大中國與中
日仇敵的角度檢視臺灣經驗。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行至文末，當顏元叔提及林衡
道小說〈姐妹會〉中的「親日」傾向時，其將當時中日斷交的政治狀態投射在文
本解讀之中，並將這種臺灣作家透過文本所呈現對於日本的「親日」書寫視為一
種「孽緣」的表現，而這正如顏所下的註解：「自從日本與我國絕交之後，這種崇

12
13
14

陳少廷，〈五四與台灣新文學運動〉
，《大學雜誌》53（1972）
：18─24。
顏元叔，〈台灣小說裡的日本經驗〉
，《中外文學》2.2（1973）
：106─119。
顏元叔，〈台灣小說裡的日本經驗〉
，《中外文學》2.2（1973）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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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愛日的情緒，在某些角落裏應該大幅消減」15，故在 1973 年顏元叔的文章──
亦是學者最早檢視臺灣經驗日治經驗的論文當中，大中國式的觀點姿態仍駕凌其
上而成為論文的主要視角，這亦透露其時學者論述臺灣日治經驗的方式。
第二階段，於顏元叔之後，臺灣作家與學者對於日治經驗的回顧透過日治文
獻與作品的整理與翻譯為多數學者所關注，如出版於 1979 年《光復前台灣文學全
集》即是由歷經戰爭前後期的作家葉石濤、鍾肇政、羊子喬、陳千武主編，全集
共計十二冊，共收錄近兩百位日治時期臺灣作家作品。藉此，臺灣的日治記憶於
此時透過文學作品的翻譯展現而來，並為跨越八○年代的臺灣文學尋找戰後為大
中國所掩蓋的臺灣日治記憶，以翻譯──亦是一種尋找的方式找回屬於臺灣的日
治文獻實證。並在歷經數年豐碩的文本翻譯與回顧，葉石濤於 1987 年所出版的《台
灣文學史綱》脫於先前論述臺灣為中國文學與文化，將臺灣文學獨立在中國近代
文學之外而以臺灣「傳統舊文學」為臺灣文學起點，跨越日治時期乃至戰後八○
年代臺灣文學發展概況。葉石濤透過《台灣文學史綱》將臺灣文學分立在中國文
學之外，藉此確定臺灣文學自身的主體性，證明八○年代的論述方式已脫於七○
年代「臺灣文學為中國文學支流」的論調，屬於臺灣本島的日治記憶亦藉此透過
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而宣布發聲獨立。
自八○年代自自九○年代，臺灣學界由於 1987 年「解嚴」的時間點而開啟「後
現代」與「後殖民」論述，這些論述主要透過西方理論影響，自七○年代中國與
臺灣的「主從」意識開始蔓延，透過建立在七○年代日治記憶崛起的文獻史料、
八○年代臺灣文學主體的形成，這些學者以藉此以史料為本論述屬於臺灣主體的
記憶論述。以 1995 至 1996 年《中外文學》的辯論為例，以陳昭瑛〈論台灣的本
土化運動──一個文化的考察〉16作為起點，陳昭瑛在文中以大中國主義的基調討
論臺灣本土文學與文化發展，其後受到陳芳明、廖朝陽等人的回應而另外加入邱
貴芬、廖咸浩等人的撻伐與討論進而演變成以「認同」作為主題的論戰。我以為，
當透過「我群」與「他者」的比對，如「主體」（Subiect）與「他者」（others）的
認同意識成為論述主題之一時，臺灣主體性的定位因此而確立。江宜樺整理上述
《中外文學》與該時期《中外文學》之外如陳光興、陳映真、張茂桂等人的認同
論述，而以〈當前台灣國家認同論述之反省〉17一文為九○年代臺灣學者論述「認
同」的幾種路徑與觀點。透過這些學者對於西方理論的運用與在地化，一方面加
深理論的在地化，18另外，臺灣的主體論述亦透過學者的相互辨證逐漸擺脫與抹去
戰後以大中國主義為中心的思維，將原本即屬於臺灣本島的記憶推至前線，日治
記憶亦在這個以挖掘本島歷史記憶的時期而浮出檯面，乃至影響臺灣九○年代臺
灣文學作家，更甚至是新世紀以來，新鄉土作家於 2000 年後書寫與記憶臺灣歷史
15
16
17
18

顏元叔，〈台灣小說裡的日本經驗〉
，《中外文學》2.2（1973）
：頁 121。
陳昭瑛，〈論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的考察〉，
《中外文學》23.9（1995）：6─43。
詳見江宜樺，
〈當前台灣國家認同論述之反省〉，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9（1998）：163－229。
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臺北：麥田，2003）
，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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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背景，進而促使以臺灣自身為本位主體的作品成為 2000 年後異於戰後以來
臺灣文學作家書歷史記憶的定位，這種影響不僅展現在臺灣文學作品之上，對於
2000 年後的紀錄片作品亦有相當的影響力。
二、戰後臺灣紀錄片研究文獻
影像研究在戰後藉由學者對於戰前日治影像的研究與影像史料的挖掘、戰後
隨著電影史的發展，臺灣影像史於今由戰前至戰後累積不少研究成果。
（一）臺灣電影史論專書
首先在線性時間的影像史部分，葉龍彥《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19即為戰前臺
灣電影史作一梳理，透過日治政治背景的脈絡，自影像的萌芽、興起、興盛，乃
至四○年代由於戰爭環境轉以透過戰爭電影作為主體敘事與宣傳的影像環境。在
《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之後，葉龍彥的《光復初期台灣電影史》20亦接續在戰後
而為戰後臺灣電影發展作一討論，並且，由於戰後初期臺灣政治氛圍的籠罩，影
像與黨國政治的關聯性更在《光復初期台灣電影史》一書之中展現密而難以切分
的關聯性。盧非易《台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 1945──1994》21一書以 1945
年臺灣光復之際作為戰後電影的起始點，包括五○年代的臺語片時期、六○至七
○年代末的健康寫實主義、八○年代臺灣新電影，乃至九○年代新電影的沒落，
廬非易以政治、經濟層面作為臺灣電影發展背景，探討各時期臺灣劇情片電影所
展現的政治與影像美學，並分析戰後臺灣電影發展與其中敘述轉向等因素，因此
成為理解戰後臺灣電影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本。僅可惜的是，盧非易一書以編
年史方式書寫自 1945 年至 1994 年的台灣電影發展，而 1994 年後乃至 2012 年的
臺灣電影發展需透過其他作品接枝。
對於 1994 年後的臺灣電影論述，2012 年，影評人聞天祥透過其對臺灣電影長
期以來的觀察而出版臺灣電影評論集《過影：1992─2011 台灣電影總論》22，聞天
祥以 1992 年作為起點，逐年討論臺灣電影自 1992 年以來重要的臺灣電影發展議
題，藉此建構臺灣新電影後的 1992 年後乃至「後海角時期」2012 年的電影發展。
然值得注意的是，作為臺灣電影史的綜論，上述自葉龍彥至聞天祥的臺灣影像文
獻之中，僅有葉龍彥與聞天祥曾先後提及日治時期與 2000 年後的臺灣紀錄片發展，
探究其中原因，日治時期影像多作為政治宣傳之用，故而本身具有宣傳片特性的
紀錄片作品便成為日治臺灣影像史不可避免的其中一環。而在聞天祥的著作中，
其對於影像的評論多針對於院線片（並以臺北票房作為數據依據）
，故在劇情片之
外，隨著 2000 年後紀錄片如吳乙峰《生命》
（2003）
、郭珍弟、簡偉斯《跳舞時代》，

19
20
21
22

葉龍彥，《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臺北：玉山社，1998）
。
葉龍彥，《光復初期台灣電影史》（臺北：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1995）
。
盧非易《台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 1945──1994》
（臺北：遠流，1998）
。
聞天祥，《過影：1992─2011 台灣電影總論》
（臺北：書林，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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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林育賢《翻滾吧，男孩》
（2005）、齊柏林《看見台灣》
（2013）一類院線片在
票房上亮眼的成績表現，紀錄片成為聞天祥筆下臺灣近年電影評論中不可忽視的
一個部份。然而，在院線片之外，作品如與本文相關的《綠的海平線》、《赤陽》
則由於未正式上映而未成為聞天祥所討論的範疇。
由上述文獻可知，儘管目前臺灣電影史論已有不少論述成果，然而臺灣「電
影」研究多以劇情片作品或院線片作為討論對象，關於紀錄片作品的研究則多散
見於報刊雜誌與學術期刊之中，後再由學者主編選錄集結成冊。其中，集結成冊
者可以張昌彥、李道明主編《紀錄台灣：台灣紀錄片研究書目與文獻選集》23（上、
下二冊）為例，
《紀錄台灣》主要收錄臺灣九○年代以來學者對於紀錄片的專文論
述和紀錄片導演出席影展的訪談，其中包含戰後散見於各處的臺灣紀錄片研究史
料，藉此架構出臺灣戰後紀錄片研究脈絡，並透過其中文論脈絡與產量可知，相
較於八○年代，九○年代臺灣紀錄片研究隨著紀錄片作品的大量生產而有不少重
要著述與研究，故《紀錄台灣》所收錄文章涉及層面包括近年臺灣紀錄片研究、
日治時期電影史發展，乃至影像發展在臺灣，涉及層面極廣，亦具臺灣紀錄片發
展史參考價值。另外，除戰後至九○年代以來的臺灣紀錄片研究，近年來的臺灣
紀錄片研究則可見於王慰慈主編的《臺灣當代影像──從紀實到實驗》24，《臺灣
當代影像》集結近年各領域學者包括李道明、邱貴芬、陳淑卿、陳儒修等人針對
於臺灣近年紀錄片文本研究論文，並在文本時代的範疇上包含戰前日治時期劉吶
鷗《攜著攝影機的男人》
、戰後與劇情片時期相疊合的白景瑞《台北之晨》
（1964），
乃至 2000 年周美玲等人具實驗性質的《流離島影》，其中亦收錄王慰慈透過西方
紀錄片學者 Bill Nichols 紀錄片模式討論臺灣近年紀錄片作品之作，與李道明對於
臺灣紀錄片發展的脈絡梳理。透過紀錄片在臺的發展、美學與研究方法的梳理與
取徑，政治、性別、空間與民族誌等相關主題的紀錄片作品皆為本書所收集論文
之討論主軸，同時亦展現臺灣紀錄片研究於近年已有豐碩的成果。然無論是李道
明或是王慰慈所編，針對本文所討論的 2000 年後歷史紀錄片與日治記憶，張昌彥、
李道明所主編的《紀錄台灣》由於收錄文章的時代囿限而未涉及 2000 年後臺灣歷
史紀錄片發展，書中關於日治與歷史記憶仍多以日治時期影像發展為主。而王慰
慈主編的《臺灣當代顯影》雖展示臺灣近年紀錄片研究在主題上的殊異與多樣性，
然而面對 2000 年後崛起臺灣歷史紀錄片，《臺灣當代顯影》鮮有選錄提及。故就
電影史論與紀錄片的專書而言，臺灣目前對於 2000 年後的歷史紀錄片的論述表現
亦顯示 2000 年後臺灣歷史紀錄片在目前學術研究上的匱缺。
最後，以紀錄片製作人和研究學者的雙重身分為觀點，李道明《紀錄片：歷
史、美學、製作、倫理》25一書藉由兩種個人身分，透過歷史、美學、經濟等各種
23

張昌彥、李道明主編《紀錄台灣：台灣紀錄片研究書目與文獻選集》
（上、下二冊）（臺北：文
建會，2000）
。
24
王慰慈主編，
《臺灣當代影像──從紀實到實驗》（臺北：同喜文化，2007）
。
25
李道明，《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臺北：三民，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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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探討紀錄片本質問題，書中以歐美紀錄片作為論述主軸，臺灣與近年華語紀
錄片作品亦為李道明書中所討論的另一環節。然而本書大抵以歐美紀錄片作為討
論主體，對於臺灣紀錄片的討論仍有所匱乏。
（二）臺灣紀錄片研究單篇論文
相較於專書對於 2000 年後小歷史紀錄片的匱乏，目前多數相關討論文本多以
單篇論文形式為學者所發表，並散於期刊報章之中。在此，本文以 2000 年後的臺
灣歷史紀錄片文本作為文獻範疇，其相關文本主要聚焦於 2003 年由郭珍弟、簡偉
斯所執導的《跳舞時代》。
首先，李達義的〈從歌舞中國和跳舞時代的票房勝利談起〉26從紀錄片的票房
與行銷談起，透過《跳舞時代》與《歌舞中國》兩部同有亮眼票房，並以歌、舞，
同時亦並涉及時間歷史與空間地域論述的紀錄片作品作為討論對象，文中主要思
考紀錄片作品作為當代電影於商業行銷與影像再現的問題性，為 2000 年後的紀錄
片作品提出對內──作品內涵與對外──作品行銷的議題。而在學術論文方面，
美國學者 Edward M. Gunn 曾以〈為兩代而舞的《跳舞時代》〉（The Age for Two
Generations）27一文，Edward M. Gunn 一文論述層次包括《跳舞時代》的時代背景、
其時臺灣面對中國的曖昧定位，乃至其中角色人物如女歌手純純、愛愛、作詞人
張君玉、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社長柏野正次郎的歷史定位與片中和片外的重要分析。
另外，邱貴芬〈「日本」記憶與台灣新歷史想像〉28一文為討論《跳舞時代》的重
要文獻，邱貴芬首先以 2000 年後如《生命》
、
《無米樂》在票房成績上的崛起作為
紀錄片放諸於當代影像所具備的重要性，其次，有別於早期面對日治記憶處於悲
情臺灣論述基調，
「重組日本記憶」正如紀錄片《跳舞時代》打破以往大陸性臺灣
島國的長城封閉性，反改以「鯨魚」圖像的海洋流動性透露臺灣歷史脈動之中與
全球的連結性，特別於其中，
《跳舞時代》所顯示的在地性與跨國文化流動性、哥
倫比亞社長柏也正次郎本身的文化資本形象與三○年代的文化地位，在在皆透過
《跳舞時代》顯示臺灣歷史在時間與空間、文化等層面的全球在地性。而廖咸浩
的〈
《跳舞時代》的暗影〉29則是以殖民現代性的角度討論受訪者愛愛對於張君玉
的敘述，透過受訪主述者愛愛對於張君玉的負面形象塑造與見解，交叉以張君玉
在臺灣歷史文化中的重要性，廖咸浩一文提醒我們，在後殖民國族建構的過程之
中，無法為自己發聲的「被敘述者」成為被排除在正史之外的殘骸，亦為班雅明
所謂的「失敗的歷史」（failed history），而在片中於戰後初期即逝世，並僅能透過
26

李達義，
〈從歌舞中國和跳舞時代的票房勝利談起〉
，收錄於周蓓姬總編，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電
影年鑑》
（臺北：新聞局）
，頁 139-145。
27
Edward M. Gunn，郭秋雄譯，
〈為兩代而舞的《跳舞時代》
〉
，
《電影欣賞》26.2（2008）
：57─60。
28
邱貴芬，
〈「日本」記憶與台灣新歷史想像〉
，收錄於李瑞騰主編，
《評論 30 家：台灣文學三十年
菁英選 1978─2008》
（臺北：九歌，2008）
，頁 362─388。
29
廖咸浩，
〈《跳舞時代》的暗影〉
，
「放映週報」
：http://www.funscreen.com.tw/fans.asp?period=14，
上網日期：2012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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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人而代言的張君玉，遂因此而成為廖咸浩所言的歷史「暗影」。
除上述專家學者，導演簡偉斯亦曾為自己的紀錄片作品作文發聲，在〈《跳舞
時代》的台語嘉年華〉30一文中，簡偉斯即以導演的角度敘述《跳舞時代》拍攝過
程，其中包括資金來源背景、台語流行歌曲在歷史脈絡中的的流行性轉變、受訪
人物的討論過程，乃至透過三○年代至今的台語流行歌曲討論台語在臺灣語言定
位和反思。簡偉斯的〈《跳舞時代》的台語嘉年華〉一文成為少有書寫在影像之外
的導演觀點，亦可視為紀錄片的另一種紀錄。
無庸置疑的，作為 2000 年後小歷史挖掘的代表紀錄片作品，《跳舞時代》的
討論面相自歷史與流行文化場域擴大至跨國與在地性的交互論述，其中角色人物
的定位與歷史紀錄片所展現的敘述形式、論述跡痕亦是眾家討論的主題。然而在
《跳舞時代》飽滿的論述之外，臺灣於 2000 年後所生產的小歷史紀錄片，除了如
《跳舞時代》挖掘出異於戰後官方大歷史的歷史記憶而成為臺灣「新歷史」與記
憶日本的觀點角度之外，其中殊異的表現形式和觀點論述，乃是歷史定位的考量
更待於專家學者的專文討論。
（三）其他相關文本
除上述編年式的電影史論述選集與單篇論文以外，近年隨著國片與紀錄片的
興起亦有不少相關評論作品。
1、臺灣國立美術館──臺灣紀錄片雙年展系列
自 1998 年始，臺灣紀錄片雙年展首先於臺北正式舉辦，並在 2006 年始移師
至臺中至今。而在 2008 年至 2010 年的紀錄片雙年展，主辦單位邀請數位紀錄片
相關研究者，針對不同領域的紀錄片文本作一規劃與研究論述，並除學者撰文論
述之外，同時亦邀請相關紀錄片導演到場作一針對作品與主題的座談討論。其中，
與本文較為相關者包括廖金鳳的《台灣紀錄片「前史」
：紀實影像、家庭電影到紀
31
錄片》 ，廖金鳳從文中透過站前與戰後初期的紀錄片文本文本梳理臺灣紀錄片發
展脈絡。另外，李道明的《歷史、記憶、再現與紀錄片》32則以戒嚴前後的歷史紀
錄片文本作為起點，並從解嚴前極具官方黨國色彩的大歷史敘述，轉而至 2000 年
前後的小歷史紀錄片作品，亦為討論 2000 年後歷史紀錄片作品重要參考文獻。林
寶元的《「殖民與去殖民」
：解嚴後台灣紀錄片中的社會歷史意識與美學意識》33則
是透過解嚴後的社會脈動與紀錄片發展作為討論主軸，進而提出展現在解嚴後的
紀錄片美學與觀點思維。這些論述由於主要貼合紀錄片雙年展的時間順流延續，
30

簡偉斯，〈
《跳舞時代》的台語嘉年華〉，
《海翁台語文學教學季刊》8（2010）：22─23。
廖金鳳，
《台灣紀錄片「前史」
：紀實影像、家庭電影到紀錄片》
（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08）
。
32
李道明，《歷史、記憶、再現與紀錄片》（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08）
。
33
林寶元，《
「殖民與去殖民」：解嚴後台灣紀錄片中的社會歷史意識與美學意識》（臺中：國立臺
灣美術館，201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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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討論主題與文本選材相較於專書文本更加貼近年紀錄片發展與論述趨勢，而
成為近年紀錄片研究重要文獻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獻由於篇幅所限，
多僅能藉由學者的觀察與研究作一概略式報告，對於文本的研究深度則有待其他
專文討論。
2、電影人訪談資料與相關評論
另外，在上述編年史綜論、學者單篇論文與影評人的影評文字之外，人物訪
談亦是近年臺灣電影相關文獻的呈現方式之一。小野出版於 2011 年的《翻滾吧，
台灣電影》34即透過電影人人物訪談的方式集錄而成。在時間上，自八○年代新電
影以來的代表人物如導演侯孝賢、為新電影初期的編劇、後晉身導演之列的吳念
真，乃至跨越 2008 年前後隨著海角現象湧現的幾位重要電影導演、製作人如魏德
聖、林育賢、鈕承澤、李烈，由此可見，於電影文本之外，電影幕前與幕後相關
人物的訪談皆是小野《翻滾吧，台灣電影》訪談與書寫對象之一。故在《翻滾吧，
台灣電影》一書當中，小野以面對導演、製作人的個人訪談作為書寫方式，藉此
續補編年式影評、學者研究論文中鮮少提起的臺灣電影發展歷程，其中導演的觀
點與拍片動機、影像畫面的美學呈現亦在本書成為導演與工作人員的「現身說法」
，
文本的呈現主要以導演與幕後工作人員──而非學者的觀點加以記錄。然而，
《翻
滾吧，台灣電影》一書同於上述聞天祥《過影》
，二書皆雖提及臺灣紀錄片，卻在
篇幅之上仍可見《翻滾吧，台灣電影》主要仍以劇情片作品作為討論對象。
在聞天祥與小野等資深影評家之外，新一代的影評人鄭秉泓集結個人網路部
落格「關於電影，我略知一二」的評論而有《台灣電影愛與死》35，《台灣電影愛
與死》論述層面極廣，從臺灣劇情片、紀錄片，乃至在學術場域中鮮少為學者論
述文本──電視劇皆是鄭秉泓於書中討論的文本對象，並在時代的劃分上，鄭秉
泓以「後海角」時期前後的影像作品與臺灣電影現象作為主要論述文本，而侯孝
賢、楊德昌、李安等已為多數學者討論的導演作品於書中以「經典」的地位僅佔
零星。另外，相較於聞天祥與小野的評論集，鄭秉泓的《台灣電影愛與死》亦有
不少近年紀錄片評論作品，並且這些作品不限於票房與院線片的範疇限制，包括
黃信堯《多格威斯麵》
（2002）
、
《唬爛三小》
（2005）
、蕭美玲《雲的那端》
（2007）
、
比令‧亞布《走過千年》（2009）皆為鄭秉泓筆下的論述文本之一。
最後，在近年臺灣電影──包括劇情片與紀錄片高度發展的背景之下，以電
影人作為主題，包括《愛恨情愁紀錄片：臺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36、林木
37

材《景框之外：臺灣紀錄片群像》 ，與《台灣電影的聲音：放映週報 VS 台灣影

34
35
36
37

小野、陽光衛視，《翻滾吧，台灣電影》（臺北：麥田，2011）
。
鄭秉泓，《台灣電影愛與死》
（臺北：書林，2010）
。
蔡崇隆等訪談，《愛恨情愁紀錄片：臺灣中生代紀錄片導演訪談錄》（臺北：同喜文化，2009）。
林木材，《景框之外：臺灣紀錄片群像》（臺北：遠流，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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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38，以臺灣近年劇情片與紀錄片導演、音樂、攝影，甚至是影評學者等作為訪
談對象，在電影的動態成品敘述之外，藉此提供觀眾與讀者理解影像導演與製作
人在創作過程中的思維與意圖、單部影像作品之外的創作脈絡與系譜，乃甚至放
在臺灣社會與影像發展聯結性。
以目前臺灣影像相關文獻而言，相較於劇情片作品，紀錄片作品研究產量雖
居其下，然卻由於近年臺灣紀錄片作品所展現的多樣性而呈現各式主題的論述，
故在研究文本漸豐的環境之下，主題性的深度論述成為亟於補足的一環。特別在
歷史紀錄片的研究之上，面對影像與小歷史記憶的大量挖掘，相關歷史文獻與影
像的研究更成為兩種文本相互質疑與補足的歷史研究工程。
三、戰爭經驗之相關研究
（一）臺灣戰時經驗與臺籍日本兵相關研究
建立在七○年代屬於臺灣日治記憶的崛起、八○年代文學史的撰寫宣告文學
在中國傳統外的特殊性獨立，乃至 2000 年前後臺灣主體性的構成，另加上近十年
來臺灣文學相關系所的林立，日治記憶相關研究遂以文學、文化、民俗等形式主
題成為學者探討日治記憶的方式，而性別、族群、戰爭的題材亦為這些臺灣文學
研究主題途徑。以下，將聚焦在臺灣戰爭經驗，並以「歷史架構」和「文本研究」
二類作討論，透過幾篇可視為代表的前行研究梳理戰後臺灣對於二次大戰的論
述。
首先，就歷史架構部分，1995 年周婉窈即以〈歷史的記憶與遺忘──「臺籍
39

日本兵」之戰爭經驗的省思〉 一文提醒臺灣文史相關學界，由於戰後國民政府透
過政治、教育等方式長期壓迫臺灣本島記憶，致使屬於臺灣本島的歷史記憶逐漸
為戰後半世紀的臺人所遺忘，其中，「臺籍日本兵」即為被遺忘的其中一個領域。
然而，戰後挖掘史料在作家書寫與作品翻譯皆有所限，以致戰後回顧日治經驗中，
臺籍日本兵的相關資料嚴重缺乏，故「口述歷史」遂成為臺灣脫離殖民半世紀後
所刻不容緩的計畫。在此，周婉窈提出臺籍日本兵不僅成為日治記憶的一部分，
同時也是日治記憶亟於被挖掘與討論的一環。另外，周婉窈更於〈日本在台軍事
動員與台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40一文以史料作為文本，建構出屬於臺灣人的戰爭
經驗，其中包括軍伕、軍屬的徵雇、志願兵至全面徵兵的過程，甚至是國民政府
體制下無法被提及的「血書」熱潮，更重要的是，周婉窈亦於文中整理臺人二戰
期間於中國內陸華中、華南地與南洋等地的作戰經歷，並依時間探討戰爭結束後，
身為殖民地臺灣與韓國軍伕與軍屬的去留，大抵上為臺灣二戰期間的軍事始末作
38

林文淇、王玉燕主編，《台灣電影的聲音：放映週報 VS 台灣影人》（臺北：書林，2010）
。
周婉窈，
〈歷史的記憶與遺忘─「臺籍日本兵」之戰爭經驗的省思〉
，
《當代》107（1995）
：34─
49。
40
周婉窈，
〈日本在台軍事動員與台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收錄於《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
治末期臺灣史論及》（臺北：允晨，2004）
，頁 127─183。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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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緯性的歷史架構。
而在周婉窈之後，1997 年李國生碩士論文《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
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41即以二戰作為研究背景，其論述層面包括臺灣戰
時的軍事策略與人力動員、臺籍志願兵包括軍伕、軍屬的動員，乃甚至是周婉窈
所未提及的慰安婦的研究。李國生的論文為戰後臺灣學界對日治殖民時期的戰爭
歷史作一深入且細緻研究，並在有限的先行研究資源之中整理並提供相關史料，
藉此在周婉窈之外架構更為廣泛的臺灣戰時史料內容，以利其後學者在執行相關
研究時作一背景資料的梳理。大抵而言，透過周婉窈和李國生於 2000 年以前的史
料研究，臺人在半世紀後重新找回屬於自身的歷史記憶，而這些史料的挖掘與整
理亦驅使後進研究者透過主題式的探討致使臺籍戰爭經驗更為精細。
另在文本研究。爬梳過去相關文獻，臺灣於八○年代便有不少以臺灣文學中
的戰爭經驗作品作為討論的文章，如 1981 年羊子喬的〈歷史悲劇的見證者──「獵
女犯」的太平洋戰爭經驗〉42、1985 年鍾肇政〈談日據時期的台灣志願兵──讀陳
千武的「獵女犯」〉43皆以討論陳千武書寫戰爭經驗的小說作品〈獵女犯〉為主。
從學者的單篇評論至學位論文，1993 年吳慧婷碩士論文《記實與虛構：陳千武自
傳性小說「臺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系列作品研究》44同樣以陳千武小說作為討論
對象，主要論述陳千武自傳小說中的虛實經驗，類似的研究觀點亦自 1993 年蔓延
至 2000 年前後幾部與臺灣戰爭小說相關的學位論文與學者單篇論述，如謝惠芬
2000 年的碩士學位論文《論陳千武小說《活著回來》
：一部臺灣特別志願兵紀錄《獵
45
女犯》的綜合考察》 、莊嘉玲 2001 年的碩士學位論文《臺灣小說殖民戰爭經驗
之研究》46、2002 年吳智偉的碩士學位論文《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
人士的戰爭書寫》47、2006 年許俊雅〈記憶與認同──台灣小說的二戰經驗書寫〉
48
，乃甚至 2010 年李展平學位論文《太平洋戰爭──以陳千武《活著回來》、李喬
《孤燈》、東方白《浪淘沙》為論述場域》49等，由此可見，從 1993 年開始，甚至
41

李國生，《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所碩士論文，1997）。
42
羊子喬，〈歷史悲劇的見證者──「獵女犯」的太平洋戰爭經驗〉
，《台灣文藝》77（1982）
。
43
鍾肇政，〈談日據時期的台灣志願兵──讀陳千武的「獵女犯」
〉，
《文訊》16（1985）
。
44
吳慧婷，《記實與虛構：陳千武自傳性小說「臺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系列作品研究》（新竹：
國立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
45
謝惠芬，
《論陳千武小說《活著回來》
：一部臺灣特別志願兵紀錄《獵女犯》的綜合考察》
（臺中：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0）。
46
莊嘉玲，
《臺灣小說殖民戰爭經驗之研究》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在職進修碩士論文，
2001）
。
47
吳智偉，《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
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48
許俊雅，
〈記憶與認同──台灣小說的二戰經驗書寫〉
，
《台灣文學館研究學報》2（2006）
：59─
93。
49
李展平，
《太平洋戰爭──以陳千武《活著回來》
、李喬《孤燈》
、東方白《浪淘沙》為論述場域》
（臺中：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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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往回推至八○年代至 2010 年以來的論文論述，或透過不同角度切入作家文本分
析而有不同的見解，然而，探討相近範疇的文本與戰時經驗，其研究文本與對象
大多不出於陳千武、周金波、李喬、東方白等作家作品而有所囿限。這些先行研
究囿於文本虛構與真實、小說主角或影射至作家對於認同意識上的論述，以至這
些討論僅能在有限的文本中擴大論述而難以有所突破，亦致使臺籍日本兵的相關
論述在近幾年漸趨於難有新論的論述突破。
（二）近年戰爭主題的研究突破
在面對如上述有戰爭經驗或經歷過戰爭時期的作家文本之外，隨著戰後出生
而未有戰爭或經歷日治殖民經驗的新生代作家創作，在歷史集體個人化的情境脈
絡之下，曾書寫日治經驗的作家如甘耀明、吳明益等人皆為近年研究論文討論對
象，其中，如 2012 年傅勤閔的碩士論文《戰爭記憶與戰爭認識──世代觀點下的
台灣戰爭小說研究》50以「世代」作為觀點視角，並在文本上有別於前人以戰爭時
期作家作品為研究對象，傅勤閔將討論文本聚焦在幾部討論 2000 年後所出版，並
以「戰爭」作為書寫主題的小說作品，其中包括新鄉土作家吳明益《睡眠的航線》
（2007）
、甘耀明《殺鬼》
（2009）
，與臺灣原住民作家巴代的《走過：一個台籍原
住民老兵的故事》
（2010），傅勤閔的嘗試或可視為近年臺灣文學相關領域針對戰
爭主題的突破研究。
除上述先行研究，朱惠足〈從「戰爭的記憶」到「記憶的戰爭」：宋澤萊、陳
映真與目取真俊的二戰記憶書寫〉51透過戰後「非日本人」的臺灣文學作家宋澤萊、
陳映真作品，對比於戰後「仍是日本人」的琉球作家目取真俊作品作為參照，朱
惠足在論文一開始便提醒我們：
小說本身亦非著眼於戰爭經驗，而是往返於過去與現在之間，呈現「戰爭記
憶」的流動性政治學：戰爭記憶不只是國去經驗與事件的如實再現，而是透
過當下的政治立場與歷史意識形態所決定的角度，進行重新詮釋與定位。52
以戰後臺灣與沖繩作家在國族身分與發言位置的差異作為基礎，並以戰後作家書
寫戰爭記憶的時間點作為戰爭前後所拉出的時間空隙，朱惠足藉此反思臺灣與沖
繩乃至擴大至東亞討論戰爭議題的複雜性，並且，這裡的複雜性並非時間與殖民
經驗的複雜，同時亦是透過整個東亞的在戰爭期間的複雜性。除此之外，當下反
思戰爭議題並不僅是透過文本「了解」或「理解」臺灣與整個東亞的戰爭經驗與
歷史，更以現有所立足的角度反思作品文本中的政治立場與歷史意識更為目前更
50

傅勤閔，《戰爭記憶與戰爭認識──世代觀點下的台灣戰爭小說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台
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
51
朱惠足，〈從「戰爭的記憶」到「記憶的戰爭」：宋澤萊、陳映真與目取真俊的二戰記憶書寫〉，
《文化研究》12（2011）：13─44。
52
朱惠足，〈從「戰爭的記憶」到「記憶的戰爭」：宋澤萊、陳映真與目取真俊的二戰記憶書寫〉，
《文化研究》12（2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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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重要的研究目的。
故透過上述與戰爭相關議題的研究文本梳理，面對臺籍日本兵的戰爭記憶，
可見臺灣學術界對於戰爭記憶可發端於解嚴後的九○年代中期，並在此後的十幾
年間開始生產相關學術與學位論文，然在有限的參戰文本之中，學術領域於近年
逐漸對此一議題漸有所定論，必須透過新生代作家的創作與文本生產，與學者對
於臺灣與同樣存有戰爭經驗的島嶼文學作一跨界比較，臺灣戰時經驗與文本論述
方透過這些書寫與比較，而突破早年的論述困境。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概念界定

對於影像紀錄與書寫歷史的可能，西方國家早在六○年代便有史家正視影像
與歷史的關係，並透過不同學者的相互辯證而建立出一套論述歷史的方式。然在
臺灣，特別針對史學研究與詮釋的部分，目前臺灣史學研究多針對的書寫史學為
研究文本，而文學作為時代作家生產的文字創作作品則多以文學、文字文本為主，
故詩體、散文、小說作品抑是日記等文字文本資料多被視為剖析當時文學、政治
與文化背景的主要證據，影像（image）──在此特別針對歷史影像，無論是靜態
攝影作品，又或是動態影像作品，以影像作為展示的歷史圖像長期以來多為輔助
文字呈現的佐證，在此，歷史影像可謂等待文字的解釋。然而，這種「被詮釋」
的影像卻又常隨著論者論點的需要而加以改造，甚至對於影像與事實加以扭曲。
本論文主要針對文本進行影像的文本分析交織相關史學文獻兩部分作為研究
方法，兩者皆涉及影視史學。以下，我將概述西方乃至臺灣影視史學發展，透過
幾位影視史學領域較具代表的學者，論述以影像作為歷史研究方法史容易引伸出
那些問題，而這些由於異於傳統史學研究的問題又如何解決，並且，影像史學的
方法論又可以為影像在傳統文字史學之外帶出那些效果，乃至史學研究如何在文
本研究之作有所輔助？
（一）影視史學
不同時代皆有其書寫歷史的方式與特權，1895 年影像的發明即代表影像將於
二十世紀為歷史撰寫的方式與任務之一，在長達半世紀的蟄伏後，相較於東方仍
以將其視為一種集權體制，53又或是影像史學在東方的不發達，54影像於六○年代
為西方史學家所公認而成為撰史的一種方式。首先，正如六○年代的法國史學家
Marc Ferro 即曾提出：
不管影片的影像是否為真實的本身，不論是紀錄或劇情片，是真人真事或純

53
54

Marc Ferro 著，張淑娃譯，《電影與歷史》（臺北：麥田，1998）
，頁 41。
張廣智，《影像史學》
（臺北：揚智，1998），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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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虛構，影片即是歷史。55
Marc Ferro 首先提出「影片即是歷史」的概念，並且正如 Marc Ferro 所言，無論影
片本身的性質為標榜「真實」的紀錄片作品，又或是為傳統思維所認定的「虛構」
的劇情片，影像可視為歷史呈現，又或是呈現歷史的一種方式，這種概念亦可代
表西方對於影像作為歷史一部分的論證。然而，影像作為書寫歷史的方式，也曾
受到西方部分歷史學家所質疑，Robert A. Roseston 即曾透過文字與影像史學的比
對而認為影像並無法被稱之為「歷史」
，這主要是劇情片電影在本質上的
「虛構性」
，
原即標榜「真實」的歷史所不容，同時，紀錄片中未經證實的說詞，亦是紀錄片
之所以無法代表真實歷史的原因之一。56除 Robert A. Roseston 外，I .C. Jarvie 亦曾
以歷史的觀點提出對影像觀點的質疑：
歷史學家主要辯論歷史什麼時候發生、為何發生、又如何充分地去表達其意
義。同時，對於同樣的歷史主題，部分人持某種看法，其他人持第二種看法，
又另一群人又有第三種看法，其他亦同。一個歷史學家可以在電影中體現
(embody)他的觀點，就像他可以在戲劇中藉此體現他的觀點，但如何捍衛他
人的觀點、為其作註腳，乃至反駁相關的反對意見？
History is mostly debate between historians about just what did exactly happen,
why it happened, and what would be an adequate account of its significance. Some
take one view, others a second, still others a third, and so on,on any given
hiatorical topic. An historian could embody his view in a film, just as he could
embody it in a play, but how could he defend it, footnote it, rebut objection and
criticize the opposition?57
無論是 Robert A. Roseston 或是 I .C. Jarvie 的質疑皆不無道理，然針對兩位學者對
於影視史學所提出的質疑，本文在此歸結出兩個共通性問題：一為影像作為歷史
在「真實性」的問題，亦即透面對「真實」歷史的嚴肅議題，影像的「再現」一
則無法完整的「恢復」歷史，同時也難以保證歷史影像的再現可以保持歷史的原
貌而跨越時空的隔閡而完全成為過往（past）歷史的當下（recent）代言人；其次
則是撰史者──在影像作品中即為導演個人「觀點敘述」的層次問題，不同的人
事物對於歷史皆持有岐異的歷史認知和觀點，透過導演與攝影機拍攝而成，並因
此而浮現敘述觀點的影像是否「客觀」？這兩個問題亦是影像作為歷史論述之時，
東西方學者主要質疑與討論的兩個主要核心問題。

55

Marc Ferro 著，張淑娃譯，《電影與歷史》
（臺北：麥田，1998.8），頁 43。
Robert A. Rosenstone, “History in Images/ History in Words: Reflections on the Possibility of Really
Putting History onto Film.” Visions of the Past: The Challenge of Film to Our Idea of History , 19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e, p.19-44
57
I.C. Jarvie, ”Seeing through Movie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 , Vo.8, No.4, (December
1978), p.378.
56

19

臺灣歷史戰爭紀錄片中的日本記憶與認同
第一章 緒論

首先，針對 Robert A. Roseston 和 I .C. Jarvie 的質疑，美國歷史學者 Hayden
White 於 1988 年〈書寫史學與影視史學〉（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一文
作一回應，Hayden White〈書寫史學與影視史學〉在影視史學的研究上有其代表性，
其一即是 Hayden White 於文中首先提出「影視史學」（historiophoty）一詞，並為
其下一定義：
一種透過視覺影像與電影式的論述方式再現歷史與我們的想法，並且，透過
影像我們可以藉此補充書寫論述的方式。
the presentation of history and our thought about it in visual images and filmic
discourse.58……use visual images as a complement of our written discourse.59
Hayden White 於此提出影像既是一種歷史論述的材料，同時也被視為補述書寫歷
史之不足的方式，透過傳統文字史學與影視材料的展現，歷史可以透過兩種素材
的交構而更貼近歷史樣貌，乃至交叉比對而指點出各自的謬誤，可謂在文字歷史
之外，影像歷史或可視為另一種歷史展現的文本。針對 Robert A. Roseston 透過影
像與文字的對比而質疑影像作為歷史的可能，Hayden White 則反質問兩者在標準
上的同質與可譯性（translate）上的問題而不認為這是一種需要思考的疑問，並認
為相較於文字歷史，影像可透過地景、戰爭等場面創造出歷史特定的歷史氛圍，
而這是影像作為歷史異質於文字史學的部分。除 Hayden White 之外，Walter
Benjamin 也在其名作〈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提到：
「真實觀念對於複製品
60
而言（不管是機械複製與否）都毫無意義。」 影像文本──特別是歷史紀錄片作
品既是在「機械複製」的時代技術下所生產，其對於真實性的意識探討雖不至於
成為「毫無意義」的論述主題，然而過份強求「複製歷史」的影像必須為真實歷
史的「真實性」所背書或負責，則影像文本與歷史之間的關聯即永遠侷限在古典
史學對於「真實性」的窠臼之中。故而針對 Robert A. Roseston 和 I .C. Jarvie 所提
出的真實性問題，在此，影像既是一種補述，其「真實性」即有待文字史學與影
像之外的歷史文獻作為支撐影像所展現的歷史本身。
另外，特別針對本文所討論的紀錄片文本，我以為 Bill Nichols 所提出的：紀
錄片是一種「嚴肅的論述」
（discourse of sobriety）亦可作為紀錄片在真實之間的疑
問。特別以歷史紀錄片為例，由於紀錄片作品必須仰賴大量的文獻史料、場景畫
面與人物訪談的口述歷史作為影像的素材，在此，歷史事件的真實性不僅來自影
片旁白或是畫面的呈現，支撐其這個真實最大的力量即來自於受訪者的口說證據
與導演的敘述方式，而這也是紀錄片這種「嚴肅的論述」透過這些素材的組成而
58

Hayden Whit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3, No.5
(December 1988), p.1193
59
Hayden Whit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3, No.5
(December 1988), p.1194
60
Walter Benjamin，許綺玲譯，
〈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
，
《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
（臺北：臺灣
攝影工作室，1998）
，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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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架構歷史本身，故 Bill Nichols 更提出，對於紀錄片作品，相較於傳統的文字
書寫，紀錄片提供我們另一種檢討「歷史事實」的方式。61
在真實的爭議論述以外，觀點的詮釋也是影視史學論述議題之一。作為歷史
媒材的影像文本從歷史真實探究的層面提升至影像敘述角度的詮釋方式探究，影
像──特別是紀錄片作品又於製作過程並未能完全客觀地表達歷史事件本身，這
是影像在本質上所具備的特質，同時也是影像為歷史書寫所帶來的另一種觀點效
果，正如同 Marc Ferro 所提出：
「影片的價值在於它提供了一種社會與歷史角度的
62
詮釋方式。」 而這也正如同臺灣歷史學者周樑楷所提到：歷史除了指涉過去的事
實本身，同時也是人們對於過去事實的認知和傳達的成果。63透過導演對於素材的
運用與剪接，帶有導演主觀性的影像作品將呈現在觀眾面前，以導演的角度與觀
點敘述歷史事件本身，其所持有的角度成為觀看歷史的其中一種方式，同時也是
解讀歷史的一種觀點詮釋。
故而影像亦可作為導演透過影片而塑造形象的一種方式，特別是歷史紀錄片
作品，於拍攝背後與動機是否由導演個人自發性地拍攝，又或是背後擁有官方政
府的支持、第三者的介入，任何以影像作為研究文本的史家都必須意識到這一點，
並將之視為論述任何紀錄片作品必須討論的部分。正如八○年代美國新歷史主義
（New Historicism）為西方歷史論述所帶來的歷史鬆動性，特別針對於歷史對於傳
統典律（canon）的批判性成為新歷史主義批判的要點。故而探討文本與歷史事件
的關聯，跨越時代性的歷史事件在此一脈絡之下從真實事件轉化為文本，並於集
體社會公眾意識之中消融而為精緻文本，64其中的過度致使我們所見的歷史文本不
再為歷史事件的純粹複製。同樣地，探討歷史紀錄片，並非為著重於出歷史「單
一的」，又或是針對「真實性」的探討，透過文字史學與影像的相互交構與論述，
一方面歷史的面相透過不同時代場域的集體意識、書寫、解讀與再書寫，因此開
展出不同的層面，同時，「典律」之外的歷史呈現為歷史交織出多樣的拼布。
故在文本分析上，影像的真實性和敘述歷史觀點的呈現角度可視為以影像作
為論述文本必須意識到的兩個部分。於前者，影像既與文字相互做補述作用，透
過紀錄片作品與其外的相關文獻史料、內容比對，即可討論影片所具備的真實性
是否貼近史實。而於後者，正如新歷史主義所主張的，沒有一部紀錄片作品是不
帶有主觀意識、歷史文本也涉及政治權力、發聲位置等關係，故於本文之中，紀
錄片導演觀點的敘述方式、發聲位置、影像拍攝的目的、資助單位皆是值得注意

61

Bill Nichols , Representing Reality: Issues and Concepts in Documentar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P.1991, p.28
62
Bill Nichols , Representing Reality: Issues and Concepts in Documentary.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P.1991, p.28
63
周樑楷，《歷史的思維》
（臺北：正中，1993）
，頁 12。
64
張進，
〈新歷史主義的文學觀念系統〉
，
《新歷史主義與歷史詩學》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4），
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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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討論的部分，而這兩者亦是本文討論紀錄片作品必須首先處理的兩項問題。
（二）口述歷史與相關文學創作文本
在史學研究上，由於戰後國民政府官方長期對日治歷史的打壓，致使戰後經
歷過日治階段的「人民的記憶雖然存在著，但卻沒有表達它自身的管道或途徑」65，
特別針對本文所要處裡的「慰安婦」
、
「少年工」
，與「臺籍監視員」三項歷史議題，
在目前臺灣官方史料之中除「慰安婦」可屬於全東亞的爭議主題外，
「少年工」與
「監視員」至目前皆少有相關文獻的生產，致使本文在梳理三者歷史議題之時必
須透過幾部民間與地方學者透過歷史當事人所整理的史料著手。其中，口述歷史
在這些地方史料中佔據一定領域，而這亦展現口述歷史在歷史文獻中的運用。關
於口述歷史，正如英國學者 Ken Howarth 所言：
口述史的力量，在於它能補充文字與視覺資料之不足，可以對這些資訊來源
提供清楚的質疑。口述史通常可以取得其他方式不能取得的資訊，忽略口述
史的文化資產工作者，就像一名大敵臨門的將軍不使用坦克車，只因為發動
坦克車花費時間又製造噪音。不適時採取行動的將軍和口述史學者，都將會
受到後世子孫的蓋棺論定。66
口述歷史的力量在 Ken Howarth 所言，主要能補述文字與視覺史料的不足，同時也
可預防歷史為官方政府意識性的操作，透過口述歷史的檢視，更能藉由群體的歷
史經驗將官方以外的聲音藉此挖掘，而與官方論述相互補述乃甚至是抗衡。特別
在這篇以「小歷史」為主題的論文中，由於以歷史紀錄片作為討論文本，不足的
官方史料在文字史學方面早已被視為缺憾，而影像在本質上儘管「紀錄片」的性
質較劇情片作品帶來更多「真實性」的概念界定，然而影像透過導演的主觀立場
並不一定代表歷史的真實面貌，故即使近年來挖掘小歷史的歷史紀錄片已成為歷
史事件的補述而幾乎壟斷當代對於過往歷史事件的單一呈現面貌，然而隨著相關
口述歷史資料的生產，民間口述歷史在層次上更加強影像論史的不足之處，同時
亦為影像作為敘述歷史的補述和補證的材料之一。
故口述歷史在本文以歷史紀錄片作文討論文本的文論中可分作兩類文本與層
次討論：一為紀錄片作品中的口述聲影，二則是官方、民間口述文史。在紀錄片
部分，如前所述，導演與受訪者的對話往往是支撐整部歷史紀錄片最重要的素材
之一，然而，面對鏡頭，受訪者並不一定能藉由記憶侃侃而談，大都必須透過導
演引導式的訪問而談述個人記憶中的歷史，故在此必須思考：導演透過何種觀點、
視角、試圖透過問題得出什麽樣的歷史內容，這皆是學者透過口訪式紀錄片作品
論述紀錄片與歷史事件時必須注意的部分，而這些同時亦涉及導演自身的立場與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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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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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其次，在官方與民間口述歷史方面，同於紀錄片導演的立足角度與觀點有
異曲之妙，官方與民間團體所採訪而成的口述歷史，其背後的動機為何？正如以
官方、民間機構的口訪者皆有不同的角度與切入觀點。另外，透過口述採訪，其
中又帶有那些目的性存在？透過民間口述歷史是否是為官方單一式壟斷式的歷史
敘述作補證，民間又是否透過口述歷史而書寫更多歷史的不明之處？而這些口述
歷史又如何得以被佐證？這些都是本文無論在以紀錄片或是口述資料中必須注意
的地方。另外，特別針對本文所討論的慰安婦、少年工與監視員三大主題，現有
文獻亦以口述歷史為主，故以影像文本作為討論核心，相關的口述歷史成為檢視
歷史事件的重要依據，特別影像的製作涉及導演的觀點與觀察視角所作的再詮釋，
透過剪接所陳述的影像敘述未必就此還原歷史面貌，口述歷史成為事件的作證與
檢視的相關文本。
最後，除影視史學和口述歷史的方法與概念界定，如前所述，影像與文學在
歷史主題的創作上未能完全切割，特別在新世紀，影像成為歷史詮釋與挖掘的重
要文本，歷史記憶往往在趨近的背景下為影像工作者和文學作家所記錄與書寫，
正如曾以少年工作為主題的作家吳明益，即曾在小說《睡眠的航線》中提及同樣
以少年工為主題的紀錄片郭亮吟《綠的海平線》
，文學作品的討論即成為以同樣主
題為核心的文本必須被並置討論的另一條脈絡。
以影像作為歷史資料，正如我們以臺灣文學作家檢視日治歷史與戰爭經驗時，
透過文學文本／影像紀錄片文本的討論，首先，其作品的「真實性」往往成為論
者再追溯記憶之時的首要課題，其次，觀點的論述亦是針對於導演所必須被分析
的議題。而在影像文本的研究之外，藉著民間記憶以口述歷史資料的梳理與佐證，
即為探討影像與歷史之間更為重要的補述文獻，這些即是本文以影像作為論述文
本在方法論上必須關注與意識到的議題。
第五節

章節架構安排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第二節 研究範疇
第三節 先行研究與文獻回顧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概念界定
第五節 章節架構安排
本章首先透過臺灣歷史與文學史的背景提出本文之所以「記憶」、「認同」與
「影像」三者為主題的研究動機、問題意識與論述的可行性，其次則簡述本文於
各章所討論的三部紀錄片文本。其次，透過目前臺灣海內外關於日本記憶、認同
和戰爭記憶為主的文獻爬梳，整理相關目前關於臺灣日治記憶與戰爭經驗已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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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除此之外，相關議題又有哪些論述的缺陷尚待討論。最後，研究方法主
要提出以影像作為歷史研究文本將有那些部分需要被意識到，而影像與口述歷史
又在其中分別扮演何種角色與功能。綜合以上論述的可能，最後則架構出本文主
要章節架構的安排。
第二章 影／史之間：臺灣歷史紀錄片的影像敘述與觀點的呈現比較
第一節 臺灣紀錄片發展概述
第二節 日治影像與帝國視角──以《南進臺灣》為例
第三節 和誰一同走過？──以《一同走過從前──攜手臺灣四十年》為例
第四節 新世紀臺灣日治記憶的回憶／迴異──以《跳舞時代》為例
第五節 小結：影像作為歷史的觀看方式
透過日治時期以來的臺灣歷史紀錄片作品梳理，本文首先討論影像在臺灣自
日治以來的發展，其次則透過歷史紀錄片作品如日治時期國策紀錄片《南進台灣》
（1941）
、戰後解嚴前後如張照堂《一同走過從前》
（1988）
、2000 年以來透過民間
重新詮釋日治記憶的簡偉斯、郭珍弟《跳舞時代》
（2003）作為討論對象，藉由影
像討論作品本身的敘述方式與導演呈現在影片中的觀點，比較與論述自日治乃至
今日臺灣歷史紀錄片於不同時期敘述與觀點呈現的差異。大抵而言，從日治至戰
後解嚴，臺灣紀錄片的敘述從劇本式的安排架構，到主題式的史料挖掘與探討；
而在觀點的呈現上，由官方、民間團體與官方，和民間文史工作者作為觀點主述
的轉折，從日治到解嚴後形成三個層次的影像展現方式。另外，藉由影像中的「大
歷史」與「小歷史」的比較，本文試圖從中擴大現今歷史論述面對影像敘述的討
論與其他可能。
第三章 影像與戰爭記憶的開展：九○年代臺籍戰爭紀錄片與性別──以楊家雲
《阿媽的秘密》為討論對象
第一節 九○年代臺灣紀錄片的歷史記憶與認同的轉向
第二節 歷史的秘密傷痕──臺籍慰安婦
第三節 如何訴說秘密？──《阿媽的秘密──台籍慰安婦的故事》文本
分析
第四節 影像再現的歷史「單面向」與個人「抗日」精神展現
第五節 小結：傷痕與救贖
以慰安婦為主題，本章以楊家雲 1998 年《阿媽的秘密》作為討論對象。作為
與臺灣戰爭主題相關的首部紀錄片作品，不同於本論文於其後章節所討論的少年
工或監視員，拍攝並完成於九○年代後期的《阿媽的秘密》涉及其時臺灣歷史紀
錄片的發展背景和臺灣集體社會對於中國、日本之間的認同意識。本章首先透過
九○年代的臺灣歷史紀錄片發展討論臺灣對日的認同／不認同轉折，以確立臺灣
對於後殖民認同的討論。其次，建立在現有臺籍慰安婦的相關文獻基礎上，藉由
楊家雲《阿媽的秘密》的影像分析，進而檢視相關文獻和紀錄片在面臨戰爭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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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歸咎，特別在性暴力的主題上，作為性暴力的加害者，男性透過戰後影像
的控訴直指而規避責任的擔負，以致影像的特殊背景形成本片無法關照歷史全面
的「單面向」
。其次，透過婦援會為慰安婦阿嬷進行國際性的控訴與發聲，然而慰
安婦主題卻在臺灣社會結合政黨與團體利益而形成社會輿論，以結合複雜的利益
與情感而產生衝突對話，從戰前到戰後，以弱勢作為身分層級的慰安婦女性如何
發言？最後，將慰安婦主題和紀錄片《阿媽的秘密》放在臺灣歷史紀錄片的脈絡
中，無法避免的是「抗日」成為本片控訴的主要基調，然此抗日卻有別於戰後集
體抗日精神與意識，透過影片與史料的生產特殊性，慰安婦的控訴以個人生命經
驗方式進行個體的抗日精神展現。
第四章 歷史中的跨國認同：臺灣少年工的認同跨越──以郭亮吟《綠的海平線》
為討論對象
第一節 為何前往日本？──臺灣少年工的先行資料考察
第二節 歷史記憶的幾種方式──少年工自傳與小說
第三節 影像如何重現歷史與記憶？──《綠的海平線》的敘事方式
第四節 成／曾為日本人──臺灣少年工的記憶與認同轉折
第六節 小結：歷史的記憶與重組
以少年工為主題，本章以郭亮吟《綠的海平線》為討論文本。首先，透過現
有史料文獻梳理戰爭時期前往日本製造飛機的少年工始末，並針對戰後以少年工
為主題的自傳彭炳耀《造飛機の日子》、小說吳明益《睡眠的航線》作一敘述與觀
點上的比較，藉此討論文字文本呈現少年工記憶在世代與書寫上的差異。其次，
本章將焦點著重於影片《綠的海平線》
，導演郭亮吟透過紀錄片《綠的海平線》如
何呈現這段歷史、又如何透過影像為歷史敘事？更重要的是，在這部跨越戰爭前
後與跨越地域性──日本、臺灣、中國的戰後紀錄片中，跨國與跨時代的「認同」
意識如何透過畫面與聲音在導演與少年工的對話中呈現，同時異於戰後臺灣文學
中的戰爭記憶與認同，而以「跨文本」的方式而得以論述。另外，透過影像在史
料和人物訪談的交錯對話可以發現，以戰爭記憶為名，臺灣對日本的認同記憶透
過不同的個人生命經驗而有差異性的延展，乃甚至放在時代軸線的脈絡中，中國
在戰後初期亦成為曾為日本人的臺人在認同依歸上的另一條殊徑。
第五章 在南國的赤陽下：臺籍監視員的（不）認同及離散──以陳志和《赤陽》
為討論對象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被遺忘的監視員：臺籍監視員史料考察
片格轉動的「戰事」敘述：陳志和《赤陽》的影像敘事
認同論述的多重演繹：臺籍監視員的（不）認同
小結：認同的（不）可能與去殖民

本章以臺籍監視員為主題，並以陳志和《赤陽》作為討論對象。首先，藉由
25

臺灣歷史戰爭紀錄片中的日本記憶與認同
第一章 緒論

針對臺籍監視員的現有史料作一梳理。其次，建立在相關文本的基礎上，以陳志
和紀錄片《赤陽》為中心，分析影片的敘事架構，並隨之討論影像如何展現其中
的認同意識。在跨越戰爭前後，擺蕩在殖民與後殖民記憶、遊移在臺灣、南洋與
日本之間的「監視員」如何透過戰後求償的行動取得政府對戰前記憶的承認與「雙
向認同」
，在此，「認同」意識不再囿限於被殖民者單方面對殖民者的單向認同探
討，藉由臺籍日本兵於戰後的種種行動，
「認同」跨越舊有被殖民者所劃定的疆界，
在殖民者「認同」之上而成就個人與集體在精神之外的另一種歷史省思。值得注
意的是，如果《阿媽的秘密》是以控訴為基調而產生認同的絕對否定，那麼，以
求償作為主題，
《赤陽》的「不認同」即為影片所呈現的表層認同論述：臺籍監視
員對於日本的認同感，在以「求償」作為副主題的影片中僅能以不認同作為集體
的認同態度，然而透過本章可以發現，臺籍監視員「不認同」的意識中潛藏認同
的可能，而這種不認同的表態實際上涉及導演自身的觀點，針對於此，本章亦透
過李展平關於臺籍監視員的口述資料，試圖在影像文本之外，開展出另一條別於
影像「不認同」的「認同」論述。
第六章

結論：歷史、影像，與未完成的去殖民

本章首先討論三部影片在戰後作為戰爭與日治記憶相關歷史紀錄片中所扮演
的要角。其次，在本論文於影像、記憶與認同主題的討論之外，以史書美的華語
語系與在地經驗作為參照，後殖民的終止成為新世紀臺灣去殖民的首要課題，這
是臺灣在討論後殖民論述仍有待思辨，亦為本文在相關議題的處理後，認為值得
討論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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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影／史之間：
臺灣歷史紀錄片中的影像敘述與觀點的呈現比較*
在進入戰爭紀錄片的討論以前，本章首先梳理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臺
灣歷史紀錄片的發展脈絡，藉此檢視十九世紀至新世紀臺灣歷史紀錄片在形式表
現、觀點呈現的殊異。作為一種歷史敘述媒材，影像在與臺灣接觸的十九世紀便
不僅被視為娛樂大眾工具，隱藏在殖民政府背後，以影像作為政治權力的操作與
展現成為日治影像在臺灣的基本定位。此外，透過時代的流變，以歷史記述作為
工具的影像在戰後臺灣更在不同階段發揮作用，無論是敘述的方式、拍攝目的、
觀點的展現，於解嚴前後各有所差異。
以時期為區分，本章分別透過三個階段的歷史紀錄片，針對影像敘述和導演
觀點的分析為討論內容。在時期的區隔上，以臺灣近代史的政治發展分為戰前的
日治時期、戰後戒嚴與解嚴後等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為 1895 至 1945 年的
日治時期、1945 至 1987 年的戰後戒嚴時期，與 1987 年至今的解嚴後，針對這
三個時期，本文分別以日治時期國策紀錄片《南進臺灣》
（1941）
、張照堂《一同
走過從前》
（1988），與簡偉斯、郭珍弟《跳舞時代》（2003）三部紀錄片作為討
論個案，透過影像與歷史背景的脈絡，一則梳理影像敘事脈絡與結構，其次則針
對導演的觀點呈現作一討論，各時期的臺灣歷史紀錄片「如何敘述歷史」與「如
何闡述歷史」成為本文討論主軸。另外，正如陳芳明在論及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在
臺寫真時曾提省我們：
台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也同時淪為帝國主義權力支配的實驗場域。歷史記
憶的傳承，並非是以殖民地社會的台灣人民為主體，而是以日本統治者的意
志為主導。1
以本章所討論的殖民時期影像《南進臺灣》、陳芳明再殖民架構下的再殖民時期
作品《一同走過從前》，再到 2000 年後臺灣歷史紀錄片涉及再現日治記憶的作
品，包括本章的《跳舞時代》
、後章《綠的海平線》
、
《赤陽》
，影像權利的主導從
戰前殖民時期的殖民政府、戰後再殖民政府，輾轉到新世紀以來臺灣人民手中，
然而新世紀的臺灣影像導演如何透過影像敘事呈現相關史料，而「臺灣意志」放
在新世紀臺灣的共同經驗中，其共有的情感又如何展現，此皆為檢視近十年臺灣
歷史紀錄片時，必需並置並意識到的議題。同時也是本文在討論相關文本前，首
先將《南進臺灣》與《一同走過從前》提出討論的目的之一。
*

1

本文初稿以〈影／史之間：臺灣歷史紀錄片中的影像敘述與觀點論述的呈現比較〉為名，發表
於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所舉辦「傳承與創新：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第三屆研究生論文研討
會」
，2012 年 5 月 25 日，撰稿期間感謝邱貴芬老師指導，與評論人陳家豪指教。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
（臺北：麥田，2004）
，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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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臺灣紀錄片發展概述

一、從戰前到戰後：臺灣紀錄片概述
影像在臺灣的傳入可追溯自日治期間 1900 年一個名為「法國自動幻畫協會」
的影像推廣組織，2然而在 1900 年後，影像在臺灣於殖民時期的近五十年間多為
殖民政府「有目的」地輸入臺灣──即透過殖民政府的權力運作，影像成為日本
政府教化殖民地臺灣的工具之一，針對於此，如李道明所言：「日本人在臺灣製
作的影片，其實大多是宣傳、教育片，以協助推行日本統治政策」3即可為證。
故而回顧日治時期的影像在臺灣，影像除少部份提供本島人庶民娛樂外，多數仍
為殖民政府宣傳政令與教化的工具之一。而在 1945 年光復後，不同於劇情片在
戰後各時期因歷史背景而在各時期展現不同風貌，臺灣戰後初期乃至七○年代的
紀錄片作品在主題上多沿襲日治時期傳統而為政府政令宣傳所用，這段期間僅有
被稱為第一部在臺灣「真正具有現代形式的紀錄片」4──以外省老兵為題材的
留美電影學生陳耀圻碩士論文作品《劉必稼》（1966），與同時期的莊靈以親子
為拍攝內容的《延》、《赤子》（1966）可為其時殊於大部份同期作品的新聞片
／紀錄片代表。在跨越七○年後，除了政府官方所拍攝的紀錄片與新聞片外，值
得注意的是，由於臺灣在國際政治上等因素的挫敗，除在文學領域中的鄉土文學
興起之外，臺灣本島風情、庶民與市井小民身影亦開始透過影像開始有所展現，
在此，我們可將 1975 年由黃春明等人構思拍攝而成《芬芳寶島》為這一系列的
作品為這階段的承先之作，而 1985 年的《角色顯影》、1986 年的《百工圖》亦
可為代表，然這些作品儘管在這個時代具備其價值與意義，卻這一系列的作品由
於「普遍以個人的觀點抒發對鄉土文化的感懷或思念，因而多半以一種浪漫或懷
舊的態度來處理鏡中的人事物，較少探觸真實臺灣人生活中的悲歡哀喜或社會中
的不公不義」5，如果紀錄片的批判意識是紀錄片之所以為紀錄片的要素之一，
則此時期的臺灣紀錄片作品或未臻成熟。一直到解嚴前夕的 1986 年，由王智章、
李三沖、傅島組成的「綠色小組」，與沈富祥、江冠民等人的「第三映象」的出
現，這些影像團隊以傳媒的方式在臺灣社會扮演異於官方主流聲音的角色與聲
音，致使臺灣紀錄片在此後開始扮演不同於前期的角色。

6

1987 年的解嚴後，由於「歷史重建」成為臺灣社會與文化論述的一大工程，
異於解嚴前多數代表官方或為官方宣傳發言的紀錄片作品，庶民的聲音與身影

2

李道明，
〈日本統治時期臺灣電影與政治的關係〉
，收錄於《紀錄台灣：台灣紀錄片研究書目與
文獻選集》
（臺北：文建會，2000）
，頁 55。
3
李道明，〈什麼是紀錄片？〉
，收錄於李道明、張昌彥主編，《紀錄台灣：台灣紀錄片研究書目
與文獻選集》（臺北：文建會，2000）
，頁 289。
4
李道明，〈台灣紀錄片與文化變遷〉
，收錄於李道明、張昌彥主編，《紀錄台灣：台灣紀錄片研
究書目與文獻選集》（臺北：文建會，2000）
，頁 520。
5
李道明，
〈臺灣紀錄片的美學問題初探〉
，收錄於王慰慈主編，
《臺灣當代影像：從紀實到實驗》
（臺北：同喜，2006）
，頁 73。
6
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臺北：麥田，2003）
，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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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解嚴後成為臺灣紀錄片發展重心。另外，解嚴後的紀錄片形式與樣貌亦讓臺人
對於紀錄片的印象產生衝擊， 7 正如作品九○年代全景學派吳乙峰《月亮的小
孩》，無論在主題、人物、拍攝內容，乃至於旁白皆異於早期官方新聞片與紀錄
片作品，這不但代表臺灣紀錄片作品本身已揮別早前作品風格，在呈現形式與內
容上跨出另一步，同時也讓臺灣民眾瞭解「紀錄片」可以不是「宣傳片」，紀錄
片是可以很好看的。8以外，新世紀以前的 1999 年，由周美玲策劃、臺灣十二位
導演透過不同離島拍攝完成的《流離島影》，十二部短片以疏離、實驗性等建立
十二位臺灣影像導演個人風格，在內容上以邊陲島嶼與本島中心的影像地誌拉距
呈現，致使臺灣紀錄片在形式與內容等層面皆有所突破。
在跨越 2000 年後，紀錄片在臺灣劇情片持續低迷的情況下逐漸成為一種顯
學，並以另一種姿態成為國片代表，不同議題亦透過島嶼民眾的聲音／身影因而
開展，環境議題如黃敬堯《帶水雲》
（2011）
、性別議題如周美玲《私角落》
（2002）
、
陳俊志《玫瑰的戰爭》（2011）、反應臺灣當代跨國婚姻如蔡崇隆《我的強娜威》
（2006），另外，包括以中國為題材的彭文淳《歌舞中國》（2004）、姚宏易《金
城小子》（2011）等，這些作品都成為新世紀臺灣紀錄片發展的新面貌。
二、從大歷史到小歷史：臺灣歷史紀錄片發展
除上述議題，在歷史記憶的主題上，臺灣歷史紀錄片透過文獻與訪談將記憶
與紀錄回溯至戰前的日治時期，而這些在解嚴前未能談及或解嚴後尚未來得及論
述的日治記憶終在 2000 年後透過影像紀錄片重新紀錄，並在觀點的詮釋上異於
戰後追憶日治時期的角度與方式。
以現有的紀錄片作品為例，可將臺灣的歷史紀錄片大抵上分作「大歷史」與
「小歷史」
，
「大歷史」即是一種代表「官方」的歷史敘述方式，而「小歷史」則
是相對於「官方」
，以的民間集體記憶為主體的歷史。李道明曾提道，自八○年
代臺灣紀錄片的興起為始，有關歷史題材的臺灣紀錄片多半以長篇方式呈現，9此
外，其更認為在 1985 年以前的臺灣並未有寫實的紀錄片作品產生，10以本文所提
到的 1988 年由天下雜誌策劃製作、張照堂導演的《一同走過從前──攜手台灣
四十年》為例，影片主要自 1944 年為始，將臺灣歷史分成「耕耘的年代」、「砥
礪的歲月」
、
「起飛的時刻」
、
「多元的挑戰」等四期，並試圖從影片中「回顧過去
的歷史，喚起共同的記憶」
，藉由影像呈現臺灣本島在這四十年中的改變與風貌。
然而，我們不難發現，《一同走過從前》實際上是有意的並且選擇性的紀錄與呈
7

李泳泉，〈全景學派的誕生：臺灣紀錄片的趨勢觀察（1990~2000）
〉
，收錄於王慰慈主編，《臺
灣當代影像：從紀實到實驗》（臺北：同喜，2006）
，頁 60。
8
李泳泉，
〈紀錄片說什麼？紀錄片怎麼說？紀錄片的敘事策略與形式考量〉
，
《2009 臺灣紀錄片
美學系列（二）
》（臺中：國立美術館，2009）
，頁 6。
9
李道明，
《台灣紀錄片美學系列：歷史、記憶、再現與紀錄片》
（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08），
頁 6。
10
李道明，
《台灣紀錄片美學系列：歷史、記憶、再現與紀錄片》
（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08）
，
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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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臺灣歷史，整部紀錄片的角度仍以國民政府──即是官方觀點中的臺灣為中心
思想，11導致整部紀錄片仍帶有官方宣傳色彩。另外，同樣是帶有大歷史敘述的
主題與對象，林樂群導演的《孫立人三部曲》
（2001）有別於前者的論述方式，
《孫
立人三部曲》藉由與多名學者的研究與討論圍繞「孫立人是否是無辜的？」
、
「孫
12
立人是否有罪？」 為影片內容，林樂群打破以往歷史紀錄片──如《一同走過
從前》這種在形式上近於官方單一宣傳的紀錄片模式，並開始藉由歷史資料的回
顧與相關研究學者的訪談──而非僅依憑官方的紀錄資料對這段介於群眾記憶
與個人自傳的歷史過程加以重新建構，這樣的呈現方式主要來自於紀錄片中導演
觀點的展現，而這也是李道明所謂「寫實」，其指的並不只是影片呈現的畫面，
最主要來自於真實映像與個人觀點的展現，而非部份單一視角如產業宣傳的影像
畫面。
相較於「大歷史」敘事的紀錄片作品，自九○年代中葉開始，許多出發自導
演自身親屬與歷史記憶的相關紀錄片作品開始大量出現，這些「歷史私人化」的
紀錄片常是紀錄片導演以身邊人物作為主角，透過這些角色的經歷探究其個人與
整個大歷史脈絡之間的關聯性。湯湘竹「回家三部曲」中的《山有多高》
（2002）
便以其父親的訪鄉之旅開始重新建立其個人與整個大歷史脈絡的記憶。而蕭菊貞
《銀簪子》（2002）則以自身的角度來看父親與族群的記憶問題，在處理父親記
憶的同時，也以自我的觀點重新建構這段存在的歷史。這些作品有別於《一起同
走過從前》一類以大歷史敘述為主的作品，同時也不同於《孫立人三部曲》以官
方歷史人物為出發點，而是「純粹由獨立的紀錄片創作者自行研究編製完成的民
間觀點的『小歷史』
」13，故在敘事手法或是資料、訪談人物的呈現上更加多元化，
並且藉由這些民間觀點的小歷史呈現，有助於歷史記憶的脈絡再現並更加深入與
清晰。
檢視臺灣影像紀錄片發展，自日治、戰後解嚴前後乃至 2000 年後的今日，
紀錄片在臺歷經不同時期的政經與社會背景的變革而有不同的發展面向，各時期
與階段所呈現的題材敘述與視角觀點皆有所不同。在主題的展示上，解嚴前多以
官方政令等宣傳片為主，七○年代乃至解嚴後，關於歷史、族群、性別、政治、
環境論述等紀錄片潮湧而起，這些作品多以庶民作為影片主角，乃至自庶民的角
度觀看事件。另外，解嚴後的在紀錄片敘述觀點上亦有所迴異，有別於解嚴前代
表官方、單一的聲道，臺灣紀錄片在解嚴後透過影像導演的觀點詮釋，在面對不
同題材作品皆具有其批判性。故而討論臺灣紀錄片，代表影像主題與呈現內容的
「影像敘述」與代表導演觀點視角的「觀點論述」，兩者即成為臺灣紀錄片在不
11

王慰慈，
〈1960~2000 年臺灣紀錄片的發展與社會變遷〉
，收錄於王慰慈主編，
《臺灣當代影像從紀實到實驗》
（臺北：同喜，2007）
，頁 19。
12
李道明，
《台灣紀錄片美學系列：歷史、記憶、再現與紀錄片》
，
（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08）
頁 29。
13
李道明，
《台灣紀錄片美學系列：歷史、記憶、再現與紀錄片》
，
（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08）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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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期發展所亟於探討的問題，亦是本文在此所討論各時期紀錄片作品的兩大核
心意識。
以下，本章主要將臺灣紀錄片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1900 影像傳入臺
灣至 1945 年臺灣光復前的日治時期，第二階段為 1945 光復後乃至 1987 年解嚴
前後的戒嚴時期，最後則是 1987 解嚴前後乃至跨越 2000 年至今日的解嚴後。在
這三個階段中，本文分別以三部紀錄片作品作為討論核心，首先為日治時期國策
紀錄片《南進臺灣》
（1941）
、其次則為張照堂《一同走過從前──攜手臺灣四十
年》
（1988）
，最後則以 2003 年透過民間重新詮釋日治記憶的簡偉斯、郭珍弟《跳
舞時代》為代表。藉由影像討論作品本身的敘述方式與導演在影片中的觀點探
討，本文將比較與論述自日治乃至二十一世紀今日臺灣歷史紀錄片於不同時期敘
述與觀點呈現的差異。最後，藉由影像中的「大歷史」與「小歷史」的比較，本
文試圖從中擴大現今歷史論述面對影像敘述的討論與其他可能。
第二節

日治影像與帝國視角──以《南進臺灣》為例

針對於日治時期的臺灣影像研究，長期以來，由於影像資料的失佚與文獻之
不足，導致國內對於日治時期臺灣影像研究多僅能透過文獻與其時發行的報章雜
誌等資料作為回顧與探討資料，進而推測與修正臺灣影像記錄。近幾年，由於日
治時期影像作品的陸續出土與修復，這些影像作品的「再現」不但有助於建立在
先行研究之上對日治時期影像作品的瞭解，亦可直接透過影像作品解讀影片中所
傳達的訊息，以避免由於早期文獻的誤解或論者書寫的觀點殊異而影響沿襲其後
的研究。
2002 年，嘉義出土一批共計一百六十八卷多與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所拍攝
的新聞片與紀錄片相關作品，這批影像資料在出土之後隨即透過國立臺灣歷史博
物管籌備處委托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執行「日據時代電影資料整理及數位化計
劃」
，並在計劃之後於 2008 年終於出版紀錄片《片格轉動間之臺灣顯影》
。
《片格
轉動間之臺灣顯影》共計收錄四部日治時期相關紀錄片作品，其中包括以繞行臺
灣一週、以臺灣各風貌為主的《南進臺灣》、紀錄日治時期臺南州「國民道場」
如軍旅生活的《國民道場》、描述臺中勤行報國青年訓練場的《臺灣勤行報國青
年隊》
、與最後以雲嘉地區農民生活為主題的《幸福的農民》
。這些作品皆是透過
日治時期總督府所策劃並執行的國策紀錄片作品，故而在影像的呈現上，實際上
是以殖民政府的角度觀看臺灣，另外，殖民政府同時也透過影像塑造臺灣形象，
藉由影像內容的拍攝與剪輯、旁白的說明，臺灣即成為官方政府所預設或想像帶
給觀眾的「想像臺灣」。在此，以其中的《南進臺灣》為討論對象，透過《南進
臺灣》的討論，論述臺灣如何透過影像而呈現，殖民政府透過何種角度塑造殖民
地臺灣，進而這部國策紀錄片又為帝國日本與殖民地臺灣帶來何種效果？
回顧日治時期殖民政府治台政策，1936 年九月，日治時期第十七任臺灣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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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小林躋造上任後隨即發表治臺灣的三大原則：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三
項，另外，由殖民政策轉移到國策紀錄片《南進臺灣》的拍攝時間，根據謝侑恩
針對《南進臺灣》影片所示，《南進臺灣》籌劃於 1936 年 9 月，拍攝期間則為
1936 年 10 月至 1939 年 1 月，影片最終終於 1941 年 10 月 16 日以前製作完畢，
14
在此，自其時的政策背景重疊於國策紀錄片《南進臺灣》的影片策劃與目的，
並對照於影像中所呈現的內容，將台人在文化上的皇民化、產業生產上的工業化
與臺灣本島的南進基地化，這三者即是這部作品中所強調與充斥的片段與支撐整
步影片的核心，國策紀錄片的觀點因此不言而喻。而在先行研究上，無論是井迎
瑞、郭力昕、謝侑恩等人皆透過「國策紀錄片」的影片性質與內容而將《南進臺
灣》視為日本殖民者的帝國視角15。故在此，將《南進臺灣》視為殖民政府政令
宣傳工具與殖民成果的展示，在此是無庸置疑的。
而在影片的敘述結構上，本文主要將《南進臺灣》分作三個部份。首先第一
部份為《南進臺灣》的拍攝目的與臺灣本島的基本介紹，正式進入影片後，畫面
呈現行駛在鐵軌上的火車，旁白在一開始即直接點明這部國策紀錄片的拍攝原由
與目的：
製作這部電影的目的，不僅是介紹世人這些紀錄臺灣的影片，也為了讓世人
知道吾等日本民族，每年增加一百萬人口，天然資源被開發殆盡，僅居住在
這狹小的島上。然而當今世上，不但拒絕日本移民，也排擠日本商品，吾等
為了打破此情勢，因此得在北方建立強大的國防線，更進一步，必須在南方
開拓產業及經濟的生活線，因此，什麼在我們心中佔有重要地位？
這就是臺灣。臺灣可說是帝國向南延伸的重要基礎，我們必須更進一步深入
了解臺灣，我們要向南方邁進的第一階段，就是要了解近代臺灣。
旁白除了直接點明《南進臺灣》的製作目的除紀錄臺灣之外，同時也表明《南進
臺灣》主要為開拓南方──即臺灣的產業與經濟的生活線，另外，影片亦已將觀
眾預設為以「吾人日本」的「內地」日本國民作為國策紀錄片的觀眾。故而《南
進臺灣》不僅是利用影像的功能介紹與記錄日治時期臺灣，更重要的是要將臺灣

14

謝侑恩主要透過透過「准演執照上的檢閱日期」
、
「影片出現『臺灣總都府始政以來四十餘年』
字幕」、
「片中出現『小林躋造』
、『森岡二樓』及其他官員」
、「《南進臺灣》幕後製作群」四條線
索歸結討論《南進臺灣》的拍攝時間。詳見：謝侑恩，《影像與國族建構－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
館館藏日據時代影片《南進臺灣》為例》
（臺南：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2007）
，頁
79－81。
15
詳見於井迎瑞，
〈殖民客體與帝國記憶：從修復影片《南進臺灣》談記憶的政治學〉
，
《片格轉
動的臺灣顯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修復館藏日治時期紀錄片成果》
，吳密察、井迎瑞編（臺南：
臺灣史博館，2008）
，頁 40-49；郭力昕，
〈帝國、身體、與（去）殖民：對臺灣在「日治時期紀
錄影片」裡之影像再現的批判與反思〉
，
《片格轉動的臺灣顯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修復館藏日
治時期紀錄片成果》，吳密察、井迎瑞編（臺南：臺灣史博館，2008）
，頁 50-61。謝侑恩，《影
像與國族建構－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日據時代影片《南進臺灣》為例》
（臺南：臺南藝術
大學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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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上的豐富資源產業「展示」給日本帝國人民，臺灣的重要性在此被提及。但除
產業的重要性外，旁白隨即在介紹臺灣的基本資料時說道：
對我們來說，是移民最重要的委任統治的南洋群島，也就是說，臺灣是帝國
南方的第一關卡。
在此，臺灣的重要性被劃分成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臺灣地方產業、殖民成果的
展示，第二層次則是臺灣為日本帝國南進南洋的中繼站，而這也使臺灣在整部影
片中一方面是「主體」，另一方面亦是以「客體」的形式定位在影片之中。
接著，影片畫面開始呈現臺灣原住民族穿著傳統服飾歌舞的畫面，透過字幕
「這是各位想像中的臺灣，如今……」、「改隸以前，臺灣被清朝政府當成化外
荒地，臺灣的居民被當成化外之民」，以此對比於 1895 年日本治台後的「改隸
之後，日本政府致力同化訓育為帝國臣民，成效卓著」、「改隸後不到幾年時間，
平定土匪的叛亂，以及進行產業的指導獎勵，鐵路、港灣、交通建設改修、通信
及衛生的整備」，《南進臺灣》以 1895 年日本領臺作為分水嶺，在 1895 日治時
期之前的「前殖民」（／前現代）臺灣被視為荒蠻的化外之地，卻在 1895 日治
時期以後，《南進臺灣》同樣透過影像：整齊劃一的街道景像、種種現代性建設
作為治台的成效與成果，正如影片所述：
不管在地方制度改革或是軍事方面都已經非常完備。這些成果如同今日所看
到的，臺灣已經面目一新。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可以有此好成績，在世界殖
民史上也是少見的。
在說明影片的製作目的與關於臺灣本島地理與歷史的介紹後，影片隨即進入
第二部份，同時也是影片最為重要的部份。透過如西部鐵道行走的軌跡，《南進
臺灣》以臺北作為起點，並經由如新竹、中部臺中、南部臺南，終至高雄，西部
幹線最終由「帝國的最南端」的鵝鑾鼻。接著，影片重新回到北部基隆，並在此
提供日本與臺灣之間的交通方式，包括航運、空運等方式，並一再提示台日之間
交通的便利性，接著則依循西部幹線的方式逐一介紹東部各區，東部由蘇澳作為
起點，自蘇澳經由花蓮，終至臺東。東部地區在形式上除複製如西部幹線軌跡行
走的方式外，影片在正式進入東部前即提到「東臺灣留有許多未開發之地，因此
對今後東臺灣的開發抱持許多期待」，東西之間在產業上的差異亦在影片中以圖
示顯示：西部主要密集地以米、茶、西瓜、樟腦、石油等農作物與原物料開發為
主，而東部則以魚、鰹、金等物產為主，並不同於展示現代性產業的西部，自然
山水景觀與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為影片標示東部異於西部的內容之一。然而必須注
意的是，殖民政府透過影像所展示的臺灣卻明顯的突顯出帝國視角的角度觀點，
正如《南進臺灣》在討論北部臺北的現代性建築時，其特別強調臺北在天然風災
後，透國日本政府的設計與規劃而終成為一座極具「現代化」的都市，透過對於
過去記憶的「刮去」，帝國在影像之中「重寫」殖民者的記憶。另外，在拍攝臺
灣台部農民生活與東部臺灣原住民之時，旁白竟提到前者由於氣候炎熱而可多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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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獲，農民生活安樂富庶，而後者則在文化層次上定論其在日本殖民之後便鄙棄
傳統文化而向日本化／現代化／文明化更加靠近。由此可見，透過帝國視角旁白
的解說與覆蓋，《南進臺灣》中所展示的臺灣並非真實的臺灣，而是帝國為展示
而展演而成的臺灣面貌。另外，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亦曾提出，以殖民現代性的觀
點探究其中，無論是地方產業、地方地景，乃甚至文化層面皆帶有「殖民」的身
影存在，在此，殖民身影潛藏於現代影像的表面之下，並明顯的有別於影像的呈
現而與現實狀況有所衝突。16
影片發展最後，《南進臺灣》重新來到臺灣最南端的鵝鑾鼻，並在畫面由字
幕提出疑問：「再往南，黑潮的另一端，那裡有什麼？」，接著，一幅南洋的世
界地圖隨之展開，並且，經由通過臺灣的箭頭指示，佔滿畫面的南洋地圖開始於
各區域國家標示出各地產物，如石油、橡膠等，影片在此展示的不僅是南洋區域
地圖上的地理位置，其更加強調的是南洋各地的重要產業，故而旁白最後以此作
為影片結尾：
那也是擴張帝國的行進道路，認識南進第一線的臺灣吧。大滿州的成立，畫
下了北進路線，作為每年超過百萬人口的分流口，作為產業及國防上的資源
開發地，我們國家當前的行軍路線只剩下南方而已，我們不客氣的說，要維
持日本生存權的和平發展策略，不外乎就是南進，而我們南進的第一線，唯
一的立足點就是臺灣，國民必須努力認識臺灣的重要性，臺灣是南進的基
礎，讓我們去南方！帝國國運的進展，必須拓展南方、建構南方產業及經濟
生活線。
在影片的架構上，《南進臺灣》在一開始便提出製作影片的目的，而影片最
具篇幅，同也是最重要的部份則是第二部份以繞行臺灣一週的方式展示日本殖民
政府在臺灣全島的殖民成果，在此，針對於展示性的討論， Benedict Anderson
在《想像的共同體》中即其曾提及由於現代博物館需透過殖民政府的規劃與建
造，在這其中透過執政者的篩選與展示，使得博物館和博物館化的想像
（museumizing imagination）都具有深刻的政治性，17而陳其澎在討論日治時期臺
灣博覽會時也提出，日治時期的博物館或博覽會一方面是在誇耀日本殖民政府在
台的殖民成績，另一方面也展現了帝國的實力，18另外，呂紹理則更曾直接點出：
博覽會所流通的象徵意涵並非自然天成的，會場中展示物件的徵選、排列方
式、動線安排，甚至官看的方式與角度，在在表露了人與人和人與物之間的

16

蕭智帆，
〈帝國、影像與現代性：日治時期影像臺灣中的殖民現代性探──以《南進臺灣》為
討論對象〉
，「第四回東亞細亞新進研究者學術交流會」（韓國慶州：東國大學，2012）
。
17
Benedict Anderson，吳睿人譯，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臺北：時報，2010）
，
頁 246。
18
陳其澎，
〈”框架”臺灣：日治時期殖民現代性的研究〉
，
「文化研究學會 2003 年年會‧
『靠文化‧
By Culture』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東吳大學社會系主辦，2004）
，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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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操作關係，而隱身其後的，則是近代國家特有的治理性
（governmentality）。19
而這正如安德森、陳其澎與呂紹理對於殖民政府排序與展示殖民地統治成果的數
點要點，特別透過影片中對於島國的繞行，《南進臺灣》有意藉由影片所展示的
臺灣現代化表現產業發展、城市規劃的樣貌顯示殖民政府統治的成果，並且，影
片在最後同時帶出日本帝國將臺灣視為南進至南洋的中繼站這個已達成的成
果，而在第三部份再次提醒日本內地國民南進的急迫性。由這三部份來看，《南
進臺灣》的「南進」不僅是日本領土上的南進，也是資源開發的南進，另外，臺
灣殖民成果的展示不僅宣示日人在臺成果，臺灣也是日本政府對南洋諸島「南進」
的重要跳板與中繼站，其所帶給觀眾的不單是對於南方殖民地臺灣的認識與殖民
成果展示，更重要的是：透過「臺灣」本島，繼而構築出更多南進──不單是臺
灣，而是南洋經濟與產業拓展的更多可能。
大抵而言，《南進臺灣》透過影像將殖民者的帝國視角放大並形成殖民者與
被殖民者在真實與虛構之間所形成的多音交響與複音交織形態，自帝國的殖民觀
點角度，《南進臺灣》展現臺灣在日治時期的現代化，這個現代化的引進讓臺灣
不再只是前殖民時期的傳統農業社會，大量的生產與國際外銷亦為現代化所帶來
益處、城市規劃也因充滿現代性面貌而甚為理想，由殖民所帶來的現代化更讓臺
灣本島不再只是充滿傳統原住民風情與思想落後的島嶼，殖民政府於思想上的
「現代」也代表「文明」的到來。作為一部國策紀錄片，《南進臺灣》在多處皆
暴露影像展示歷史的暴力性與覆蓋性，而這也是回顧這時期官方影像所必須被討
論之處。
第三節

和誰一同走過？──以《一同走過從前──攜手臺灣四十年》為例

1945 年，日本宣佈戰敗投降，臺灣主權隨即回歸「祖國」中國的懷抱，國
民政政府於 1945 年派遣官員來台並接收臺灣，卻在 1949 年由於局勢動蕩不安由
其時的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宣佈戒嚴，國民政府並於同年來臺。從 1945 臺灣
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到 1987 年蔣經國宣佈解嚴，陳芳明曾在文學史論著中將這段
國民政府統治期間視之為「再殖民時期」20，並在臺灣文學研究領域引發不少爭
議。然而針對於這段四十二年的國民政府統治期間，臺灣影像如何呈現這段複雜
的歷史記憶？
1988 年七月四日，由天下雜誌策劃製作、張照堂導演的《一同走過從前－
－攜手臺灣四十年》於臺視頻道分為四集於四天內前後播出完畢。共計兩百分
鐘、四集的《一同走過從前》以臺灣 1988 年作為時間的立基點，自 1988 年回顧
自 1945 年以來的臺灣歷史包括社會、國際、政治、文化的轉變，影片將臺灣光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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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34。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2011）
，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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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後的四十三年間分為四個階段而以不同時代主題呈現臺灣於其時的發展狀
況，而這四個時期的主題分別為：耕耘的年代（1944－1955）
、砥礪的歲月（1956
－1964）、起飛的時刻（1965－1974），乃至最後的多元的挑戰（1975－1988）。
《一同走過從前》一開始便透過旁白以 1988 年的現代觀點表明製作的原由
與目的：
民國七十七年的臺灣，繁華、富裕、匆忙、自由、開放，充滿了活力。但是，
社會上也出現了各種的紛爭，每一個人好像都在爭取自己的權益，瀰漫了一
種動盪不安的氣氛。有人說這是一個過渡時期，但是我們到底從那裡過渡而
來，又要過渡到那裡去？在充滿了機會、誘惑跟陷阱的今天，我們要怎麼樣
去選擇一條智慧的路呢？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後，我們的子孫後代、未來
的中國子民會如何回頭來看今天的臺灣？為了要以更寬廣的視野迎向未
來，先讓我們一起走過從前，回顧過去的歷史，喚起共同的記憶。……你跟
我，我們今天都在寫歷史，現在讓我們一同回到歷史，一同走過從前。
（02:29
─05:13）
如旁白搭配畫面所示，1988 年剛解嚴的臺灣社會，由於日治時期乃至戒嚴時期
以來的長期壓抑，導致島上民眾開始透過各種方式爭取自己的權益，然而影片中
搭配旁白所展現的各種社會運動、激烈警民抗爭畫面，解嚴後島上民眾對於自我
權益的爭取卻自影片讀來反而為社會製造了一種「紛爭」，同時也讓島上「瀰漫
了一種動盪不安的氣氛」
。於是影片藉此提出，如果 1987 年解嚴後的社會亂象與
紛爭代表的是過去與未來的「過渡時期」所存有的社會現象，而過去「四十年來」
──過渡期以前「我們共同創造的經驗」
、
「一同走過從前」
、
「共同記憶」便成為
這部以「回顧臺灣歷史」的歷史紀錄片所探討的影片主題，然而影片中所選擇的
是誰的「共同歷史記憶」？本文在此首先討論影片的敘事結構，其次則透過影片
的方式討論導演透過影片所展現的記錄觀點，以藉此論述這部代表臺灣戒嚴時期
歷史紀錄片《一同走過從前》敘述觀點。
在影片的敘述結構上，回溯歷史，以「共同記憶」為主題的歷史紀錄片《一
同走過從前》自 1945 年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開始談起，正如旁白首先提到：
臺灣光復後，給人民帶來新希望，但是日本人所留下來的是一個斷垣殘壁的
臺灣，貧富差距非常大，霍亂、虐疾等疾病流行，糧食不夠，很多人三餐只
能吃蕃薯簽稀飯，全省米產量只有戰前百分之六十四。（07:37─08:05）
從這段旁白可以發現，影片對於日治時期的觀點主要偏向於負面，而這負面的觀
點實際上與臺灣本島人的日治時期記憶觀點實際上有所殊異，透過這樣的斷代與
歷史的連結，臺灣本島在日後（國民政府統治後）的轉變與發展亦得以與此產生
對比。故而在第一集的〈耕耘的年代〉中，影片首先討論臺灣在戰後的民生社會
現象，其中包括戰後初期臺灣延續日治時期以來由於生活民困而呈現的養女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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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底層農民的貧困、光復前後的教育情況，以此對比於日後各方面發展，另外，
影片亦討論到其時的國際外交，包括 1950 年韓戰爆發，美援到臺灣，並因此影
響臺灣在文化、經濟等方面的呈現面貌。順延著時間的流動，戰後的如三七五減
租、耕者有其田等益於臺灣地方農民的土地改革與 1951 年首次的地方首長選
舉、由榮民所組成的中橫公路的開發亦是第一集所討論的主題。
而在第二集〈砥礪的歲月〉中，兩岸戰事包括臺灣軍事情勢、1958 年八二
三炮戰皆是本集討論與呈現重點。另外在民生與經濟發展方面，1962 年臺灣第
一家電視台「臺視」的誕生、臺灣電影、明星在國內外的影展與畫面成為其時民
生娛樂性代表，另外，臺灣於其時的輕工業結合國際情勢而有所發展亦是本集臺
灣經濟產業迴異於上一集的「農業」而逐步轉變為工業的代表。承繼上一集的美
援與輕工業發展，以六○年代後期為時間點的〈起飛的時刻〉，臺灣知識份子由
於美援的西化現象與經濟發展的卓越成果成為影片開頭，另外，同時期對岸中國
的文化大革命的悲劇亦成為影片藉此對照同時期臺灣發展的另一面向，而 1968
年在教育上九年國教的實施、運動體育紅葉少棒隊在國際為台爭光、1970 年紀
政所締造的亞運成績亦為本時期的討論內容之一，乃至在國際情勢上，1971 年
隨著臺灣退出聯合國、釣魚台事件，臺灣的國際地位急轉直下，影片藉此連結臺
灣知識與文化界由美援以來的西化開始轉向連結本土文化、影像《芬芳寶島》、
校園民歌等本土文化的掘起，而政治上的民主聲浪亦在此時開始展現身影。
在最後一集的〈多元的挑戰〉，影片一開始出現的是亞洲越戰的戰爭與人民
死傷畫面，影片在此以亞洲局勢的動蕩不安連結蔣中正與毛澤東的逝世、中國四
人幫的垮台以悼念前一個時代的逝去。然而，1978 年由於中美斷交所以發全球
各界的抗爭接續成為影片呈現內容，並藉此，臺灣島上的黨外運動更為加劇，正
如影片中所提及的 1979 年美麗島事件，不少黨外人士因此遭到逮補與判刑，而
鄉土文學論戰與雲門《薪傳》的演出亦是臺灣文化面對自身與外交挫折的回應。
以「我們今天都在寫歷史」之姿，
《一同走過從前》透過旁白為書寫至 1988 年解
嚴後的臺灣歷史社會「失調」現象作一討論，其中包括 1988 年農業衰敗現象、
工業發展所造成的環境汙染、教育質能的低落，乃甚至是全民在文化素養上的關
注。最後，透過大量的人物訪談，影片終以國父遺訓與國歌搭配四十年來包括抗
戰等畫面劃下句點。
大抵而言，《一同走過從前》以時間為軸線，以事件的發生貼近直線性時間
的流動方式而記錄臺灣戰後於各個階段與時間點在國內外所發生的事件種種，而
這些國內外的事件種種亦皆與臺灣戰後的歷史經驗有直接的連結性，同時，導演
在歷史因果的層次堆疊上亦透過歷史事件原由合理化這些在臺灣島上發生的經
驗，正如美援與西化、國際外交的低落與本土文化的崛起。另外，作為一部歷史
紀錄片，導演在影片之中大量地放入各種歷史資料與畫面，無論是靜態圖片、文
獻或是動態影片，同時亦在不同的討論主題間透過人物訪談擴充與映證人民的歷
史經驗。基本上在結構上與內容的表現上，《一同走過從前》已脫離早期政府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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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片模式而具備近代歷史紀錄片所應有的種種元素。
然而，作為一部民間──而非官方所策劃，並且在「解嚴後」的紀錄片作品，
這部解嚴後由民間策劃而完成的紀錄片卻似乎並未跟上前一年 1987 年解嚴的腳
步而與當時的時代背景形成落差感，探究其中原因，主要在於這部紀錄片的觀點
與角度一方面未與解嚴前官方的影像作品有所切割與差異性，影片在「觀點」上
似乎也延襲了解嚴前的政府官方宣傳片觀點，亦即王慰慈所謂的「以國民黨觀點
中的臺灣為中心思想」21，針對於此，迷走在影片播畢後即以〈我們都是這樣子
長大的？〉一文質疑與批判《一同走過從前》所流露出的「歷史觀點」應值得被
討論，並面對解嚴後影像的傳播與宣傳效果，其更提醒觀眾：
像《一同走過從前》這樣的節目，若說它具有怎樣的意義的話，最重要的大
概是它代表了一種新的宣傳片，在平實、不八股的包裝下，更有效的傳播它
的意識型態。而觀眾在觀看這種影片時，也需要更加倍的警覺與反省。22
透過別於早期官方宣傳片的形式上的改變，《一同走過從前》藉著看似別於解嚴
前官方「宣傳片」的呈現方式，以臺灣歷史的回顧作為標榜，實質上卻是進行思
想與觀點角度上的「宣傳」，然而影片如何「宣傳」？其又「宣傳」了什麼？本
文在此將以「歷史的選擇」與「人物訪談」兩部份切入討論。
如本文其上所述，標記與承載臺灣人民「共同經驗」的歷史紀錄片《一同走
過從前》所選擇的歷史開端即是臺灣在結束日治殖民時期後的戰後，影片並在此
提到戰爭時期臺灣城市遭到槍林彈雨的侵襲而造成島民的傷亡，藉由戰爭的洗禮
中介前後，臺灣的歷史似乎必須透過戰後「重回祖國的懷抱」方才具備歷史感。
正如同前文日治時期國策紀錄片《南進臺灣》處理時代交界的手法，關於日治時
期的殖民記憶，影片首先透過「斷垣殘壁」的表現臺灣島民對於日治記憶的「刮
去」，而國民政府的記憶則透過其自身在戰後對於臺灣較為負面的景象進行對島
上日治時期的記憶進行「重寫」，故而在斷代時間的篩選上，影片在一開始即展
現以「國民政府」作為觀點的敘事／史角度，而非以島上的台人作為敘史角度。
其次，臺灣戰後至解嚴之間所發生與國民政府在思想與言行上迴異的運動皆在影
片中簡單的帶過，乃甚至是事件經驗與記憶直接地被抹去。正如 1947 年由於本
省與外省族群衝突所引發的二二八事件，影片僅用極少的片段處理事件原由與處
理方式，隨即劃下句點。另外，戒嚴時期為防止共產份子滲透臺灣的「白色恐怖」
，
我們在解嚴後透過文學與紀錄片作品可知其導致臺灣戒嚴時期島上千萬民民眾
因各種未必被成立的理由或被判刑五年、十年、二十年，乃甚至直接槍殺處決，
五○年代於戒嚴時期在島上瀰漫的「白色恐怖」卻未在這部標誌共同經驗與記憶
的影片中被提起。由此可知，影片有意識地從四十年的歷史之中篩選部份的歷史
21

王慰慈，
〈1960~2000 年臺灣紀錄片的發展與社會變遷〉
，收錄於王慰慈主編，
《臺灣當代影像：
從紀實到實驗》
（臺北：同喜，2006）
，頁 19。
22
迷走，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由《一同走過從前》談歷史剪接的問題〉
，
《自立早報》
（1988
年 7 月 19 日）
，第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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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然而透過影像的呈現，紀錄片因此暴露出影片底下所提供的影像觀點，而
這影像觀點即是國民政府的敘述觀點。
另外，以歷史紀錄片而言，除了歷史文獻之外，人物訪談在歷史紀錄片中亦
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一同走過從前》中，包括紀政、其時的宜蘭縣長陳定南、
音樂家楊三郎、臺大校長孫震皆是影片受訪對象，這些受訪人物透過自身的記憶
與經驗，分別表述自己在不同主題與時期間的生命與經驗史，正如紀政談論到童
年的「養女」經驗、陳定南提及幼年家貧狀態、孫震回憶童年幫父母賣豆漿的情
景、辜振甫提到工業發展之時土地改革的經驗種種，透過這些島民的生命經驗與
記憶，
《一同走過從前》藉此架構與系譜出臺灣人民的「共同經驗」
。然而，在此
處的「訪談」與「共同經驗」卻是值得被質疑與討論的地方，透過這些人物訪談
可以發現，影片中所謂的「共同的經驗」在主題上首先是被導演與影片所篩選過
的，透過主題的篩選定位、人物的訪談過程，導演的所預設的歷史觀點因此而得
以映證，正如紀政談論自己的養女經驗主要在為映證臺灣日治時期乃至戰後初期
的窮苦，並藉此對比戰前臺灣社會的貧苦與日後的富庶。而楊三郎於民國三十六
年所作的〈望你早歸〉則是為傾訴二戰時期未能如期歸返故鄉的台人軍屬與軍
夫，同時亦回顧臺灣過去在日治時期悲情的一面。另外，導演亦透過〈望你早歸〉
的曲調致使影片在展現戰後初期臺灣環境呈現悲情的氛圍，而台語歌曲的旋律亦
使觀眾在觀看影片時產生對於時代的「共時感」。故而透過這些人物的訪談，影
片一方面展現臺灣基層或底層人民的經驗與記憶未若以往官方宣傳片的「單聲
道」而造成「複音迴響」的效果，藉由不同主題與回憶闡述而得以以不同的角度
被挖掘而透過影像表達呈現，卻也在同時，透過這些不同於早期官方所代表的人
物在部份主題上的經驗史回顧，導演與影片所提供的歷史觀點因此而得以被支撐
而架構完成。故而我們可以得知，儘管《一同走過從前》以四十年來臺灣島人「共
同歷史經驗」作為主題與號召，同時透過歷史文獻資料與人物訪談架構而成，然
而這些「訪談內容」卻早已被「設定」與「框架」，在這看似個人於歷史中的經
驗、回憶與訪談，實際上早已存有一定的觀點而被導引，並因此成就與支撐整部
影片在一開始便存有的歷史觀點。
有別於早期的政令宣傳片，解嚴後的歷史紀錄片《一同走過從前》透過史料
與訪談建構出歷史紀錄片所應有的形式面貌，然而，透過影片深入探討可以發
現，這部解嚴後民間所策劃的歷史紀錄片實際上仍帶有早期官方的視角與觀點的
存有，故而與其將之視為回顧戰後至解嚴前後、人民記憶組成的歷史紀錄片，實
際上更近於國民黨在戒嚴後的「成果展」，而這也是臺灣歷史紀錄片在解嚴前後
亟於討論的問題意識之一。
第四節

新世紀臺灣日治記憶的回憶／迴異──以《跳舞時代》為例

2003 年，簡偉斯、郭珍弟的紀錄片《跳舞時代》完成並上映，這部以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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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代為時代背景的紀錄片作品自完成、上映後即受到臺灣島上政經社會學術
等各界的注目，探究其中原因，《跳舞時代》一則有別於早期臺灣在回顧日治記
憶「悲情臺灣」的敘述方式，導演透過代表庶民的集體記憶方式──並特別針對
於三○年代的娛樂產業，藉由影像重新顛覆與省思早期官方歷史、教科書，又或
是文學與影像作品對於日治時期的記憶與呈現，進而「大膽推翻長期以來日本記
憶在臺灣文化產品裏的負面意涵」23，致使這部以不同觀點視察日治記憶的紀錄
作品於 2003 年前後引起各界討論。此外，相較於其他歷史紀錄片作品，
《跳舞時
代》亦不僅有別於《一起同走過從前》這種近於官方宣傳、論述，同時也不同於
《山有多高》一類存有私有記憶與情感層面的紀錄片作品，藉由三○年代的歌
曲、模擬影片、人物訪談，
《跳舞時代》重新解讀這段三○年代日治時期的記憶。
影片一開始，導演即以 1933 年由哥倫比亞唱片公司（Columbia）所錄製的
的黑膠唱片〈跳舞時代〉為主角，透過三○年代女歌手純純的歌聲搭配黑白影像
畫面，導演首先藉由影像塑造與回顧三○年代「文明開化」的景像，正如歌曲中
所示：
阮是文明女／東西南北自由志／逍遙佮自在／世事如何阮不知／阮只知文
明時代／社交愛公開／男女雙雙／排做一排／跳道樂道我尚蓋愛
一幅不同於早期對於日治記憶的景象與畫面隨著音樂歌詞的顛覆與黑白影像的
呈現而浮現。接著，跟隨著早期唱片收藏家李坤城的腳步，導演簡偉斯與郭珍弟
在影片中透過旁白與李坤城討論三○年代臺灣台語歌曲的歷史，並且，從三千多
首歌曲之中聚焦於其中歌詞最為特別的〈跳舞時代〉
，同時亦以 2000 年後回顧日
治時期的環境，在現在與過去之間，影片因此激盪出整部影片的主題與意識，正
如旁白指出：
「維新世界，自由戀愛」。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會出現〈跳舞時代〉這樣
的歌？陳君玉會寫出這樣的歌詞？鄧雨賢會將這首歌譜成狐步舞曲？當年
最紅的純純唱這首歌時又是什麼樣的心情？柏野正次郎在臺灣流行歌的發
展過程中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一連數個問題即是整部紀錄片主要探討的問題與歷史敘述，隨著郭珍弟與簡偉斯
的影片脈絡，一個不同於戰後歷史對於日治時期「悲情臺灣」就此呈現。這部不
為彰顯悲情臺灣的紀錄片作品，由於其焦點專注於日治時期與現代大眾文化的接
觸，並試圖召喚「毛斷」（modern）臺灣的歷史面貌，所以較少涉及當時臺灣貧
困務農的經驗，而僅以幾個簡短的畫面說明當時農業是為臺灣主要經濟產物。24但
我以為，
《跳舞時代》所掩飾的不僅是日治時期臺灣普遍社會的貧困與農業經濟，
尚有受訪者對於日本政府──即政治上的認同感與部份導演無法掌握、甚至背離
23

邱貴芬，
〈
「日本」記憶與臺灣新歷史想像〉
，收於李瑞騰主編，
《臺灣文學 30 年精英選：評論
30 家（下）》
（臺北：九歌，2008）
，頁 364。
24
Edward Gunn，郭秋雄譯，〈為兩代而舞的《跳舞時代》〉
，《電影欣賞》134（2008）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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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影片所要呈現的事實。
由當時哥倫比亞唱片公司（Columbia）所錄製，陳君玉所寫的〈跳舞時代〉
歌詞可以想像，三○年代該是一個「文明」、「社交自由」，並且充滿摩登氣息的
年代。透過影像的呈現與歌曲的播放，郭珍弟與簡偉斯兩位女導演面對所「創作」
出來的《跳舞時代》的確也重現了當時極具現代化的臺灣。整部紀錄片專注於三
○年代臺灣文化的挖掘與再現，導演藉由音效、影像等證據迫使我們相信與看見
那是一個文明開化的時代。然而，誠如 Nichol Bills 所言，紀錄片工作者在實行
創作上難以完全掌控其拍攝內容，25儘管導演以〈跳舞時代〉歌曲強意灌輸我們
三○年代的臺灣是一個「維新世界，自由戀愛」這個觀念，但面對挖掘三○年代
臺灣社會風氣之餘：對於女歌星純純與作詞人陳君玉的悲劇愛情卻無法多作解
釋，而僅是藉由愛愛與陳麗貴（〈跳舞時代〉作詞人陳君玉姪女）的訪談加以帶
過，不經意透露出來卻又未能深入探究的另一種隱藏於整部影片主旨下的「真實」
即是導演未能掌握的部份。除此之外，導演對於三○年代極為重要政治問題也以
輕描淡寫，甚至支字不提的方式帶過，當我們回顧探究日治時期作品時，其中角
色人物的政治意識常是左右其創作與評論者的要點之一，以《跳舞時代》為例，
如邱貴芬所言：
以拍攝紀錄片的觀點來看，此片採取報導式（informational）的拍片手法，
似乎對紀錄片再現和訪談的機制避重就輕，把受訪者的記憶當作還原歷史的
依據，而忽略了歷史回溯的記憶政治問題。26
《跳舞時代》藉由導演的訪談技巧巧妙地避開了敏感的政治問題，成功並且可謂
完整地呈現日治時期「三○年代文明開化的臺灣」的畫面。但是，透過《跳舞時
代》，我們可以見到另一個不同戰後官方對於日治時期「悲情臺灣」的面貌，並
且這種「文明開化的臺灣」也是三○年代寫實主義或是現代主義的臺灣文學作家
作品少有，甚至現有臺灣文學史料少有的集體記憶與呈現面貌。
在影片的敘事結構上，整部影片主要以四個部份架構交織而成：首先是臺灣
三○年代的流行音樂的發展脈絡，這部份主要藉由導演與李坤城透過不同的人物
所訪談而成，其訪談內容包括三○年代的台語歌曲如何出現在日本治臺的社會之
中，隨著中日戰爭的爆發，臺灣的音樂與唱片發展終因戰時殖民政策的轉變而以
李香蘭、日文抗戰歌曲充斥在流行歌曲之中。第二部份則是與歌曲〈跳舞時代〉
相關的人物的生平過往的重現，正如當年演唱歌曲〈跳舞時代〉的女歌手純純從
日治小學時期的種種經歷、擔任女歌星的過程，乃至於其後在現實感情生活中的
挫敗，透過愛愛與員工的追溯與回憶，女歌手純純在現實生活的遭遇在現存的歌
曲〈跳舞時代〉以外，以不同的面貌與姿態展露而似乎成為一種諷刺。另外，作

25

Bill Nichols, ‘The Voice of Documetary’ in Film Quarterly Vol.36, No.3（Spring,1983）,p13
邱貴芬，〈
「日本」記憶與台灣新歷史想像〉
，收於李瑞騰主編《台灣文學 30 年精英選：評論
30 家（下）》
（臺北：九歌，2008.6）
，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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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人陳君玉對於純純的追求與其性格亦透過不同的人物訪談而鮮明活化，並且，
其與純純又或是自身感情生活的不順亦與〈跳舞時代〉有極大的差異。第三，其
時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的社長柏野正次郎的正面形象在愛愛與員工的眼中不同於
臺灣早期對於日本人的刻板印象，日人形象透過影像與受訪者的記憶因而翻轉。
故而在第二部份，與歌曲〈跳舞時代〉相關的哥倫比亞唱片公司柏野次正郎、女
歌手純純、作詞人陳君玉皆為影片中歷史人物的重新塑造目標，並透過相關人物
的經驗追溯，「跨國」成為這部挖掘臺灣本土歷史之餘所展現的面貌，其中包括
柏野正次郎的資本跨國經驗、本島女歌手純純透過歌曲所展現受島外影響的自由
戀愛、維新主義，與陳君玉展露在歌詞中的現代思潮。最後，導演透過訪談呈現
日治時期的臺灣民間如何接觸現代化的留聲機與黑膠唱片，其時民眾所接觸的音
樂類型與樂器等亦皆是這部以三○年代庶民大眾娛樂背景的紀錄片討論的內容
之一，並透過器物的展現與受訪者記憶的連結，此為這段臺灣三○年代流行音樂
史作為真實存在的佐證之一。從人物訪談所建構出的歷史背景、相關人物的追
溯、日治人物形象的翻轉，到器物與記憶的連結，這四個部份成為這部以三○年
代臺灣流行音樂與文化為追溯主題，所挖掘與開展出來的日治臺灣歷史面貌。
大抵而言，《跳舞時代》以臺灣日治時期的三○年代作為這部歷史紀錄片的
時代背景，影片討論的重心在於三○年代臺灣流行音樂與庶民娛樂──特別專注
於臺語歌曲的發展與傳播現象，透過導演的追蹤與訪問，日治三○年代不同於以
往的另一層大眾娛樂記憶與歷史在影片中被挖掘呈現，並且透過不同人物的訪
談，不只是流行音樂的傳播，其時周邊庶民娛樂的展示亦是影片之所以得以成立
的原因之一。因此關於三○年代臺灣庶民娛樂與流行音樂的歷史，我們可透過《跳
舞時代》解讀另一種別於官方歷史，而是屬於平民大眾集體記憶史的一面。
然而，在看似完整的面貌下，我們亦可發現《跳舞時代》是一部在史料上經
過篩選的歷史紀錄片作品。受訪人對日治時期在政治上的認同與認知隱而成為影
片中隱藏在影片底下而未被展示的問題，在這部透過庶民訪問言談而建構出來的
私人歷史紀錄片中，潛藏在底下而未被彰顯的意識問題成為影片中未被提及，而
這亦是導演透過訪問所圈限與建構出來的歷史意識。另外，如果《跳舞時代》的
主角是日治時期的庶民記憶，導演似乎未其時大眾庶民的現實環境提出討論，正
如 Edward Gunn 在討論《跳舞時代》亦曾提出由於整部影片將焦點著重於日治時
期與現代大眾文化的接觸，所以較少涉及到當時臺灣貧困務農的經驗，而僅以幾
個簡短的畫面與說明呈現當時農業是為臺灣主要經濟產物，27在多數的歷史紀錄
片中，集體社會的環境背景通常是作品不可獲缺的要素之一，然而影片卻跳脫日
治時期庶民的實際生活狀況，致使這部標榜庶民集體記憶的《跳舞時代》所討論
的似乎並非集體庶民的日治記憶，而是少部份集中在社會中、上層階級的「庶民」
娛樂記憶。最後，儘管導演透過〈跳舞時代〉的歌曲塑造出臺灣三○年代的「文
明風氣」
、
「社交公開」的社會風貌，然而當我們將焦點聚焦於影片討論的主角之
27

Edward Gunn，郭秋雄譯，〈為兩代而舞的《跳舞時代》〉
，《電影欣賞》134，
（2008）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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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演唱〈跳舞時代〉的女星純純，其在現實生活中的感情挫敗卻完全不同於歌
曲〈跳舞時代〉中的社會狀態。故而透過訪談所透露出來的意識問題、影片與社
會背景的結合問題、女性現實生活與影片塑造而出的衝突性，儘管《跳舞時代》
展示臺人於日治時期的庶民娛樂記憶，然而透過這些觀點的視察，影片仍有必須
探究與質疑之處。
從大眾歷史的娛樂層面回顧記錄日治時期的庶民娛樂史，簡偉斯與郭珍弟兩
位女性導演透過影像為臺灣建構出另一層不同於早期「悲情臺灣」的歷史記憶與
論述方式，並透過人物訪談、音樂、文獻的堆疊，三○年代的庶民文化藉此而躍
於影像之上。然而，儘管庶民娛樂的記憶在影片中透過不同的元素支撐立足而被
獨立並鮮明化，但作為一部歷史紀錄片，《跳舞時代》似乎未能完全掌握導演自
身所提出的歷史問題，致使其透過各種方式所展示與再現的歷史在此未完全說服
觀眾而對其真實性產生質疑。
第五節

小結：影像作為歷史的觀看方式

本章將臺灣歷史紀錄片發展分成三個時期，並分別由《南進臺灣》
、
《一同走
過從前》
、
《跳舞時代》三部紀錄片作為討論對象，透過影像的敘事與導演觀點的
投射與解讀，影像在近代成為書寫歷史和塑造歷史，乃至於將個人史觀投射於影
像而展現的方式之一。以《南進臺灣》為例，日治時期所拍攝完成的《南進臺灣》
在以「國策紀錄片」為影片定位之時便已宣告其影像視角與觀點，故而在影像的
敘述上，臺灣自殖民帝國的客體於影像之中轉變為主體，透過臺灣殖民成果的展
現，影像在帝國展示殖民成果之時亦為臺灣記錄過往的歷史風貌，然而必須注意
的是，殖民者的「展示」為有目的的展示，並且這種展示在某些層面上成為虛構
的「展演」，特別臺灣的歷史面貌在官方、單一的旁白解說下即遭到「扭曲」與
「覆蓋」。
而在近代的紀錄片作品中，當底層大眾的歷史記憶與意識別於早期的紀錄片
作品而成為以歷史記憶為號召的歷史紀錄片主體時，人物的口訪即成為支撐這些
歷史紀錄片的要素之一，然而，在解嚴後、1988 年回顧戰後臺灣史的紀錄片作
品《一同走過從前》中，在設定特定主題後，底層民眾對於歷史經驗與記憶的人
物口訪與特定人群與族群選定，導致這些歷史紀錄片所呈現的記憶是為映證導演
歷史觀點與限制本島歷史記憶的方式之一。
跨越世紀之交，臺灣歷史紀錄片從日治時期的《南進臺灣》發展到解嚴後初
期《一同走過從前》的大歷史敘述，在 2000 年後則開始轉以小歷史的敘述方式。
庶民的記憶透過影像而被挖掘、再現，並逐漸受到重視。與《一同走過從前》不
同的是，2000 年後標榜日治時期庶民娛樂記憶的《跳舞時代》以實際的「庶民」
作為歷史口述記憶的主要人物，然而面對半個世紀前的日治紀憶，導演在影片中
未能掌握導致暴露更多影片內外的問題。故而從日治時期的《南進臺灣》到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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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的《跳舞時代》，臺灣歷史紀錄片不同時期的敘述與觀點呈現上各有所異，
而這亦是我們在討論影像與歷史之間必須特別留意的地方，更值得留意的是，臺
灣紀錄片在新世紀以「小歷史」的挖掘為主題，並針對不同主題跟隨受訪者的討
論建構出異於戰後的歷史記憶，但記憶的追索卻容易因為導演單一觀點的設定，
在受訪者的言談之中／外，暴露相關主題的歧異性，此部分成為新世紀臺灣歷史
紀錄片在同樣以歷史追溯為主題下，值得探究的表現層面，特別針對日治記憶的
挖掘，解嚴後相關史料的梳理成為映證與作為反證的利器，影像所呈現的歷史面
貌在當代未必壟斷詮釋權，透過不同文本的檢視與論述，影像與歷史之間存有特
定的反思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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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影像與戰爭記憶的開展：九○年代臺籍戰爭紀錄片與性別
──以楊家雲《阿媽的秘密》為討論對象*

以臺灣歷史紀錄片中的戰爭為中心，本章以臺籍慰安婦為主題，並以楊家雲
1998 年的紀錄片《阿媽的秘密──台籍慰安婦的故事》為討論個案。除男性之
外，無論日本內地或是殖民地臺灣與朝鮮，戰時的殖民地女性亦無可避免的被迫
捲入這場戰役，若歷史有明暗處之分，在明處，戰時女性多被徵召至戰地前線擔
任看護婦（護士）與看護婦助手的角色，1但在相對於歷史的暗處，戰時大量的
日本內地、殖民地臺灣、朝鮮女性亦被迫前往戰區前線擔任男性軍兵發洩性慾對
象的「慰安婦」。這些作為戰爭時期性侵害受害者的女性，在戰後必須經過半世
紀，直至九○年代方透過受害者的揭露而在國際間曝光，並引發國際輿論。在臺
灣，半世紀後，面對歷史、戰爭所帶予自己在生命經驗中所造成的傷痕與控訴，
成為這些年過半百的慰安婦阿嬤面對歷史記憶所作出的個人與集體反應，而這些
控訴亦透過紀錄片《阿媽的秘密》所記錄，而成為臺灣女性在戰爭史中最為沉重
的一頁。
作為與臺灣戰爭主題相關的首部紀錄片作品，不同於本論文於其後章節所討
論以男性為主的少年工與監視員，拍攝於九○年代的《阿媽的秘密》涉及其時臺
灣歷史紀錄片的發展背景和臺灣集體社會對於中國、日本之間的認同意識。以下，
本章首先透過九○年代後臺灣紀錄片在化簡後所發展出的三條脈絡，與九○年代
後關於後殖民與認同的討論，藉此梳理《阿媽的秘密》所拍攝的九○年代臺灣紀
錄片環境，與九○年代臺灣族群在面對日治記憶的認同與不認同轉折。其次，建
立在現有臺籍慰安婦的相關文獻基礎上，透過楊家雲紀錄片《阿媽的秘密》分析，
檢視紀錄片本身及其外所蔓延的相關議題，其中包括面對戰爭責任，日本天皇、
殖民者日本與男性的歸咎；其次，針對臺灣發展於九○年代的慰安婦議題，相關
議題在社會輿論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影像中，慰安婦女性「發言」
（speak）和「發
聲」
（talk）的可能；最後，將慰安婦和紀錄片《阿媽的秘密》放在臺灣歷史與紀
錄片的脈絡中，以歷史控訴為主調，「抗日」無疑地成為本片主角慰安婦阿嬤們
回應面對日本的集體態度，然而，此抗日卻不同於戰後透過國民政府在教育思想
上所塑造的集體抗日，而是以慰安婦作為個人單位：以個人的歷史經驗作依準，
自此形成另一種抗日精神的展現。
*

本文曾以〈影像與戰爭記憶的開展：九○年代臺籍戰爭紀錄片與性別──以楊家雲《阿媽的秘
密》為討論對象〉為名，發表於高雄市歷史博物館、高雄市關懷臺籍老兵文化協會、臺灣歷史
學會主辦之「第四屆臺灣近代戰爭史（1941─1949）學術研討會」
，2014 年 10 月 26 日。
1
周婉窈，〈日本在臺軍事動員與臺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
，收錄於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
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2），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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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九○年代臺灣紀錄片的歷史記憶與認同的轉向

一、九○年代紀錄片中的歷史記憶
承續前章對於 1988 年張照堂《一同走過從前》的討論，九○年代臺灣紀錄
片發展大抵可分為三條脈絡：首先是臺灣群眾聲音的展現，這一條路線大抵延續
1975 年《芬芳寶島》
、1985 年《角色顯影》
、1986 年《百工圖》對於臺灣庶民聲
音與身影的紀錄，1990 年符昌峰《尋找臺灣生命力》對於臺灣社會議題的思辨、
吳乙峰《人間燈火》系列中的社會角落身影皆可視為九○年代庶民聲音的影像代
表。值得一提的是，於 1988 年成立全景映像工作室的吳乙峰，1990 年完成的《月
亮的小孩》，有別於上述八○年代以來紀錄片倚靠電視播放所呈現的「系列」規
格，以獨立紀錄長片的方式見證臺灣庶民紀錄片在系列影像之外成為獨立長片的
可能，儘管在影像的播映經營上有所困境，然而此片卻就此開啟臺灣庶民影像脫
離系列作品和電視規格製作的可能。除此之外，《月亮的小孩》亦突破傳統紀錄
片的束縛，無論旁白的表現、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關係、鏡頭的掌握，這些都成
為該片及其後全景映像的美學特質。
其次，臺灣紀錄片亦記錄臺灣原民身影。臺灣自日治以來便不乏以臺灣原住
民族為對象的影像作品，正如國策紀錄片《南進臺灣》中，以日本內地國民為觀
眾取向，用以代表想像與現實中的臺灣，並藉此對比野蠻與文明化後的臺灣原住
民。從日治跨越至戰後，臺灣紀錄片對原住民的記錄可見於八○年代《芬芳寶島》
系列，另外，胡台麗《神祖之靈歸來──排灣族五年祭》
（1984）
，與其和李道明
合導的《矮人祭之歌》（1988）亦可作為代表，而九○年代原民紀錄片或可以胡
台麗《蘭嶼觀點》
（1993）為代表，正如李道明所言：
「非原住民在拍攝原住民時，
最主要的問題在於，會把原住民由主體的身分，藉由拍攝者以攝影機旁觀凝視其
想像中的原住民事物的方式，而將原住民轉化成為可被消費的客體。」2，對此，
胡台麗透過《蘭嶼觀點》中的攝影機與敘事明顯表現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包括
蘭嶼達悟人、觀光客的關係拉鋸，影像亦呈現當地原住民的文化展現和自我消費。
另外，李道明《尋根溯源話南島》
（1997）
、
《永遠的部落》
（1998）等系列作品，
亦是透過影像實踐並試圖打破傳統拍攝者與被拍攝者、非原住民與原住民之間的
關係。
第三，以公歷史為最大公約數，臺灣於九○年代開始生產一系列以小歷史為
號召的歷史紀錄片作品。解嚴後，臺灣歷史的挖掘與重建成為文學與影像等人文
工程，在影像紀錄片方面，以九○年代後半時期作為發展時期，系列作品如 1998
年何日生、林樂群等人製作的《調查報告》系列、世紀之交，2000 年的《世紀
女性‧臺灣第一》，乃至於延伸至 2003 年《臺灣百年人物誌》，這些系列作品以
2

李道明，
〈近一百年來台灣電影及電視對台灣原住民的呈現〉
，收錄於李道明、張昌彥主編，
《紀
錄台灣：台灣紀錄片研究書目與文獻選集》
（臺北：文建會，2000）
，頁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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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憶的挖掘為目的，以事件與人物為主題，呈現百年來臺灣歷史記憶。在系
列紀錄片之外，2002 年陳麗貴《青春祭》、滕兆鏘《白色見證》、曾文珍《春天
──許金玉的故事》亦相繼以白色恐怖受害者為對象，藉此探討個人面對大時代
所遭遇的苦難，並從中挖掘歷史的另一層真相。這股針對戰後二二八、白色恐怖
的歷史申訴大抵自九○年代後半延續至新世紀之初，成為臺灣透過歷史紀錄片針
對歷史真相與苦難的挖掘、傾訴與見證。
故就九○年代臺灣紀錄片發展脈絡觀察，庶民成為影像記錄與影像工作者紀
錄片拍攝的主要對象，另有別於傳統的紀錄片美學則透過影像敘事的呈現與觀點
的再現而有所突破，除此以外，以「公歷史」為中心，以歷史挖掘作為號召的小
歷史敘事成為九○年代後半臺灣歷史紀錄片的拍攝主題，自戰前日治的人物誌到
戰後以二二八、白色恐怖等事件為中心的小歷史紀錄片，小歷史的挖掘浪潮自九
○年代後半延伸至新世紀。這樣的發展一則致使庶民記憶得以突破戰後長期以來
以官方代表作為詮釋的主體對象，影像美學的突破亦打破傳統拍攝者與被拍攝者
的絕對關係，而有更多的應對與關係上的調動，藉此所產生的鬆動亦成為影像論
述空間，在主題上，小歷史的挖掘成為歷史紀錄片主軸，以歷史記憶的追索為目
的與主題，大量以臺灣庶民為主的人物訪談成為支撐臺灣歷史記憶的主要元素。
面對歷史記憶，九○年代以降因臺灣歷史與影像的發展，而有更多討論空間。
二、另一種認同記憶的崛起：九○年代臺灣認同記憶
戰後臺灣的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對中國的認同，主要透過國家的大眾
傳播媒體、文化出版和學校教育而成為戰後出生與成長世代的主流觀點，3然而
4

七○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 與八○年代解嚴和「臺灣經驗」中，社會經濟
發展與政權的「中國臺灣化」鬆動了臺灣省籍情結、族群矛盾和政治藩籬，5臺
灣的主體認同轉以出生於戰後的臺灣本島居民作為集體對象。以臺灣作為主體，
在時間的歷史上，族群本省人所面對的殖民記憶在戰後的國民政府之外由於日治
時期的經歷而成為後殖民認同意識建構與再建構路線之一；在空間地理上，不同
族群對於「祖國」概念的差異，對於中國與臺灣認同主體的再現亦成為作家與影
像工作者創作的主題之一。這種展現在臺人身上對於自我認同意識的重疊與矛盾
自戰後蔓延，並可見於 2011 年陳麗貴紀錄片《好國好民》
，以「我是誰？」為出
發點，《好國好民》探討戰後臺灣人在「臺灣」、「日本」和「中國」三者之間的
身分游離，其中的矛盾亦展現臺灣由於歷史複雜性所衍生的認同現況。

3

詳見黃英哲，
《
「去日本化」
「再中國化」
：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
》
（臺北：麥田，2007）
；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2003）
，頁 80。
4
蕭阿勤，
《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
（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
學研究所，2010）
。
5
蕭新煌，
〈從省籍矛盾到族群差異，從國家認同到統獨爭議──歷史與社會的思辨〉
，收錄於蕭
新煌，《台灣社會文化典範的轉移》（臺北：立緒，2002）
，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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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歷史記憶的挖掘是解嚴後，乃至九○年代後殖民臺灣面對本島文化資產
的必然，那麼，後殖民的認同意識建構與再建構也是後殖民臺灣必須去思考的自
我定位。九○年代臺灣針對認同意識的討論，大抵可以 1995 至 1996 年學者如陳
昭瑛、陳芳明、廖朝陽、邱貴芬、廖咸浩等人於《中外文學》的論辯為例，透過
論文的梳理，不難發現本次論戰的「後殖民」認同意識是放在中國與臺灣意識的
論證：國民政府為殖民者，而臺灣本土則為被殖民者，這個論調基本上與陳芳明
將戰後臺灣至解嚴階段為再殖民的論調相近。然而以戰後國民政府作為殖民者定
位並非本文對於後殖民認同的討論對象，故在此不作贅述，但值得肯定的是，九
○後半《中外文學》對於身分主體的論證一方面帶動臺灣本土意識與主體性的思
辯，同時也將西方後殖民理論大量引進臺灣，而具備全球後殖民理論在臺灣的在
地化，6但面對後殖民認同，儘管戰後臺灣的再殖民經驗被視為一種特殊狀態，
然本文主要將臺灣的殖民對象設定為戰前的臺灣殖民者日本，這種面對殖民的精
神認同，反應在九○年代可以廖朝陽以吳念真劇情片《多桑》為例的文章，7同
樣放在主體的思辨上，廖朝陽的文章透過吳念真──同時也是吳念真透過影像展
現殖民者在國民政府之外的可能對象，以及後殖民認同意識以 1945 年戰後作為
契端的另一條討論路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多桑》以跨越日治與戰後的主角
Sega 作為記憶主體，屬於本省特有──並透過影像敘述有意反戰後國民政府教
育的本省記憶成為《多桑》放在戰後至九○年代個人檢視歷史記憶的特質之一。
藉此延續上述九○年代臺灣紀錄片或影像發展所造就的歷史鬆動，《多桑》成為
臺灣九○年代代表時代與世代記憶承續的作品之一，日治記憶與臺灣以日本作為
殖民者的身分，而臺灣作為被殖民者在戰後對於相關記憶的抹去與再現，成為九
○年代臺灣影像作品所意識與探討的部份。
從九○年代的影像生產，到後殖民認同意識的建構與再建構，九○年代後期，
大量以族群為單位的小歷史紀錄片見證族群與記憶解放的可能。特別在戰爭的主
題上，以戰前日本作為殖民母國的臺灣本省人記憶與經驗，並與之相之對比，以
中國作為祖國的想像，九○年代的臺灣──無論是在紀錄片發展、思潮背景，又
或是學者論述，中國未必成為臺灣精神認同的依歸，臺灣本省族群在歷史記憶的
思考上專注在本島歷史的建構與再建構，以致本文所涉及戰爭與傷痕的紀錄片
《阿媽的秘密》未必如戰後長期以「祖國」中國作為主體依歸。以臺灣經驗，而
非「中國臺灣」的本位立場，成為此部紀錄片作為臺灣回頭面對戰爭傷痕值得提
出與提醒的立場。
第二節

歷史的秘密傷痕──臺籍慰安婦

6

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臺北：麥田，2003）
，頁 259。
詳見廖朝陽，
〈現代的代現：從電影《多桑》看主體與歷史〉，
《中外文學》27.3（1998）：4─
3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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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日本漫畫家小林善紀《臺灣論》的中文版發行，在臺引發批判與
討論，深論《臺灣論》引發爭議的幾個關鍵點，除了小林自身撰述臺灣歷史的史
觀立場，並藉由部分政治人物強調臺灣的親日情結，另一部分則是臺灣慰安婦議
題的處理。對此，大量的論述乃藉由慰安婦事件引發臺灣社會不同陣營在親日／
抗日二元對日本態度的表態，乃甚至成為政黨爭鬥的主題。然而在事件過後，慰
安婦議題亦隨相關論戰而相之沉寂，並就此應證江冠明曾在小林《臺灣論》風波
時期提出慰安婦議題被政治濫用以鬥爭，並作為仇日的工具。8在進入楊家雲《阿
媽的秘密》討論以前，本文首先梳理歷史如何記述慰安婦，與慰安婦議題如何在
戰後引起國際注意。
以現有歷史文獻的角度回顧戰爭時期的「慰安婦」，「慰安婦」為 1937 年至
1945 年中日與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政府為提供前線男性士兵性需求，於日本
內地與其時為殖民地的朝鮮、臺灣，又或直接於戰地中國、東南亞等戰區或招募、
或強迫女性，在戰區前線設立「慰安所」，以提供前線士兵性服務與性需求的宣
洩對象。根據李國生的研究，日本政府之所以派遣女性至前線，其主要原因包括：
一、佔領地時常發生日本軍人強姦當地婦女的不法行為，慰安所的成立主要
是日本軍指導部為了防止強姦事件擴大而想出的方法。
二、當初為了鼓舞士氣，軍部默認了強姦行為，而且認為性的慰安是戰地不
可缺欠，因此廣設慰安所以應對士兵對性的需求。
三、日軍的暴行受到國際輿論的譴責，日本軍部懾於輿論壓力，為了減少強
姦事件，重塑日軍形象，以設置慰安所來導引日軍的行為。
四、中日戰爭爆發後，日軍除了強姦當地婦女外，還頻頻出入民間開設的妓
院，使性病在部隊中廣為蔓延，因而設置由軍部監督管理的慰安所，
以防止性病傳染。
五、為了保守軍隊的機密，防止佔領地妓女充當間諜之嫌。由於將士們常出
入當地妓院，為了防止妓女趁機取得軍事上的機密，所以設置慰安所。
為了防諜，慰安所以「邦人」
（及日本人、台灣人、朝鮮人）婦女為原
則，除非在客觀條件（如時間、空間）不准許下，才招募占領地的婦
女。9
故日本政府開始於日本內地或是殖民地臺灣與朝鮮大量招募慰安婦。然而，慰安
婦的招募並未在招募之時便對應徵者表明戰地慰安的實際的工作內容，以臺灣為
例，一說為臺籍慰安婦在地招募在行政上由殖民地政府按照地區分配人數，後命
公職人員前往酒家、妓院等場所勸誘，又或雇主與當事人協議後執行，相關說法

8

江冠明，〈慰安婦的歷史迷失──論臺灣仇日錯亂情節症候群〉
，收錄於前衛編輯部編，《台灣
論風暴》
（臺北：前衛，2001）
，頁 123。
9
李國生，
《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
》
（臺北：國立臺灣大
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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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說紛紜，10但以現有戰後由被戰前殖民者與的臺灣與韓國受害者重新梳理相關
史事，多數說法為被招募者極少在抵達戰區前即被表明從事軍事慰安工作，招募
者使用名義包括在食堂與酒家端菜、煮飯、洗衣等打雜工作、擔任看護婦，乃甚
至未具任何名義而被強行帶往戰區。11故透過相關文獻可以認定，慰安婦的招募
在各地可分為自願和非志願，前者以日本或殖民地臺灣、朝鮮為主，但自願的聲
音在戰後以控訴為目的的前提下多保持沉默而無法發聲，而是透過日本官方或民
間輿論加以陳述。後者除日本、臺灣、朝鮮，多為戰區由日軍強迫當地婦女擔任，
而這些非志願的聲音在戰後的相關檢討上則成為當事人與慰安婦「單一」的聲
音。
在臺灣本島或日本、朝鮮、戰區招募的女性，於集結後被送往包括戰區中國、
香港、菲律賓、馬來西亞、緬甸、新加坡等地，這些身處海外的女性在發現自己
至戰事前線的實際工為提供身體用以前線士兵慰安，或試圖逃脫，又或抵抗，然
最終僅能就範而淪為軍隊的性奴隸。必須在當地從事兩年以上的慰安工作，才能
就醫療，又或是另一批慰安婦的替換的因素才得以歸國。
戰後，除了日本國內為防止駐日美軍性侵當地婦女而有慰安婦的提供，於海
外擔任慰安婦的臺灣與朝鮮婦女皆回到本國重回原本的生活軌道。然而由於日本
政府與當事人自身對於自我經歷這段歷史的羞愧感，相關史料皆為隱瞞，戰時關
於慰安婦的議題和處理就此塵封至戰後近半世紀的九○年代。1991 年，韓籍慰
安婦金學順首次打破近半世紀的沉默，出面控訴並揭露日軍這項戰爭時期所犯下
的歷史暴行，藉此，日本眾議院議員伊東秀子透過史料追索發現日本軍方分別在
1942 年發出三封請求徵招慰安婦的相關電報，日本官方方於 1992 年開始進行相
關訊息的調查。在臺灣，從 1992 年二月開始，臺灣婦女救援會針對慰安婦議題
進行相關的考察與申訴專線的提供，至二月二十六日，首位臺籍慰安婦出面指控
與證實臺籍慰安婦的存在，臺灣於同年開始透過國際司法向日本進行國際賠償與
道歉等訴求。然而，日方態度從一開始的否認到將慰安婦解讀為伴隨軍隊的「軍
妓」一類曖昧性的承認，後以民間團體為單位進行賠款，一連串的行動儘管完成
事件的表層賠償訴求，然而民間團體的單位名義非以官方之名，因而間接否認日
本官方的戰爭責任，致使日方的處理方式為當事人無法接受。在國際司法的往來
之間，臺灣的慰安婦從 1992 年初始調查的五十八位，至 2014 年的今日僅剩一名，
歷史的控訴隨這些慰安婦女性的逝世而逐漸沉默。
在相關文本上，戰時慰安婦不同於本論文其後二章：戰時臺灣所特有的臺籍
少年工與監視員，又或是陳千武、宋澤萊等臺灣文學作品中被派往戰地擔任軍屬
的男性參戰身分，作為戰時對於女性人權與身體的集體侵犯，慰安婦的主題放在
10

詳見朱德蘭，
《臺灣慰安婦》（臺北：五南，2009）
，頁 38─39。
蕭鈺芳，
〈台灣地區慰安婦訪查個案分析報告〉
，收錄於婦女救援基金會主編，
《台灣慰安婦報
告》
（臺北：臺灣商務，1999）
，頁 9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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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與東南亞戰場無分區域而為戰時日軍對於自身國內、殖民地臺灣與朝鮮，和
戰區女性的集體迫害，故而不僅在殖民地臺灣或日本，太平洋戰區戰區如中國、
香港、韓國等國在戰後亦有相關文獻與研究的生產。如朱德蘭《臺籍慰安婦》12
一書透過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在臺所實施的皇民化政策作為切入角度，藉此反省臺
灣殖民末期的認同意識，再由殖民末期的認同意識過渡到慰安婦的「招募」與「動
員」，藉以檢視殖民體制下，殖民政府施加在殖民地臺灣──乃甚至是韓國的殖
民暴力，除此之外，朱德蘭亦以島內族群作區別，分別討論擔任過慰安婦的臺灣
閩南、客家、原住民婦女的身體傷痕與記憶，以此辯證臺灣戰時的慰安實屬全島
跨族群性的殖民暴力。另外，出版於 2001 年，由臺灣文獻會所彙編，集結臺灣
與日本官方文獻的《臺日官方檔案慰安婦史料彙編》13亦成為慰安婦相關史料的
重要文獻。在學者文獻的研究之外，多數慰安婦記錄以田野調查方式進行個人傳
記式的書寫，如《鐵盒裡的青春：台籍慰安婦的故事》14即可為例。另外在文學
著作方面，日本作家千田夏光透過《慰安婦》15為戰時同男性以為天皇效命為目
標，卻在戰後被加以否定與遺忘的日本慰安婦作一歷史控訴，而在臺灣與香港，
作家劉大項與李碧華曾分別以《無盡的冬日：慰安婦尋求正義的漫長旅程》 16，
和報導文學《煙花三月：中國近代最惆悵的重逢》，分別書寫中國慰安婦侯冬娥
和袁竹林的故事，17藉此透過文學筆觸檢視戰時與戰後慰安婦在個人面對國家與
集體社會的個人處境與無奈。
在影像方面，1974 年，日本導演雄井啟曾拍攝劇情片電影《望鄉》
（サンダ
カン八番娼館：望郷），這部電影主要描述日本女性於戰爭期間以「賣身」名義
前往南方戰區打杉根擔任慰安婦的經歷，作品基本上符合日本所提出慰安婦自願
的說法。而臺灣的楊家雲在婦援會的協助下，於 1998 年拍攝本文所討論的《阿
媽的秘密》，影像紀錄十三位年事半百的臺灣慰安婦阿嬤經歷。另外在十五年後
的 2013 年，婦女救援基金會亦則找來導演吳秀菁拍攝同樣以慰安婦為主題的紀
錄片作品《蘆葦之歌：慰安婦阿嬤的光影紀實》，不同於楊家雲《阿媽的秘密》
中的悲憤與控訴，《蘆葦之歌》將焦點著重在拍攝期間僅存的六位慰安婦阿嬤身
上，透過影像的拍攝，歷史的控訴不再是這些曾有過歷史傷痕女性的申訴，自我
療癒反而是這些阿嬤至今存在的個人歷程。
第三節

如何訴說秘密？──《阿媽的秘密──台籍慰安婦的故事》文本分析

以臺灣社會弱勢婦女的救援為宗旨，全名為「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
12

朱德蘭，《臺籍慰安婦》
（臺北：五南，2009）
。
王學新編譯，
《臺日官方檔案慰安婦史料彙編》（臺南：省文獻會，2001）
。
14
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採訪記錄、夏珍編寫，《鐵盒裡的青春：台籍慰安婦的故事》（臺北：
天下遠見，2005）
。
15
千田夏光，黃玉燕譯，《慰安婦》（臺北：傳文文化，1996）
。
16
劉大項，《無盡的冬日：慰安婦尋求正義的漫長旅程》（臺北：智庫，2002）
。
17
李碧華，《煙花三月》
（臺北：臉譜文化，2000）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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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事業基金會」的婦援會成立於 1987 年，從八○年代的臺灣雛妓、廢娼爭議，
到九○年代的國際慰安婦議題，以性之名、與性相關，臺灣社會弱勢女性的救援
成為婦援會所關注與別於其他婦女團體之處。18在慰安婦的議題上，如上所述，
臺灣慰安婦在戰後返臺即為當事人由於自身對於相關經歷感到羞愧而隱瞞，至
1992 年方透過婦援會的調查而勇敢揭露與自白。1995 年，婦援會即邀請楊家雲
導演臺灣第一部以慰安婦為主題的紀錄片作品：《阿媽的秘密──台籍慰安婦的
故事》，本片完成於 1998 年，並於同年上映。
長達半世紀沉默，這些曾為慰安婦的女性以七十歲的高齡透過鏡頭回憶自己
成為慰安婦的過程，及其對於自身所造成的影響。影片一開始，導演即透過字幕
將時間拉回日治末期的戰爭背景，並直接切入本片慰安婦主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政府於其海外佔領區中國大陸及南洋等地，及當
時的殖民地與韓國，以欺騙的手段，強制徵召年輕女性，從事隨軍「慰安」
的工作。她們被當做大日本帝國軍隊的性慰勞工具。日本軍人眼中的樂園，
卻是這些「慰安」婦女們插翅難逃的人間地獄。（00:07─00:46）
在時代背景之後，影片接著詳述戰時慰安婦制度，與戰後回歸生活卻對戰時經驗
選擇沉默直至 1922 年的慰安婦：
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政府，為了安撫前線士氣，並避免日軍染上性病，減
損戰力，於是設計了一套美其名為「慰安」的軍妓制度，凡是有日本軍隊的
地方，就有所謂的戰地隨軍「慰安所」。這個事實在戰後一直被遮蓋著，在
臺灣，直到一九九二年，日本發現三封戰爭時要求增派「台籍慰安婦」的密
電，和受騙的阿嬤們勇敢地站出控訴，沉冤始見天日。這個祕密對她們來說
在內心的深處卻已經深藏了五十年。
一九九二年三位阿嬤首度面對國人公開控訴這項日本政府集體性奴隸制度
的暴行，遺憾的是，當時的她們必須隱藏在黑幕之後（01:58─03:12）
在後段的聲音旁白之外，影片畫面並排三位女性的並坐，然而畫面卻是由一塊黑
幕將畫面中女性的面貌蓋住，以成就被敘述者一開始在影像中的「否定現身」，
然而影片在下一幕就此作為區隔。相較於前半段慰安婦女性的沉默與面對歷史的
隱身，整部影片的慰安婦多以正面面對鏡頭，藉此控訴日本政府的不當行為。可
以說，《阿媽的秘密》所宣示的慰安婦不再只是透過黑幕表達自我，而是勇敢的
面對鏡頭，以當事人自身經驗的力道直接控訴歷史。透過字幕呈現「黑幕後的第
一位投訴者」，影片開始藉由十三位年過半百的阿嬤面對鏡頭回憶自己成為慰安
婦的過程，同時控訴這段戰爭史對於自身所造成的影響。依影片的出場順序，這
十三位阿嬤依相關經驗在片中分別以個人生活經驗為頭銜代碼，其分別為藝旦阿
18

詳見王雅各，
《臺灣婦女解放運動史》（臺北：巨流，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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嬤、斷指阿嬤、客家阿嬤姊妹、採茶阿嬤、多次出席國際媒體與相關會議的阿桃
阿嬤、片中不願曝光的阿嬤、椰子阿嬤等。
影片透過訪問的方式，藉由這些年過半百的女性提及包括自己原本的生活環
境、如何被拐騙而成為慰安婦、到達前線戰場後發現自己實際工作內容的心理轉
折、與前線士兵的相處過程、衝突和生活，及戰後如何回到臺灣並重新生活。值
得注意的是，這些女性的敘述並不隨著自身回到臺灣而中止，回到臺灣後所面臨
包括家庭與擇偶、和丈夫相處的過程，乃甚至與他人的接觸皆成為這些女性在戰
後回到臺灣的另一場人生夢魘。更甚至，其中的阿桃阿嬤除了回憶自身的過往並
對日本提出控訴，導演亦透過鏡頭記錄阿桃阿嬤從南洋回到臺灣後，首次進入家
族宗祠祭祀已故父母的過程，影片在此不僅是個人面對殖民地日本與戰後家族成
員的在態度上的控訴，鏡頭更直接深入慰安婦個人的私領域，在對外的歷史控訴
與對日方的戰爭責任索求之外，同時展現慰安婦阿嬤在個人、女性於戰爭傷痕後
療癒的必須與過程。
以慰安婦為主題，本片除了其中八位於海外被迫成為慰安婦的受訪者外，另
外還有五位於臺灣本島被迫成為日本警察與軍官士兵宣洩性慾對象的原住民女
性，影片透過字幕提到：
台灣的原住民多分佈在花蓮台東一帶的山區，戰爭時期的原住民女性，卻沒
有因為身處山林，而倖免於日本軍人的獸性殘害（56:19─56:40）
其後，日治時期曾經受到日本軍人性侵害的女性透過鏡頭開始談論自己遭到侵犯
的過程，並同上述八位被強徵至海外擔任慰安婦的女性，隨著攝影機回到事發現
場，影像與地景就此疊合，而戰後的生活，包括在婚姻上的不幸都成為這些婦女
討論的主要內容。
除了在歷史中身為受害者的慰安婦之外，《阿媽的秘密》亦訪問到戰時被派
往南洋擔任憲兵的軍夫范金樟，並透過與范金樟的回憶回想並證實慰安所的存在，
及士兵與慰安婦互動的過程：
范金樟：有慰安所啊，在我部隊附近，有一個叫蓬萊，可能是叫蓬萊吧，這
麼多年不記得了。……。慰安所離我們憲兵隊大約有六百公尺，我
們時常去玩，玩久了就認識裡面的女孩子，熟了以後就會問說妳住
哪裡，她們就會說住哪裡。
訪問人：什麼樣的人可以進去位安所？
范金樟：日本人才進得，台灣人和日本人才可以進去，其他人不可以。慰安
所是主要慰安阿兵哥，
訪問人：隨便想去就可以去嗎？
范：台灣人、日本人都可以。
訪問人：需要拿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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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樟：不用拿，但進去時要買牌，比如說他那裏有掛著女孩子的照片，你
要哪那個女孩就買那個女孩的牌，買她的牌以後，管理的人就會帶
我們進去。（53:30─55:56）
范金樟的口訪過程一則證實臺灣慰安婦的存在，而成為片中當事人之外的另一種
佐證，同時也透過慰安婦之外──軍隊男性的觀點呈現這段歷史。
除了當事人慰安婦阿嬤與男性憲兵之外，片中透過律師王清峰提出目前之所
以必須追究慰安婦責任問題的原因：
為什麽我們今天要深入追究慰安婦責任問題？因為其實到戰後，有些國家因
為內戰或其他戰爭，這種集體強暴婦女、不把女人當女人這種行為還是依樣
再發生，但是都沒有受到應該有的追究。這個慰安婦案例，是個非常好的歷
史典範，一方面也是以前歷史上從來沒有的，也是因為這是一個制度化的，
由政府、軍隊出面來欺凌女性，而且是大量的女性史無前例的行為，而這個
行為如果今天受到制裁，受到追究的話，在保障婦女人權方面，會有一大步
的進入一個新的里程，也在其他現在所發生欺凌女性的這種戰爭犯罪，受到
有一個例示的作用。（55:06─56:08）
歷史責任的追究日後相關議題的前例檢視。
大抵而言，楊家雲《阿媽的秘密》在影像的處理上沒有過於繁複的手法與技
巧，從一開始直接切入主題、重現歷史背景，透過人物的訪談以個案的方式重現
這段歷史，並在訪談的敘述與聲音之外，現有的相關文獻與照片亦交錯在影像畫
面之中而成為受訪者言談之外面對歷史的佐證。在影像敘述的基調上，這部紀錄
片基本上同戰後臺灣面對日治記憶的處理方式，在慰安婦的主題之下，以「悲情
臺灣」的身影面對戰爭對於女性在身體與精神上的歷史，並以悲憤與控訴作為基
調，作為臺灣戰爭記憶的影像先聲，傷痕與控訴成為臺灣影像檢視戰爭記憶的主
調與先調。
第四節

影像再現的歷史「單面向」、權釋權，與個人抗日精神展現

以慰安婦與紀錄片《阿媽的秘密》作為討論對象，本文針對相關主題，以文
本及其外作三個層面的討論。首先以影像為中心，在責任歸屬上，相關討論往往
聚焦於殖民祖國日本，然而在日本之外，作為性暴力的第一線男性卻在多數文本
中略而未談，故本文首先針對國家與男性作為責任歸屬的討論對象，探討相關主
題的戰爭責任與男性之所以在事件後的檢討中被忽略的原因。其次，在影片之外，
九○年代末談論慰安婦議題，實際上存有臺灣社會與政治之間的考量，然回歸到
慰安婦主題上，相關議題置於臺灣社會未必僅是同情與戰事的反思，反形構成輿
論而在戰後對於當事人作二次傷害，在傷害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影像的出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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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於大眾輿論的喧嘩，影像成為慰安婦阿嬷的發聲方式之一。最後，從九○年代
末期跨越至新世紀的臺灣社會，臺灣人對於日本的認同在新世紀有別戰後以來的
反日與抗日，而有另一種對日的曖昧性產生，這種曖昧情感或對立於戰後以來的
反日與抗日而被稱為親日，回到影片本身，以控訴為主調的《阿媽的秘密》或慰
安婦阿嬤身上否決親日的可能，而以抗日為傾向，但在此，慰安婦阿嬷的「抗日」
是否同於戰後以來的抗日基調？以下，本章就這三個部分加以討論。
一、影像與歷史的單面向
1945 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透過廣播向日本全國宣布日本戰敗消息，第
二次世紀大戰在此畫下句點，然在戰爭結束後，隨之而來的是與戰爭時期相關的
軍事責任與賠償。戰後 1946 年五月至 1948 年十一月，盟國於日本東京設立遠東
國際軍事法庭以作為戰事審判的司法過程與機構，在這場審判中，與戰事相關的
軍事領導者或以直接和間接證據以 A、B、C 三級相繼被判以死刑與有期徒刑，
並於同年相繼受刑。然而，日本所需面對的戰爭責任卻未必僅透過戰後法制化的
東京大審判即可擔負完整，特別以本章主題慰安婦的例子，慰安婦事件是在戰後
近半個世紀才透過韓籍慰安婦揭露日本戰爭時期實施的暴行，這些問題成為日方
於戰後半世紀後，九○年代日本面對國際輿論壓力的另一波新的「戰爭責任」。
在探究慰安婦責任歸咎以前，有必要討論日本在戰後以來對於戰爭責任的態
度。首先，駒込武曾提出戰後的東京大審判，主導審判的美國「造就了殖民統治
者的免除罪惡感，加速了戰後日本社會對『帝國時代』記憶的忘卻」19，並且，
由於戰後美國與日本的特殊關係，亦致使日本在自我認知的身分上，由戰前的加
害者，於戰後迅速轉變為被害者。其次，戰後日本國內東久邇宮稔彥提出「一億
總懺悔」，在「一億總懺悔」的口號美言下，日本就此迴避了相關戰事的責任。
所謂「一億總懺悔」意指戰爭責任不應僅歸咎在戰爭時期的部份領導人，而是該
由全日本國民共同承擔，然而這種「一億總懺悔」在責任的分化後卻反而成為戰
後日本迴避戰爭責任歸屬的主要來源，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戰時的最高領導
人天皇，即在這樣的口號和戰後國際的利益關係中免除了相關責任的檢討，如果
戰時的最高領導人以無罪之身過渡至戰後，那麼，從天皇到國民的每一個層級又
如何背負戰爭責任？「一億總懺悔」因而成為戰後日人對於戰爭經驗在反思上的
欠缺起因，對此，炳谷行人提到：
如果要說日本人對過去欠缺反思，我認為那是因為大家或多或少覺得，自己
很不公平地成了天皇的代罪羔羊；總覺得自己不過聽命於天皇行事的受害者。
我覺得日本人之所以對自己在戰爭中「加害者」的角色沒有明確的自覺，很

19

駒込武，陳都偉譯，
〈日本的殖民統治與近代──疊加的多重暴力〉，收錄於 Meaghan Morris
等主編，《「種族」的恐慌與移民的記憶──印跡 2》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
，頁 158。
55

臺灣歷史戰爭紀錄片中的日本記憶與認同
第三章 影像與戰爭記憶的開展

容易就自認為是戰爭的被害人，和這件事有很大的關係。20
戰後日本對於戰爭責任的迴避以天皇為最高層級作為源頭，在層級上逐而失序─
─從天皇、各層級領導人到全體國民，另外再加上戰後日本在自我身分認知上的
轉變，戰爭責任在戰後因而被抹去消除，並在時間上延續至今。
從戰後整體的戰事責任再度聚焦到慰安婦主題，儘管相關文獻在戰後即被日
方銷毀，並於戰後於中國境內屠殺大量慰安婦，以銷毀相關物證與人證，但在
1991 年，經過日本議員與學者挖掘後，相關檔案文獻陸續出土，而韓國、臺灣、
中國、香港等地亦有不少年過半百的婦女出面指控日軍暴行，對此，日方選擇不
願正視與面對相關指控，乃甚至針對史學家所提供的相關資訊作一解讀上的扭曲。
在賠償行動上，日本透過民間團體集資的名義對受害者進行資金賠償，此一行為
除表達日本官方對於相關責任的否定，同時亦展現官方藉此扭曲慰安婦責任的歸
咎。
面對日方在責任上的逃避與否認，紀錄片《阿媽的秘密》除了以慰安婦女的
身分談論自身成為慰安婦的生命經驗外，對日方悲憤的控訴成為所有鏡頭下慰安
婦阿嬤的傾訴語調，並且，向日方要求公開道歉的訴求亦成為這部紀錄片拍攝目
的之一。以日方否認「強制」而強調「志願」的「為何成為慰安婦」主題為例，
細究導演訪談的問題和慰安婦阿嬤的傾訴內容，日方對於慰安婦相關責任的否認
原因之一，為日本與慰安婦對於慰安婦自願性的解讀差異──日方否認慰安婦徵
召的強制性，認為慰安婦以志願為主，然而片中的慰安婦阿嬤卻反控自己是遭到
當時的掮客所騙才被送往前線並強迫擔任軍事慰安工作。對此歷史解讀上的衝突，
在臺灣小林善紀《臺灣論》風波之時，臺灣企業家許文龍曾以自身所聞提出臺灣
慰安婦實則自願的聲明，此話一出即成為臺灣婦援會等聲援慰安婦相關單位人士
的抨擊，然而正如本文於第二節針對慰安婦自願與否的梳理，不可否認的是，臺
灣慰安婦或確有志願成分。我們無法以現有資訊的否認作為完整史實的完全依據，
然而以目前出面控訴的慰安婦作為現身對象，慰安婦的派遣多以日本軍方主導，
並透過民間掮客以拐騙或強迫方式誘迫婦女前往戰地擔任慰安婦，這種方式有別
於日本冠以「軍妓」的名義，亦不同於熊井啟電影《望鄉》中女主角前往戰地「賣
身」的志願性，除去臺灣部分慰安婦的個人志願性質，以 1992 年相關調查的五
十八位慰安婦為例，這些婦女其皆為被迫成為慰安婦，其與日方有別的聲音成為
日本相關責任的先行條件，並為慰安婦相關口述歷史與影像紀錄片等之所以強調
「拐騙」的原因之一。影像成為日軍暴行最有利的控訴，面對目前已出面指控的
慰安婦，日本的戰後責任實難辭其咎。
作為戰爭歷史的控訴者，女性慰安婦以受害者之姿定位在歷史傷痕之中，但
如果戰時日方相關制度成為女性施暴的社會政策，則戰地前線對女性性暴力的施
20

柄谷行人，林暉鈞譯，《倫理 21》（臺北：心靈工坊，2011）
，頁 189。
56

臺灣歷史戰爭紀錄片中的日本記憶與認同
第三章 影像與戰爭記憶的開展

加者──男性或為女性慰安婦的加害者。然而以紀錄片作為討論個案，儘管楊家
雲紀錄片《阿媽的秘密》曾訪問戰時擔任憲兵並曾前往戰時慰安所的范金樟，但
正如本文第二節所述，影片對范金樟的訪談多著重在個人對慰安婦與慰安所的表
現描述、互動過程，而未能深入受訪者心中對於慰安婦及日方的想法與行為態度，
在《阿媽的秘密》中，男性僅以另一種身分角度成為歷史的佐證。然在另一部同
樣討論慰安婦的議題的中國紀錄片中，影像導演則提及戰時軍團士兵對於前往慰
安所或是在戰區姦殺婦女的罪惡感：
訪問人：戰時，你多次姦殺婦女，你沒有任何內疚嗎？
受訪者：我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訪問人：為什麼？為什麼你沒有感到羞恥呢？
受訪者：因為我為天皇而戰，他是神，以天皇之名，我們在中國可以為所欲
為，所以我沒有任何內疚。（00:22─00:56）21
以天皇與「聖戰」之名，日軍在戰區對居民與婦女所進行違反人性與人倫的姦殺
擄掠成為日軍信仰最大的後盾，甚至在戰後亦未透過戰役的結束與世人的批判反
省歷史事件的是非，但也透過「天皇」與「聖戰」之名，戰時的個人責任除在東
京大審判中以個人為單位遭以判刑，戰後的相關責任則回溯與歸咎於日本與天皇、
聖戰之名，然而透過上述戰後日本對於戰事責任的疏理可以瞭解到，當相關責人
──無論領導人或個人的戰事責任回歸到國家身上，相關責任亦在戰後日本所面
臨的複雜情境而勾消。故而當楊家雲《阿媽的秘密》透過影像的敘述方式忽略男
性在戰時與戰後慰安婦議題上的責任追究，正同於大部份討論戰爭責任的文本，
《阿媽的秘密》將歷史傷痕的仇恨對象跨過第一層次的男性施暴者，直而指向戰
時的日本政府與戰後賠償、道歉等相關議題之上，男性責任就此被忽視，而國家
暴力與責任亦就此被消弭。
大抵而言，與慰安婦相關的資料在論及慰安婦的責任問題歸咎多以日本官方
為主，其中包括男性作為受害者性暴力的直接施暴者，在責任的歸咎上卻多為相
關文獻所忽略，但正如同《阿媽的秘密》片中王清峰提及之所以深入處理慰安婦
問題，主因在面對國際相關事件的作一前例性的警惕：以此案作為日後相關法令
與事件的前例，但慰安婦集體性暴力的產生除了政府單位的容許，尚有男性的參
與，然相關責任追究卻多為忽略。這種影像的忽略正如邱貴芬所提出的影片「單
面向」，特別「隱含某項特定意識形態或社會運動目標的紀錄片特別容易展現這
種傾向」22，可以說，在以日本政府作為集體歷史控訴的大前提下，相關史料與
部分責任就此透過影片而被消除抹去，簡化為單一──以當下作為控訴角度，集
體面對日本政府的敘述角度與呈現面貌。
21

〈二戰時期日本慰安婦 00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jm3CCs4vk8，上網日期：2014
年 4 月 11 日。
22
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臺北：麥田，2003）
，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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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像的生產與性暴力的再造與詮釋
後殖民女性主義者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曾提出「從屬者無法發言」
（the
23
subaltern cannot speak） ，原本未能發言（speak）的從屬者透過知識分子而發聲
（talk）
，然而，知識分子的發言往往透過某一角度與觀點對於事件的揀選而產生
扭曲的詮釋，乃甚至掩蓋從屬者原本的聲音，以致從屬者無法發言，而僅停留在
發聲的狀態。延續自戰前殖民時期的底層與女性地位，底層與弱勢的身分延續讓
慰安婦阿嬷在相關主題的發聲中扮演從屬者的角色，從婦女救援基金會的介入到
近年社會集體對於慰安婦主題的討論，特別是小林善紀《臺灣論》在臺出版，慰
安婦議題以社會輿論之姿再度浮上檯面。其中在小林善紀《臺灣論》風暴中，作
家李昂曾不諱言地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檯面上人物將「慰安婦」與政治混為一談，
認為慰安婦議題在泛政治化後存有女性貞操片面化的危機，其提到：
我一定要強調的是這種貞操觀念是片面的，把這種片面的貞操觀念，一再強
調在這些慰安婦身上，一再彰顯她們怎麽被性侵害，這對女性沒什麽好處，
只會將這種不合時宜的貞操觀念再強調一次，將兩性的不平等、男性性侵害
女性後就比女性高人一等、被性侵害後就家破人亡等觀念再複誦一次給年輕
人聽，這對整個社會不是很好的事情。24
以半世紀前早已造成的歷史傷痕之名，九○年代後的慰安婦議題透過不同的
政黨、團體利益為目的，藉此以不同形式還魂再現，以致引發敵對陣營的輿論攻
訐，慰安婦議題與訴求因而加以扭曲。對此，彭仁郁曾提醒：
旨在揭露「慰安婦」史實的公共創傷敘事版本，一方面揭露了沉寂 50 年的
女性戰爭創傷，另一方面卻也遮掩了歷史創傷的多重面貌。在慰安婦私密創
傷公共化的過程中，隨著倡議運動的需求而形成的樣板化敘事是個不易避開
的問題。當創傷敘事開始被公開議題化、甚至被泛政治化使用，個別敘事的
集體歷史銘印便難逃其弔詭命運：「慰安婦」創傷主體在不同見證場景，看
似進入了一個為己發聲的言說主體位置，但當初次揭露的震撼效果褪去之後，
她們的證言往往不自覺地落入社會中他者對「慰安婦阿嬤」的期待，反覆扮
演他人眼中的既定形象。25
社會針對慰安婦議題，泛政治化的討論一則讓慰安婦破損的貞操一再浮上檯面，
未滿足不同陣營的需求，此類社會集體言語暴力行為，對慰安婦阿嬤進一步造成
個人傷痕的暴力再製。然而回到紀錄片《阿媽的秘密》本身，從屬者真的無法發
23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張君玫譯，《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臺北：
群學，2005）
，頁 274。
24
詳見台灣日報座談會紀錄，
〈慰安婦風波是真相之爭？還是政治鬥爭？〉，收錄於前衛編輯部
編，
《台灣論風暴》
（臺北：前衛，2001）
，頁 252。
25
彭仁郁，
〈進入公共空間的私密創傷：台灣「慰安婦」的見證敘事作為療癒場景〉
，
《文化研究》
14（2012）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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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嗎？
製作與播映時間早於小林善紀《臺灣論》出版的《阿媽的秘密》，避免了慰
安婦議題在世紀初形成泛政治化的可能，故回到影片本身，我認為《阿媽的秘密》
仍聚焦在歷史傷痕的記述與反省。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影像的觀點詮釋涉及導演
針對受訪者在問題上的設計，並在片段的採用上，透過剪接因而強化影像生產目
的，而這正如 Paula Rabinowitz 所言：
「紀錄片不論包含報導、靜態或動態影像，
都需要敘事。觀看主體、受訪者、剪接段落和標題字幕等等，都在述說故事。」
26
特別此類以社會基金會作為背景單位的影像作品，無可避免的具備目的與意識
形態，以致《阿媽的秘密》中的阿嬷在「發言」上存有質疑空間，然而，《阿媽
的秘密》在此卻成為觀眾面對慰安婦議題的「第一手資料」，當事人面對鏡頭的
口述歷史成為從屬者的發聲途徑，從屬者自從屬身分成為歷史敘述的主體，因而
某一部份的史料為縫補，進而以個人角度的敘事方式提供某一殘缺部分的完整。
故而將《阿媽的秘密》放在九○年代末的臺灣，儘管控訴的目的明確，卻不可否
認的是，影像提供相關歷史成為檔案之一，而慰安婦阿嬷亦藉此取得歷史權釋地
位與發言權。
三、以個體為單位的集體控訴
戰後臺灣面對日本，由於國民政府在戰時與日本的對立，以致抗日一直是國
民政府與外省族群的對日態度，特別在七○年代，中日斷交與釣魚台事件致使七
○年代後期大量影像作品如《梅花》（1976，劉家昌執導）等抗日電影生產背景
與前奏，透過影像中的歷史記憶召喚移植臺灣本、外省對日的抗日情感，戰後臺
灣對於日本多以抗日作為影像與文學作品所展現的思想基調。甚至在電影之外，
「親日」與「抗日」更在世紀初一再提及，更成為社會政治人物政黨操作的方式
之一。另外，同 2003 年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簡偉斯、郭珍弟《跳舞時代》將時
代背景置於三、四○年代的日治臺灣，相隔五年，楊家雲《阿媽的秘密》亦曾於
1998 年獲第三十五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殊榮。然而，兩部同樣以日治臺灣為
背景，並以女性作為主題性別的紀錄片作品，其「挖掘」與檢視、反思殖民政府
的角度卻迴然不同。在一篇以歌舞紀錄片作為討論主題的論文中，我曾以「歌舞」
作為臺灣歷史的跨國媒介，27並以上映以來即以「親日」作為標籤的《跳舞時代》
為討論個案之一。同樣具備「跨國」元素，有別於《跳舞時代》的對日認同論調，
《阿媽的秘密》延續日治以來臺灣面對殖民歷史的悲情論調，以悲情臺灣作為影
片基調，1998 年《阿媽的秘密》所代表的「悲情」是否對立於《跳舞時代》
「歌
舞」的親日，而能簡單的「抗日」作為發聲立場？
透過放映，影像往往向觀眾傳遞意識形態的灌輸，同時反映時代的思潮，從
26

Paula Rabinowitz，游惠貞譯，
《誰在詮釋誰──紀錄片的政治學》
（臺北：遠流，2000）
，頁 23。
蕭智帆，〈歌舞臺灣：臺灣紀錄片中的消逝主題與庶民記憶／技藝的再現〉「第十二屆國際青
年學者漢學會議：華語語系文學與影像」（臺中：中興大學），2013 年 7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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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的《南進臺灣》、戰後六○年代中影的健康寫實電影，與七○年代中後
期的抗日電影、九○年代的《多桑》
，甚至是新世紀以來的紀錄片《跳舞時代》，
和開啟後海角時代的魏德聖《海角七號》，影像往往透過敘事內容表達中心與主
體意識，特別針對上述涉及歷史的影像作品，以日本作為對象，不同的世代、族
群透過敘事內容衍生戰後以來「抗日」
、
「親日」的二元觀點，卻在新世紀由於歷
史資料的挖掘與文學、影像對於日治記憶的再現，對日本的多重曖昧性表現、形
塑和表達臺灣在不同時代對於日本的姿態。放在九○年代之末，戰後以來傳統的
抗日由於日治文獻的挖掘與解嚴、後殖民、後現代的多元論述而鬆動，透過影像
的記述，《阿媽的秘密》簡而化約地成為戰後慰安婦在經過長達半世紀後，對外
的控訴與宣洩窗口，同時也是自我療癒的過程。以片中導演面對慰安婦阿嬤的畫
面為例，在多數的鏡頭裡，導演選擇在攝影機之後表達沉默，畫面多靜止於慰安
婦阿嬤自我傾訴，又或是慰安婦阿嬤與律師王清峰的對談，鏡頭中的慰安婦在談
及自身經驗時或從無奈的神情隨著口述言語經驗的轉折在畫面上呈現悲傷或失
控，然而導演卻未因此透過鏡頭拉近藉以強調慰安婦阿嬤在此刻的悲憤，而僅是
固定或轉換攝影機拍攝角度，以記錄當下透過受害者傾訴所營造出的歷史氛圍。
流動的歷史經驗在影像平穩的表現上更顯突兀，慰安婦阿嬤的生命經驗成為支撐
與帶動整部影片的重要元素，同時，悲情臺灣的表現手法亦未透過影像的特殊表
現手法而被強調，受訪者的敘事在本身即具備悲情論調。故而作為 1998 年控訴
日本戰爭時期暴行的紀錄片作品，影像回歸記錄的最初意義。在此，影像透過個
人的拍攝而形成以個人為單位的獨立抗日精神，「抗日」一則有別於戰後國民政
府或七○年代抗日電影中的抗日定位，而是脫離戰後的黨國政治束縛，以慰安婦
作為主體經驗所表達的「抗日」展現，這種抗日精神亦別於集體的影響與營造，
不同於吳念真《多桑》中，戰後出生世代透過國民政府教育的間接抗日，而是屬
於經歷過殖民與戰爭時期，當事人慰安婦阿嬷由於個人歷史經驗所展現最直接的
抗日表態。
第五節

小結：傷痕與救贖

本章以慰安婦為主題，並以楊家雲紀錄片《阿媽的秘密──台籍慰安婦的故
事》作為討論個案。不同於本論文後兩章所討論的紀錄片作品，作為歷史的受害
者，慰安婦所需處理的議題包括相關責任的歸屬，與戰後臺灣社會對於慰安婦議
題的敏感度，和片中以慰安婦為個人單位所展現的「抗日」精神。
首先，在相關責任的歸屬上，本章以戰時的日本殖民政府和施暴者男性作為
責任歸屬對象，但透過相關文獻與紀錄片可以發現，在性暴力的責任歸咎上，慰
安婦多直接指向日本殖民政府，然又因日本的戰爭責任在戰後複雜的情境下被予
以免除，以致男性就此同日本免去責任的歸咎，其中包括在《阿媽的秘密》中，
雖以歷史挖掘為名，然以歷史控訴為主調的影片，不但高舉控訴之旗捨去「自願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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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願」的討論，同時亦免去性別──男性角色的相關討論，男性的戰爭責任
在戰後日本戰爭責任的抹去而勾銷。另外在戰後慰安婦的討論與紀錄片《阿媽的
秘密》，慰安婦的敏感話題往往引發臺灣與日本之間的歷史爭議與社會輿論的嘩
然，乃甚至延伸至當下集體社會對日本的觀感，慰安婦時而成為一種社會輿論消
費，造成當事人傷痕的再造。然而回到影像本身，紀錄片《阿媽的秘密》卻未以
此作為影片生產目的，在自我歷史記述與控訴之外，影像亦深入慰安婦私領域，
試圖透過拍攝致使當事人在傷痕中得到救贖。最後在「抗日」精神的表現上，迴
於戰後歷史政治的集體抗日精神，慰安婦阿嬷的抗日以自我的歷史經驗為依據，
藉此透過個人殊異的歷史傷痕表達集體抗日精神。
在《阿媽的秘密》之後，2013 年，同樣由婦援會策劃，吳秀菁導演的《蘆
葦之歌：慰安婦阿嬤的光影紀實》完成並上映，這部以慰安婦為主題的第二部臺
灣慰安婦紀錄片作品一改《阿媽的秘密》以控訴和悲憤作為主調，自我傷痕的療
癒過程成為《蘆葦之歌》以僅存的六位慰安婦阿嬤為主角拍攝的主題，當傷痕在
無法避免的歷史過程中造成，另面對日方遲遲未給予的正面道歉，自我對傷痕的
療癒成為慰安婦阿嬤餘生實行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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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歷史中的跨國認同：臺灣少年工的認同跨越
──以郭亮吟《綠的海平線》為討論對象*

在臺人參與太平洋戰爭的經驗中，前線人員在女性除前章主題慰安婦和看護
婦，男性有戰後作家陳千武等人筆下南洋前線的軍屬、軍伕和軍人，在戰事幕後，
特別針對航空技術，包括臺灣各海陸軍航空廠的海軍工員，和殖民政府於臺灣召
募前往日本製造飛機的少年工1皆為臺灣幕後在戰事航空技術方面所提供的人力
動員。以後者──日治時期前往日本製造飛機的少年工為主題，本章以郭亮吟
2006 年的紀錄片《綠的海平線》為討論中心，並針對少年工相關史料文獻、創
作，特別是影片中所呈現的日本認同作一討論。
本章主要目的有二，首先在現有史料文獻梳理戰爭時期前往日本製造飛機的
少年工始末，並針對現有以少年工為主題的自傳彭炳耀《造飛機的日子》、吳明
益小說《睡眠的航線》作一敘述與觀點上的比較，世代記憶的書寫差異為本文在
此討論重點之一。其次，針對郭亮吟《綠的海平線》，本文一則藉由歷史背景的
回顧與紀錄片的影像分析「臺灣少年工」這段幾乎被遺忘的事實，二則透過《綠
的海平線》中不同訪對象與內容論述日治時期複雜的認同問題，特別相較於前章
的慰安婦、後章的監視員，又或是臺灣相關文學作品參與戰事人員，臺灣少年工
對於日本的認同感以一集體的方式自戰前蔓延至戰後，乃甚至以跨國／區域與跨
世代的方式留存在少年工的集體記憶之中，本文即試圖透過《綠的海平線》討論
這種認同精神的脈絡，並期望建構影像──特別針對於紀錄片作品於歷史、記憶
與認同三者在研究論述上的可能。
第一節

為何前往日本？──臺灣少年工的先行資料考察

1937 年七月七日，中日爆發廬溝橋事件，中日之間的八年戰爭就此展開，
儘管日本殖民政府早在 1898 年即曾於臺灣宜蘭、埔里、臺東等三地招募附屬於
守備隊，並從事軍務勞動的臺籍軍役志願者，2但針對海外戰事，殖民地臺灣必

*

本文初稿以〈歷史、影像與記憶：臺灣紀錄片中的歷史記憶與認同──以郭亮吟《綠的海平線》
為討論對象〉為名，發表於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承辦，
「臺灣
文學史邊界的擴大：第八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
，2011 年 6 月 4 日，後刊於
《第八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 年 9 月，頁
231－259。撰稿期間感謝邱貴芬老師指導，會議期間黃美娥老師、評論人黃佩茹的不吝指教，
在此一併感謝。
1
林玉萍，
《臺灣航空工業史：戰爭羽翼下的 1935 年~1979 年》
（臺北：新銳文創，2011）
，頁 41。
2
劉鳳翰，
《日軍在臺灣：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的軍事措施與主要活動》
（臺北：國史館，1997）
頁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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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待至 1937 年的中日戰爭方有臺人以軍夫、翻譯身分進入戰區中國，3可以說，
臺灣的軍事動員始於這場中日戰爭。在中國境內的中日戰爭之外，隨著戰爭末期
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範圍的擴大，日本海軍為生產大量新型戰鬥機以供戰事所需，
於 1941 年決定成立作為製造日本軍用飛機的「空 C 廠設立準備委員會」──亦
即所謂「空 C 廠」
，該廠並於 1944 年四月一日正式改名為「高座海軍工廠」
。
「空
C 廠」設立初期計劃之一即由臺灣動員兩萬五至三萬名臺灣少年工到日本作為飛
機製作的人力資源，之所以調度臺灣少年工到日本，主要由於日本內地可提供勞
動的成人多已接受部隊、工場等調度，即使是剛從中小學畢業的學生，也幾乎都
已決定了就職去處，4故而在這日本內地人力缺乏的情況下，
「高座海軍工廠」的
主要工作人員便以來自當時為殖民地的臺灣少年工為主。
1943 年四月，繼日本關東地區的兩百多名高等小學校學生成為第一期學徒
後，同年四月三十日，八百至一千名來自臺灣中學及高等小學校畢、肄業生也加
入成為第二期學徒，直到 1944 年，前後共分為十五梯次，總計第七期兩千多名
的臺灣少年工前往日本入廠，臺灣少年工在日本的人員輸入才由於美軍在海上潛
水艇攻擊和水雷的威脅危機而中止。依臺灣總督府所編《臺灣統治概要》與末光
欣也《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統計資料所示，臺灣前往日本成為少年工的人數總
計八千四百一十九名。5在制度與經歷上，這些年齡介於十四至二十歲的少年工
在抵達日本後，有別於初期官方給予包括讀書三年、工廠實習兩年、工作五年即
取得中等工業學校畢業證書，另在工廠實習服務兩年即可取得工業專門學校畢業
證書，從此以後變為海軍技工或技師資格所錄用，由於 1943 年的日本在戰事上
已漸露敗跡，所以這些來自臺灣的少年工於抵達日本後，方經過三個月的訓練便
正式以軍屬身份加入軍用飛機製造的行列，以致戰後臺灣少年工的相關口述歷史
和史料文獻多提出日方承諾不一的說法。
直到 1945 年的二戰結束，日本政府宣告戰敗，這群臺灣少年工於 1946 年一
月始開始依其個人意願分批搭乘冰川丸與米川丸號回到臺灣。依早川金次所編
《流星──高座工廠と臺灣少年の思い出》統計，在飛機的製造過程中，臺灣少
年工共有三十七人死亡，其中包括病死與戰死（空襲致死）者。但在《臺北市臺
籍日兵查訪專輯》關於黃毓蘭先生的口述裡，臺灣少年工遭遇到美軍的空襲、疾
病而死亡的人共計六十二人，其中戰死者四十二人、戰病者十九人、落海溺死者
一人，6故可見兩者於資料上有所歧異。
在臺灣現已出版的口訪文獻資料中，湯熙勇與陳怡如所編著的《臺北市臺籍
3

周婉窈，
〈日本在臺軍事動員與臺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
，
《海行兮的年代》
（臺北，允晨，2003）
，
頁 131。
4
鐘淑敏，〈望鄉的鐵鎚－造飛機的台灣少年工〉，
《台灣史料研究》第 10 號（1997）
：119
5
末光欣也，辛如意、高泉益譯，
《臺灣歷史：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
（臺
北：致良，2012）
，頁 443。
6
湯熙勇、陳怡如編著，
《臺北市臺籍日兵查訪專輯：日治時期參與軍務之臺民口述歷史》
（臺北：
北市文獻會，2001）
，頁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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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兵查訪專輯》整理出幾位當時曾前往日本的臺籍少年工的過程，從這份資料我
們可以得知少年工在前往日本前的家世與教育背景、於日本製造飛機的過去，與
戰爭結束後回到臺灣的經過。其中所收集個人口訪資料大致上可分作「家世與教
育」
、
「擔任（加入）造飛機的少年工」
、
「搭船往日本」
、
「在高座海軍工廠的生活
及訓練」、「戰爭結束後」、「創高座會」，甚至「重返日本」這幾個部份，排序上
依事件發生時間加以排列，並且各部份因每個人的記憶著重點而有所不同，如第
二期生黃毓蘭先生便對於「美軍空襲」的部份記憶猶新，甚至因自身的經驗能精
準的記起當時空襲警報的時刻，同時，在部份訪談資料中也加入大量的其個人情
感，使這些訪談資料不僅是文獻與歷史資料的回顧，同時也流露出受訪者－臺灣
少年工的對於日本政府、國民政府的批判與認同，而這些「認同」並不僅是對於
日本政府與戰後國民政府的認同，尚有戰爭前後對於「中國」的認同，導致這份
資料顯示戰爭前後的認同並不單純徘徊於日本與臺灣國民政府之間，中國也是這
些少年工認同的選擇之一。
然而，現有文獻關於少年工的口訪資料抑是創作仍有不足之處，特別對於少
年工的研究資料也尚未能完整。在少年工相關歷史的敘述，鍾淑敏〈望鄉的鐵鎚
──造飛機的台灣少年工〉7和許進發〈台灣少年工的高座工廠──1945 年美國
調查的報告〉8二文以少年工作為研究對象的論文，前者以以日人保坂治男作品
《臺灣少年工‧望鄉のハンマ》與日本神奈川縣境內的「臺灣少年工之碑」作為
起點，藉此梳理臺灣少年工在戰時前往日本製造飛機的起源、過程和戰後始末，
為臺灣目前最早將少年工梳理最為完整的研究史料，而後者則以美國調查報告為
主，透過官方所提供的數據資料分析戰爭時期少年工的人數統計、製造飛機「雷
電」的數量和空襲次數之間的關聯。另外，口述資料除湯熙勇與陳怡如所編著的
《臺北市臺籍日兵查訪專輯》9、影像資料如張良澤等人編的《高座海軍工廠臺
灣少年工寫真帖》10、自傳作品如彭炳權《造飛機の日子：臺灣少年工回憶錄》、
陳碧奎《赤手空拳：一個「少年工」的故事》11，創作文本如吳明益小說《睡眠
的航線》外，臺灣多數對於終戰前後「臺籍日本兵」的訪查與創作多專注於戰末
被編派前往南洋抑是中國地區的臺籍日本兵，關於少年工的訪察資料明顯過少。
第二節

歷史記憶的幾種方式──少年工自傳與小說

面對七○年代，乃至 1987 年解嚴後開始被大量挖掘的歷史記憶，無論是自
傳、小說、紀錄片創作，「再現」的議題即成為這些討論文本的主題之一，一則
文字敘述無論自當事人又或是自他者的角度面對書寫，皆具其各自關懷意義與重
7

鍾淑敏，〈望鄉的鐵鎚──造飛機的台灣少年工〉
，《台灣史料研究》10（1997）
：117─131。
許進發，
〈台灣少年工的高座工廠──1945 年美國調查的報告〉
，
《台灣史料研究》11（2001）：
156─165。
9
湯熙勇、陳怡如，《臺北市臺籍日兵查訪專輯》（臺北：臺北市政府文獻會，2000）
。
10
陳碧奎、張瑞雄、張良澤編，
《高座海軍工廠台灣少年工寫真帖》（臺北：前衛，1997）
。
11
陳碧奎，《赤手空拳：一個「少年工」的故事》（臺北：前衛，1998）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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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二則當代影像創作有別於文字文本的敘述與呈現，其亦為歷史提供在文字文
本之外的另一種呈現、觀看與解讀歷史記憶的方式，然而，在歷史記憶以召喚之
姿而群起「再現」的風起潮湧起興起之時，陳芳明曾透過戰後臺灣文學與歷史議
題的聯結提醒我們，當歷史透過文字將真實與虛構的敘述混合在一起後，其所展
現的便不再可能是歷史的恢復（restoration），而是一種歷史的再現， 12另外，邱
貴芬更曾進一步指出，挖掘歷史記憶，喚回的不是歷史的再現，挖掘歷史記憶其
實是在重塑歷史。13無論是文字作家或是影像導演，創作者於其作品中必定帶有
其個人敘述上的差異與觀點批判的呈現，這些觀點亦使歷史的再現如陳芳明所指
出的「並非是一種恢復」
，同時更是邱貴芬所言的「重塑歷史」
，而當書寫者與創
作者的觀點因作品而展露／暴露其視角時，此亦影響他者對於歷史的理解與解
讀。故而當歷史挾帶記憶之姿重新展現，歷史即非單一層面、平版的「再現」，
透過不同作者所展示的再現之間必產生一定差異。
以少年工作為主題，除本章前一節所述的田野口述史料外，臺灣文學領域包
括曾任少年工的彭炳耀自傳《造飛機の日子──臺灣少年工回憶錄》，與吳明益
小說《睡眠的航線》，兩部同樣以文字作為記憶與書寫的文本，卻由於書寫者的
觀點與時代的殊異而有所不同。
曾為少年工的彭炳耀自自身的記憶挖掘戰時擔任少年工的經驗而有自傳作
品《造飛機の日子》。透過彭炳耀的梳理，書寫的記憶轉化而成的文字終將成為
歷史少年工的一部份。《造飛機の日子》一書的書寫自其前往擔任少年工前至戰
後返臺為止，這部自傳以彭炳耀擔任少年工期間的記憶為主，書寫其擔任少年工
的源起、過程，並在最後以回國（臺灣）為終。然而，此書的編排並非依時間發
生年代先後作為編排順序，全書大致可分為四個部分，包括「志願前往日本」
、
「戰
前日本的描寫」
、
「戰後日本的描寫」
，與「回到台灣」
。另外，除於書末附上同為
少年工的黃文木、王文章、廖受章等同為少年工的回憶錄外，整本自傳多以彭炳
耀的第一人稱觀點為書寫中心，故亦可謂為第一人稱自傳作品。值得注意的是，
以第一人稱作為觀點，並以個人經歷作為書寫內容，彭炳耀的文本較於現有田野
訪談資料更為細膩，且更具鮮明的主觀態度，正如同觸及本章所討論的「認同」
意識，彭炳耀在文本末篇〈由日本返國〉一文，主觀且鮮明描述國民政府兵：
等候一段時間後，看到許多中國士兵排成一列縱隊，以雜亂的步伐通過我的
前方而去。仔細一看，有些人背上背著大大的炒菜鍋或湯鍋，有些人背著大
刀、雨傘、甚至還有步槍等，其中有人沒戴帽子，有人服裝不整等等，以各
種雜七雜八的姿態來行進的他們，很難看出究竟是軍人還是搬運工還是雜耍
團。
依這樣的打扮，要想打敗日軍，恐怕還有困難。有道是「寄籬大樹下，分其

12

陳芳明，《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周邊》（臺北：麥田，2002）
，頁 110。

13

邱貴芬，
《仲介台灣‧女人：後殖民女性觀點的台灣閱讀》
（臺北：元尊文化，1997）
，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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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蔭。」若無「大哥」（美國）的庇護，我想歷史應該會改寫吧！14
另外，在相關訪談資料中，具體呈現少年工對日本的認同，藉此對比面對戰後國
民政府的否定認同。
相較於具備實際經驗的少年工彭炳耀，未有實際戰爭經驗的新世代小說家吳
明益則以《睡眠的航線》書寫這段鮮為人知的少年工歷史。小說主要以兩條主線
前後交織於整部小說之中，其中第一條主線以第一人稱的「我」為主要敘述觀點，
「我」所代表的是活在戰後、代表戰後新生代的「我」。另外，除了「我」的敘
事主線外，小說的另一條主線便是以戰爭時期的少年工「三郎」作為敘述主線。
然除「我」與「三郎」兩條主線外，吳明益在作品之中亦不斷穿插戰時菩薩形象、
三郎家中承載其父母睡眠的烏龜「石頭」
，與角色與形象皆具曖昧性的複眼人 Z。
整體而言，整部小說主要仍以「我」與「三郎」兩條線軸交織而成，吳明益以家
族、睡眠、記憶、夢境，乃甚至生態等方式作為聯結歷史與記憶等元素架構小說
結構，以沉默的「父親」扮演小說中「少年工」的重要角色，面對看似年代久遠
的戰爭歷史，吳明益以「父親」作為歷史記憶的中介，在「連結」父親記憶之時，
戰爭與「我」得以「跨越」而得到歷史與記憶的承襲，透過小說結構的寫作技巧，
吳明益所展示的不僅是少年工歷史與記憶的再現，亦為歷史中的「少年工」展現
另一種書寫與記錄的可能。
然而，小說的創作終與口訪資料有所不同，相較於多數少年工的訪談，或如
本文前述少年工彭炳耀自傳作品《造飛機の日子》，吳明益對於少年工的書寫以
一種不純粹為記錄而書寫的方式，行進描繪少年工三郎的形象，這種書寫方式迫
使少年工的歷史與記憶更加鮮明化，讓歷史中的主角人物更為「立體化」。甚至，
吳明益亦以少年工之子──亦為戰後世代的觀點敘述與少年工的接觸，藉此展示
少年工對於日本記憶的集體認同：
恁老爸就是結一個日本紳士派頭。
像所有經歷過日本時代的人一樣，我爸不說打火機，說「lau-ta」；不說螺
絲起子，說「lo-lai-ba」，他不叫我媽「阿珍」而叫「Hitomi」。小時候他
教我唸「一、二、三、四」
，念的是「一幾、溺、三、夕」
，以致於後來我上
小學時，覺得自己唸書的腔調很怪。另外，他教我們英文的時候用的是「萬
國音標」
，雖然我哥的年代用的也是萬國音標，但我上國中時就改成 KK 音標
了。我爸拿著我的英文課本，說音表也可以改來改去，真是沒有道理。15
以世代的差異作為書寫途徑，正如吳念真《多桑》中，針對戰前、後世代的差異
記憶，吳明益藉此一則展示戰後受國民政府教育世代與日治時期受日本初等教育
少年工的差別，然卻在改朝換代後，舊世代的少年工在面對新世代卻以自我世代
14

彭炳耀，謝水森譯，
《造飛機の日子──台灣少年工回憶錄》
（新竹：竹市文化局，2003）
，頁
165─66。
15
吳明益，《睡眠的航線》
（臺北：二魚，2007）
，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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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加諸於其身上，甚至進行否認，其所呈現出的是戰後少年工對於日本的認
同和國民政府的否定認同，而這種認同表跡則是從新世代作家吳明益透過小說所
書寫展現。
從自傳體到小說，殊異的世代透過自身的方式了解與敘述歷史事件，彭炳耀
透過自身經歷描述的少年工主觀鮮明而細膩，吳明益小說則以戰後世代的角度再
現父輩的歷史記憶，在世代差異的前提下，兩部作品皆透過書寫再現少年工歷
史。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田野訪談資料，又或是相關文本作品，相較於戰後臺
灣與戰爭主題相關的文獻、小說──包括陳千武、宋澤萊等人的作品，九○年代
透過口述歷史而興起的少年工相關史料，藉由相關人物口述所再現的是少年工集
體對日本的認同，這種有別於其他戰事與參與戰役族群的認同感，成為少年工主
題與其他相關戰事參與者在認同意識上的最大差異。以下，我將以郭亮吟《綠的
海平線》為文本，除進行影像分析外，更深入討論這種存在少年工之間對日認同
的依據。
第三節

影像如何重現歷史與記憶？──《綠的海平線》的敘事方式

由郭亮吟所執導的紀錄片《綠的海平線》
，起源自 2002 年郭亮吟拍攝戰後其
祖父與飛機、鋁鍋關係的家族史紀錄片《尋找 1946 消失的日本飛機》
，在該片製
作過程中，郭亮吟同時認識戰爭末期前往日本製造飛機的少年工，因此，在完成
《尋找 1946 消失的日本飛機》後，郭亮吟於 2002 年隨即投入《綠的海平線》的
製作，並於 2006 年完成，並且發表。
《綠的海平線》主要描述二次大戰末期，日本政府募集臺灣少年前往日本各
地的飛機製造廠製造飛機以供戰爭時期的日本軍方使用的種種過程。然而，隨著
戰爭結束與日本政府宣告戰敗，這群臺灣少年工依其個人意願選擇其自身的去
處，並在其後開始有各自不同的遭遇。在旁白的語言處理上，導演採用了閩南語
與客語兩種語言作為整部紀錄片的旁白，閩南語由林強配音，而客語則交由邱展
文擔任，導演並認為這部片其實是兩代人與臺灣不同族群的記憶，故而以閩南語
與客語作為本部紀錄片的旁白語言。另外，之所將紀錄片命名為「綠的海平線」：
在許多位受訪者的少年工經驗中，「離開故鄉」是重要的環節之一。他們對
於當年搭船前往日本的記憶，形成一個很鮮明的影像，「當船越開越遠，臺
灣島漸漸沒入海面下，將海平線染成一片綠色，此時才真正覺得家鄉已
遠……」，也因此片名取為《綠的海平線》。16
可以說，《綠的海平線》始於戰末這群臺灣少年工決定前往日本，這群少年工在
搭船離開臺灣途中，因船隻距離臺灣越來越遠以致海平線染成一片綠，而這綠色
的海平線則由於這群少年工「離開故鄉」所凝聚出一股的鄉愁，這份對於離開臺
16

參見遠流出版《綠的海平線》DVD 簡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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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鄉愁成為整部影片最初的重要環節與記憶，儘管前往日本的少年工對於這段
歷史的前後都有其自身的認同感與解讀方式，但這卻是影片中多數受訪人對於這
段歷史的共同記憶。
影片一開始，旁白便娓娓道出整部片的歷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日本在殖民地臺灣透過全島各級學校招考臺灣少年，
募集海軍少年工員到日本學習製造軍用飛機。當時，學校宣傳說，不但可以
半工半讀，將來還可取得更高等的學歷。(00:19─00:51)
這個歷史背景不僅設定了時間：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另外也直接指出少年工前
往日本的的目的：
「製造軍用飛機」
，還有日治時期，日本官方在臺的宣傳方式：
「半工半讀以得到更高學歷」。在這這個時間與歷史政策背景之後，實際上也引
出影片其後對於真實歷史的反駁，這些反駁即包括學校所宣傳的「半工半讀」與
「取得更高等的學歷」這些政策下的謊言。
然而在片名呈現於畫面、正式進入影片之前，導演首先透過少年工吳慶生在
前往日本之前與其父親最後的相處，另外，再藉由蕭金松陳述當時離開臺灣時，
於親情層面與面對原鄉本土在情感上的動搖作為開頭，透過個人敘事所產生的情
感基調與上述史料並行，而成為本片在客觀史實外的另一種敘述層面。正如郭力
昕曾透過八○、九○年代以來臺灣紀錄片與政治環境，乃甚至是臺灣特殊的歷史
背景與國際處境，提出臺灣紀錄片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與濫情主義
（sentimentalism），17郭力昕認為其中的濫情主義致使臺灣紀錄片在主題問題意
識的探究未能深入且細緻。同樣的，《綠的海平線》在開頭即以吳慶生和蕭金松
生命經驗中情感層面的敘述，試圖引起觀眾在情感上的共鳴，以成就在屬於臺灣
人的史料「挖掘」之外，召喚共同情感的可能。這種影像在史料的陳述之外，透
過情感與觀眾產生共鳴的雙重軌跡，亦成為新世紀以來臺灣歷史紀錄片的特色之
一，同時相乎交織在本片之中。
在提出整部紀錄片的時間與政策背景、個人情感後，年過半百的少年工開始
說出其當時前往日本的目的、在日本製造飛機的過程。從臺灣到日本，導演於片
中也不斷藉由旁白穿插與建構當時的歷史記憶，其中包括整個大歷史的背景、政
府的宣傳、受訪者自身未提到日本政府將其分發至各地的資料、空襲時所造成的
傷亡、飛機生產數量，導演的整個敘事脈絡有一定順序的推進，直到戰爭結束，
少年工於戰前的記憶與經驗也隨日本政府的投降就此結束。然而，
《綠的海平線》
卻未因戰爭結束而就此停住，隨後，受訪者即開始談論日本宣告戰敗後的所有感
受與返回臺灣前的所有經過與記憶，其中包含了美軍進駐日本、少年工返回臺灣
的喜悅與掙扎，導演與受訪者敘述 1945、1946 年離開高座海軍工廠後的命運，
而這些「不發生在日本」的敘述在整部紀錄片中佔了一半的時間，也就是說，導
17

Kuo, Li-Hsin, “Sentimentalism and De-politicization: Some Problems of Documentary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Taiwan”,in Documentary Box, #25, YIDFF, August,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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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用一半的時間敘述戰前少年工從臺灣到日本，另一半則以戰後少年工的發展為
主。
至末，導演又加入 1992 年日本柳橋小學校學生在校外教學時，於郊外所發
現的「戰歿臺灣少年慰靈碑」，與 1987 年解嚴後，「臺灣高座會」於臺灣成立的
訊息，最後在紀錄片片尾，導演以臺灣少年工李添石所作詞作曲的〈離開故鄉〉
（〈故鄉を離れて〉）作為整部紀錄片的片尾曲：
故鄉を離れて幾千里／荒波越えて堂堂と／向こうはその名もばしき／大
和の海軍空 C 廠
離開故鄉千里／我們挺身踏過大海／在那裡等著我們的 是有名的／大和
海軍航空工廠
在《綠的海平線》中，除文獻、影像與訪談之外，導演大量使用的是受訪者
藉由情感召喚個體與集體記憶的力量，正如導演不但將這種感性的部份放在受訪
者回憶與親人的離別、與伙伴在日本的記憶，還有少年工與日本師長、工廠長官
之間的記憶與情感，這種情感的使用讓整部紀錄片不僅是重現歷史事件的「記錄」
影片，同時也一部跨越族群、國族關係的紀錄片，但卻也因此讓整部紀錄片在探
求「認同」問題時，產生模糊性而難以聚焦，而這也是多數學者理性規理「認同」
問題時最大卻也是最常見的問題。對此，王明珂曾提醒我們，口述歷史是一種帶
有主體偏見的「歷史建構」
，同時亦是一種「認同史學」
，18透過郭亮吟紀錄片作
品中不同觀點與認同的折射，不同的歷史記憶與認同透過相互對話，或衝突，卻
又對話與衝突而相互成立。影像自歷史資料的考察呈現、少年工人物訪談，乃甚
至透過影像音樂與旁白的渲染力而產生文字史料以外的效果，透過影像紀錄片，
郭亮吟即呈現出影像作為歷史與論述的另一種可能。
在受訪者之外，作為歷史紀錄片，導演郭亮吟亦大量呈現與少年工相關歷史
物件，其中包括官方文獻檔案、照片、書信，甚至是脫於影像平面化的歌曲〈離
開故鄉〉
，這種述敘歷史的方式如同孫松榮所言：
「運動音像的素材不只作為紀錄
的再紀錄、存像的再存像或創作的再創作之涵義，更重要的是，它直接作為述說
自身的『故事』（histoire）及陳述『歷史』（Historire）的主體。」19《綠的海平
線》除受訪者個人與集體的記憶陳述外，透過大量與少年工相關的歷史文件所構
成的影像素材，成為影像本身敘說歷史的方式，這種敘述方式讓歷史元件在歷史
敘說上不再扮演佐證的角色，更是透過物件而成為歷史闡述的方式之一。值得一
提的是，這種歷史元件敘述的展現在少年工主題上，除紀錄片《綠的海平線》之
外，張良澤等人編的《高座海軍工廠臺灣少年工寫真帖》亦提供此種敘說歷史的
方式，從「地圖」、「離鄉」、「生產線上」、「旅遊」、「望鄉」到「資料篇」，透過
寫真帖線性呈現過往的少年工史，以照片等非文字語言表達少年工記憶史，藉此
18
19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
，《歷史研究》5（2001）
：141。
孫松榮，〈作為影像命題的視聽檔案〉
，《文化研究》6（2008）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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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少年工別於其他歷史記憶的獨特途徑。
整體而言，整部影片的敘述依時間逐步推進，從戰末日本在臺灣徵召少年工
的歷史、少年工前往日本、製造飛機，接著日本宣佈戰敗、少年工回臺、留日、
前往中國，乃至二二八事件、解嚴、少年工在臺成立「臺灣高座會」，這樣的呈
現方式不僅追溯過去歷史的記憶，同時也加入當代的記憶，以致整部影片成為連
接了戰前與戰後記憶的紀錄片，並且不單以時間與戰爭經驗，而是以「少年工」
的整個生命經驗史為主，而正也如旁白在影片最後所言：「綠色的海平線，紀錄
臺灣少年工的故事」
（57:27─57:32）
，
《綠的海平線》不僅紀錄了少年工在臺灣與
前往日本製造飛機的過程，同時也紀錄了戰後至今的個人生命歷史。
第四節

成／曾為日本人──臺灣少年工的記憶與認同轉折

每部紀錄片必定存有導演的觀點，法國史學家 Marc Ferro 認為，歷史影片只
是某些人歷史觀點的敘述，20而英國紀錄片評論者 John Grierson 除定義紀錄片是
「對現實素材作創造性的處理」外，同時認為紀錄片「必須呈現個人的觀點，並
詮釋拍攝下來的真實生活」，在「對真實素才作創造性的處理」之下，紀錄片導
演除了必須就現有材料創作，同時也必須在作品中呈現個人觀點，並且透過影像
作品加以詮釋事件。在口述歷史與影像呈現上，邱貴芬認為：「口述歷史採訪和
紀錄整理過程在問答和錄音內容的篩選整理層面上，就已牽涉到採訪者和被採訪
者對歷史認知關懷重點的差異。」21在《綠的海平線》中，儘管的整部影片的敘
述方式將導演隱藏在整部影片之後，同時藉由文獻資料與訪談回顧這段被遺忘的
歷史，然而，正如林寶元所言：
表層上，《綠的海平線》講述了「原臺灣人日本少年工」在太平洋戰爭期間
乃至戰後至今的遭遇。在表層下，卻是隱藏著認同政治的潛臺詞，密佈著歷
史建構當下主流權力體制運作下，即使想掩蓋也掩蓋不了的書寫軌跡。22
就算是集體的歷史記憶敘述，在整部影片的剪輯與流暢的時間敘事脈絡之外，從
訪談人的訪談內容仍是可以看出導演與訪談人的觀點與對整起歷史事件所表達
的態度，而這即是本文針對於《綠的海平線》最欲深入探討的問題，亦即影片中
的訪談人──少年工──對於日本的「認同」問題。
一、戰前：記憶中的日本與認同
關於認同，認同實際上是個體透過群體記憶產生而得，然而，認同也可以透
過集體空間、教育與文化政策等方式加以修改、消滅、抹除，並且重新注入另一
20

Mark Ferro，張淑娃譯，
《電影與歷史》（臺北：麥田，1998）
，頁 222。
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臺北：麥田，2003）
，頁 283。
22
林寶元，《台灣紀錄片美學系列（二）
：「殖民與去殖民」
：解嚴後台灣紀錄片中的社會歷史意
識與美學意識》
（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10）
，頁 14-1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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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特定的「記憶」
，進而藉由這份記憶從中得到認同。正如 1945 年十月二十五日
國民政府正式接收臺灣，至 1949 年國民政府來臺期間之「戰後初期」
，挾帶著政
權的力量，臺灣島上的日本記憶成為國民政府對於急欲消除的部份，而這也正如
Yomi Braester 提及：「集體記憶常是與集體遺忘並肩共存。臺灣的外省人以追憶
消失的人創造他們的過去，同時，國民政府也消滅了一些異己，並將其姓名於大
眾紀錄中取消掉。」23於是，在國民政府政策下，日治時期的部份歷史記憶成為
「被消滅的異己」
，而這被消滅的異己也包括如本文所專注的戰末「臺灣少年工」
這段歷史記憶。
為何臺灣人會前往日本擔任軍事飛機製造的少年工？這是郭亮吟於《綠的海
平線》中首先提出的問題，同時也是整部影片在歷史脈絡鋪陳後第一個面臨的問
題。在訪談與回憶事件的描述過程中，我們可以窺見其自我對於日本，或是「前
往日本」在自我心理上的認同感。在此，我們可以藉由其中一位受訪者邱新金針
對當時之所以加入前往日本擔任少年工的原因，以作為這「少年工」的開頭：
我老師有發表說應徵作海軍工員，條件說得好，將來可以當技手（技工），
所以大家很欣羨，都想去應徵。當我跟父母說時，他們反對，說「不可以，
你只有一個人，怎麼可以去。現在戰爭很危險，不要去。」但是我當時年輕，
很虛榮，就很想去，就偷拿父親的印章，去應徵報名考試。後來考上要去日
本時才告訴他們，他們哭得要死。沒有辦法，也只能讓我去。
（05:34─06:25）
由此可知，當時臺灣少年工之前往日本成為製造飛機，「老師」成為一項宣傳工
具，而「當技手（技術員）」成為一種誘因，儘管父母因戰亂──而非對於日本
的不認同而反對，但由此我們必須專注於「老師」──日治時期的教育與影響，
回到臺灣日治末期的歷史脈絡加以討論。
Patrice Bonnexitz 在談論法國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理論時説到「學校文
化是一個特殊的文文化，即被轉變為合法、客觀、不容置疑的宰制者文化。」24在
Pierre Bourdieu 的社會學理論中，文化資本是藉由其個人家庭環境或是學校系統
所累積或傳承下來，從這個部份來看日治時期受到殖民的多數臺籍知識分子，便
可知道，學校教育是個人在社會階級中向上爬升的一種方式，特別針對於處於「皇
民化時期」，身份階級處於低階的被殖民者，以臺灣皇民化小說為例，在張文環
小說〈不沉沒的航空母鑑臺灣〉中，志願兵的參與成為自身變成「完整的人」25的
途徑，而這種皇民教化的養成，即是劉紀蕙所指出的「心的改造」
：
「透過長久的
學習、背誦、教養，來服從皇民的規訓，以便改變自身，並以自身的生活與生命

23

Yomi Braester，黃女玲譯，
〈台灣認同與記憶的危機－蔣後的迷態敘述〉
，收於周英雄、劉紀蕙
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臺北：麥田，2000）
，頁 235。
24
Patrice Bonnewitz，孫智綺譯，
《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臺北：麥田，2002）
，頁 145。
25
張文環，〈不沉沒的航空母鑑台灣〉
，陳萬益編，
《張文環全集：隨筆集（一）
》卷六（臺中：
臺中縣立文化中心，2003）
，頁 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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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示範皇道精神的美、高與完善。」26在《綠的海平線》中，我們可將受訪者邱
新金透過少年工身份所產生的「虛榮感」視為先於實際社會階級爬升的心理快
感。對於皇民化教育，一位受訪者江福深認為：「其實他們日本教育很成功，跟
這些小孩子講得天花亂墜，很會講。當時我的老師說一邊可以讀書，一邊做飛機，
將來五年以後可以當技師。」
（07:13─07:25）江福深同時也點出學校教育的重要
性與影響，但由其言談中可見，江福深對於日本的宣傳與其後所面對的現實情況
頗感失望，然儘管如此，江福深卻也認為，相較於臺灣的貧苦，前往日本賦予其
另一種信心與希望，於是，「前往日本成為少年工」遂成為臺人於社會階級爬升
的一種途徑。
除邱新金與江福深，另外也有受訪者如鍾進華回憶之所以前往日本，主要是
因為：
當時完全是總督府的命令下來，一個學校一定至少有十幾個（去當海軍工
員）
，所以老師帶著強制，他說「要去日本的舉手」
，差不多只有三個或四個
舉手，後來老師就生氣了，老師生氣了，我們就被他用棍子打頭，打下去差
不多約有十個人舉手才交代過去。被打了，大家就只好志願去。（16:10─
16:43）
相較於邱新金對於日本的認同、江福深的「半認同」，鍾進華在自願的主題上透
過殖民政府的暴力表達強烈的否定。對鍾進華而言，少年工之所以前往日本並非
透過自身的「志願」參戰，而是透過殖民政府、學校、教師等層級暴力底下所產
生的強制體罰而帶有脅迫感，對日本的戰前認同，在此透過志願性的否定而被否
決。此外，少年工如林炯星則提到：
我畢業了，學校把我的畢業證書扣住。當時大東亞戰爭，每天都在武德殿裡
正坐，每天給你洗腦，不是要你志願去當軍人，不然就要去工廠去當軍屬，
當時我如果去當幹部候補生，出來後一定會給我派到中國大陸，所以我去（高
座）時，想說如果都是會死，我寧可死在日本，也不願死在外國。
（20:38─21:12）
林炯星的說辭以戰爭時期的大時代背景作為前提，戰事暴發，臺灣人無可避免的
皆必須為殖民政府所動員──無論在前線戰地中國、南洋成為軍人，又或是擔任
軍屬。在兩條路徑的掘擇底下，林炯星選擇「寧可死在日本，也不願死在外國」，
林炯星的說辭反應個人面對戰爭時代，從軍的必須與死亡的無可避免，然而透過
邱炯星的選擇原由，當時的日本內地成為這些受過日本教育世代個人生命的歸根
之處，反之，對應於殖民前的「祖國」中國，在當時則被這些少年工排除而被視
為「外國」。

26

劉紀蕙，
〈從「不同」到「同一」──台灣皇民主體之「心」的改造〉
，
《心的變異：現代性的
精神形式》
（臺北：麥田，2004）
，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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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年工之外，以教師的觀點出發，當另一位受訪者謝火生談到當時的老師
高橋通時，在他眼中的「高橋老師愛國心很重，我們被老師感動，所以大家個個
都……。他希望我們當少年兵，為國家出一點力。」
（14:06─14:18）而高橋通在
回憶當時也說到「我了解，當時的情勢每下愈況，我認為學生都應該以每個人的
方式，向國家貢獻一己之力，因此我認為我必須鼓勵他們到海外。」（15:37─
16:00）在此，可見致使日籍老師鼓勵學生與少年工離開臺灣的原因，主要是其
雙方的「愛國心」，這如鐘淑敏所認為：這群臺灣少年工都是優秀的臺灣少年，
而且可能也是受皇民化教育最成功的一群人。27
藉由教育與師長的影響力，儘管存有受訪者如鍾進華透過自身經驗與記憶對
於日本表達不任同感，但對《綠的海平線》中的多數受訪者而言，一則大時代背
景所迫，其次，日治時期的臺灣教育影響臺灣少年工對日本產生極大的認同感，
進而成為志願的背景之一，這種認同感一方面來自日本教育的成功，另一方面則
是因為相較於當時的臺灣，日本經濟現況存有其優越性，而這種雙重條件下所產
生的認同感致使更多的少年工相信師長或是政府所宣傳的一切，「前往日本」又
或是「成為日本人」的集體方向即突顯戰前少年工的對於日本的認同感。
二、戰爭前後：記憶與認同的轉向
若回顧戰末因皇民化政策而推動的皇民文學作品，「如何成為日本人」即是
臺灣文學在四○年代的創作主題，而這個主題特別在周金波的作品〈志願兵〉中
表達更為直接與強烈的認同感，整篇被小說以「如何成為日本人」為辯論主題，
形式上無論改姓名、宗教儀式，乃至於精神上的皇民化的激烈辯證，結局至末則
直接點明：擔任「志願兵」、為「天皇作戰」的方式證明這是「成為日本人」最
好，也是最快的方法。建立在同樣歷史背景下的敘事，《綠的海平線》同樣也存
有對於日本的認同感，但不同於〈志願兵〉的是，《綠的海平線》所呈現對於日
本的認同感隱藏在受訪人──臺灣少年工與導演的言語敘述與觀點之下，以致於
「如何成為日本人」不但不直接的在整部影片呈現其各自對於日本人的認同感，
同時也是這部紀錄片中受訪者對於過去、隱藏在訪談中的另一種無聲吶喊。
「日本不敗」的信念是支撐少年工前往日本的信心，但是，當日本宣佈戰敗
後，
「日本不敗」的神話隨即崩解。1945 年，日本宣佈戰敗，臺籍少年工對此一
消息反應即有不同的差異，其中如陳其鴻當下「流淚，我們已經為日本奮鬥到這
個時候，其實將來一生都要靠日本的時候，結果卻失去一切的希望。」
（31:27─31:39）又有如邱新金認為「我們大家都不相信，怎麼可能有這樣的事
情，怎麼可能，要敗什麼？」
（31:41─31:45）這種不敢相信的方式同時也選擇是
自我不去相信日本戰敗這個事實。另外也有如江福深「想到可以回家去，很高興
可以回家。」
（31:52─31:54）由這三者之間我們可以知道，多數臺灣少年工原本
對日本抱有極大的希望與信心，而當日本宣告戰敗時，多數少年工卻是抱持不可
27

鐘淑敏，〈望鄉的鐵鎚－造飛機的台灣少年工〉，
《台灣史料研究》10（1997）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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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信乃至於失望的態度，這種「失望」的態度卻是必須經由「不可置信」而生產，
可見少年工於戰前對於日本懷有的信心之重。
透過「志願」與「前往日本」的理念與實踐，《綠的海平線》呈現出日治時
期「志願兵」的共同經驗。論者如荊子馨所提出，對殖民者而言，皇民化導致了
「內化」──即就將客觀的殖民對立關係轉化為主觀的殖民認同的掙扎，而這種
「掙扎」所顯示的非僅是殖民認同之間的掙扎，同時成為皇民化於臺灣殖民史上
的一個重要性──即認同掙扎問題首次成為被殖民者的主要論述，原本具體的社
會問題意識轉而由個人──即臺灣本島人的本體論問題意識所取代，28可以說，
這種因殖民化而成為殖民者單方面的責任問題成為部份少年工之所以前往日本
的目標，而這些少年工原本對於日本即存有高度的認同感，透過這種認同感，皇
民化藉著強行將計劃轉化成實踐，將理想轉化為物質，而建構了一種殖民的具體
化，29而這少年工前往日本也成為其中的具體實踐行動之。然而，當日本宣告戰
敗，對於原本以「成為日本人」或對日本抱以高度信心的臺籍日本少年工而言，
瞬間的感受實際上依個人經驗與認同而有所不同，故而，上述如陳其鴻或邱新金
等人的反應一方面透露出其對於日本戰敗的不可置信，另一方面也流露其對於日
本的認同感，而這種認同問題不但牽絆這些少年工的過去，同時又影響戰後其各
自的去向與未來的發展。
三、從「成為日本人」到「曾」為日本人－臺灣少年工的身份與認同
隨著日本的投降，臺灣少年工在身份上由戰敗國被殖民者的身份瞬間轉變為
戰勝國國民，並於 1946 年一月離開戰前的「內地」日本，然藉由少年工在戰後
的選擇，認同感的轉變亦隨著少年工的去向開始產生差異。儘管臺灣少年工當時
雖皆從臺灣出發到日本，但依每位少年工於戰後選擇的去向又可分作回到臺灣、
留在日本，與前往中國大陸三種類別，這三種受訪者依當時自我「認同」所作的
選擇也在日後於各自的人生產生的不同遭遇與結果。
（一）臺灣
對於選擇返臺的少年工而言，受訪者如江福深選擇返臺的心情與動機為：
「半
高興半擔心，也不是很擔心，但也不是很高興，就是很自然地說很想回去，因為
孩子在這裡（高座）已經沒有什麼了，趕緊回去最好了，這種心情是這樣子。」
（34:09─34:26）然而當其回到故鄉本島，首見本島上接收臺灣的國軍散亂形象，
相較於過去秩序嚴整的日本兵，更讓少年工感到失望。其次，島內在 1945 年後
所發生一連包含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國軍徹守臺灣等事件，也讓選擇回臺的少年
工對於本島狀況感到更加失望。
28

荊子馨，鄭力軒譯，
《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2006）
，頁 137。
荊子馨即認為「這種具體化的後果不僅包含意識形態的物質化，也包含了實際搗毀廟宇宗祠，
將臺灣／中國的名字改成日本名字，以及最重要的，動員成千上萬的名眾走上戰場」
。詳見荊子
馨，鄭力軒譯，《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臺北：麥田，2006）
，頁 136。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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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語言的學習上，時代的轉換讓少年工如邱新金認為「如果不學北京
話，無法求職」（45:19─45:21），然而，「有的人取補習班學北京話，結果卻變
成思想犯」（45:22─45:26），學了北京話的人仍被捲入政治問題而成為政治思想
犯，並且提出當時的法律並未實質性的公正，導致受到冤枉的人不少。但在「不
學北京話，無法求職」的情況下，邱新金與吳慶松選擇英語的學習，並於美國大
使館與美國六三俱樂部工作。在此，語言問題成為返臺少年工最大的問題，在母
語──閩南語與第二語言──日語之間，還有當時國民政府所公認的北京話皆面
臨政治問題時，英語這個被排除在臺灣、日本、中國之外的語言，竟成為少年工
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而這也在暗示並突顯戰後回臺的臺灣少年工，其最在整個
歷史脈絡所處的尷尬位置。另外，在紀錄片之外，少年工彭炳耀曾在一次訪談中
直接表達對戰後國民政府的不滿，相較於對於戰前以被殖民者身份擔任少年工的
自滿，戰後少年工返臺所遇到在語言、制度上的差異成為對比於戰前殖民政府日
本，彭炳耀對於戰後國民政府的不滿，30而這也是戰後選擇回臺的少年工面對國
民政府的集體不認同態度。
（二）日本
相較於戰後返臺的少年工，選擇留在日本的則可以吳春生作為代表。吳春生
為另一名臺灣少年工吳春郎的兄長，在吳春生前往日本以前，先抵達日本擔任少
年工的吳春郎曾在寄回臺灣的家書中以暗示性文字：「你希望的所在，不要了，
別去就對了。」
（19:00─19:03）勸阻兄長吳春生前往日本，但吳春生最後仍因日
本在臺灣放映的電影深受吸引而決意前往日本。當吳春生抵達日本，並見到當時
年僅十四歲卻懂得拆修手錶的弟弟吳春郎時，當下對於吳春郎在現代化的技術工
藝上感到驚訝，並且，吳春生亦提及吳春郎在當時所言：「飛機很複雜呢，跟飛
機比起來，手錶很簡單的呢。」
（20:17─20:20）殖民現代性所產生的認同意識由
此可見，吳春生對於日本認同感的產生在臺灣由精神層面出發，並且由日本的現
代技術找到物質層面的現代性認同感，這樣的認同方式近似於臺灣被殖民時期島
上對於現代化的部份認同，亦即在展示現代文明與物質的同時，精神層面也受物
質層面的「現代」吸引而產生認同。
戰後，儘管臺灣少年工已解散，並在日本有糧食匱乏的危機，但相較於多數
一開始對於日本戰敗感到不可致信並且回臺的少年工，吳春生對日本的認同感迫
使其認為不論如何都會有辦法而決定繼續留在日本，同時藉著在日本的苦學，於
日本成為律師。並且，年長的吳春生在訪談中不同於多數少年工，其選擇以日文
為與使用語言，語言是傳播集團文化的主要工具以及國家身份認同的象徵，同時
也具備了表現民族性和表達國家認同的力量，31而任何的意識型態總是透過語言

30

何湘妃、陳瑞玲採訪，陳瑞玲記錄，
〈彭炳耀先生訪談紀錄〉
，
《竹塹文獻》27（2008）
：125─138。
阮裴娜，吳佩珍譯，
《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台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
（臺北：麥田，2010）
，
頁 16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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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於人民記憶，32同時，吳春生於訪談過程中也流露出對於日本的高度認同。
展現在影片中的不僅是吳春生自戰前日治教育以來所熟悉的日語使用，亦可在和
服穿著上可見。
以戰後選擇留在日本的吳春生相對於選擇回臺的吳春郎，對吳春郎而言，日
本或許只是其過去曾經認同對象，但對留日的吳春生來說，無論戰前抑是戰後，
其皆對日本表達高度認同，而這種認同已藉由戰後從被殖民者身分的認同感轉化
為日本國民對日本的認同感，「同化」在此跨越殖民與被殖民者的藩籬，而以個
人的生命經驗與實踐得到應證。
（三）中國
戰後，臺灣少年工除回到臺灣與留在日本以外，
「中國」也成為其去向之一。
儘管藍適齊曾提出臺灣與中國的關係造在三○年代即以「分家」的概念加以分
化，以致蔓延到「民族精神」的展現上，臺灣對中國而言成為獨立個體與他者。
33
然截至終戰，對於臺灣本島人而言，中國、日本、臺灣三者在日治時期的歷史
記憶各自扮有祖國、殖民者與被殖者的身份與面貌，而這也致使本島人於這三者
之間一直存有複雜的情感與認同，這種複雜的情感與認同隨即亦表現在戰後「少
年工」的選擇之上。
1947 年，臺灣發生二二八事件，部份從日本回到臺灣的少年工再次回到日
本，並且警戒留在日本的少年工切勿回臺，於是前往中國便成為部份少年工考慮
的去向，
《綠的海平線》中的受訪人林文瑞便是當初選擇前往中國的少年工之一。
然而，林文瑞的生命經驗不但讓中國政府難以判定其個人身分，「臺籍日本兵」
這個因歷史而產生的矛盾角色也在此再次浮現，同時，「臺灣」也因為兩岸關係
而成為回不去的故鄉。從戰後經歷到文革而成為戰後中國整風對象，直至 1988
年，幾經身分轉折的林文瑞終於拿到回臺灣的護照，然而，印在林文瑞護照上的
出生地卻是「CHINA」──中國，導演郭亮吟在此特別將林文瑞護照出生地
「CHINA」的字樣標示並以紅體字樣強調，並於其後回到臺灣表述林文瑞的身
份於臺灣早已判定「死亡」
。在無法成為日本人，同時也被臺灣政府判定「死亡」
的身份時，林文瑞的身份問題成為其個人與其他同樣遭遇少年工在整個歷史所產
生的複雜問題，而這也正如林文瑞於訪談之末所言：「對我們一生來說的話，不
依靠政府不依靠誰，自己要求自己的生存。」
（54:40─54:48）臺灣少年工林文瑞
在此成為在這段歷史事件後，不歸屬於日本與臺灣兩者的代表。
最後，關於「曾為日本人」的集體記憶，我們可將焦點放注在整部紀錄片所
使用的語言使用上。在這十六個人的訪談中，受訪者如回到臺灣的邱新金等人使
32

張頤武，
〈「人民記憶」與文化的命運〉
，收錄於張京媛主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
（臺北：
麥田，2007）
，頁 251。
33
藍適齊，
〈超越民族想像──中國的臺灣論述與民族論述〉
，收錄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
《跨
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臺北：傳播者文化，2004）
，頁 20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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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閩南語，而鍾進華等人則使用客語，又或是戰後選擇留在日本的吳春生使用
的日語，在此，受訪者語言的選擇或許與其自身使用上較為流暢或其原生家庭語
言有關，我們難以藉此直接判斷閩南語與客語、或是日語的使用是否影響其獨立
個體的精神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在重現當時在日本的經歷時，包括與
他人的對話、信件讀取，乃至於戰後成立「臺灣高座會」會歌〈離開臺灣〉
（〈故
鄉を離れて〉）皆以日語34為使用語言，而非閩南語、客語，或戰後的「北京國語」
35
，由此可見，日語的使用是這些臺灣少年工獨立個體生命中對於這段日本集體
記憶的共同經驗，而這種經驗並非任何一種新的語言所能代替。
綜而觀之，在《綠的海平線》中，「臺籍日本兵」的身份是所有少年工過去
的共同經驗與記憶，卻也成為其個人生命經驗展現的另一種束縛。對於少年工而
言，「如何成為日本人」曾是戰前的共同願景與目的，卻在戰後，無論是「臺灣
人」
、
「日本人」
、
「少年工」與「臺籍日本兵」的多重身份與歷史的矛盾，終成為
這些少年工在戰後更大、無法拋棄的身份與認同問題，這是臺灣在日本殖民後留
遺留下來的歷史產物，卻也藉由日本在臺的殖民經驗而殘餘的認同問題。不同於
本文於前言以二元對立的方法討論記憶中的認同問題，無論是前往日本的記憶與
認同、日本宣告戰敗的心情轉折，又或戰後自我認同與身份的轉移，郭亮吟於《綠
的海平線》不單以二元對立──選擇認同日本或臺灣的呈現方式，透過這個大的
歷史背景與記憶，每個少年工皆有其不同的認同與選擇。《綠的海平線》即打破
傳統的二對觀，透過影片揭露與呈現事實──認同因歷史記憶與自身經驗的多重
交錯，致其必須打破二元對立模式而呈現更為複雜多元的歷史問題。
第五節

小結：歷史的記憶與重組

以文學史角度出發，戰後至今有不少作家藉由書寫重現殖民時期乃至終戰前
後期間的歷史問題與記憶脈絡，不同的作家亦透過歧異的書寫方式重構那段複雜
的歷史記憶。這些歷史不同與教科書與主流媒體所呈現的「民間」與「官方」
、
「臺
灣」與「日本」這種二元對立的歷史觀，而是另一種超越兩者的，並顯現其更為
複雜的歷史論述方式。
在當代與戰前歷史記憶的聯結上，邱貴芬曾說及，記憶（memory）是一重
組（re-membering）的不穩定過程，也常超越「民間」對抗「官方」簡單面貌，
36
郭亮吟《綠的海平線》即於此提供了一種脫於純粹「官方」與「民間」的記憶
34

由湯熙勇、陳怡如編著的《臺北市臺籍日兵查訪專輯：日治時期參與軍務之臺民口述歷史》
可得知，早在少年工前往日本的期間便有歌曲〈離開台灣〉的出現，筆者在此認為日語的演唱方
式僅呈現當時語言的普遍使用狀態，但在戰後，儘管日語已不再是第一使用語言，對於來自閩南
與客家家庭的少年工而言，日語是所有少年工的共同語言。
35
臺灣人所使用的國語實際上為「臺灣國語」
，然而「臺灣國語」畢竟是因時代推演而在島上生
成的語言，故本文在此仍以戰初的「北京國語」稱之。
36
邱貴芬，〈
「日本」記憶與台灣新歷史想像〉
，收於李瑞騰主編《台灣文學 30 年精英選：評論
30 家（下）》
（臺北：九歌，2008）
，頁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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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可以說，《綠的海平線》不僅超越了民間對抗官方的簡單面貌，更重要的
是，其將官方與民間兩者所提供的資料編織為整部紀錄片的基本素材，並藉此發
揮更多有別於兩者「對抗」的敘述與論述呈現。由此延伸，《綠的海平線》以影
像包含了文獻資料、音樂與訪談當方式超越了空間與時間的距離感，這種不同於
文字的集體創作方式也重新建構並連結整段歷史事件的現在與過去，同時藉此從
新挖掘與深化了這些被遺忘的大眾歷史記憶。這個大眾歷史記憶不僅是整個臺
灣、日本、中國的大歷史，同時也是每個少年工的生命史。有別於直接由大歷史
為論述方式的是，小歷史與個人生命史的敘述更能檢討過去與現代的歷史問題，
同時也更能「重組」整個歷史的脈絡，因為歷史不僅是男性與官方的歷史，是女
性的歷史，同時也是大眾集體的歷史；歷史並不只是文字書寫的歷史，同時也是
影像紀錄的歷史。
另外，郭亮吟在《綠的海平線》後，於 2010 年終完成紀錄片《軍教男兒》，
延續與《綠的海平線》中部份重疊人物，這部以探討戰後孫立人將軍號召成立新
軍「臺灣軍事教導團」卻在一年後被迫「歸休」的作品已告完成，並不同於《綠
的海平線》中的沉穩，郭亮吟於《軍教男兒》中以「喧嘩」為影片敘事基調，而
也是在《綠的海平線》之後可以延續與探討戰後歷史記憶與論述的題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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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在南國的赤陽下：臺籍監視員的（不）認同及離散
──以陳志和《赤陽》為討論對象*

本章以戰爭期間前往南洋擔任戰俘營監視員的臺籍監視員為主題。不同於前
章在戰時自殖民地臺灣本島向北往「內地」動員，前往日本製造飛機的少年工，
本章所討論或留於臺灣本島，又或是往前線戰區中國或東南亞移動，至前線擔任
管理與監視盟軍戰俘的臺籍監視員。有別於少年工在戰後存有如彭炳耀《造飛機
的日子》、吳明益《綠的海平線》等相關文本作為資料的比對與參照，臺籍監視
員的相關史料多集中在學者與民間田野訪談之中，其中以李展平《戰火紋身的監
視員》
、
《前進婆羅洲：臺灣戰俘監視員》二書為要，近期又可見龍應台著作《大
江大海一九四九》中的相關史料與訪談，然而，李展平與龍應台之間透過書寫亦
嶄露不同的敘事角度與觀點，並引發歷史學界不同的批評與討論。
在進入紀錄片《赤陽》的討論之前，首先以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為
例，討論臺籍監視員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的敘述與觀點的呈現。以 1949
年時代記憶為背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記述包括本省與外省臺灣人在 1949
年的戰爭記憶，而在黃黎明跟隨龍應台訪談過程的紀錄片《目送一九四九》中，
針對臺籍監視員的歷史記憶，龍應台如此評道：
每一個個人，他一方面他永遠會有一種純潔的熱情，對於所謂的大我的投入，
但是最重要的覺醒是說，你可能要時時刻刻去反省自己的位置，在那個大的
集體裡頭去看、去觀察，你是不是變成那個大的集體裡頭的盲目的一個東西，
你必須去關心那個大的集體，它在走的方向是不是真的是你要的方向，那如
果這種覺醒沒有的話，那真是災難的開始。（32:36─33:12）
無論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又或是紀錄片《目送一九四九》
，世代記憶的聯繫
與情感經驗成為支撐龍應台對於 1949 年記憶追索的來源，但在戰前的國民兵之
外，面對同處於戰場，卻為敵方的臺籍日本兵，龍應台的角度迴於前者訴諸情感
的書寫與呈現方式，而改以史料的陳述，並以「反省」之姿加以批判，甚至認為
當這些臺籍日本兵無法「反省自己的位置」，容易成為盲目與災難的開始。但透
過臺籍監視員相關訪談與史料與紀錄片可以發現，監視員的動員與志願並非盲目，
而龍應台所謂的「覺醒」亦未必透過戰前與戰後線軸即可「自我意識」。正如同
*

本文初稿以〈在南國的赤陽下：臺灣紀錄片中的「臺籍監視員」敘述與認同論述──以陳志和
《赤陽》為討論對象〉為名，發表於高雄市歷史博物館、高雄市關懷臺籍老兵文化協會、臺灣
歷史學會、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之「赤陽‧白日‧紅星：第三屆臺灣近代戰爭史（1941
─1949）學術研討會」
，2013 年 10 月 26 日，撰稿期間感謝邱貴芬老師指導，與評論人謝仕淵
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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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在《目送一九四九》中針對戰後國民政府來臺，臺人眼中殘破的軍隊形象，
提醒觀眾：「他裡頭有很幾層的歷史在後面。」（36:14─36:16）但面對臺籍監視
員，龍應台卻未去挖掘其背後的歷史，乃甚至是情感層面的個人意識。對臺籍監
視員而言，個體面對大歷史環境與所促成的生命經驗，成為人生際遇的轉折與認
同在跨越國際、地理區域與時間的延續。透過影像與口述文本梳理臺籍監視員的
相關史料，及其背後涉及國族與歷史情感的背後，即為本文討論主題與目的之
一。
另外，戰後軍事賠償往往成為戰後國際參戰國在戰後亟於處理的國家責任，
在民間的傷亡之外，由於戰爭動員造成軍官與士兵的傷亡，乃甚至是以戰敗國身
分為國家承擔戰後國際刑罰種種，皆成為戰後相關軍事人員對於國家所償的條件。
然而，在前章對於少年工的討論中，無論是訪談資料、傳記，或小說文本，透過
這遺緒在戰後的是少年工個人對日的認同情感，戰事賠償未為戰後少年工對日目
的。然而，有別於少年工，本章所討論的「監視員」與本論文另一主題「慰安婦」
有所謀合，兩者在戰後相關口訪文獻等資料，對日方戰後軍事賠償皆為相關文獻
與人員於戰後日方最大的訴求，甚至成為相關紀錄片《赤陽》與《阿媽的秘密》
拍攝主題與目的之一。
本章目的主要針對以臺籍監視員為主題的陳志和紀錄片《赤陽》
，除分析《赤
陽》的敘述方式，透過賠償的影片目的與呈現的國際訴求，擺蕩在殖民與後殖民、
遊移在臺灣、南洋與日本之間，影像中的「認同」議題，影像導演透過影像所展
現的是何種臺灣「認同」意識，亦是本文欲討論的主題。
第一節

被遺忘的監視員：臺籍監視員史料考察

1929 年二次大戰初期，參與戰事的各國為免重蹈一次大戰期間大量戰俘為
敵軍在身心等各方面受到迫害而簽署「日內瓦條約」，以作為參戰各國面對戰俘
處置公約與條款。太平洋戰區，初期大舉入侵太平洋各國的日本帝國於戰區中國、
香港、南洋等戰區俘虜包括盟軍中國、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各國大量戰俘，
為管理這些盟軍戰俘，日軍前後於日本善通寺、上海、香港等地設立俘虜收容所，
俘虜包括太平洋戰場的美、英兩國軍人，1然伴隨著戰場的擴大，包括東南亞等
地亦須設立戰俘收容所以供戰俘集中，為紓解輸送船運送任務，在戰俘管理人員
上，1942 年日本殖民政府開始由臺灣「皇民奉公會」招募與訓練戰俘營的監視
員，殖民地臺灣成為殖民地政府主要招募區域之一。這些以「日軍」為參戰身分
的臺籍監視員於臺灣本島訓練後派駐臺灣、中國、香港與南洋等前線戰區，成為

1

鍾淑敏，
〈俘虜收容所──近代臺灣史的一段悲歌〉
，收錄於曹永和先生八十壽論文及編輯委員
會編，《曾永和先生八十壽論文集》（臺北：樂學，2001）
，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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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臺籍監視員」。2
然而，隨著戰爭進入末期，日軍開始於佔領區敗退，更隨軍糧的不足，日軍
面對盟軍戰俘，開始已有反人道與國際條約的行為出現，其中包對戰俘產生身體
傷害，更甚至是直接殺害戰俘以防其成為軍隊撤退的負擔。此時，第一線面對盟
軍戰俘的臺籍監視員即成為日本軍官命下「處置」戰俘的劊子手，這導致戰時軍
事長官與這些臺籍監視員在戰後的國際軍事審判中因羞辱、傷害與殺害戰俘而被
判處或三年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與死刑。在刑滿的戰後，其時以皇軍為參戰
身分，並在戰後服滿刑期的臺籍監視員，由於在戰後的國籍身分即由於臺灣主權
的回歸而屬臺籍，面對日本政府的求償運動上往往未果──無論是日本軍事法庭
還是聯合國軍事法庭，對日求償運動成為這些戰後逐一凋零的監視員與戰犯最大
遺憾與訴求。
目前文獻回顧相關歷史上，相關歷史架構主要集中在鍾淑敏3與湯熙勇4彙整
自東亞臺日韓的相關論文，這些文獻重現與架構臺籍監視員的歷史面貌，成為相
關史料的重要資訊。其次，藍適齊透過現有文獻的比對，指出臺灣作為殖民地在
整體審判中承擔了超過被動員比例的人數，而此則涉及殖民者、被殖民者與其他
被殖民者之間的關係。5此外，李展平6、蔡慧玉7、陳嫦玫8則以口述歷史為相關人
物作一個別採訪記錄。如上所述，有別於少年工戰後的精神認同，臺籍監視員在
面對戰後議題多以針對日方在國際法庭上的求償，故而在相關討論上上，林志剛
透過參與戰後臺籍監視員對於日方的求償過程作一記述9。透過史學梳理、口述
歷史的書寫與戰後求償的過程記錄，這些殊異的方式為臺灣目前對於臺籍監視員
的歷史記憶提供多種資訊，而影像則為臺籍監視員的議題提供另一條途徑。然而
作為另一種歷史文本，影像的記述與主體意識於今仍有待討論。

2

鍾淑敏，〈二戰時期臺灣的盟軍戰俘〉
，《臺灣學通訊》76 期（2013）
：13—15。
鍾淑敏，
〈俘虜收容所──近代臺灣史的一段悲歌〉
，收錄於曹永和先生八十壽論文及編輯委員
會編，《曾永和先生八十壽論文集》（臺北：樂學，2001）
，頁 261─288；
〈二戰時期臺灣的盟軍
戰俘〉，
《臺灣學通訊》76（2013）
：13—15。
4
湯熙勇，〈集中營、審判及遣返：臺灣人在東南亞（1945─48）
〉
，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中心海洋史專題中心之學術討論會」（2005）。
5
Shi-chi Mike Lan, ‘Trans-national War Responsibility:Post-war Trials of Taiwanese War Criminals in
the Allied Courts’，收錄於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編，
《臺灣近代戰爭研討會論文輯.第一屆》
（高雄：春暉，2013）
，頁 335─361。
6
李展平，
《前往婆羅洲──臺籍戰俘監視員》
，南投：臺灣文獻館，2005 年 8 月；
《戰火紋身的
監視員：臺籍戰俘悲歌》
（南投：臺灣文獻館，2007）。
7
蔡慧玉編，《走過兩個時代的人──臺籍日本兵》（臺北：中央研究院，1997）。
8
陳嫦玫，
《游移的祖國：台籍戰俘營監視員的認同形成與變遷》
（臺北：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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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林志剛，
〈人權的演繹（上）──原台灣人日本兵戰後求償事件既要及展望〉
，
《律師通訊》172，
（1994）
：34─42；〈人權的演繹（下）──原台灣人日本兵戰後求償事件既要及展望〉
，《律師
通訊》173（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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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片格轉動的「戰事」敘述：陳志和《赤陽》的影像敘事

陳志和《赤陽》完成於 2008 年，為導演跟隨李展平對臺籍監視員的訪察而
拍攝記錄與剪輯完成。以臺籍監視員為主要訪談對象，李展平在訪談後先後於
2005 與 2007 年完成臺籍監視員口述歷史《前往婆羅洲──臺籍戰俘監視員》10與
《戰火紋身的監視員──臺籍戰俘悲歌》11二本訪談錄，而陳志和則在這兩本口
述史的出版後將訪談過程與個人所得內容剪輯完成，故針對同樣的主題，二文本
在訪談對象多有重疊之處。在此，同樣以臺籍監視員為討論對象，李展平的口述
史成為文字文本，而陳志和《赤陽》則為揉雜史料、聲音、口述的影像文本。
本片在 Bill Nichols 的紀錄片模式中，由於拍攝者多隱身在攝影機之後而成
為觀察模式（the obsrevative mode）紀錄片，然而對於這段歷史的追尋，導演於
其中加入自己與受訪者的對話而成為參與模式（the participatory mode）12紀錄片
作品，致使影片時而以歷史與受訪者為主，拍攝者追尋歷史的腳步與聲音亦成為
歷史的另一種節奏與敘述觀點。
影片一開始，陳志和即透過無聲的字幕首先將時間拉回過去的歷史記憶：
1895 年，滿清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給日本，自此台灣成日本殖
民地長達半個世紀。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日本殖民地
台灣共二十萬七千多人投入了這場與他們無關的戰爭，總計三萬人喪生，一
百七十三人在戰後的軍事審判中成了戰犯。
緊接著，陳志和以其叔公陳只生為拍攝對象，透過陳只生在攝影機前展示其過去
曾前往南洋擔任臺籍監視員的資料。陳志和以旁白介入影片陳述：
1942 年，我的叔公陳只生，在沒有告知家人的情況下，以臺籍日本軍伕的
身分踏上多年太平洋戰爭的旅程，在那些日子，他經歷了什麼，我們始終一
無所知。如今他垂垂老矣，語言困難，我們更難理解他的過去，很可能連他
自己的記憶也正在流逝消失當中。
伴隨火車在鐵軌上行走的背景聲，影像透過字幕緩緩的道出 2005 年陳只生的辭
世，而一百七十三名臺籍監視員至今僅剩十名的字幕訊息。
「赤陽」的片名出現，
影片正式進入論述。以下，本文將影片分成三個部份，並加以分析。
在第一部分，跟隨口述訪談者李展平的腳步，影片首先以目前人在日本，並
持續向日本政府索取賠款的林水木為訪談對象。林水木在一開始便以個人觀點提
出對於歷史的反思與質疑：
10
11
12

李展平，《前往婆羅洲──臺籍戰俘監視員》（南投：臺灣文獻館，2005）
。
李展平，《戰火紋身的監視員：臺籍戰俘悲歌》（南投：臺灣文獻館，2007）
。
Bill Nichols, Intriduction to Documentary, 2001, Indiana University Pess. p.1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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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胡扯的，他們，該怎麽說，狀況上，對他們有好處才有在寫，如果對
他們沒好處，他就不理睬你。他如果有要理你的話。你知道嗎？我的告訴是
一樣是戰犯，為什麼日本人有賠償，臺灣人沒賠償，這是有差別的啊。
影片透過林水木首先提出影片第一部份的主題：同樣在戰前為日本參戰付出，並
在戰後由於戰事而被冠上戰犯身分，臺灣與日本的戰犯卻在戰後存在著不等同的
地位，表現在片中的便是日本戰後對於戰犯的「賠償」，此處的賠償直接點出現
在臺籍監視員對日本政府的主要要求，同時亦點出本片拍攝臺籍監視員的目的之
一。接著，
《赤陽》轉而拍攝簡茂松所提供的 2005 年，日本為終戰六十年紀念，
由朝日電視台所錄製的《元日本帝國軍人大東亞戰爭訪談》節目，藉由臺籍日本
兵與日本當局代表官方的辯論，展示歷史的真相實際上為日本官方政府所隱藏，
甚至加以扭曲。大抵而言，《赤陽》第一部份主要呈現目前在日本與臺灣的臺籍
日本兵在現實上對於日本官方政府的求償狀況，與日本官方政府對於這段賠償與
歷史的應對。
在第二部份，影片主要以臺籍監視員為主述者，一則由導演的旁白回顧監視
員的歷史背景與其時太平洋戰爭局勢，並在時間的脈絡下，藉由監視員的口述回
顧參戰的過程。首先，自第一部分所連結的戰後在臺臺籍監視員柯景星的個人參
戰經驗開始，影片透過柯景星的參戰過程將時間拉回日治臺灣，並在畫面上大量
穿插關於皇民軍等剪報與照片。臺籍監視員的歷史，包括柯景星、蔡春心、林水
木、蔡新宗、許清泉、連阿木等人皆在鏡頭前回憶與敘述自己在戰前為何「自願」
報名擔任臺籍監視員與受訓過程。接著，以二次大戰時期被視為第二國歌的歌曲
〈海行兮〉作為中界，影片的拍攝從臺灣的監視員截至目前北婆羅洲的景像，並
帶入蔡春心、柯景星、連阿木等人在北婆羅洲擔任臺籍監視員的回憶與過程。其
中，影片特別提及監視員與俘虜的相處模式，其中包括這些臺籍監視員由於日式
訓練與教育而養成的打耳光與奴式打罵，這些在受訪者擔任監視員時期亦加諸於
異國戰俘身上，而這也迫使臺籍監視員在戰後的國際審判中以違反人權之行為而
被處三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隨著戰事進入末期，盟軍開始登陸北婆羅洲，監視員分作兩批將戰俘帶往山
區逃難，然而就在逃難的路途上，日本軍官趁地勢之便，強迫臺籍監視員以刺刀
與槍彈等方式殺害澳軍俘虜，這樣的「命令」導致臺籍監視員在戰後國際軍事法
庭上被處以有期徒刑與死刑。在背景敘事上，旁白說道：
在這段叢林行進中，日本兵、臺灣軍屬、澳洲俘虜間的關係，陷入了前所未
有的緊張。許多俘虜死於飢餓與傳染病，盟軍緊追在後，生病虛弱的俘虜又
拖累了撤退的進度。
隨後，影像透過臺籍監視員許清泉的口述陳述日本軍官命令監視員殺害俘虜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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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從基隆那邊進攻過來，要攻起來中間，我們要帶俘虜走啊，他們就撤退
啊，撤退、退後、退後、退後，啊，但是在路途中，不會跑，不會走，經不
起跑，碰，就把他打死了。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敘述方式除陳志和的《赤陽》，李展平和蔡慧玉的相關口述
資料亦展現戰爭時間日本軍官命令臺籍監視員殺害戰俘的過程，這些口述文獻一
方面以歷史再現的方式展現，另一方面也成為這些在戰後成為戰犯的臺籍監視員
試圖辯訴自身之所以成為戰犯的原由，更有甚者，這同時也是臺籍監視員在戰後
連結戰前殖民政府、日本軍官之間的多重途徑之一。
以戰後作為分界，1945 年八月，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二次大戰太平洋戰區
於此宣告結束。影像透過臺籍監視員的訪問將時間拉到戰後，戰後國際臨時軍事
審判成為戰爭時期擔任臺籍監視員相關人員首先面臨的衝擊，透過周慶豐、簡茂
松等人陳述審判過程，臺灣部分，與史料相互疊合的是最後十一人被判處死刑、
二十七人被判三至二十年的有期徒刑。其中，影片特別提及戰時遵照長官指示，
卻在戰後首判十二年有期徒刑、上訴後改判死刑並執行的李琳彩，片中逝者李琳
彩的血衣遺言成為被判處死刑臺籍監視員無聲的視覺敘事與控訴。
1946 年三月開始，這些被判有期徒刑的日本戰犯先後在拉巴爾與馬努斯勞
動服刑，故影片至此以戰犯的服刑生活為主題。然而，除臺籍監視員服刑期間的
作息，日本上將今村均給予臺籍監視員的正面感受與勉勵在影片中透過幾位監視
員的口述而被提及。直至 1953 年六月九日，這些以戰犯為名的 B、C 級戰犯從
南洋搭乘白龍王號抵達日本橫濱，然而，不同於日籍戰犯在回到日本後即可以返
家，臺籍戰犯在被送到日本後除了一開始接受民眾的歡呼與走訪日本、參訪靖國
神社外，仍必須回到監獄中繼續服刑，直到刑期結束。值得注意的是，當臺籍戰
犯抵達日本，才發現日本戰前與戰後的承諾皆為謊言，同樣在戰前作為皇軍、戰
後為日本身為戰犯，在戰後存有國籍問題的臺人與日人在日本的處境並不對等，
此一差別待遇成為臺人在戰後對日方態度對日本政府的最主要的控訴。《赤陽》
的第二部份主要透過時間的推敘、並以歷史資料、口述訪談加以編織堆疊而成，
藉此呈現臺籍監視員為何前往南洋、在南洋擔任監視員的過程又為何，自戰敗以
戰犯身分在南洋乃至在 1953 年「回」到日本的過程。
結束戰爭期間的監視員與開而起戰後的後戰犯身分，《赤陽》第三部份開始
於這些臺籍監視員服刑結束的生活。影片首先透過 1943 年擔任包爾戰場最高指
揮官今村均上將在南洋時期所承諾：「如果我們戰敗，回日本後將為你們安排工
作，並與日人同等待遇，絕不會讓你們吃虧。」對照戰後留在日本臺人的生活遭
遇，對於選擇留在日本的人而言，「次一等殖民地人民」的身分成為這些留日臺
人在日本社會中的現實地位。而對於選擇回到臺灣的人，除回臺後的私人感受，
戰後隨即爆發的二二八事件與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襲捲全島，曾在戰時為皇軍征
戰的監視員於此在國民政府政權下於生活、工作等方面皆受到權力的壓迫。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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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刑期結束後的生活，影片主要將重心放在一開始切入影片主題的對日求償運
動，求償運動的過程主要以現有的資訊為主，只是在老兵的種種不滿與控訴之後，
配合這些老兵們目前生活畫面，旁白轉而以導演個人角度感性提到：
當年十七八歲的小伙子，如今都已經八十高齡，我不禁好奇，戰爭在老兵們
心中的重量是否有稍稍減輕？是否能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把這些經歷當成回
憶的一部份？
最後，《赤陽》以為三萬三千多名同胞的紀念典禮作為最後一部份的鏡頭，
影片透過這些監視員的演唱而播放〈海行兮〉，由此再過渡到曾經出現影片中並
接受訪談戰前監視員的逝世，影片就此畫下句點。
正如 Sheila Curran Bernard 所言：
「對於文獻紀錄片來說，故事的發展一般是
由敘述來推動的，而影像則起了一個支撐證實的作用。」13以臺籍監視員為主題
敘述這段歷史記憶，影像的多元表現成為這段歷史再現的諸多途徑。在聲音方面，
《赤陽》透過旁白口述歷史背景架構，並由曾擔任臺籍監視員的相關人士口述相
輔，並在畫面上配合影像照片、音樂與文獻呈現原本僅存在於特定群體的歷史記
憶。以時間的順序作為整部紀錄片的敘事主軸，從監視員如何前往、為何前往，
到他們抵達南洋後在戰前戰所的遭遇、從南洋到日本、刑滿到歸「鄉」──包括
心中的祖國日本，與原鄉舊殖民地臺灣。最後，影片再次將主軸拉回當代的景貌，
並再次論述這戰爭與歷史。大歷史的流動對個人的影響，藉此在他們個人生命歷
程中所留下的痕跡與記憶，臺籍監視員的歷史敘述為這部歷史紀錄片主題，同時
也展現身為臺籍日本兵個人處於戰爭時代中的無奈。
第三節

認同與離散經驗的多重演繹：臺籍監視員的（不）認同

同樣以戰爭時期為背景，在世代上同樣受到皇民教育的影響，以「認同」為
主題，不同於郭亮吟《綠的海平線》所表現對戰前與戰後日本的集體認同，與認
同的不言而明，卻又未若慰安婦《阿媽的秘密》面對認同議題的直接忽略而表達
認同的完全否定，以臺籍監視員為主題，陳志和的《赤陽》，面對戰前與戰後臺
灣以一種迂迴而未直接面對的認同態度，表達其對日本的認同與不認同。以下，
本文主要透過影像《赤陽》對照相關文獻，探討臺籍監視員中認同與非認同作為
兩條路徑，展現在其生命中對日本的認同意識。
一、從認同的不可能到認同的可能
影片的主題與訴求往往左右文本的中心思想。如上所述，《赤陽》在進入正
片後的第一部分首先以戰後臺籍監視員對日的求償現況為主題，臺籍監視員與戰
犯對日求償結果的不滿情緒成為本片介入歷史的切面，由此可首先判定，對日方
13

Sheila Curran Bernard，孫紅云譯，《紀錄片也要講故事》（北京：世界圖書，2010）
，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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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償未果的不滿成為臺籍監視員在「當下」──同時也是影片對日本認同的不可
能。
在求償與身分的轉折上，對於戰後對於日方的求償運動，陳志剛曾透過臺籍
日本兵在日本於聯合國國際的求償運動提出日本之所以拒絕臺籍日本兵的求償，
主因在於戰後與戰爭相關的賠償僅限於法律上承認的「日本國民」，故而無論是
戰前曾為天皇而戰的殖民地韓籍日本兵，又或是臺籍日本兵，由於戰後所簽定的
《舊金山合約》生效，戰前的臺籍與韓籍日本兵各歸其原本的國籍而被認定為非
日本國籍，故未被視為戰後賠償對象。14與臺籍日本兵有類似經驗，高橋哲哉曾
以同樣在戰時身為被殖民地者兼任戰地戰俘監視員的韓籍監視員李鶴來和趙文
相為例，提出戰後同盟國和日本「法律暴力」的問題。以戰後作為起點，並以曾
在戰時虐待戰犯的李鶴來與趙文相為討論對象，高橋哲哉主要依戰後國際與日本
法對於個案的影響分成四個階段：
（1）儘管「大日本帝國」崩潰了，朝鮮也解放了，李鶴來卻還是和趙文相
一樣，作為「日本人」受到審判並被處判死刑。
（2）跟趙文相不同的是，李
鶴來在減刑後被送往日本，在《舊金山和約》生效的同時，被單方面剝奪了
日本國籍。
（3）儘管被剝奪了日本國籍，但作為「日本人」被判的刑，卻繼
續執行。
（4）雖然是作為「日本人」被判的刑，但由於是《戶籍法》不適用
的朝鮮人，所以被排除在救援戰爭傷亡者和戰後補償的對象之外。15
在戰後初期的第一個階段，無論韓籍或是臺籍監視員，這些曾以日本兵為參戰身
分的殖民地監視員都得接受戰後同盟國的審判而為日本承擔戰爭責任服刑──
並無論是死刑抑是有期徒刑。在行刑一段時間後，由於 1952 年《舊金山和約》
的生效，原為殖民地的臺灣人與朝鮮人皆被日本單方的意願而解除其原本的日本
國籍，但儘管如此，被單方面解除日本國籍的臺灣與朝鮮人卻仍須承擔戰爭時期
的責任，直至原訂的服刑結束。然而在服刑結束後，針對臺灣與朝鮮人對於日本
的相關求償，日方卻以國際簽訂的《舊金山和約》否認臺灣與朝鮮人原有的日本
國籍身分，等於否定這些戰犯對日求償的可能，以致日後臺灣與韓國人對日求償
的不可能。這種不可能表現在陳志和《赤陽》之中，影片曾節錄一段由朝日電視
台所錄製的《元日本帝國軍人大東亞戰爭訪談》的電視節目，其中，臺籍監視員
簡茂松以臺籍戰犯的身分參與節目訪談：
長野智子（主持人）：今年是終戰後的六十週年，亞洲外交、靖國神社參拜
問題不斷出現，現在正是重新思考的時候。請教簡先生，
臺灣是殖民地，人民以日本人身分參戰，儘管如此，被
14

詳見陳志剛，
〈人權的演繹（上）──原台灣人日本兵戰後求償事件既要及展望〉
，
《律師通訊》
，
172（1994）
：34─42，1994 年 1 月；
〈人權的演繹（下）──原台灣人日本兵戰後求償事件既要
及展望〉
，《律師通訊》173（1994）
：25─37。
15
高橋哲哉，王前、孫軍悅譯，
〈BC 級戰犯和「法」的暴力〉
，
《文化研究》4（2007）
：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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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處為 BC 級戰犯，甚至被處以死刑，但儘管如此，實
際上出現這樣的結果，但是像日本人那樣的戰後補償完
全沒有，有沒有軍人恩給？
簡茂松：沒有，完全沒有，因為不是日本人的緣故，連一千元也沒有。昭和
二十六年三月三十日，刑令來了，然後向服刑人說，你現在開始是
臺灣人，明日你要登入成為外國人，於是我去民政局要薪水，以便
支付回臺灣的船費，但他回答說你在當地被解雇，沒有薪水，沒有
支付的理由。
日籍與談人：每年都有臺灣來的戰友，不能說全部都沒付。
長野智子：但是以總體戰而言，說嚴重一點，我們國民大家都有參戰，而戰
爭的判決是對一部分被認為有罪者的憤怒，這是盟軍的憤怒。以
簡先生的立場來說，對日本有憤怒嗎？
簡茂松：明確來說，有。
長野智子：對於把罪責推給你們的一般國民，有憤怒嗎？
簡茂松：對一般國民沒有。
日籍與談人：我覺得每年臺灣戰友都運作得很好，與海軍有關的多半都有支
付，跟海軍無關。
首先，無關認同，透過《赤陽》所節錄的對話可以發現，對多數當代日人而言，
戰前臺籍日本兵在戰後即解除日人身分，成為戰後被視為「跟海軍無關」的臺灣
人，在國籍身分上轉為非日籍的臺灣人，這種認知普遍存在戰後日人的思維之中，
於此，與戰事相關賠償責任便隨臺籍日本兵於日／臺身分的轉變以法之名，合理
化的被卸除。然而當日人透過法律而合理化地否定臺人在日籍身分的可能時，卻
也就此暴露出臺籍與韓籍身分作為「戰犯」重疊的矛盾性，然而這種充滿矛盾性
的集體認知與言論對戰後的臺籍監員形成一種自我矛盾的暴力。
其次，從身分的轉變到認同的展現，無論是韓籍或是本文討論的臺籍監視員，
以「罪」作為戰前到戰後的身分延續，戰後的臺籍監視員延續戰前從日本兵轉變
為戰犯的身分，為日本──同時也是為自己承擔戰時責任。但是在國際法與日本
國內法的操作下，這些仍在服刑戰犯卻未能選擇成為臺灣人或日本人，就在刑罰
結束、戰犯身分解脫之時，戰前日本的國籍身分成為「過去」的身分，並在對日
方有利的國際與國內法律條件下，這些曾為戰犯的人們在脫離戰爭期間的「罪罰」
後，在自我身分上成為表面上更為「完整」的韓國人或臺灣人──儘管後者以國
家的概念定義仍有待商確，然就此戰後身分的完整／殘缺對比於小說家張文環所
謂志願兵的參與主要為主體的完整性追求，戰後從賠償延續至國籍身分的否定，
身分的完整反而成為戰後主體的殘缺。由此可見，對戰後臺籍監視員而言，這種
身分主體性在戰前透過皇民化與參戰臻於完整，卻在戰後求償、日籍身分的未果
而有殘缺的可能，這種戰後臺籍監視員對於自我身分的追索，超越認同的想像，
在戰後與戰前志願兵的皇民、認同與主體的完整性相之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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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透過求償運動的失敗探究其所延伸的認同意識，「戰後」日人對於這
戰前臺籍日本兵於戰後在日本國籍身分上的「不認同」：在認知上並不認為戰前
的臺籍日本兵在戰後仍為日人，成為日人對戰後臺籍日本兵在「日籍」身分上否
定，這種否定形成戰後臺籍日本兵於戰後尋求的另一種「戰後自我身分認同」：
對於戰前與戰後的身分認可，可以說，透過求償運動，戰後臺人所尋求的不僅是
求償這種表層的訴求，同時亦存在跨越戰前與戰後的自我身分與精神認同。延續
這種日人對臺人與臺人對日人在戰後身分上的臺日認同意識，這種認同運作同樣
展現在片中戰後臺籍日本兵於日本的處境。正如紀錄片《赤陽》不只一次透過戰
後同臺籍監視員於南洋擔任戰犯服刑的今村均話語提出臺日平等的承諾：
如果我們戰敗，回日本後將為你們安排工作，並與日人同等待遇，絕不會讓
你們吃虧。
然而當臺籍監視員於 1953 年自南洋來到年少時期即透過皇民教育而在精神意識
上認知為「祖國」的日本時，這才發現身為臺籍日本兵與日籍日本兵的差異，其
差別一則表現在刑期的表現上：相較於日籍戰犯在回到日本後即可返家，臺籍日
本兵卻由於國籍問題繼續留在監牢之中，另外，上述求償運動的不果則成為這種
國籍差異最直接的表現，最後，戰後日人對於臺人於戰後臺人以日國籍身分的否
定亦是另一種透過戰爭前後所延伸的國籍差異意識。
以國籍作為離散的起因，在紀錄片《赤陽》之外，劉慧真曾透過臺籍監視員
的相關文本提出臺籍監視員的離散經驗主因於國籍的多重否定，16這種離散的經
驗不僅表現在空間──臺灣與日本之間的放逐與流亡，亦是一種跨越時間，透過
跨國戰爭與戰後國籍的跨越所產生的個人離散精神，而維持這種離散精神的「原
鄉連結」則來自戰前的殖民祖國日本，和戰爭時期日本軍方給予卻未能兌現的承
諾。正如戰後六○年代現代主義作品中的「失根」形象，當中國在現實政權上成
為回不去的過去，自我放逐與離散經驗的展現即成為作家如白先勇、余光中等人
筆下展現的書寫意識。同樣的，近似的離散經驗亦展現在戰後臺籍監視員身上，
戰後臺籍監視員心中所認同的原鄉──殖民政府日本在戰後瓦解，而戰後日本又
否決其身分的存在，「失根」成為戰後臺籍監視員在身分意識上的現況，而離散
則可視為臺籍監視員在肉體與精神上的飄泊。在日本對於戰前與戰後的雙面否定
下，臺籍監視員的離散未有終止的可能，透過戰前皇民運動體制下自我精神的建
構，對照現今分立的日本與臺灣關係，無法追回的殖民經驗成為離散精神的立
基。
最後，透過戰後求償的未果，與戰後日本政府對臺籍監視員／戰犯的漠視與
否認，陳志和透過留日簡茂松的「國籍」身分作為日本認同最為表層與直接的表

16

詳見李慧真，
〈「國籍」之囚：台籍戰俘監式員的離散經驗〉
，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編，
《臺灣近代戰爭研討會論文輯.第一屆》
（高雄：春暉，2013）
，頁 32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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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赤陽》至末，在一場導演與簡茂松的訪談中提到：
陳志和：聽說你現在還保持不是日本籍？
簡茂松：我沒有啊，我臺灣籍。他們一直說你住這麼久了，日本人都這麼說，
你做日本人就好了，我說，我為什麼要做日本人？我是臺灣人，我
為什麼要做日本人？
反應在當事人的生命經驗，與認同態度之中，戰後對日求償的不果、臺人於日的
差別待遇，最淺層的國籍身分成為戰後臺籍監視員與戰犯面對日本認同最倔強，
卻也是最無力的抵抗，而導演陳志和最後化簡自我身分認同的複雜論述，單純以
國籍的認定化約為自我身分的肯定，然而這種臺灣人身分的定位，卻在直述語言
之外，成就另一種解讀：作為臺灣人、臺籍監視員在身分認同上的多重與複雜狀
態。
二、在《赤陽》之外：（不）認同的可能
在求償不果與差別待遇的情況下，臺籍日本兵對日的不認同成為《赤陽》表
層的認同意識，然而在上述從不認同到可能性認同的表層底下，對照臺籍監視員
的相關文本，
《赤陽》潛藏臺籍監視員對日的極度認同感，只是在影像中未必被
表現。
在李國生分析臺人戰時志願熱的原因中，其中「契於認同歸屬」一類透過參
戰從殖民地作一翻轉成為戰時臺人參戰的原因之一。17藉此，以本論文前章所討
論的《綠的海平線》作為對照文本，在戰前，臺籍日本兵「參戰」的動機除可視
為殖民政府在臺實施皇民教育的收割，往往成為表現臺人對日認同的展現方式，
或者可以說，在少年工的生命經驗中，以皇民教育為基礎，「亟於認同歸屬」為
多數少年工參戰的原因，這種對日本「祖國」擁抱認同感成為少年工前往日本作
為參戰一員的主要因素。並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日本的認同從戰前延續至國民
政府統治的戰後，故而在郭亮吟《綠的海平線》中，少年工對於日本的認同多僅
於日本宣告戰敗的當下，當少年工回到臺灣、眼見國民政府與經歷白色恐怖時期，
日本認同強化成為少年工的生命精神狀態，而這也應證李國生所謂的「契於認同
歸屬」。
但相較於少年工，又或是郭亮吟《綠的海平線》中的表現，陳志和《赤陽》
所呈現的身分轉折與認同經驗，從戰爭時期的臺籍監視員到戰後的戰犯身分，臺
籍監視員對於日本的認同若非透過求償運動陳述如本文上述的認同否定，則是藉
由旁白簡而代述──如以部分人物作為代表，以此「淡化」臺籍監視員對日的認
同態度。正如在自願參戰動機上，陳志和以柯景星為例，試圖透過柯景星參戰經

17

李國生，《戰爭與台灣人：殖民地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
（臺北：國立台
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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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作為多數臺籍監視員志願的動機，其中包括受到殖民地社會背景、政府在經濟
薪資上的外在誘因與個人於日後的展望。在此，多數臺籍日本兵參戰主因──皇
民思想與「認同歸屬」，在臺籍監視員的參戰動機中被抹除。同樣以臺籍監視員
為對象，儘管李展平的訪談錄仍帶有同於陳志和對日的否定認同角度，然而回溯
簡茂松的參戰經驗，簡茂松即曾提及自己在確定為軍方所錄取後，隨即到附近商
店買一繡有亮星的帽子，作為唯恐他人不知自己當時已為軍方所用的象徵，18此
外，在簡茂松的自傳《我啊！：一個台灣人日本兵的人生》之中，簡茂松亦曾提
及在戰後服刑五年後，其終於踏上「祖國」日本的領土：
我聽見有人喊著：「Japan！Japan！」趕緊撐起瘦得皮包骨的身體一看，遠
方浮現著一座島影。那是我出生以來首次看到的「祖國‧日本」，不可能有
任何印象。也不知道那是什麼島嶼，卻莫名地淚流滿面。
我在心中感嘆：啊啊，終於回來了。這就是我的祖國日本！漫長的九年啊！
想到二十六歲的自己就要在新天地展開新的人生之路，難掩興奮之情。19
由此可見，戰前的參戰經驗對簡茂松而言可解讀為殖民地人民透過「參戰」翻轉
過往的地位而在社會階級上有所晉升，並且，這種對於日本的認同感正如《綠的
海平線》中，多數少年工儘管面對日本戰敗仍未失去戰前對於日本的認同感──
儘管戰後的臺籍監視員以戰犯身分承擔日本的戰爭責任。但透過簡茂松的自述，
對照陳志和的《赤陽》，潛藏在影片底下而未被道出的是這種參戰人員對於日本
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由於影片詮釋的霸權與切入角度──以求償作為戰後訴求
──而被抹去與刪除。
故本文認為，臺籍監視員於日治時期對於日本的認同是存在的，並且，這種
認同感自戰前延續到戰後，其中包括終戰的 1945 年、國際大審判後所冠上的戰
犯身分與服刑期間。正如《赤陽》曾提及這些戰犯：
在荒涼小島的監禁生涯，支持他們撐下去的是對家鄉的思念，家人與祖國的
招喚，使他們不至於無所依憑。而與戰犯們同進退的日本將官，則給了他們
年輕人需要的師長典範，以及對「祖國」的憧憬。
除了家鄉臺灣的思念，日本祖國的憧憬也是戰犯的精神依歸，同時也是離散經驗
來源。故而在戰後，戰前的臺籍監視員以「日軍戰犯」身分服刑，並以戰前──
可追溯至參戰動機的對日認同作為服刑期間的認同意識，後輔以日本上將今村均
在戰後給予的承諾，這些過去的對日認同與未來的憧憬成為監視員自戰前至戰後
認同的蔓延。然而認同卻在離開南洋這個往時戰區以外的區域而被「干擾」，乃
甚在被迫在表層言談上中止。1953 年，這些戰前的臺籍監視員、戰後的戰犯以
「日軍戰犯」身分搭乘輪船「回」到戰前所認同的祖國國境，並接受後續刑期，
18
19

李展平，《戰火紋身的監視員：臺籍戰俘悲歌》（南投：臺灣文獻館，2007）
，頁 45。
濱崎紘一，邱振瑞譯，《我啊！：一個台灣人日本兵的人生》（臺北：圓神，2001）
，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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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民在初期的迎接僅因他們存有二戰期間為日本而戰的歷史身分，然當戰爭
終結、刑期結束，臺籍監視員即回到戰前被殖民地──臺人身分，在「日軍戰犯」
之前冠上「臺籍」身分而被否認，以往的認同於此遭到干擾與中斷，對於日本的
認同感轉而在言語中以「不認同」為表現狀態。
因此，儘管論者如彭琳淞認為對於戰後日軍與臺灣國民兵的待遇，在對外的
訴求方面，臺籍老兵對日方同等對待的行為要求無關「認同」，而是「相對歧視
感」下所產生「一視同仁」的尊嚴與公道的訴求，20但對臺籍監視員而言，臺籍
監視員對官方政府的求償動作成為認同的重要關鍵。然求償並非僅是實際金錢上
的賠償，求償同時也存在臺籍監視員於戰後希冀透過日本對於戰犯的賠償行動而
「承認」這段歷史，進而承認監視員與戰犯從戰前到戰後的身分存有，然而賠償
的否定成為日本承認歷史，引發戰後臺籍監視員以否定加以回應，然此往來之間
卻造成臺籍監視員本身對日本情感的矛盾性，對此，導演陳志和在影片之外提
到：
這些人的心裡其實很矛盾，他既是對日本充滿一種崇敬，但又想要去反抗日
本，因為日本是對我如此的不公平。一方面想要接近日本，一方面又想要反
抗，像柯景星他就說，如果他身體好一點，他要去日本皇居的二重橋上絕食
抗議，死在那裡。
他講這樣的話事實上當然有著很複雜的心情。很想貼近日本，但又被排拒在
外，彷彿有著一種很想要被承認的嚮往。我從他們的言行裡很深刻地感受到
這些東西，看見他們的意識裡是非常矛盾的。21
「認同」不僅是臺籍監視員對於日本單方面的認同，尚有日本官方對於臺籍監視
員的認同，這種透過雙向（日本政府──臺籍監視員）與多項（日本政府──臺
籍監視員──日本國民）的「否定認同」成為臺灣與日本跨越終戰前後所開啟的
另一種認同論述，而這種認同論述的複雜性主要透過時間戰爭前後與國籍身分的
轉折，乃甚而揉雜臺灣與日本之間的複雜情感。
戰後臺籍日本兵對日的認同透過表層的不認同而潛藏在意識之中，然而透過
平口述歷史與陳志和《赤陽》對照可以發現，這部以臺籍監視員為討論對象，並
在監視員歷史記憶之外以戰後對日求償為主題之一的紀錄片作品，表面上的不認
同以求償不果作為認同的第一個否定，然而本文以為，這些監視員對日的「認同」
被隱藏在導演與相關人物的口述話語之中，正如 Susan Sontag 所言：「美化是攝
影機的經典功能，但很容易漂淡我們對途中事務的道德反應。而醜化，把事務最

20

彭琳淞，
〈一視同仁──台灣人老兵運動〉
，收錄於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編，
《第一屆
臺灣近代戰爭研討會論文輯》（高雄：春暉，2013）
，頁 39。
21
林琮昱，〈專訪陳志和導演談《赤陽》〉
，「紀工報」：
http://docworker.blogspot.tw/2009/07/blog-post_10.html，上網日期：2013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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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面貌披露，卻有一個更現代化的功能：教化人心，邀請觀者做出反應。因
為攝影如要控訴或甚至改變行為，就必須震嚇觀者。」22透過認同的否定與被否
定的認同，以「不」和「（不）」作為影像敘事與表現形式，認同作為一種精神意
識，呈現戰後臺籍監視員對日本的複雜情感。
第四節

小結：認同的（不）可能與皇民意識的延續

處理殖民者日本與臺灣的議題，相較於前章近年臺灣歷史紀錄片包括郭珍弟、
簡偉斯《跳舞時代》以正面形象展現日治記憶與時代風氣、楊家雲《阿媽的秘密》
對於歷史傷痕的控訴，郭亮吟以平實穩重的節奏氣氛，試圖在表層敘述中保持中
立觀點的《綠的海平線》，卻隱藏強烈的對日認同情感，本章討論的陳志和《赤
陽》一方面為這些二戰時期的臺籍監視員作一記錄，除外，以戰爭責任作為日本
政府在戰後必須面對的主題，求償運動的不果引發戰犯對於日本認同的否定。然
而，求償運動作為一種戰爭責任的追討，其所展現的另種「認同」訴求也是戰後
臺日另一種去殖民的未完成。這個「未完成」在戰爭期世代以戰爭經驗作為途徑，
另在全球化的當下由戰後世代轉以另一種方式加以延續，臺灣「去殖民化」的未
竟成為臺灣後殖民現況尷尬的處境。
另外，在皇民精神與國籍身分於戰後所造就的離散精神狀態，正如酒井直樹
所提出戰前「在殖民支配的矛盾之下主體想成為日本人的慾望總是受到阻礙，然
而在想像的領域，它是可以獲得滿足的。在『皇民化政策』當中，想像領域的控
管具有關鍵的重要性，正是因為透過虛構想像，殖民地的歧視政策順利製造出被
殖民者對日本人身分無饜的慾望」23，而酒井直樹提出的「虛構想像」
、
「支配的
矛盾」亦突破戰前戰後，與空間上的樊籬，臺籍監視員對於日本認同的追憶，與
其仍舊存有對於日本官方的承諾，對照於當代日本官方對於戰爭責任及其國籍身
分的否定而成為一種烏托邦的彼岸想像，而這種想像亦可被視為皇民意識存留在
個體經驗中於戰後的蔓延。
《赤陽》至末，陳志和跳脫現實面對求償不果的事實與沉重的歷史敘述，轉
而感性的疑問這些存在臺籍監視員心中的生命經驗是否隨著時光的流逝轉而成
為自我生命經驗的一部分，陳志和在片中並未透過言語給予回應，然接續在陳志
和疑問之後，與這段歷史相關人物逐一凋零，象徵性地成為相關歷史的逐一凋逝。
正如陳志和《赤陽》中一幕，站在月台上的老兵成為攝影者在火車上過境的其中
一站，歷史終將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成為過往，影像作為一種技術／記述，僅能透
過片格的紀錄系譜臺灣近代戰爭史另一段沉默與沉重的悲歌。

22

Susan Sontag，陳耀成譯，《旁觀他人之痛苦》（臺北：麥田，2004）
，頁 94─95。
酒井直樹，朱惠足譯，
〈兩個否定──遭受排除的恐懼與自重的邏輯〉
，劉紀蕙編，
《文化的視
覺系統 I：帝國──亞洲──主體性》（臺北：麥田，2006）頁 269。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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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歷史、影像，與未完成的去殖民
近代科技成就影像成為歷史記憶的再現方式之一，特別在近年，臺灣歷史記
憶的挖掘在解嚴後透過影像的追索與記錄，致使大量別於戰後官方與傳統大歷史
敘述的臺灣小歷史記憶因而得以再現。然而，影像在處理歷史的危險性正如英國
文化學者 John Berger 在《觀看的方式》一書中提醒我們：
「人類之所以製造影像，
最初是為了像變魔術一般讓已經消失的某種事物重新顯現。慢慢的，我們注意到，
影像顯然比它所再現的事物更能禁得起時間的摧摩；於是，影像可以展現某種東
西或某個人昔日的模樣──也就是說，影像可以展現這個對象過去曾經如何被別
人觀看。再接著，我們認知到影像製造者的特殊觀點同樣也是影像紀錄的一部份。
於是影像變成是某甲如何觀看某乙的紀錄。會有這樣的認識，是因為個體的意識
逐漸提升，以及伴隨而來的對於歷史的察覺日漸敏感。」1影像中的歷史，又或
是歷史中的影像，實際上是可以透過人為的剪輯與選擇性塑造，進而成為個人或
社會集體展現意識形態的歷史面貌。影像成為歷史記憶抹去、重寫的利器，透過
影像的歷史，是可以被塑造的。
第一節

各章回顧

在影像、記憶與認同的主題下，以臺灣戰後歷史紀錄片作為討論對象，除第
二章針對臺灣紀錄片發展自戰前至解嚴後作一敘述與觀點再現的時間縱向討論，
從第三章至第五章，以戰爭作為主題，本論文以自九○年代後半至新世紀第一個
十年間所生產的三部紀錄片作為討論對象，這三部紀錄片又分別以慰安婦、少年
工、監視員作為影片主題，將三部影片的討論並置，成為紀錄片自九○年代後期
再現戰爭記憶與敘述三種參戰記憶的一種途徑。另外，以戰爭時期作為時間範圍，
伴隨後殖民論述而來的認同意識不免成為相關文本值得探討的議題，在此，後殖
民的殖民對象並非解嚴後臺灣學界討論後殖民的殖民對象──國民政府，而是戰
前的殖民政府──日本，這種認同意識以終戰作為分水嶺，除慰安婦的否定認同
外，少年工與監視員就此延續，又或是對於日本產生認同的否定，認同成為經歷
過戰爭時期，參戰人員一生擺盪在臺灣與日本之間的重要課題。
在第二章，我主要將臺灣紀錄片發展分成三個階段，以日治時期國策紀錄片
《南進臺灣》
、戰後解嚴前後張照堂《一同走過從前──攜手臺灣四十年》
，和新
世紀臺灣歷史紀錄片代表──郭珍弟、簡偉斯《跳舞時代》為例。透過三部影片
的分析可以發現，影像的敘述自《南進臺灣》以傳統「上帝之聲」
（Voice of God）
的權威式的單一詮釋，到戰後解嚴前後，透過官方與民間團體的合作，《一同走
1

John Berger，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臺北：麥田，2010）
，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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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從前》在片中加入臺灣庶民的訪談與影片主觀思想相互映證，然卻不免曝露影
像為官方所服務的痕跡。解嚴後，歷史的挖掘成為臺灣影片發展的主調之一，
《跳
舞時代》以相關歷史的追索作為影片拍攝目的，跟隨導演與相關人物的挖掘，進
而建構與再建構臺灣本體的歷史記憶，然而，在特定的情感設定之下，影像亦不
免掩飾部分歷史事實，在過分的情感渲染下，致使部分內容在對照相關史料後有
所衝突。但大抵而言，這三部紀錄片見證臺灣歷史紀錄片的發展，在敘述上打破
傳統的僵化，進而成就臺灣紀錄片在歷史主題中，美學與視角上的開展。值得注
意的是，影像往往成為政治權力的延伸，從《南進臺灣》
、
《一同走過從前》到《跳
舞時代》，與其後討論的三部涉及臺灣日治記憶的歷史紀錄片作品，自殖民者視
角下的臺灣，到以庶民作為影像主導者、導演的臺灣，歷史記憶的再現透過影像
而梳理出另一路多層次觀點的道路，而這條路徑即是透過臺灣特殊歷史經驗與個
人由於複雜生命經驗所折射的多重視角。
針對戰爭紀錄片，在慰安婦的主題下，本文第三章以楊家雲《阿媽的秘密》
作為討論對象，除相關史料的梳理外，本文著重在影像與歷史單面向的討論、慰
安婦女性的發言，和「抗日」的另一種可能。在歷史單面向的討論上，對照相關
史料，慰安婦的志願性質自相關事件的曝露後即為國際討論的主題，以史實作為
依準，我們不可否認臺灣慰安婦在前往戰區的意願上，大抵可分為自願與非志願
兩類，然而，以慰安婦為傷痕受害者，這部挖掘慰安婦歷史的影片僅以後者作為
唯一發聲，致使成為歷史紀錄片透過影像的第一層單面向。另外，以日本政府作
為控訴對象，影片在戰爭責任的討論上亦忽略戰時性暴力的加害者男性，而直指
日方的責任歸咎，男性在戰爭責任上的討論成為這部以女性作為控訴者所忽略的
複音，影像亦透過省略男性在戰時責任的檢討，而形成第二次層次的單面向。其
次，從戰前到戰後，延續臺灣社會底層人民的身分角色，慰安婦以控訴之名，卻
在臺灣形成於，然而回歸到影像本身，在慰安婦議題由於小林善紀《臺灣論》出
版而引起風暴以前，以控訴之名的《阿媽的秘密》提前迴避相關輿論的影響，面
對鏡頭，從屬女性藉此發聲，影像藉此填補臺灣戰後長期以來所空缺的一部分。
如果戰爭與傷痕透過影像對個人有救贖的可能，透過慰安婦的影像現身，控訴成
為解脫傷痕束縛的一種途徑，而控訴所帶有的「抗日」情緒亦藉此展現，但值得
注意的是，慰安婦在此對抗日在控訴名義上，脫於戰後國民政府集體教育中的抗
日精神，在片中以個人的生命經驗與單位作為「抗日」的主述，成為臺灣「抗日」
敘事的另一種可能。
在少年工的歷史再現上，臺灣自九○年代即有相關作品的生產，特別在新世
紀，新世代作家以其記憶戰爭的方式書寫戰爭記憶，以致成就臺灣相關主題在世
代上的差異性。在紀錄片郭亮吟《綠的海平線》中，藉由戰前是否志願前往日本、
終戰時對於日本態度的轉折，到戰後少年工在國籍區域上的選擇，這些皆可窺見
少年工在日認同上的意識展現。值得注意的是，有別於多為戰前底層女性角色的
慰安婦，男性少年工在日治時期經歷殖民政府的皇民教育而產生自我意識，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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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抉擇，特別部分少年工在戰前對日本的強烈認同，以致對日的認同成為參戰者
少年工不同於其他參戰經驗人的個人意識。並從戰前到戰後，這種認同意識於片
亦中可透過選擇留在日本、回到臺灣與前往中國三處的戰後少年工作為依準。回
到臺灣是對原鄉的一種追索，留在日本成為真正的日本人則跨越戰前的「曾為日
本人」而真正的「成為日本人」，在兩者之外，選擇前往當時「祖國」中國亦反
應殖民地臺灣，被殖民者在殖民主國日本和祖國中國之間的擺盪，與臺灣人在面
對戰後特殊歷史情境下所產生複雜情懷。透過少年工的生命經驗，小說與影像文
本皆見證戰時受過皇民教育後的臺人在日本、臺灣，與其時祖國中國三者間的跨
國認同。
最後，以陳志和《赤陽》為討論對象，臺籍監視員同上述少年工記憶，在戰
後近年方透過口述歷史的採訪和紀錄片的記錄而得以再現。然與少年工的集體認
同有所差異，臺籍監視員由於戰時戰區，與日軍的接觸上曾遭遇對等與不對等的
對待方式，以致對日本的認同早在戰時即有所動搖，而在戰後，臺籍監視員或以
戰犯身分為戰時的日軍背負戰爭責任，卻在服滿刑期後，由於臺灣主權的回歸而
被否定為日本人，以致相關求償的展開。故以「求償」作為主題與目的，
《赤陽》
除梳理臺籍監視員的歷史脈絡，同時亦展現日本政府在戰後對於臺籍監視員的不
公，以致對日的「不認同」有意識地成為影片在認同意識上的主調。然而透過相
關文獻的對照亦可發現，潛藏在片中的不認同脈絡之中，求償亦是臺籍監視員對
日方認同的求索，臺籍監視員對日本的認同自戰時、戰後為日本服刑期間皆存在
於臺籍監視員的意識之中。但如果只是放在影片拍攝目的的求償主題上，同慰安
婦主題的《阿媽的秘密》
，認同成為影片的否定。將臺籍監視員自《赤陽》擴大，
戰前皇民意識、戰後國籍身分的不確定，成為戰後臺籍監視員具備離散精神的依
據，其中，戰前的皇民意識亦穿越空間與時間的限制，延續在臺籍監視員個體，
乃甚至是集體精神的展現。離散經驗在臺灣不僅呈現在作家白先勇、余光中等外
省作家作品之中，亦可見於這些在歷史身分中遭到抹去而失去「日本認同」的臺
籍監視員。
透過三部涉及日治記憶與戰爭主題紀錄片作品的討論，屬於臺灣本省人的戰
爭記憶以三種不同的主題呈現，並在三個文本之中，藉由受訪者的生命經驗而發
展出殊異的生命路徑，致使展現臺人在面對歷史與記憶，於戰前與戰後過渡之間
的轉變。其中，維繫自戰前延續至戰後對於日治記憶的認同意識，在影像之中，
藉由訪談對象言辭的深淺，分別提出自身認同意識從戰前至戰後所產生的斷裂與
延續，從慰安婦的認同否定、少年工認同的跨時空的多重性，到臺籍監視員由於
認同對象──戰前日本的殘留與戰前日本的破滅，而產生離散經驗的矛盾認同感，
特殊的歷史經驗與複雜的生命際遇，成為臺灣面對戰爭記憶在庶民層面不同於戰
後官方大歷史的記述方式，亦是在戰後半世紀主體意識興起與歷史挖掘後重見的
歷史層面。這種島嶼記憶亦迴異於戰後國民軍的戰爭記憶，而成為屬於臺人的島
嶼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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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盡之境

以臺灣歷史戰爭紀錄片為主題，除本論文討論的《阿媽的秘密》
、
《綠的海平
線》
、
《赤陽》外，近年相關主題作品的生產，包括以二戰時期「震洋特攻隊」為
主題的萬蓓琪《島嶼烽煙──震洋特攻隊的歲月足跡》
（2012）
，與同樣以慰安婦
為主題，卻有別於《阿媽的秘密》的傷痕控訴，另以個人創傷經驗的療癒為主題
的吳秀菁《蘆葦之歌：慰安婦阿嬤的光影紀實》（2013）皆為近年相關作品。另
外，蔡政良的《從新幾內亞到台北》（2009）以戰時高砂義勇軍為主題，記錄世
代之間對於戰爭記憶、戰地新幾內亞與故鄉都蘭在往返之間的記憶與情感交錯。
延續卻又迴異於二戰經驗，在本省記憶之外，湯湘竹的《山有多高》
、
《路有多長》
（2009）以導演湯湘竹外省父親的戰爭記憶為主題。而陳心怡《被俘虜的人生》
（2008）以原為共軍，後被國民軍俘虜、再教育的共／國軍父親為主角，涉及臺
灣戰後國共戰爭間的複雜歷史。除此之外，郭亮吟的《軍教男兒──台灣軍士教
導團的故事》（2011）延續《綠的海平線》部份受訪人在戰後選擇返臺，卻於不
同政治背景下所面臨的處境，與個人經驗的抉擇，藉此見證歷史與個人生命經驗
的轉折。然上述作品囿限於篇幅而未能深論，而僅是透過相關主題並置提出，為
本論文相關主體可再討論之文本。其次，在跨國比較研究上，除日治時期臺灣的
臺籍日本兵，鄰近如香港的華籍英軍、印度的印籍英軍，其複雜的歷史脈絡與認
同意識，或與臺灣的參戰經驗可並置對照，進而開展另一層次在戰爭主題下，對
於跨國與全球歷史、區域共通／差異性的論述。
另外，透過上述三部針對臺灣戰爭紀錄片的討論，值得思考的是，面對日本
的後殖民認同意識，臺灣是否存有「反離散」與「去殖民」的可能？正如本文所
討論的臺籍監視員，其生命與精神無法去除的離散經驗，亦同於戰後由於國民政
府教育與文化政策、省籍移民的特殊背景，反應在五○反共文學、六○年代現代
主義以來，於「失根」背景下所產生面對中國的「離散」經驗與主題。由海外出
發，史書美在其著作《視覺與認同》中曾提出華語語系（Sinophone）概念，不
同於杜維民「文化中國」
（Cultural China）
，又或是王德威的華語語系，針對無法
終止的「離散中國人」
（Chinese diaspora）
，以抵抗之姿，史書美的華語語系主張
離散經驗的終止，亦即反離散（Against diaspora）旗幟的高舉，文化的落地生根
與在地化成為新世紀華語語系範疇的主要課題，2「落葉歸根」不再是華語語系
的國家依歸，落地生根反而成為一種在地實踐。
以史書美的華語語系結合臺灣經驗作為對照，不可否認的是，後殖民在全球
文化與經驗論述，自戰後即以跨國之姿永無終止而難以在時間上宣告終結，不僅
臺灣，全球經歷過殖民經驗的國家與地區皆有類似問題，然聚焦在臺灣的後殖民
情境，由於戰後臺灣「再殖民」的特殊歷史背景，再加上「殖民現代性」在物質
2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臺北：聯經，2013）
，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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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秩序、精神層次上的引進，臺灣與日本的複雜情感在臺日，並中介國民政府，
殖民與去殖民、後殖民的複雜論述成為檢視臺灣經驗的必然論述，乃甚至日本學
者駒込武曾以「臺灣未完成的去殖民化」質疑臺灣的去殖民狀態。3透過本文藉
由戰後回頭針對戰爭記憶的討論，必須思考當代臺灣在面對日本記憶的挖掘與再
建構的同時，是否於確立臺灣主體性之外，反而讓臺灣陷入後殖民認同的無限循
環之中。正如近年臺灣劇情片電影開始大量以日治為背景，透過事件、史料的挖
掘與再現召喚臺灣特有的歷史經驗，以呼應建構自七○年代以來對自我身分主體
的認同肯定。但不可否認的是，臺灣對於日治經驗的挖掘，基本上仍存有「親日」
與「抗日」的框架，僅是這種框架從戰後長期以來二元對立的姿態，跨越世紀之
交而延展成光譜式的架構，但必須意識到的是，日治記憶透過不同文本加以「附
身」，以致歷史挖掘成為一種對於殖民記憶的招魂。
如果史書美所提出的華語語系，以反離散作為精神，臺灣面對殖民的鬼魅是
否具備去殖民的可能？特別在跨國脈絡底下，「殖民」的適用性是否因跨國經驗
的衝擊而淡化？此一部分為本文在進行影像、日治記憶與認同的討論後，認為臺
灣在面對相關經驗仍有待探索的思辨。

3

駒込武，李為楨譯，
〈臺灣未完成的去殖民化〉，收錄於薛元化主編，《近代化與殖民：日治臺
灣社會史研究文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頁 58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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