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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早稻田大學參訪交流（上） 

陳育麒、瞿正瀛、林欣穎、林立婷、李盈佳（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編按： 

2013 年 5 月，本系與日本早稻田大學台

灣研究所簽署學術交流協議，雙方協定於

2013-2015 年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包含學

生交流與教師交流。2013 年 7 月下旬，本系

顏杏如老師帶領 10 位研究所及大學部同學

前往早稻田大學台灣研究所進行講座交流

活動，日方預定 2013 年 12 月來臺參訪。 

本系 10 位參訪學員及顏老師此行的心

得將分兩次刊出，以饗讀者。 

 

 

陳育麒（臺大歷史系 R99 碩士生）ˉ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與日本早稻田

大學（以下簡稱早大）台灣研究所的學術交

流活動在 2013 年夏天揭開序幕，由顏杏如

老師帶領 10 位臺大歷史系碩士班、大學部

學生，於 7 月 28 日至 8 月 1 日赴早大進行

為期 5 天 4 夜的交流參訪。據說這是臺大歷

史系第一次以系的名義出國交流，格外值得

紀念。 

由於我是參訪交流學生之一，身兼此次

交流活動的助理，相較於其他同學有更多機

會參與溝通協調及行政工作，這才體會到此

次交流真的得來不易。從兩校的老師交誼往

來開始，討論到是否有交流之行的可能，進

而由兩校的系主任、所長共同簽署交流協

議，再到協辦交流活動的老師與相關執事費

心安排設計，有了這些前置作業，此行才成

為可能。感謝臺大歷史系以及諸位襄成其事

的老師們，鼓勵我參與此行並給予支持的周

婉窈老師，還有不辭勞苦帶領我們出訪的顏

杏如老師。也要感謝早稻田大學台灣研究所

的若林正丈所長及諸位老師，特別是紀旭峰

老師，若不是紀老師費心、細心地安排，交

流期間幾乎是全天待命地照應我們，還抽時

間為我們講課，此行絕不會如此精彩充實。 

出發前的行前會議，幾位系上老師分別

提及此次交流的緣起，以及叮嚀我們在參加

交流活動時的注意事項。這些叮嚀，我認為

不只可以應用於此次行程，也很值得大家在

參與「交流、訪問」等類似活動時考量。例

▲顏杏如老師（前排右三）與本次前往早大交流的臺

大學生出發當日在松山機場合影，前排左起：李盈

佳、胡安美、林欣穎、林立婷、沈印娜、陳育麒、

瞿正瀛，後排左起：游騰元、邱如奕、彭梓桓。（2013

年 7 月 28 日攝，林立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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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周婉窈老師建議同學們多想想別人為我

們做了什麼，而不要只想著自己花了多少錢

（例如購買機票），若非透過此次交流，由

早稻田大學安排食宿，否則我們怎有機會入

住如此具有聲望的大學？陳翠蓮老師提到

此行不單是自己開眼界，也可以讓日本的年

輕人多認識臺灣。呂紹理老師建議大家可以

多注意日本關心臺灣的課題是什麼？藉此

反省自己的盲點在哪裡。顏杏如老師則表

示，去日本觀光對於臺灣人來說並不陌生，

但是和同年齡層的人交誼則是很難得的機

會，可以藉此交換彼此的看法，聽聽來自不

同背景的同儕的聲音是很重要的。 

這一次的交流活動，早稻田大學主要負

責接待的除了紀旭峰老師、博士班平井新學

長，其他成員都是若林正丈、梅森直之兩位

教授研究室的大學部學生，還有三位臺灣留

學生林彥廷、林彥瑜、謝易璇，皆為政治經

濟學部學生。交流行程包括了數次餐敘、早

稻田大學的歷史與校園導覽、相關課程教

學、紀錄片深入討論，以及東京附近的自由

行。而自由行的行程多半是由早大同學為我

們安排及導遊。在抵達日本首夜的歡迎會

上，我們大致見到了此次交流的所有成員，

早大的學生將近 30 人，約為臺大訪問的人

數的三倍，而且幾乎都是男性。後來才知

道，早大學生的（生理）性別比例，男性遠

高於女性，相較於臺灣一般大學男女人數比

例較為平均，早大這一點使人印象深刻。 

第一天晚上的餐會中，臺大與早大的老

師分別發表談話，臺大並由代表致贈禮物給

早大。梅森直之教授的專業是政治學，長期

觀察臺灣政治，梅森老師發言時提到：「現

在臺灣的局勢很不穩定，感謝臺大的同學在

這樣的情況下還願意遠到日本交流。」這席

話使我驚異，特別是從一個外國人口中聽到

臺灣局勢不穩，彷彿是一則國際要聞。我才

剛離開的臺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會讓一個

關心臺灣政治的外國學者出此重語？當天

稍晚，我利用網路瀏覽了臺灣的新聞，知道

「兩岸協議監督聯盟、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等

數個公民團體組成的『反黑箱服貿民主陣

線』，今晚（2013/7/28）在立法院外舉行晚

會，高喊『士農工商站出來！捍衛你我生存

►交流首日晚上的歡迎會，設宴

於早大內的餐廳。右起：梅森

直之教授、石井赳朗、東柊、

若林正丈教授、春山明哲教

授、林彥瑜、塩澤卓。（2013

年 7 月 28 日攝，陳育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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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1
同時在我的網路社群上也發現，當

晚有不少朋友投身其中。回想行前會上呂紹

理老師的建議「多注意日本關心臺灣的課題

是什麼？藉此反省自己的盲點在哪裡」一

語，別有一番衝擊。當我身處於臺灣社會，

這些重大事件伴隨著自己的日常生活，縱然

茲事體大，但對事件理解的深度與廣度不如

在國外有心的觀察者。我在當天深夜惡補這

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時，不禁覺得，外國學者

覺得如此嚴重的事件，那臺灣又有多少人瞭

解、關心呢？ 

此行與早大同學交流時，由於我的日語

能力不好，僅能用簡單日文、中文溝通（大

                                                      
1
 〈反服貿晚會 年輕人站出來捍衛生存權〉，《蘋果日

報》，2013 年 7 月 28 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 

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30728/232414/（2013 年 7

月 28 日查詢）。 

多是單字或簡單句子），主要使用的語言還

是英文。在這趟交流之前，我沒到過日本，

對日本的想像大多來自媒體，或聽聞曾有日

本經驗的人轉述。記得不久前才聽過一位時

常出國的朋友抱怨，他認為東京的英語環境

沒有到達他認知的「國際都市」那樣好。當

我親臨日本，發現在東京使用英文並沒有問

題（但日本留學生告訴我，東京是日本很特

別的地方，離開東京才是真的日本），只是

日本人普遍不主動說英文，也沒那麼愛講英

文，這與臺灣社會見到外國人便開口講英文

的狀況很不同。回想那位朋友的「國際觀」

只停留在使用英語的社會，獨尊英語，可能

是臺灣社會對外語最普遍的想法，而「國際」

絕不會只有使用英語，語言與國際觀的關係

值得我們思考，也是我在此行中深深體悟

到的一點。 

臺日關係是交流行程的重點，不只課程

規劃都與此相關（日臺關係史課程、早稻田

大學與近現代臺灣課程、紀錄片《アジアの

“一等国”（亞細亞的一等國）》
2
觀賞及討

論），連臺日同學之間的談話都可見端倪。

印象最深的莫過於看完紀錄片《亞細亞的一

等國》的討論，這部紀錄片於 2009 年在日

本 NHK 電視台播出，隨即引發日本國內的

爭議，
3
在臺日關係的討論方面，這部片子

                                                      
2 〈アジアの“一等国”日本統治時代の台湾について〉，

由日本放送協會（NHK）製作，是 2009 年 4 月開始

播放的一系列紀錄片之第一部。影片描述日本統治

殖民臺灣 50 年的歷史，並且採訪學者專家的看法以

及經歷日治時期的幾位臺灣長輩。此片在日本引起

左、右派的激烈爭執。 
3 〈台湾で広がる困惑 日本の植民地統治を批判〉，

▲上圖：《亞細亞的一等國》紀錄片映後討論，由

梅森直之老師（右）主持，平井新翻譯。下圖：

邱如奕（左）發言中，右為紀旭峰老師。（2013

年 7 月 29 日攝，沈印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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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精彩的切入點。當天的討論由梅森直之

老師主持，平井新學長必要時協助翻譯，但

考慮到節省時間以及更直接得到彼此訊息，

大部分師生選擇以英文表達。我提出的意見

大致是以近代臺灣不斷被外來政權殖民統

治為主要脈絡，點出臺灣主體性的問題。 

此後臺日雙方的同學們也紛紛表示意

見，特別是日本同學對臺灣歷史、情況有不

瞭解的地方便提問，再由臺灣同學嘗試回

答；也有日本同學說明此影片引起的左右派

之爭，希望臺灣人明白在日本社會中，這樣

偏激的意見實屬少數，真實的情況是：多數

日本人對於此段歷史認知不多，也不太關

心。雖然在場的日本同學多數選擇與臺灣相

關的議題為研究主題，但他們在過去的學校

教育中，面對此類議題的機會少之又少。臺

大歷史所有位做慰安婦歷史研究的日本學

弟曾說過：即便是左派的教科書編輯者，對

於二戰、在臺殖民也為文甚少，例如他所關

心的慰安婦議題，僅在歷史課本的一條註腳

中草草帶過。其實，在臺灣何嘗不是如此，

許多臺灣社會必須共同面對的歷史問題，也

                                                                               

《朝日新聞》，2009 年 9 月 16 日。此剪報為紀旭

峰老師提供，作為課程補充資料。 

長期受官方影響而不見天日。不正視過去真

實發生的歷史，又怎麼認知自己的定位，並

走向未來呢？ 

席間有位日本同學提出問題，他很好奇

「臺灣人」的概念是何時開始？又是以何因

緣？我乍聽此問題，馬上想到清朝在甲午戰

爭之後割臺，而臺灣的官紳得到消息後發出

的「臺民布告」。
4
便依此印象，參與該同學

的討論。「臺民布告」中，所出現的名詞「臺

民」，是臺灣人面對於挾有強大軍事武力的

近代國家日本而生的概念，是原本臺灣社會

在內部衝突中未曾有過的分類（以往臺灣內

部可能以祖籍地、行業別作為分類依據）。

當面臨外部的威脅，臺灣島內必須有個綰合

島上人民的名詞，以別於日本，這時漳、泉、

閩、粵，或是西皮派、福祿派等等過去的分

類不管用了，便以「臺民」（臺灣人）為集

合名詞自稱，我想見當時的情況如此，將歷

史放回脈絡中理解，臺灣人意識之感源於此

應當可為一說。 

隨後臺大學弟邱如奕提出與我不同的

見解，也因為學弟起而與學長持不同意見，

                                                      
4 〔清〕王炳耀，《中日戰輯選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265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68-69。 

▲行程第二天的晚餐交流會，地點在早大校園內的「楠亭」餐廳。（2013 年 7 月 29 日攝，陳育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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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有互相論辯之感，討論氣氛更為熱絡。邱

如奕援引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
5
一

書，說明臺灣人意識的形成是在 1920 年代

左右，因為留學生赴日本帝國本土，才發現

內地（日本）與臺灣的政治差別待遇，因而

由林呈祿等人喊出「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

這是臺灣第一次做為有政治意涵的指涉，從

前臺灣只是個地理名詞，並沒有政治意涵。

這個「臺灣人」意識的起源便成了討論會上

熱門的議題，隨後還有不少日本同學由此再

延伸出其他想法。紀旭峰老師見我等討論此

議題十分熱烈，當天便趕緊抽印史料，
6
以

及相關研究，
7
提供給大家作為閱讀補充。 

除了課程上的交流，早稻田大學主辦單

位細心地安排許多餐敘及自由行程，晚上在

早大奉仕園會館住宿時，也特地安排日本同

學與我們同宿。課堂中複雜議題之外的討

論，在宿舍裡於焉展開，舉凡一切對彼此文

化好奇之處，柴米油鹽無不相談。男生住宿

處恰好有一白板，我們幾個便各自隨自己能

力所及，在上面書寫了中文、日文、英文、

藏文、滿文、蒙文等等文字，天南地北的聊，

幾天晚上都聊到深夜。誠如顏杏如老師先前

說的，我們這次的交流，與同儕的相處、瞭

                                                      
5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

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出版，2006）。 
6
 〔日〕松友宮三郎編，《臺灣新地誌》（東京：田沼

書店，明治二十八年〔1895〕）。此份史料乃是當

時官方編訂給小學校學生讀的，內容有許多當時日

本人對臺灣的知識，包括地理（附有詳實的近代科

學繪測地圖）、山河湖、都會名勝、交通、人民風

俗等等主題。 
7
 〔日〕篠原徹編，《近代日本の他者像と自画像》（東

京：柏書房，2001）。 

解將會是最難得與寶貴的經驗。 

本次交流行程，留有不少時間到校外參

訪。臺大學生在臺灣即事先以電子郵件提供

參訪的目標、想法，並將人員細分成許多組

（每組約有兩三位臺大學生），再由早大同

學協助完成。我參加的行程包括第三天的 A

路線（淺草寺、吉原遊廓、東京大學、上野

公園等地）以及第四天的鎌倉、江之島路

線。參訪行程中，所有的交通方式、飲食全

都以在地的生活方式進行，是很棒的體驗。

記得第三日我跟著大夥上公車，滿頭大汗急

著翻找出金額相當的車費時，日本同學才提

醒我公車收銀機會找零，這是與臺灣多麼不

同的生活體驗！當然不只如此，初到日本的

我，看待各項事務都樣樣新奇，總是不斷提

▲一行人走訪東京大學本鄉校區，在安田講堂前合

影。（2013 年 7 月 30 日攝，李盈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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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自己是在異域，但看著街景，又不由覺得

熟悉與臺灣實有若干相像之處。 

當晚我便將此心得向紀旭峰老師請

益，紀老師常年在日本治學，相當熟稔在地

的情況。紀老師分析，會有熟悉感可能是街

上有許多漢字的緣故，也有可能是因為臺灣

被日本殖民 50 年，有許多街道保留大正、

昭和時期的風格，才會讓我覺得相似。我這

個毫無日本經驗的人也能體會臺日之間的

相似之處，無怪乎臺灣的長輩們對日本文化

更有一份特別的感情，這大概也是被殖民國

對前殖民母國的一種親近感吧。我跟早大同

學原井佑輔分享我驚豔於日本的梅干，那是

幼時祖母會從日本買回臺灣的零食之一。原

井同學跟我說：「雖然殖民主義是不好的，

但是其後果居然讓相距那麼遠的我們共

享、認同某一種風味（flavor），實在是很有

意思的事。」我聽聞此語，也更深刻思考，

這種風味在我們心裡是否有一樣的認同？

那認同又是什麼？而當時年幼的我知不知

道日本是另外一個國家？而國家又是什

麼？ 

這五天的交流行程很緊湊，雖然我們確

實體驗到日本的某一面，不過若非長時間浸

淫其中，我們絕不敢宣稱這五天的經驗可以

真正體會日本深層的文化。但我相信，這一

次密集與日本同儕相處的經驗，除非是赴日

留學，否則不可能在一般旅遊行程得到。真

的很謝謝臺大歷史系及諸位老師給予這個

機會，還要謝謝早大台灣研究所的諸位老

師、平井新學長及許多熱情款待我們的日本

同學。回國前一晚餐敘時，我跟日本同學們

提到：這幾天真是辛苦了，你們得在大太陽

下陪我們到每個想參訪的地點，還不吝給予

笑容與解說，待你們 12 月來臺灣交流時，

請別客氣，將你們想造訪的地點以及想討

論的議題一一列出，我們絕不會讓你們失

望。 

這一次的交流活動，我們身為臺灣人，

遠赴日本東京，越過山、渡過海，也從這個

島走向另一個島，在自我與他者之間不斷被

那些異於自己的經驗洗刷，又毋寧說是反思

更多關於自己、關於臺灣的事，而那個自我

的主體才在這樣的撞擊中一點一滴的被敲

打出來。一位從沒出過國的交流成員說，當

回程班機盤旋在臺北夜空準備降落時，他看

見底下那亮晃的土地，知道那就是自己的

家，一種感動從胸臆湧出，有種真切體會自

己是臺灣人的感覺。那交流的細瑣縱然可能

會隨著時間淡去，然而看過更寬廣世界的

心，能引領自己找到皈依之所，更明白自己

為何努力，並且將此經驗傳遞出去。 
 

▲此行住宿早稻田奉仕園會館，圖為男生房間，自右

而左分別是彭梓桓、瞿正瀛、邱如奕、游騰元。早

大特地多安排兩張空床，每日有不同的日本同學來

與我們同宿，大家往往暢談到深夜。（2013 年 7 月

28 日攝，陳育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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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正瀛（臺大歷史系 R99 碩士生） 

 

 

筆者很榮幸有機會參與此次交流活

動，本文擬不拘於時間順序，提供個人觀察

所得，並向雙方師長致上最敬意。 

豐富的圖書資源 

早稻田大學的中央圖書館擁有大約 250

萬件館藏，是日本規模最大的圖書館之一，

此次我們由館員導覽，進入館內參觀，是非

常寶貴的機會。遺憾的是，大家並沒有充裕

的時間，依照各自的關懷在館內翻看相關領

域的書籍乃至特色館藏。 

此次行程僅有半日的自由行時間，筆者

選擇前往神保町古書街。神保町有為數約

200 家的書店，全東京都內三分之一的舊書

店，約 110 家，集中於此，號稱世界第一的

舊書店街。由於時間有限，筆者無法地毯式

地走訪，其中駐足最久的三家書店，一是販

售各種史料的「五萬堂書店」，以及與中國

史、中國研究較為相關的「內山書店」、「山

本書店」。帶領筆者從早稻田前往神保町的

紀旭峰老師表示，其實只要到與本身研究領

域較相關的一、兩家書店，或者店外的特價

書車就足以細細翻索。神保町距離早大只有

四站之遙，搭電車只需轉乘一次，值得造

訪。 

另外令人驚喜的是，從早大通往熱鬧的

高田馬場路上的早稻田古書店街。最後一天

傍晚搭機返臺前，筆者利用中午前後的時間

走訪，發現這條古書街不僅店家數量頗可

觀，售價比起已經具觀光性質的神保町古書

街要實惠許多，更重要的是，許多店家採取

主題式收藏，例如文學、軍事、藝術等等。

對於能在早稻田大學停駐一段時間的學人

而言，相信是很值得善用的資源。 

有鑑於日本的圖書資源豐富，或許日後

安排交流活動時，可以考慮闢出時段，讓前

來日本研修的學員們都有機會接觸圖書館

及古書街這些資料寶庫。 

意猶未盡的講座 

此次交流活動的重頭戲，應當是在抵日

第二天午後，兩校學生一同觀賞 NHK（日

本放送協會）於 2009 年播出並引起一番風

波的紀錄片《亞細亞的一等國》，並進行討
▲神保町古書街一隅。（2013 年 7 月 30 日攝，

瞿正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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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修業講座。 

主持討論的梅森直之老師希望學員先

簡短講述影片呈現的「第一印象」，接著才

進行更深一層的討論，包括探討「歷史」的

本質，及在建立臺日更進一步友好關係方

面，我們能提出什麼建議。梅森老師設計這

次講座，有不同層次的理路。經過這第一次

的實驗，發現扣除影片播放時間，在進行第

一印象的討論階段：包含臺日學生個別抒

發、口譯與衍生的討論，就已幾乎用盡原本

規劃的討論時間，只好挪用原訂的休息交流

時間，繼續討論臺日友好關係的部分。對於

歷史本質的討論只能輕輕帶過，無法按照原

本的設計完整進行。 

這樣的結果，說明作為本次交流活動重

頭戲的修業講座，只有半日時間，令人意猶

未盡。而且日方提供參考的幾篇相關日文論

文與報導，可供深入探討的素材十分豐富，

筆者前一天晚上因旅途勞頓，在睡睡醒醒的

狀態下讀完，已是凌晨三點半。假如能加長

講座的時間，不同場次探討不同主題，並在

各場次間安排休息時段，也許能刺激臺日雙

方學生更深入的交流與思索。 

歷史與經歷 

在 Paul Cohen的著作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中，

揭示所謂的「歷史」，可能會以事

件、經歷與神話（迷思）這三種

型態，各自或者雜揉地存留在人們的記憶

裡。《亞細亞的一等國》之所以引起軒然大

波，或許就是片中選播一些臺灣老人們的

「經歷」，讓日臺部分人士感覺可能誤導一

般人對「歷史」的認識，從而激發的。Cohen

的提示固然讓我們警覺到，勿將部分的「經

歷」擴充詮釋為「歷史」的全貌或本質；不

過，史學的發展也教導我們，漠視少數人的

「經歷」不一定恰當。 

《亞細亞的一等國》也許有局部扭曲或

者整體的引導性思考，然而片中所有資訊都

應該被否定嗎？曾服務於殖民政府的老人

訴說自己與日籍人員所受的差別待遇，而不

禁哽咽時，他的情緒是虛假的嗎？那麼，因

為他對於殖民時期的不盡滿意，就認定他是

「仇日」人士，進而解釋這是一部「親中」

的影片，而將其中呈現的歷史事實悉數抹

殺，公平嗎？片中的臺籍老人幾乎皆以日語

受訪，其中一位說到十幾二十年的教育是可

怕的，腦袋的コンピューター（computer，

姑且可理解為運算系統）都已經日本化了，

只能以日文演說、以日文講話、以日文思

 

►顏杏如老師在餐會中向日方致謝。

（2013 年 7 月 29 日攝，陳育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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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因為完全被洗腦了（他說的是ブレイン

ウォッシュ［brainwash］，而非在日文裡較

晚出的對應漢字「洗脳」）。像這樣的例子，

若用以觀察臺灣的黨國教育，不是也成立

嗎？那麼難道只因為該影片包含對殖民時

期的批判或反思，就認定全屬偽造，絲毫未

道出部分真理嗎？「經歷」與「歷史」之間

的關係應該是十分複雜的，如何看待「經

歷」，能夠詮釋到多大的範圍，必須謹慎斟

酌，不宜輕率地一概而論。 

臺灣的功課 

論及臺日關係友好的議題時，日本學生

們的發言促使筆者陷入更深的思考。幾位早

大的同學都提到，相對於臺灣同學對於日本

歷史的了解，日本學生實在不太了解臺灣歷

史，需要好好努力。一位早大同學細數日本

歷史教科書中提到的韓國歷史事件後，筆者

才理解在日本歷史（尤其近現代史）教科書

中，朝鮮半島歷史之比重驚人，超乎以往的

認知。 

 

擔任口譯的博班學長平井新不時旅遊

亞洲各地，中英文都相當流利，他看到影片

中到原住民鄉鎮採訪，有感而發，分享了他

與臺灣人士接觸時，常常會聽到對於原住民

的刻板印象，例如他們總是酗酒、比較笨

拙，或是喜歡偷懶之類的評價。他認為在人

群的交往上，若以刻板印象看待原住民朋

友，感到自己高人一等的心態（其實也與所

謂一等、二等的殖民價值觀接近），對原住

民而言並不公平。這讓筆者漸漸體會到臺灣

本身所面臨課題的嚴峻。 

日本同學或許高估了臺灣學生的日本

史程度，來到日本的我們，部分原因的確是

對該國較有興趣，但多數成員的關懷也許是

想與從事臺灣研究的日本師生交流；而參與

交流的早大學生或多或少對臺灣有興趣，他

們反思本身需要加強臺灣史知識的率真，也

讓筆者感到安慰。只是，無論基於過去歷史

上朝鮮半島與日本關係的密切，或是韓國在

各方面展現的實力，日本學校教育對於韓國

的介紹遠多於臺灣，誠然無可厚非。而且，

▲早稻田奉仕園スコットホール（Scott Hall），1922 年

落成，1991 年被指定為東京都歷史建築，現為早稻

田教會禮拜堂。（2013 年 7 月 30 日攝，瞿正瀛提供） 

▲紀旭峰老師講解坪內逍遙先生事蹟，他表示早稻田

學生會在考試時來摸雕像的手，這樣會考得比較

好。（2013 年 7 月 30 日攝，林欣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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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千多萬人口的臺灣，外籍配偶與外勞人

數已趨近百萬，相較之下，臺灣人在日本的

人口比例沒有這麼高，日本人不了解臺灣，

並沒有臺灣人不了解泰國、菲律賓或越南、

印尼的問題來得嚴峻。臺灣有自己急須面對

的問題。同樣的，在臺日友好的課題上，應

該期待的不是日本人士的努力，而是臺灣本

身能不能發掘、發揮自己的重要性，與韓國

各擅勝場，讓日本不得不重視、認識我們。

該多多努力的，真是我們才對。 

今後的課題與展望 

這次修業活動，早稻田大學除了一位具

有口譯能力的博班學長平井新之外，其他參

與者都是學部生（大學生）。在交流過程中，

筆者發現，對雙方學生來說，完全藉由英語

或日語溝通還是有相當程度的隔閡，腔調與

口音也難以在短期的研修中迅速熟悉，阻礙

彼此深入溝通交流。我方學員若具備較好的

日語能力，應該是較理想的狀態；然而，系

內日語能力較佳的同學，在考量研修行程與

研修費用後，是否有意願參加，確實難以強

求。 

抵達日本的頭兩晚，早大安排了歡迎餐

會與交流餐會，讓大家自由交流，然而由於

語言上的障礙，不時可見臺灣學生與日本學

生各自成群而少相互交流的情景。假如參考

男性學員的合宿模式，在餐會時將臺日學生

混合編組（分時段換組），也許可以刺激雙

方的交流。 

最後，筆者要藉此機會感謝早稻田大學

的紀旭峰老師，他不僅擔負整個交流活動的

繁多事務，並且不辭辛勞為學員們準備許多

中日文資料，安排思想課程交流，筆者在五

天的行程中麻煩他許多。紀老師長期在日治

學，較少回到臺灣，很希望多深入了解臺灣

年輕人的思維。筆者一方面慶幸在離日前夕

能與紀老師長談，一方面又自覺已經不年

輕，期望未來的學員們能持續帶給他來自臺

灣的養分。此次長談，也讓筆者想到，利用

夜間時段進行一些選定議題的交流，也許是

刺激大家深入思考與表述的做法之一。 

從 19 世紀直到 20 世紀，民族國家曾經

是「現代」的標準答案之一，然而這次體驗

讓筆者繼續思索，邁入 21 世紀，人類的認同

（identity）是否存在新的可能性，比方說以

柏拉圖、陳寅恪、饒正太郎、郭明昆……作

為「知識人」國度的同胞。在這個保有封建

餘緒而尊重多元發展，擁有所謂「無用知識」

的各種「通」（如鐵道通、軍武通），還有生

存空間，學界外的民間研究者也有機會獲得

資源的國度裡，筆者親身感受其以「學術作

為一種志業」的精神，「充實而有光輝」，令

人重新獲得鼓舞的動力。 

 

▲紀旭峰老師帶來課堂上的部分圖書。（2013 年 7 月

29 日攝，李盈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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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欣穎（臺大歷史系 R00 碩士生） 

 

 

筆者有幸參加這次的學習活動，除了謹

記揹負著學習任務在身，從未到過日本的

我，對日本的國家與民族印象，都藉由大眾

媒體獲得，所以相當期待透過此次日本行觀

察臺日之間的各種差異。 

抵日當天，由早大的紀旭峰老師與平井

新、尾原史朗兩位同學來接機，他們引導我

們一行人搭乘電車轉到早稻田站，再步行至

住宿地早稻田奉仕園。一切安置妥當，當晚

六點隨即舉行見面歡迎會，早稻田大學到場

的老師包括若林正丈、梅森直之、春山明

哲、紀旭峰四位老師，雙方師長致詞後，同

學們也各自用中、英、日語做簡單的自我介

紹，這場歡迎會為這幾天的交流揭開序幕。 

殖民地子民對前殖民母國的情感 

我對於日本在 20 世紀的臺灣殖民經驗

非常感興趣，第二天下午播放的是 NHK 在

2009 年製作的紀錄片《亞細亞的一等國》第

一回。此片在日本國內引起很大的爭議，主

要是日本左、右派對影片的認知差異，認為

影片似乎曲解了臺灣人對日本母國的情

感，以「極惡非道」描繪日本在殖民地的形

象。
8
右派人士認為受過日本統治的臺灣

人，對母國日本應具有極好的評價，但在影

片中，受 NHK 人員訪問的臺灣前輩，卻表

示臺灣人在殖民時期受到不公平待遇。例

如：老前輩說出「為了考進臺北一中，必須

比日本人更努力才行」、「在臺灣，日本內地

人是一等國民，琉球人是二等國民，臺灣人

是三等國民」、「……變日本人，小時候很想

變成日本人，會思考為什麼自己生為臺灣

人……」、「我的表姐，嫁給日本人……這種

狀況下吃了很多苦，最後不得不隱藏自己是

臺灣人的身分」。
9
 

筆者第一次看這部紀錄片，並不認為此

片有故意抹黑日本對臺殖民統治。影片一開

始即引述後藤新平的話：「正如比目魚的眼

無法變成鯛魚的眼，要把臺灣人變成日本人

很難。」明白指出日本殖民理念無法對等，

是故受訪的臺灣前輩會有臺日之間不公平

的感慨，筆者能夠接受此部分。使我感到震

撼的是，接近片尾時，一位長者悲情地訴說

著：「像是被人丟掉，變成孤兒一樣，日本

啊，把人當笨蛋在耍。我這麼說有錯嗎？這

是事實吧……拼了命盡心為國，連命都不

要，結果卻……」日治時期臺、日人之間有

待遇差異，然而身為臺灣人的長輩，為何對
                                                      

8
 《潮新周刊》，2009 年 4 月 23 日，頁 26，早稻田大

學提供。 
9
 《亞細亞的一等國（アジアの“一等國”）》第一回中

文翻譯，早稻田大學提供。本文所引該紀錄片的中

譯文，皆由早稻田大學提供，以下不再贅引。 

▲交流首日，本系師生抵達日本後，自羽田機場搭電

車前往早大。（2013 年 7 月 28 日攝，陳育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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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母國還有如此的感傷情懷呢？面對這

樣的世代，筆者想到周婉窈老師提出的「戰

爭期世代」，所謂「戰爭期世代」是指 1945

年日本戰敗投降時，年齡在 15 到 25 歲之間

的臺灣人。
10
影片中這些「戰爭期世代」長

輩們表現出當時的認同是偏向於日本，因為

他們接受了完整的日本教育，對日本充滿認

同，這樣的情感表現並不難理解。筆者也曾

親身訪談過『戰爭期世代』的長輩，談及 1945

年日本戰敗消息傳來時，在場的臺、日人一

同傷心落淚難過，對日本投降毫無欣喜之

感。
11
至今這一代的長輩們，彼此交談仍是

使用日語，甚且在戰後多年的今日，還有不

熟悉國語者。 

日本對殖民地以不同量尺來看待，是不

爭的事實，然而隨著亞洲戰事發展，日本在

臺灣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意使讓臺灣

人成為真的日本人。1941 年太平洋戰爭發生

後，為了增加臺灣人支援力，日本殖民政府

趁勢增加修改不少政策。許佩賢認為日本殖

民政府在 1943 年將臺灣初等教育改為「義

務教育」，有一項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若

在戰爭動員下實施這些政策，就可與「徵兵

制」和「國政參政權的賦予」一同作為改善

臺灣人政治地位的措施，如此一來便可將臺

灣人快速轉換成「日本人、皇民」的地位，

讓臺灣人和日本同一陣線。
12
筆者不禁揣

                                                      
10 周婉窈，〈「世代」概念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

史的研究〉，《當代》188 期（2003 年 4 月），頁 65。 
11 筆者於 2013 年 5 月訪談自臺北第三高女校友之資

料。 
12 許佩賢，〈戰爭與義務教育的實施〉，收入氏著，

《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想，當時純然以赤誠之心面對日本的臺灣

人，若瞭解這些改變可能是當局以取得戰爭

勝利為最大考量的做法，心情該當如何？或

許這也可以解釋影片中的長輩們會覺得日

本母國把他們當「笨蛋」的感慨。 

然而民族之間的感情是否可以如此簡

化？戰後回到日本的灣生畫家立石鐵臣，因

為思念臺灣，1962 年畫了一幅畫表達其思念

之情，畫上寫著「……當船開動時，從碼頭

上傳來日語『螢之光』的大合唱聲。當時禁

                                                                               
2005），頁 187-195。 

▲《亞細亞的一等國》紀錄片映後討論（2013 年 7
月 29日攝，陳育麒提供） 

▲第三天行程：早稻田大學校園巡禮，由穿著早大戰

前校服的臺灣留學生林彥廷導覽，左二起：胡安

美、沈印娜、游騰元、彭梓桓。（2013 年 7 月 30
日攝，林欣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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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公然使用日語，然而大家以不在乎的表

情，由衷地歌唱著……他們取出日章旗揮動

著。這大概是對日本人的珍惜之情和對大陸

渡台的同族之反抗表現吧！吾愛台灣！吾

愛台灣！」
13
筆者看到這段文字，想起筆者

拜訪「戰爭世代」的長輩，親眼見到他們用

日語交談的表情是如此泰然自若、輕鬆自在

的樣子。對他們來說，日語即是母語，在那

時代跟他們一起求學或共事的日本人，實則

一起生長的同鄉人。無論當政者在本國與殖

民地之間有何種差別政策，我想人與人之間

的情感，終究還是會跨越國族藩籬、超越種

族吧。 

由建築看傳統與都市更新的省思 

在早大期間，第四天的分組自由行是到

日本有名的古都：鎌倉。由早大的山本耕平

同學帶隊，參觀寺廟與神社，依序是円覺

寺、八幡宮、長谷寺、高德院的鎌倉大佛，

                                                      
13  資料來源：陳凱劭的部落格 http://blog.kaishao. 

idv.tw/?p=2146 (2013/8/16 擷取)。 

最後到江之島的江島神社。鎌倉的寺廟皆是

年代久遠的建築，由於臺灣也有古蹟存廢的

問題，所以筆者不禁將兩者加以比較。此次

參觀的寺廟修建年代，円覺寺十三世紀，八

幡宮十一世紀，長谷寺八世紀，高德院鎌倉

大佛是十三世紀，都是有很長歷史的建築。

日本對於古蹟的維護相當用心，這些寺廟興

築年代距今皆有五百年以上，還能盡量維持

原貌，並讓「寺廟」的功能繼續發揮，讓人

們進入其中禮佛參拜。我想「古蹟融入生

活、人們在古蹟裡生活」就是維持古蹟的一

種方式。 

可以討論的是，要如何在古蹟裡生活，

以及用何種方式活化古蹟？舉例來說，在臺

灣規劃成大眾使用的古蹟案例，像是國立台

灣文學館的前身即是日治時期台南州廳，落

成於 1916 年、
14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原為 1931

年所建的台灣教育會館、
15
台北二二八紀念

館前身為 1930 年的「臺北放送局」，
16
都是

很不錯的例子。或許使古蹟延續生命最好方

法，就是讓社會大眾認識他，並且與社會結

合。但是也有其他狀況發生，例如臺北市的

青田街因日治時期所遺留的日式民宅而聞

名，近年來建築群漸次修復，實屬好事，不

過在郭麗雪的研究中提及，青田街的居民並

                                                      
14

 台灣文學館官方網站 http://www.nmtl.gov.tw/ in-

dex.php?option=com_frontpage&Itemid=1 (2013/8/16

擷取)。 
15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官方網站  http://museum.228.org. 

tw/info.aspx?v=CA67BE732B1C2342 (2013/8/16 擷取)。 
16

 臺北二二八紀念館官方網站 http://228.taipei.gov.tw/ 

ct.asp?xItem=1651473&ctNode=38985&mp=11900A 

(2013/8/16 擷取)。 

▲由早大同學帶隊至鎌倉自由行，一行人在鶴岡八幡

宮前合影，左起：林欣穎、土屋健斗、黑木伶、山

本耕平、林立婷、陳育麒。（2013 年 7 月 31 日攝，

陳育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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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希望跟永康街一樣商業化，
17
這

也提醒我們，古蹟維護要考量公

私領域的不同。關於居民生活被

干擾這點，也許是此行參觀的都

是寺廟，本來就開放大眾前往，

應該不會干擾民眾生活，只有維

護古蹟建築的問題。 

說到古蹟的建築維護，這又

是一個可以討論的議題：為了都

市更新的目的，可以把所謂「無

用的舊建築」拆除嗎？我指的「無

用的舊建築」包含民宅在內，這

些在現代人眼中「無用的舊建築」

會不會在保存數百年後，成為文化遺產？在

訪日的數天裡，隨處可見古色古香的建築，

不一定是宏偉的官方機構或寺廟，傳統日式

民宅也在保留之列。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參

訪的第三天行程，前往江戶時期的社交場所

「吉原遊廓」，遊廓當年的「見返之柳」柳

樹至今仍安在，
18
並有立牌說明，區內的神

社依舊保存當時的面貌，這不也是一種認

識過去歷史的方式嗎？近年來臺北正如火

如荼地展開都市更新計畫，古蹟可能成為

都市更新者眼中的阻力，
19
這讓筆者思考，

難道為了發展新的都市規畫，就要銷毀舊有

的一切嗎？而且都市更新的真正意義在哪

                                                      
17

 郭麗雪，〈台北市溫州街、青田街社區文化資產保

存工作之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

育學系、社會教育與文化行政所碩士論文，2007）。 
18 「見返之柳」是指見到此柳樹，要後悔回頭還有機

會，一旦進入吉原遊廓，就不是「一般的世界」了。 
19

 熊毅晰，〈都市更新篇：新西城，新國門〉，《天

下雜誌》433 期（2009 年 10 月），頁 127。 

裡？臺大城鄉所夏鑄九教授曾表示：「更新

之後把裡面的人全部都換掉了，英文叫做

gentrification，這在全世界都在發生，……

只有看表面要把它變漂亮，背後窮人到哪去

了？紐約窮人出去了，擠到更貧窮社區去，

變得更擁擠。」
20
東京都市更新的過程，筆

者不是很清楚，但對於臺北近年來都市更新

所引發的諸多問題與社會議題，再看到日本

對於古蹟與老建築的維護，能夠不讓人深刻

反省嗎？ 

此趟到早稻田大學的交流活動，在日文

寫做「見学」，意指「実地に見て知識を得る

こと」，
21
即「獲得在實地見到的知識」。無論

                                                      
20

 熊毅晰，〈都市更新篇：新西城，新國門〉，《天

下雜誌》433 期，頁 127。 
21

 《広詞苑》第六版（東京：岩波書店，2008），casio

電子辭典 2012 版。 

▲吉原遊廓前的「見返之柳」及旁邊的說明立牌。

（2013 年 7 月 30 日攝，陳育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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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課堂上或實地參訪，我不僅獲得了知識上

的見聞，也徹底感受到早稻田大學師長們做

事的嚴謹態度，與認真貢獻於學術的身教，

皆是我們學習的榜樣。語言溝通的交流也使

我感到震撼，除了體認到自己外語的學習還

不夠，更知道語言是拓展視野的最佳利器，

督促我要提升外語能力。感謝顏杏如老師辛

苦的帶隊，也很感謝努力促成這次早稻田大

學、臺灣大學交流的師長，以及這幾天陪著

我們一同東奔西走的早大同學，我們才有機

會多所見識與學習。衷心希望這樣有意義的

交流活動能繼續推動，增加我們擴展視野的

機會。 

 

林立婷（臺大歷史系 R01 碩士生） 

 

前言 

在早稻田大學舉辦為期五天四夜的修

業活動，內容包含講演課程、專題討論與校

外參觀活動，讓學員除了能在學術上有所收

穫外，且能與日本的大學生實際互動交流。

透過與不同文化與生長背景人們的對話，我

們往往能夠看清自己慣性思考的盲點，重新

整理想法，解構自己過去所認為的「理所當

然」。我想在認識新事物的同時，也再次審

視自己過去的所學所知，這就是我此行最大

的收穫，以下將分學術、文化與生活兩部分

討論之。 

學術 

早稻田大學安排的第一堂課是「早稲田

大学と近現代台湾」（早稻田大學與近現代

臺灣），由台灣研究所紀旭峰老師授課。課

程一開始，紀老師並不急著切入正題，而是

用投影片秀出幾張照片吸引我們的注意

力，要大家先猜猜照片中的人物是誰。原來

她∕他們都是曾經留學過早稻田大學的臺

灣留學生，包括王敏川、史明、高玉樹、金

美齡等人，透過這些人物，紀老師讓我們開

始思考臺灣與早稻田大學的淵源。之後，開

始進入講演課程，內容預計包括五個部分：

早稲田大学機関誌の中の台湾（早稻田大學

機關刊物中的臺灣）、早稲田大学関系者の

渡台（早稻田大學相關人士來臺）、早稲田

大学の台湾人留学生（早稻田大學之臺灣留

學生）、台湾人留学生の「知の実践」（臺灣

▲早大校園內的石獅，為早稻田大學臺灣同學會於

1982 年早大百年校慶時致贈。（2013 年 7 月 29

日攝，陳育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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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知的實踐」）、早稲田大学教員と近

現代台湾（早稻田大學教員與近現代臺灣）。 

其中，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早稻田

大學之臺灣留學生」與「臺灣留學生『知的

實踐』」這兩部分的內容。紀老師指出，到

大正時期為止，早大臺灣留學生有二個特

徵：大都為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的畢業生、

年齡層集中在二、三十歲。而可能因為年齡

的關係，與同期的日本學生交流並不多。這

些留學生回到臺灣後，往往成為臺灣社會各

界的中堅、啟蒙運動的推手，同時也是新知

識的引介者。透過紀老師的解說，讓我對這

個時期的早稻田臺灣留學生有了具體的認

識。此外，雖然紀老師討論的對象集中在早

稻田臺灣留學生，但或許也可以推測，這是

當時在日的臺灣留學生具有的共同特質與

日後於臺灣社會扮演的角色。 

第二堂課則是在觀看 2009 年由日本電

視台 NHK 所拍攝的紀錄片《亞細亞的一等

國》後，由梅森直之老師帶領雙方學生進行

討論。影片講述日本如何統治他的第一個殖

民地臺灣，內容包括一開始日本內部對臺灣

統治形態的爭論，最後以臺灣法域獨立於日

本的法域為結果告終；之後講述 1898 年後

藤新平來臺後，在臺灣實施的匪徒刑罰令、

舊慣溫存政策與其所取得的統治成就，讓日

本能於 1910 年日英博覽會中展示臺灣的排

灣族原住民，並提到 1937 年開始實行皇民

化運動，最後討論關於臺籍日本兵與日治時

期的臺灣菁英在戰後處境的尷尬與困難。 

這部紀錄片播出之後，在日本似乎引起

不小的討論，紀老師提供的資料中可看出不

少平面媒體都有報導評論，例如《朝日新聞》

等。言論中反映出對於該片內容的不滿，認

為這是某種程度的扭曲歷史。在與早稻田大

學同學討論時，也有同學指出影片中所描述

日本殖民統治的陰暗面與受訪的臺灣人對

日本的不滿，對一直認為臺灣人親日的日本

右派來說是無法接受的。但他也認為這僅能

代表日本右派的聲音，不是大部分日本人的

想法。 

其實，正如在討論中臺灣同學所言，本

►交流第三日上午行程為早大

校園導覽，出發前，紀旭峰老

師（站立者）為我們說明。

（2013 年 7 月 30 日攝於大隈

講堂前，陳育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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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內容與我們所知的日本殖民統治時代

歷史相去不遠，既談到了日本政府所帶來的

現代化，也提到他所實施的殖民統治。這部

影片引起日本右派這麼大的反感，我感到相

當驚訝與疑惑，除了臺灣人應該親日外，究

竟日本右派所認為的臺灣人的日本認識是

什麼，以至於讓他們如此反感。 

而這延伸出我另外一個困惑，即日本右

派對於臺灣人親日印象究竟從何而來。這裡

所要討論的不是臺灣人究竟是否親日的實

然問題，而是無論臺灣人對日本的實際態度

為何，為何日本右派會產生臺灣人應該親日

的看法。若是如早大同學所言，他∕她們的

歷史教育中提到臺灣的部分，事實上並不

多，那又是如何構築出這樣的臺灣印象。抑

或是，這是日本右派對於日本殖民地人民所

抱持的普遍看法？ 

在影片播畢後，雙方同學的討論非常熱

烈，討論的議題也很廣泛，包括影片中提到

的「人間動物園」、日人殖民統治臺灣時的

同化主義、臺灣人意識的起源等等。其中關

於「人間動物園」的討論，讓我留下非常深

刻的印象。 

所謂「人間動物園」，指的是 1910 年日

本政府將臺灣的排灣族原住民帶到日英博

覽會中展示表演舞蹈與戰鬥場景的事件。一

位在早稻田大學攻讀雙學士學位的臺灣同

學認為，我們現在對日本政府當時的行為感

到萬分不可思議，但不尊重臺灣原住民文化

的現象並沒有從臺灣社會消失，我們依然設

置九族民俗文化村，我們依然參觀原住民的

祭典，例如豐年祭等，她質疑這樣做的我們

與當時的日本政府是否有本質上的差別。而

另外一位早大同學則回應，他認為事情並沒

有她所設想的這般嚴重，九族民俗文化村或

參觀原住民的祭典活動是多元文化的一種

展現，我們並非展示她∕他們，而是參與

並認識她∕他們的文化。透過這兩位同學

的對話，讓我認知到這或許就是獵奇心態

與認識多元文化之間的差異，前者以觀者

自身為主體，將被觀看的對象看待成與己

無關的他者；後者以被認識的對象為主

體，以尊重的態度參與並希望了解她∕他

們的文化。 

文化與生活 

除了課堂上收穫豐富外，透過與早稻田

同學一同外出參訪，對於日本的文化與生活

亦能有初步的認識。實地參訪的行程共有兩

次，一次是在東京都內，我們參觀了淺草

寺、吉原遊廓、東京大學與上野公園；另一

次則是遠赴鎌倉與江之島參訪古寺與神

社。在這兩次參訪過程中，除了深深地為日

本的古剎之美所震撼外，真正讓我獲益良多

▲左起：陳育麒、山本耕平、林立婷、林欣穎、

黑木伶、土屋健斗攝於高德院鎌倉大佛前

（2013 年 7 月 31 日攝，林立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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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在旅途中與旅伴的對話，讓我對日本的

社會與生活有些許的認識。 

記得有一次，我們聊到關於通車時間的

問題，有位同學說他每天到學校上課的通勤

時間單程是一個半小時左右。我的第一個反

應是「哇！好遠啊，為什麼不住校或在外賃

居呢？」這在臺灣都可以從屏東通車到臺南

了。但是那位同學卻表示這對大部分的日本

人來說應該是可以接受的合理通勤距離，他

∕她們習以為常。我突然意識到，在不同的

生活圈當中，我們對於「遠」的認知會是不

一樣的。這也讓我深自警惕，千萬不要將自

己生活中習以為常的理所當然，認為是所有

人的理所當然。 

結語 

總的來說，在這次的交流活動中，我除

了獲得許多原本預期可以獲得的，例如說知

識上的新知，也有一些意料之外的收穫，那

就是在與早稻田同學的談話中，重新檢視自

己的所學所知。在我看來，這也正是這次交

流真正難能可貴之處，能夠實際與當地的學

生有所交流，理解他∕她們眼中的日本與世

界，這是我在之前的國際經驗中無法獲得

的。我曾在 2011 年前往瑞典交換，但是由

於交換生與國際生的社交圈自成一格，往往

難以與當地的瑞典學生有所交集，因此我認

識的瑞典社會與生活只有來自老師課堂所

教與自己的觀察，幾乎沒有機會知道瑞典人

如何看待自己的國家與社會。但是在這次的

交流活動中，我們和早大同學幾乎朝夕相

處，有許多時間可以交換彼此的看法，當我

透過她∕他們認識日本、認識她∕他們眼中

的世界時，其實他∕她們也透過我認識臺

灣，這或許就是交流的意義。在對談中，我

們認識彼此的世界，重新形塑自己的世界

觀。並且，拜現代科技文明發展的成果社群

網站所賜，這樣的分享與交流，並不會隨著

實體活動的結束而結束，它依然能在社群網

站上持續進行。 

 

 

 

李盈佳（臺大歷史系 R02 碩士生） 

 

楔子 

2013 年盛夏，正當臺灣與日本皆受高溫

蒸曬、受暴雨擊打，早稻田大學台灣研究所

與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合作舉辦的「臺灣史∕

日本研究」講座修業活動正式開跑。如同

梅森直之先生在講座修業活動期間所言，

我們赴日之際，臺灣國內正發生著許多大大

小小的狀況。因此，能夠參與此次交流活

動，我們深覺榮幸，也誠惶誠恐。國內情勢
▲早大校園內擺放整齊的腳踏車。（2013 年 7 月 31

日攝，林立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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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掛心不已，但同時，我們遠離臺灣、肩

負使命，期望能啟動雙方交流契機、促進反

思，並為更深入的國際交流鋪路。當飛機離

開地面，我想，此際此行對我們而言，應是

一個很好的見學機會。事實上，也正是如此。 

臺日關係史 

7 月 29 日上午，我們在細雨中進入早大

校園，參觀在棒球場原址上興建的早稻田大

學中央圖書館，緊接著由紀旭峰老師演講。

紀先生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早稻田大學的

臺灣留學生為切入點，帶出臺灣與日本在上

個世紀初彼此交纏牽絆的歷史。信手拈來

皆是我們不盡熟知的昔年掌故，紀老師為

此頻頻致歉、自謙，著實令人惶恐不迭。

在紀先生的推薦下，我們傳閱每年年初在

日本各書店可以買到的歷史手帳、史明的

《台湾人四百年史》、片山哲的《安部磯雄

傳》、後藤乾一的《原口竹次郎的生涯》、政

治經濟科專屬的《早稻田大學講義錄》等書

籍。身為臺灣人的我聽著、看著，不住檢討

起來：即便念了這麼多年的書，還是如此渺

小、如此寡聞。經此激盪，更加肯定「讀書

並非人生全部，然而，努力不懈乃唯一路途」

之理。 

在紀老師的講演之後，我們開始觀看日

本 NHK 製播的紀錄片《亞細亞的一等國》，

並於播映完畢後與早大同學進行討論。這部

紀錄片於 2009 年公開播映，在日本國內與

臺灣皆引發相當大的爭議。本片敘事軸線始

於 1859 年橫濱開港、日本走向近代化之路，

終於臺籍日本兵的訪問片段與法國學者的

總結。整體而言，與我們所熟知的歷史並無

太大落差，但若是更細緻的討論，將有許多

發揮空間。在梅森直之先生的主持下，臺大

同學與早大同學輪流發言，提問內容也提供

彼此不少反思契機，以及面對臺日關係史的

新眼光。 

高田馬場 

7 月 29 日晚間，延續著日間的課程與討

論，早大師生為臺大師生在早稻田校園內的

楠亭舉行交流晚會。結束後，臺大同學在早

大同學的嚮導之下，步行前往距離我們下榻

處一個地鐵站之遙的高田馬場。一路上，除

了和同行的早大同學談話，我猜想自己難免

流露出「外人」的形貌，好奇的東張西望，

張望著奉祀地藏尊的場域、營業時間和臺灣

或異或同的商店、人行道旁亮晃晃的香菸販

售機、各有標榜的拉麵店，以及高懸桿上、

隨風飄搖，繪有棕色小馬、上書「高田馬場

∕銀座商店街∕振興組合」的旌旗。 

談談走走，不多時，便來到高田馬場中

心。其時，晚餐時刻甫過，酒足飯飽的人們

（後來聽早大同學說，此地為早大學生聚會

的常擇地點）陸陸續續離開店家，現身於路

▲交流第二日，紀旭峰老師以「早稻田大學與近現

代臺灣」為題演講。（2013 年 7 月 29 日攝，李盈

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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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也許商議之後行程，也許稍事休息。估

量著自由活動時間有十來分鐘，我和幾位同

學踏上廣場對面大樓窄窄的手扶梯，到達書

店所在的樓層。久聞日本的出版事業很是發

達，翻譯事業尤其令人驚嘆，每每與人談及，

總是嚮往不已。如今得以親見排排迭起的文

庫本、層層盈室的出版品，深感幸運。 

早大今昔 

大隈重信先生的雕像矗立於早大校園

內，多少年來始終凝望著遠方；而政經學部

古老的校舍旁，正要築起高聳的新樓房。 

就我個人而言，日本之所以相當令人欽

佩，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便是日本人對古老事

物的尊重，以及文化保存方面的具體實踐。

也正因如此，當我漫步在早稻田校園裡，明

知自己只是過客，仍不禁感慨萬千：老校友

們倘若回到此處，不知是否還能識得年少時

讀書、修課、談論時事的地方…… 

校園內工地外圍的遮擋牆上，彩繪著美

麗的校舍形影，然而那些磚造的、瓦覆的樓

房，如今幾乎已不復見；取而代之的，是寬

敞、明亮、簡潔的高樓大廈。我告訴自己，

是因為我對這座校園不夠熟悉，才認不清哪

棟樓是哪棟樓；而人文精神，也不必然與建

物型態有所關連。然而，我仍舊執拗的相

信：美麗老建築的形狀，遠比新建大樓更能

觸動人心。 

不過，即便硬體建設日益翻新，如前所

述，長久以來，我心目中的日本是令人嚮往

不已的書香國度，此行所見也落實我心中所

繪藍圖。由於心嚮往之，在這幾日的緊湊行

程中，一有空檔，我便抓緊機會鑽進書店。

紀旭峰老師介紹早大的校園書店，正是一令

人著迷的所在。書店一隅，正好舉辦著小型

的古本（二手書）拍賣會，從厚厚的教科書

到小巧的文庫本，學生所需要的書籍，可謂

應有盡有。 

吉原遊廓 

穿過淺草寺前商品滿佈、人聲雜沓的街

巷，我們在高張的烈焰下行走於人行道上，

隨著日本同學的腳步擠上公車，投入一百元

日幣，搖搖擺擺的被公車攜著走。車窗外倒

退而過的風景，在如流水般上下車的乘客背

後，顯得有些模糊；相對清晰的，是乘客偶

爾的談話聲，以及一片現代服裝中點綴著的

日式傳統服飾。 

在全日語的環境下，我們晃晃悠悠的來

到吉原。這裡是歷史悠久的遊廓所在地。有
▲早稻田大學校園內大隈重信先生雕像。

（2013 年 7 月 29 日攝，林立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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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於淺草一帶的繁鬧，日間的吉原街道顯得

很是清幽。迎客松標幟著吉原遊廓的邊際，

而我們放輕腳步，體會著看得見與看不見的

一切。 

在吉原一帶，我發現：不到京都，也能

看見「三步一神社，五步一佛寺」的盛況。

在路邊不時可以看見小小的神社；在其中一

處，根據解說牌上的日本文字，我們得知關

東大地震時，有許多在遊廓執業的女性葬身

此處。霎時間，心頭湧上一股無力感，除了

靜默，完全不知該如何自處，那樣深沉、那

樣悲傷的一段過去…… 

自動販賣機 

過去在學校修習日語課程時，便對日本

語彙當中的「自動販賣機」一詞有著極為深

刻的印象；之所以印象深刻，一方面因其漢

字寫來和中文幾乎一模一樣，另一方面，則

是對創意十足的日本式行銷有著無盡想

像。此次日本行，時時有邂逅自動販賣機的

機緣，更可謂大開眼界。 

拜坊間專門分享新奇異國事物的媒體

所賜，身在臺灣的我們對日本國內自動販賣

機所售物品之五花八門多少有些認識；因

此，此行所謂開眼界者，倒不是驚嘆於自動

販賣機的多樣與新奇，而是其在城市地景中

密度之高，以及其高密度所反映出人們對飲

料與香菸驚人的依賴程度。 

新珍味 

終於來到這裡。這裡是史明老先生所創

設的餐館：（新）珍味。我摩娑著菜單，感

受著剛剛開啟的空調，有些迷離、有些恍

惚。史明老前輩，就是在熱鬧非凡的西池袋

街角，賣力製作著餃子與大滷麵，起造了這

樣一座樓房。翹首尋覓通往三樓以上的途

徑，卻是徒勞無功。由於稍晚要參加早大同

學的餞別會，我聽從陪我造訪此地的林同學

的建議，和她合點了一份煎餃、一份炒青菜

和一碗白飯，靜靜的吃完。 

來自中國東北、活力十足的師傅端上豔

紅的西瓜，和我們聊了起來，聊他自己，以

及這間店的過去、現在，以及將來。 

居酒屋 

7 月 31 日晚間，早大同學選擇在高田馬

場一間「喝到飽」的居酒屋為我們送行。同

行的石橋佳祐同學說：早大學生真的很愛喝

酒！在早大求學，若「不會」喝酒，恐怕很▲史明在東京西池袋開立的「新珍味」餐館。

（2013 年 7 月 31 日攝，李盈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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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與人交遊！ 

我想早大同學確實是很客氣的，他們並

不因為我們酒量不佳，而不與我們談話。很

慚愧的，酒酣耳熱非我所長，在居酒屋這樣

熱鬧的場合，我並沒有辦法輕鬆自在的融

入；但我真的很感激，感謝有這樣的機緣，

能夠淺淺的做一回日本大學生。 

禮貌 

在修業活動的緊湊行程中，日本文化的

小細節俯拾即是，令人多有反思。舉例而

言，對日本「禮貌」的體會，我想短短幾日

是絕對不夠的，不過，單就個人的粗淺認

識，日本獨特的禮貌文化從人們的內心出

發，除反映在言行舉止的講究，亦反映在妝

飾文化的發達。 

日本女性的妝飾可謂一門藝術：化妝在

女性生命中為不可或缺的部分，鎌倉電車上

英武的乘務員如是，路上擦肩而過的行人如

是，即便在莊嚴肅穆的明治神宮，穿著紅白

傳統服飾的工作人員亦畫著精緻淡雅的妝

容。而我們在日本同學身上看見的一切禮

節，更是不待言說。我想，在日本，與其說

「禮貌」是一種美德，不如說是一種充滿敬

意的生命態度。 

後記 

承蒙諸位師長與同學的支持與關照，我

們得以完成此次講座修業活動。此次臺大歷

史系師生之赴日參訪，透過視野的開拓，我

們將更能找到自己的路，盡自己的一分力於

孕育我們的世界。 

東京街頭，時時可見黑字紅底的燈籠高

懸路旁，散發幽幽的光。我不禁猜想：那是

怎樣的一種信仰？也許不大能類比，但我確

確實實想起了新莊；我曾參與新莊地方的信

仰活動，看著紅綠燈下人們燃起鞭炮，以肉

身與鑾轎擋住車潮。在高度現代化的都市

裡，究竟有多少信仰，不論柏油如何覆上土

地、不論大廈如何遮蔽天際，仍世世代代傳

承下去？ 

這很可能不是一個有答案的問題。在這

思緒紛紛、尚未完全釐清的時刻，我只想

說，即便網際網路之發達令人咋舌，到「現

場」去，仍是我們在認識這世界的道路上，

無可取代的經驗。 

▲本系師生在早大地標大隈講堂前合影，左起：

謝易璇、胡安美、游騰元、林立婷、林彥廷、

邱如奕、李盈佳、彭梓桓、沈印娜、陳育麒、

瞿正瀛、顏杏如老師、林欣穎。（2013 年 7 月

30 日攝，林欣穎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