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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以1933年成立的「台灣愛書會」及其會誌《愛書》(1933-
1942)為探討對象。「台灣愛書會」是由一群「愛書家」以「書」為
主題所成立的社團組織，它的核心成員多有來自台北帝國大學、台
灣總督府圖書館、台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以及「台灣日日新報社
」等的背景。而《愛書》為其機關刊物，發行時間長達十年。由於
「台灣愛書會」特殊的成立背景與成員來歷，再加上《愛書》豐富
的內容，因此，透過對於前述兩者的研究，必可循線追索台灣在日
治後期關於「書籍」的生產、發行與接受，以及「史料」的蒐集、
建置與詮釋，並且，若將此些環節進行串聯與分析，也大可鋪展出
帝國底下關於知識的建構與流通等樣貌，甚至也可以讓我們進一步
了解書籍此一文化產品如何被包裝而呈現出怎樣的在地特色、甚至
是意識形態等問題。然而，截至目前為止，學術界尚未對於「台灣
愛書會」的歷史樣貌、尤其是《愛書》十五輯冊進行有系統的探勘
，這對吾人了解日治時期有關帝國的知識與文化建構，無疑是一大
缺憾。而本計畫透過對於「台灣愛書會」與《愛書》及其相關議題
的深入探究，除了更為清楚地勾勒「台灣愛書會」的歷史軌跡與《
愛書》各輯的內容之外，進一步也以此為基礎，延伸並擴大探究日
治後期知識菁英的閱讀樣態，史料的收集與詮釋、書籍製作、以及
帝國底下關於知識的建構與流通等問題。

中文關鍵詞： 台灣愛書會、《愛書》、閱讀、歷史詮釋、書籍製作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takes The Taiwan Society of Bibliophiles and the
journal The Bibliophile as the target of its research. The
Taiwan Society of Bibliophiles was established in 1933 and
was run by an elite group of book-loving intellectuals. The
core members of The Taiwan Society of Bibliophiles were
primarily based in Taihoku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Taihoku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Library, Imperial
Taiwan Library, and the Taiwan Nichinichi Shinpo. The
journal The Bibliophile published 15 volumes from 1933 to
1942 during the height of Japanese colonial influence on
Taiwan. By focusing on The Taiwan Society of Bibliophiles
and The Bibliophile, we observe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reception of books, and the collectio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s.
Furthermore, together these elements show how knowledge was
constructed and how the book as a cultural production was
created and represented local characteristics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However, no comprehensiv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is topic to date, representing a
visible gap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imperial knowledge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us, this study takes The Taiwan
Society of Bibliophile and The Bibliophile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with the aim to outline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The Taiwan Society of Bibliophiles and the many volumes
of The Bibliophile. This allows us to determine how reading
took place among the intellectual elite, and the nature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under
imperial rule.

英文關鍵詞： Taiwan Society of Bibliophiles, The Bibliophile, readin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production of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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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 1933 年成立的「台灣愛書會」及其會誌《愛書》(1933-1942)為探討對象。

「台灣愛書會」是由一群「愛書家」以「書」為主題所成立的社團組織，它的核心成員

多有來自台北帝國大學、台灣總督府圖書館、台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以及「台灣日日

新報社」等的背景。而《愛書》為其機關刊物，發行時間長達十年。由於「台灣愛書會」

特殊的成立背景與成員來歷，再加上《愛書》豐富的內容，因此，透過對於前述兩者的

研究，必可循線追索台灣在日治後期關於「書籍」的生產、發行與接受，以及「史料」

的蒐集、建置與詮釋，並且，若將此些環節進行串聯與分析，也大可鋪展出帝國底下關

於知識的建構與流通等樣貌，甚至也可以讓我們進一步了解書籍此一文化產品如何被包

裝而呈現出怎樣的在地特色、甚至是意識形態等問題。然而，截至目前為止，學術界尚

未對於「台灣愛書會」的歷史樣貌、尤其是《愛書》十五輯冊進行有系統的探勘，這對

吾人了解日治時期有關帝國的知識與文化建構，無疑是一大缺憾。而本計畫透過對於「台

灣愛書會」與《愛書》及其相關議題的深入探究，除了更為清楚地勾勒「台灣愛書會」

的歷史軌跡與《愛書》各輯的內容之外，進一步也以此為基礎，延伸並擴大探究日治後

期知識菁英的閱讀樣態，史料的收集與詮釋、書籍製作、以及帝國底下關於知識的建構

與流通等問題。 

 

關鍵字：台灣愛書會、《愛書》、閱讀、歷史詮釋、書籍製作 

 

 

 

 

 

 

 

 



II 

 

A Study on Taiwan Society of Bibliophiles and The Bibliophile 

 

  This study takes The Taiwan Society of Bibliophiles and the journal The Bibliophile as the 

target of its research. The Taiwan Society of Bibliophiles was established in 1933 and was 

run by an elite group of book-loving intellectuals. The core members of The Taiwan Society 

of Bibliophiles were primarily based in Taihoku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Taihoku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Library, Imperial Taiwan Library, and the Taiwan Nichinichi Shinpo. The 

journal The Bibliophile published 15 volumes from 1933 to 1942 during the height of 

Japanese colonial influence on Taiwan. By focusing on The Taiwan Society of Bibliophiles 

and The Bibliophile, we observe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reception of books, and the 

collectio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s. Furthermore, together these 

elements show how knowledge was constructed and how the book as a cultural production 

was created and represented local characteristics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However, no 

comprehensiv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is topic to date, representing a visible gap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imperial knowledge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us, this study takes 

The Taiwan Society of Bibliophile and The Bibliophile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with the aim 

to outline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The Taiwan Society of Bibliophiles and the many 

volumes of The Bibliophile. This allows us to determine how reading took place among the 

intellectual elite, and the nature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under 

imperial rule.         

 

Keywords: Taiwan Society of Bibliophiles, The Bibliophile, readin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production of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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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報告 

 

「台灣愛書會」與《愛書》研究 

一、前言 

 

    本研究以 1933 年所成立的「台灣愛書會」及其會誌《愛書》(1933-1942)為探討對象，主要目的除

了更為清楚地勾勒「台灣愛書會」的歷史軌跡與《愛書》各輯的內容之外，並以此為基礎，延伸並擴

大探究日治後期知識菁英的閱讀樣態，以及帝國底下關於知識的建構與流通等樣貌。 

    截至目前為止，學術界尚未對於「台灣愛書會」的歷史樣貌、尤其是《愛書》十五輯冊進行有系

統的探勘，這對吾人了解日治時期有關帝國的知識與文化建構，無疑是一大缺憾。因此，本計畫以「台

灣愛書會」與《愛書》作為研究的起點與基礎，進而擴大相關的考察範圍，並在方法上另闢蹊徑，以

期拓展日治後期關於閱讀的意識與樣態、史料的收集與詮釋、乃至書籍製作等之相關研究。為了能夠

更精確地掌握本研究的主題與方向，以下從「台灣愛書會」與《愛書》的成立緣起與特色進行討論，

藉此鋪陳問題意識之所在，並以此為基礎進一步闡述本研究的目的與重要性。 

 

(一) 「台灣愛書會」與《愛書》的成立 

         

根據《愛書》第一輯〈「台灣愛書會」成立小誌〉所載，組織「台灣愛書會」的原始構想來自當時

《台灣日日新報》社長河村徹以及台北帝國大學教授植松安為「台灣圖書館週間」活動而在電台所進

行的談話節目。籌組社團的構想不久後也得到台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山中樵的響應，1他提議定期舉辦

聚會，各人帶來珍貴書籍，一夕歡談。於是，就有了第一次在台北鐵道旅館的聚會，會中決定「以書

誌學(按：或稱「目錄學」)為中心之各種研究並兼具大眾教化」作為創社目標。 會後則是進一步招募

了台北帝國大學「書物會」成員矢野蜂人與島田謹二等人加入會員，並在第二次籌備會中將社團定名

為「台灣愛書會」，此外，更還邀請到台北帝國大學校長幣原坦擔任該會會長。其後，又在第三次籌備

會議時籌畫舉辦「書誌展覽會」，以帝大與總督府圖書館的館藏為基礎，再加上植松安、矢野蜂人、神

田喜一郎、瀧田貞治等教授的藏書，共展出四百一十六件。第一次書展吸引了四百多人參觀，賣出「出

陳目錄一百五十部」。關於第一次的展出成果，〈「台灣愛書會」成立小誌〉中提到：「在偏遠的台灣能

                                                 
1 山中樵於 1927 年來到台灣後接任館長，一直到 1945 年日本戰敗為止，任期是所有歷代館長中最長的，也因為如此，他

對日治時期圖書收藏的影響與貢獻也是最大的。根據黃英哲的研究，山中樵除了致力於充實台灣各地方的圖書館設備之外，

也積極推動圖書館員的教育。其最大建樹，主要在於台灣相關的文獻資料的收集。在他的努力之下，總督府圖書館與台灣

相關的收藏有 4500 多種共一萬七千餘冊，其中不僅只有日治時期的文獻而已，更還包括荷治、西班牙、鄭成功與清代的歷

史資料。二戰期間台灣頻繁遭美軍轟炸，而山中樵也相當有遠見地預先將藏書疏散至郊外地區，後來圖書館建築被炸毀，

幸而書籍得以無傷。總督府圖書館豐富的館藏對於後來「台灣學」的研究，無疑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參考黃英哲，〈「帝

国」蔵書の記憶──田中長三郎、山中樵、楊雲萍をめぐって〉，《記憶する台湾―帝国との相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

会，2005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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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吸引如此之人潮，就活動而言可以說是非常的成功。」2  

     「台灣愛書會」在 1933 年 4 月正式成立，從「台灣愛書會會則」的「總則」中得以一窺其基本

精神與活動的執行方向： 

 

第一條  本會稱為台灣愛書會。 

第二條  本會目的為調查研究有關東西書誌之事項，兼圖愛書趣味的普及與發達。 

第三條  本會為達前開目的而實施左列之事業： 

一、演講會 

二、展覽 

三、會員集會 

四、會誌發行 

第四條  本會辦公室設置如左列： 

一、關於庶務會計等事務 

    台北市書院町一丁目  台灣總督府圖書館內 

二、會誌編輯相關事務 

    台北市富田町 47  台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內 

 

不難看出，「台灣愛書會」是一個以書籍嗜好為主題的社團，其業務也分別在台北帝大與台灣總督

府的附屬圖書館進行。另一方面，若是從組織成員來看的話，根據 1934 年《台灣愛書會會員名簿》可

知，特別會員有 34 名、普通會員 81 名，其中台灣人僅有 5 人，3其他均為日本人，足以顯示這是一個

以在台日人為主的團體。另外，從成員的所屬單位來看的話，台北帝大文政學部共有 29 人，帝大附屬

圖書館 15 人，台灣總督府圖書館 10 人，台灣日日新報社 6 人，以上所屬的成員便占了總數的二分之

一強。而其他的會員則是來自於各州立與市立圖書館、中等以上學校、書店與銀行等等。根據黃得時

在戰後的回憶，1940 年當時的「台灣愛書會」會員已增至三百多人，台灣人如黃得時、楊雲萍、田大

熊以及吳守禮等人也應已成為會員。4 

    另外，從總則第三條來看，亦可得知「台灣愛書會」同時也著力於推行各種活動。根據研究者李

品寬的整理，台灣愛書會所推行的活動大抵有：展覽與演講、會員集會、座談會、跳蚤書市等等。在

展覽與演講方面，歷來較大型的活動包括：「第一回書誌關係展覽會」、「鷗外紀念展覽會」、「台灣文獻

展覽」與「第一回裝幀展」等等；會員集會方面，則是經常性地安排在晚間七點於台灣日日新報社三

樓講堂舉行聚會，會中除了報告會務之外，主要是分享書籍的研究與感想，但有時也舉行圖書的交換

會，或針對某些議題與會員的專長進行專題演講；在座談會方面，其所舉辦的活動也多是涉及與書籍

                                                 
2 武田，〈「台灣愛書會」成立小誌〉，《愛書》第一輯(1933 年 6 月)，頁 207。 

3 這五位台灣人會員是總督府圖書館的許德旺、陳鐓厚、劉金狗、嘉義郡中埔信用組合的張文正以及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

式會社的林熊光。 

4 黃得時，〈『台灣文藝書誌』和『民俗台灣』──光復前兩項極有意義的合作〉《台灣風物》第 31 卷第 2 期(1981 年 6

月)，頁 2。轉引自李品寬，〈日治時期「台灣愛書會」之研究〉，《台灣文獻》第 60 卷第 2 期》(2009 年 6 月)，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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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主題，如 1933 年舉行「珍書展覽會座談會」、1934 年「森於菟教授座談會」以及 1939 年的「撲

滅書物害蟲座談會」等等。而較特別的是，「台灣愛書會」亦於 1938-1941 年間共舉辦六次的「跳蚤書

市」，主要是提供場地與場合讓愛書人可以相互交換書籍。「跳蚤書市」活動在戰爭期間書籍通路受限

的情況下，無疑為愛書人提供了很好的書籍流通管道，相當受到好評。其所交換的書冊，從第一次的

七千冊最後甚至上升到了兩萬多冊，效果非常顯著。5 

    而「台灣愛書會」的兩大目標：「調查研究有關東西書誌之事項，兼圖愛書趣味的普及與發達」，

也確實充分反映在會誌《愛書》的編輯之上。首先，所謂「書誌學」， 以日文的脈絡來說，是以圖書

為對象的研究領域，從事有關書籍的成立、發展、內容與分類，因此對於圖書的起源、印刷、裝幀與

型態等等也多有涉入。就此面向而言，《愛書》確實是一部關於書誌的刊物。在作為物質型態的「書」

的方面，西川滿對於書籍製作的執著無疑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了。《愛書》各輯在戰後 1980 年時重新

推出復刻版，西川滿特別為此寫了一份「愛書解題」，描述當年《愛書》的編輯經過。根據西川滿的說

法，這份刊物原本是由任職於帝大圖書館的裏川大無所主持，而當時擔任《台灣日日新報》編輯的西

川滿在第二輯的時候加入，頭銜是「編輯兼發行人」。接手編務後的西川滿認為第一輯雖然在內容與形

式上頗有可觀，但他向裏川大無反映：「比起愛書會的機關誌，感覺更像是書誌學的叢書。若要增加會

員，與其搞成像是學究式的刊物，倒不如弄得更有趣味一點。」6於是，他進一步建議：「(第一輯)灰色

的封面，使人聯想起圖書館的書庫，但，既然是在華麗之島所刊出的雜誌，就希望可以更加華麗一點。」

7也因此，從第二輯開始，西川滿便大刀闊斧地加入了更多設計與裝幀的元素，這使得《愛書》有了很

大的改變。具體的做法就是加入更多的視覺材料，諸如各種藏書票 (Ex-libris)、口繪(插畫)、「台灣訪

書圖譜」以及宮田彌太郎所繪之「台灣鄉土繪圖」系列等等，西川滿甚至也親自為刊物畫了幾幅的插

畫。整體而言，《愛書》確實是一套製作精美、令人愛不釋手的刊物。而這個部分其實也與「愛書趣味

的普及與發達」有著直接的關連。 

    作為主編的西川滿為書籍設計投注很大的心力，他在復刻版的「解題」中也刻意強調他在裝幀上

的努力。但若實際觀察《愛書》的內容，不難發現還有另一個與書誌學相關的重要特點，那便是圖書、

文獻與歷史資料的整理與呈現。因此，《愛書》除了西川滿所鍾情的書籍裝幀與設計之外，在很大的程

度上也落實於其對史料的展示與詮釋之上。畢竟，《愛書》的成員與供稿人員大多是來自於台灣兩大官

方圖書館與帝大的學者，史料的收集與研究本來就是他們的專業。儘管《愛書》所刊載的文章不盡然

都是與台灣相關，但絕不在少數，且大多具有歷史的研究價值。若舉較顯著的例子，不但每一輯都至

少刊有與台灣相關的重要論文，且從第七到第九輯則有「台灣訪書圖譜」刊載珍貴古籍與手稿，尤其

是第十輯的「台灣特輯號」，對於歐洲人與台灣原住民的接觸史、漢人的文藝研究、日本江戶時代與台

灣的往來以及台灣總督府圖書館所收藏的台灣古書資料的整理等等，都是關於「以台灣作為研究主題」

相當重要的史料展示。而第十四輯「台灣文藝書誌」特輯，則是關於台灣文學史更為「全面」的詮釋

與整理，提供了台灣文學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而島田謹二與黃得時這兩建構台灣文學史的重要文

學者均為特輯的主要撰稿人。從這些對於台灣歷史資料的展示與論述中，可以明顯看出日本的知識菁

                                                 
5 李品寬，〈日治時期「台灣愛書會」之研究〉，頁 225。 

6 西川滿，〈愛書解題〉，《愛書》，東京：龍溪書舍，1980 年。頁 5。 

7 西川滿，〈愛書解題〉，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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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以及為數不多但相當具有代表性的漢人知識菁英們(如黃得時、楊雲萍與吳守禮等人)對於台灣的歷

史想像，且其所帶來的影響，甚至到現在都還是台灣建構自身時的重要憑藉。         

 

(二) 《愛書》的特色與重要性 

透過如上爬梳可以得知，「台灣愛書會」是一個以書為愛好、並以鼓勵閱讀為宗旨的團體，其會誌

《愛書》亦是由這一群「愛書人」以「書誌」(書籍、圖書)為主題所出版的刊物。從「台灣愛書會」的

成立背景與《愛書》所呈現的大致內容來看，本研究認為其圍繞在「書籍」此一主題底下，大抵包括

了三個息息相關卻又可以分開討論的部分，即：「閱讀的意識與樣態」、「史料的呈現與詮釋」以及「書

籍製作」。以下就此三大面向進行分述： 

 

(1) 閱讀的意識與樣態 

    如前所述，「台灣愛書會」是由一群愛書之人所發起，其成員主要是來自於帝國知識體系中的菁

英，因此，會誌《愛書》所展示的對於「讀書／閱讀」的看法，多少可以反映出帝國統治與閱讀之

間究竟有怎樣的連結。這尤其在創刊號所收錄的文章中可清楚看見，如卷首所刊登的是「台灣愛書

會」發起人之一，也就是《台灣日日新報》社長河村徹的〈書籍的嗜好〉(書物の趣味)。文章一開始，

在大略交代書籍與印刷術的歷史之後(他不斷強調提到日本的造紙與印刷術更早於歐洲)接著提到，如

果認為所謂「讀書」僅須研讀儒教的四書五經、佛教經典、基督教的聖經或聖賢的言行錄就好的話，

那是大錯特錯的。河村認為，所謂「讀書」必須跟得上日新月異、不斷變遷的社會，經典古籍儘管

有恆久的生命與價值，卻無時代的新味，因此，「就像報紙是日常生活的米飯麵包，不讀新刊書籍的

人，是時代的落伍者。」8不難看出，身為報社社長的河村徹，他所鼓吹的是「日日新」的知識追求，

而這無疑也是報紙此一新興媒體為人們所帶來的閱讀上的巨大變革。從此可以推斷，「台灣愛書會」

所欲建立的閱讀姿態，並非鼓吹對經典的愛好，而是主張對於現代新知與訊息能夠快速的掌握。9 

    而河村徹對於追求新知的鼓吹，其背景，也與台灣當時教育逐漸普及，印刷技術的改良、報紙

與書籍的閱讀人口大幅增加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根據學者李承機的研究，台灣在日本的統治之下，

隨著鐵道與郵局的建立，報紙媒體的網絡也逐漸擴充，尤其到了 1930 年代，報紙在數量上的擴大，

連帶也催生了所謂的「讀者大眾」。10而這樣一批讀者，無疑也是一群對於新知之重要性有所體認的

讀者。另外，若就圖書館的發展看，1923 年「公立私立圖書館規則」頒布後，台灣各街庄開始廣設

圖書館。根據《台灣治績志》資料，1934 年總督府圖書館的漢和藏書數已達 133,736 冊，全島的公

私立圖書館共有 83 間，年間圖書館的閱覽者人次共 1,261,476 人，平均每天有 3857 人次。11因此，

如果從圖書館的數量與使用情形來觀察，不難推測台灣在 1930 年代中期確實已經擁有相當的閱讀人

口了。 

                                                 
8 河村徹，〈書物の趣味〉，《愛書》第一輯(1933 年 6 月)，頁 2。 

9 此外，河村更還舉出關於書的嗜好有幾種，包括：原版書蒐集、藏書印、藏書票與古書肆等等。 

10 李承機，〈一九三○年代台湾における「読者大衆」の出現新聞市場の競争化から考える植民地のモダニティ〉，《記

憶する台湾―帝国との相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 年)，頁 245-279。 

11 井出季和太，《台灣治績史》(臺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37 年)，頁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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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透過閱讀而追求「現代新知」的想法，也可見於帝大圖書館館長田中長三郎為「台灣愛書會」

所做的演講。田中是農業與植物學方面的專家，曾經在 1927-1929 年間赴歐研究，1929 年到台灣後

至 1934 年之間擔任台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的第一任館長。12他的演講題目是「愛書與國富」，乃透

過英國植物學家班克斯(Joseph Banks) 的植物採集與圖書收藏，13闡述愛書與國家富強之間的關係。

田中提到，班克斯是建立「植物園」──從世界各地蒐集活體植物並將之集中展示──這種新型態

空間的第一人，此外，他也協助大英博物館進行改造，豐富其館藏。田中舉一則逸事：班克斯曾經

從法國蒐購大量的珍貴書籍，以至於在運送到英國途中時，甚至驚動了法國軍艦在後追趕，企圖討

回這批珍貴的書籍，但這批藏書最後畢竟還是平安抵達英國。田中在演講的最後總結道：「我們所朝

思暮想的關於天然資源的開發以及國家富強的增進，光靠政治家的紙上談兵是沒有用的，我相信最

聰明的辦法，就是像班克斯那樣讀萬卷書，追憶並且研究先人的偉大事業。」 

    從以上兩篇刊登於創刊號上由台灣當時規模最大的報社社長與帝大圖書館館長的文章可以看

出，《愛書》主要是將「讀書／閱讀」(日文的「讀書」乃中文「閱讀」之意)置於現代性的範疇底下，

也就是擺脫過去將閱讀僅限於讀聖賢書的想法，而鼓吹現代新知的追求。並且，閱讀也不單單只是

個人的興趣而已，更還關係到國家的富強。從這兩位在帝國知識的建構與流通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其文字與談話中，不難看出他們已明確體認到知識不僅是力量更還是戰場，無論是海外擴張或殖民

開發，憑藉的也是對於知識的渴求，甚至是掠奪，而當前的世界也已經是一個充滿動態競爭、以全

球為規模而流動的知識戰場了。也因此，史料的收集、或知識的珍藏與開發，也都必須由國家作為

後盾來積極推行。 

    然而，除了前述從較大的視角──也即從現代性與國家的角度所談論的「讀書／閱讀」之外，《愛

書》也刊登了許多關於個人閱讀的文章，例如西川滿的專欄「日孝山房童筆」、14或對台灣愛書會成

員的書齋介紹、以及透過散文隨筆的方式闡述讀書所感的文章等等，此類文章多是記載個人的閱讀

經驗。因此，透過這些文章，正可以讓我們看見日治時期知識精英們的閱讀意識與樣態，而這對於

以「讀者」為視角的研究來說，無疑提供了非常好的材料。 

    儘管「台灣愛書會」與《愛書》的成立與在台日本知識菁英的形成與聚集有著直接的關聯，但

不容忽略的是，它亦可被視為台灣 1930 年代以來閱讀市場逐漸邁向成熟下的附帶產物。閱讀之所以

成為可能，首先必須仰賴教育所帶來的識字能力，因此，初等、中等到高等教育的整備，可以說是

提供了閱讀能力乃至於閱讀市場的基礎。而印刷技術的發展則是使得書籍的製作不再稀少昂貴，書

店的林立與書籍進口管道的建立等等，則是使得書籍的通更加通暢。再加上圖書館從都會到地方的

延展，也使得閱讀更加容易親近。另外，透過官方或民間所組織的讀書會與書展等等，也都是讓閱

                                                 
12 黃英哲，〈「帝国」蔵書の記憶──田中長三郎、山中樵、楊雲萍をめぐって〉，《記憶する台湾―帝国との相剋》(東

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 年)，頁 10。 

13 班克斯是建立「植物園」──從世界各地蒐集活體植物集中展示──這種新型態空間的第一人，此外，他也協助大英博

物館的改造，豐富藏書，他曾經從法國蒐購大量書籍，在運送到英國途中時，甚至驚動法國以軍艦在後追趕，但這批藏書

最後仍平安抵達英國。 

帝國擴張，而到世界各處採集植物，集中到植物園之中，這當然也是一種新型態的展示與採集， 

14 「日孝山房童筆」的專欄名稱應與西川滿個人的出版事業有關。西川滿在 1934 年時創辦「媽祖書房」，刊出《媽祖詩

刊》，而於 1938 年時將原本的媽祖書房改為「日孝山房」。「日孝山房童筆」專欄出現於第二、第九與第十一輯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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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成為一種文化實踐的重要方式。而這些，都將在本計畫透過「台灣愛書會」與《愛書》所要進一

步探究的。 

 

(三) 史料的呈現與詮釋 

如前所述，《愛書》是由一群「愛書人」所組成的關於「書誌」的刊物，它的成員來自於大學、圖

書館與報社媒體，因此，書籍與史料的收藏、詮釋與呈現，亦是《愛書》所最為關注的主題之一。換

句話說，由於《愛書》的作者多是掌握史料並且能夠對之進行詮釋的人物，所以，他們究竟如何展現

並詮釋史料，也將是本計畫所要進一步探究的重點。在此將收錄於《愛書》中與史料相關的文章分成

三大類：歷史論述、特別專輯、訪書圖譜，以下個別討論。 

(1)歷史論述 

    在歷史論述的部分，首先值得一顧的是台北帝大首任校長幣原坦的文章〈關於台灣硫磺石炭

探險的文獻內容〉(台灣の硫黃石炭探險に関する文献內容)。幣原坦是「台灣愛書會」的會長，專

長為東洋史學。他的文章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紹郁永河《裨海紀遊》中關於台灣採硫

之行的經過，第二部分則是培利提督手下的石炭調查。關於前者，幣原坦雖在文中大力推崇《裨

海紀遊》是「首次為世人提供關於台灣採硫最為正確的知識」，15但他同時也不忘提醒，其實在郁

永河之前，北台灣盛產硫磺這件事便已廣為所知，如西班牙傳教士 Friar Juan de los Angeles 曾在手

記中提到，荷蘭人如果沒有在 Turoboan 找到黃金的話，恐怕就會放棄雞籠(基隆)，而僅僅守住富

含硫磺與其他資源的淡水(78)。另外，從熱蘭遮城脫逃的何斌也曾向鄭成功報告：「臺灣沃野數千

里，實霸王之區。若得此地，可以雄其國；使人耕種，可以足其食。上至雞籠、淡水，硝磺有焉。」

(78) 而這些都是郁永河來到台灣的 1697 年之前的事情。幣原坦之所以強調這一點，目的在於突顯

台灣的天然資源並非清領之後才被發現，而是在西方勢力進入之時便已開啟了探勘的工作了。而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幣原坦似乎對於郁永和與原住民族的接觸過程相當感興趣，對於今昔的原住

民文化也進行了一番對比。 

而文章的後半則是關於美國人對台灣的石炭調查。幣原坦根據培利提督(Matthew Calbraith 

Perry) 的《支那日本遠征記》第一卷第二十五章的內容進行整理，他提到，培利團隊在 1855 年開

始探查之行，他們從日本下田出發，先到琉球而後抵達台灣。只不過，培利提督只到琉球，接下

來的台灣之行則是委由阿波茲多船長，而實際的探勘則是由瓊斯牧師來執行。這一趟的石炭調查

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有美國人在航行到台灣時遇到船難而失去音訊，因此派人前往尋搜尋並查明

原因；另一個原因是，美國與其他國家船隻往來於此地時需有一處石炭的供應站，而聽說台灣富

含石炭，因此前來調查。總之，瓊斯牧師在報告書中為此行進行了詳細的記錄，他從 7 月 10 日到

23 之間，以日記體裁記錄了炭坑探查的實況。而幣原坦也將之重點摘錄。這對於台灣早期與美國

人的接觸過程，無疑提供了很重要的整理。而幣原坦這篇文章值得注意的地方乃是在於，他以「在

台灣尋找天然資源」為主題，而串聯了原住民、中國人與美國人在台灣的接觸過程，其用意，一

方面是強調台灣是一座向四方「開放」的島嶼，另一方面也強調了台灣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與

資源，而吸引了多元族群的聚集。大致說來，儘管幣原坦的筆調十分中立，並沒有對特定族群進

                                                 
15 幣原坦，〈台灣の硫黃石炭探險に関する文献內容〉，《愛書》第一輯(1933 年 6 月)，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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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優劣或高下等判斷，但對於台灣的描述，大抵是將之視為「無主之島」，是任誰都可以進出並尋

找各種利益或資源的地方。 

    另一篇是與文學史相關的文章，也即島田謹二的〈「偽造文學」夜話──撒瑪納札的《台灣誌》〉，

文中介紹出生於法國卻自稱是台灣人的撒瑪納札(George Psalmanazar)的生平事蹟，以及此人如何

憑其想像而書寫台灣。16島田謹二在他的關於台灣的文學史的建構中，認為台灣的文學乃由西歐、

中國與日本文學所共構而成。17正是在如此的史觀底下，島田特別關注書寫台灣的歐洲作家，對此

也推出了一系列相關的文章，除了發表於《愛書》第一輯之外，另外也在第十輯刊登了《Jean Dargène

的台灣小說》(1938.4)。18島田分析〈「偽造文學」夜話──撒瑪納札的《台灣誌》〉之所以在當時

的歐洲大受歡迎的原因，他提到，在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中葉，這種似是而非的關於航海、冒險、

海盜、發現新大陸與海上遇難的文學曾經在英國風靡於一時，而撒瑪納札可以說是偽造文學當中

相當「傑出」的一員。此類文學作品的異軍突起，與十七世紀後半的閱讀狀況大有關聯，當時的

眾多讀者對於抒情耽溺或荒唐無稽的虛構作品已經感到厭煩，因此對於能夠呈現真實、常識性的

與現實性事件的作品反而有著很大的興趣，於是興起了一種叫做「事實談」的文類，而撒瑪納札

的《台灣誌》正是在如此的時代背景中崛起。 

    島田更還提到，撒瑪納札在晚年的自傳中承認《台灣誌》完全是憑空杜撰，而其聲名雖在歿

後五、六十年間還有流傳，但到十九世紀中葉時就已完全被世人遺忘，甚至連他的真名也無從考

據了。於是，島田在文章的最後一句寫下這麼一句：「撒瑪納札的傳記寫到這裡，深覺人生的大夢

茫茫，而心頭更是被『命運』之神不可思議的玩笑所槌擊。」儘管島田為撒瑪納札從此消失於歷

史之中而感到人生猶如一場夢幻，但實際上，撒瑪納札的《台灣誌》並沒有就此淹沒在時間的長

河裡，反而三百年後在台灣還能夠以中譯的形式出版，1996 年時的翻譯名稱是《福爾摩啥》，2004

重新再版時改名為《福爾摩沙變形記》。看來連島田也難想像，這些關於台灣的描繪，即使帶有光

怪陸離的色彩，卻也隨著台灣意識的崛起而被重新地看見，讓台灣人藉此回看歐洲人對台灣的視

線。 

 (2) 特別專輯 

    以特輯的方式集中呈現的台灣歷史，則有第十輯的「台灣特輯號」與第十四輯的「台灣文藝

書志」，以下分別敘述： 

‧「台灣特輯號」(第十輯) 

    在皇民化運動大力推展的期間，《愛書》推出了第十輯的「台灣特輯號」(1938.4)，其目的，

也就是〈編輯後記〉所提到的：「所謂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畢竟還要建立在對歷史的正確認知上。」

                                                 
16 此書於 2004 年在台灣出版時之譯名為《福爾摩沙變形記》。 

17 相關研究可參考林巾力，〈殖民地的文學史建構：重探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史」書寫〉，《台灣史研究》第 23 卷第 4

號(2016 年 12 月)，頁 1-42。 

18 其他關於歐洲人所寫的與台灣有關的文學作品，島田謹二至少寫了五篇，除了發表於《愛書》上的兩篇之外，還有刊登

於《台灣時報》上的〈リーズ・バームの台湾小説〉(1939.3)以及《文藝台灣》上的〈ジャン・マルケエの仏印小説〉(1941.10)

與〈ロベール・ランドーの第二世小説〉(1942.3)；參考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的文學的體驗與解讀》台北：台大

出版中心，2014 年，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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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而其對台灣文化的歷史認識即：「來自遙遠西方國度的紅毛荷蘭人的異國情調、成長自悠久傳統

的支那文化的東洋趣味，並交織以我們大和民族活躍的足跡，而發展出獨特的文化。」 (235) 這

段文字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是明言台灣文化乃由不同的民族文化所交織構成；再者，是強調台

灣文化的獨特性，這裡的弔詭是，日本的知識份子一方面將台灣視為日本的殖民地，但另一方面

卻強調台灣的與眾不同，而不僅僅是單一的民族文化的附庸。而這種對於台灣文化之多元與獨特

的強調，明顯地體現在第十輯所收錄的文章中，包括：〈荷蘭台灣關係古文書〉、〈荷蘭番語資料〉、

〈渡臺西人肖像列傳〉、〈Jean Dargène 的台灣小說〉、〈關於存於牛津的台灣古文獻〉、〈清朝治下臺

灣文藝〉、〈清代的古文書〉、〈陳維英與太古巢及其聯集〉、〈江戶時代國人漂流至臺灣〉、〈拾葉集〉、

〈一個追憶〉、〈牡丹社討伐關係閑談〉、〈關於華麗島的「燈座」〉、〈關於伊能文庫〉、〈臺風雜記的

介紹〉以及〈台灣關係誌料小解〉等等。不難看出這些都是從荷治到日治時期有關台灣的各種研

究，並且大多著重於不同文化的在台灣的接觸歷史。當中雖也涉及原住民的研究，但基本上是在

荷蘭統治底下對於「番人」的統治與調查，而不是以「番人」作為觀察主體所得來的較具系統的

研究。 

    由於篇幅關係本計畫在此先舉較有代表性的文章進行闡述。首先，專輯所收錄的前三篇文章

均涉及航海時代的台灣，分別由相關領域最負盛名的台大教授移川子之藏(民族學教授)、淺井惠倫

(印度尼西亞語言學教授)與岩生成一(南洋史學教授)執筆。首篇〈荷蘭台灣關係古文書──將複本

寄往台北帝大〉(和蘭の臺灣関係古文書)一文描述的是作者移川子之藏特地從海牙的「荷蘭國立古

文書館」(國立總檔案館)將台灣史料複本帶回到台灣的經過，所攜文件數量高達近兩萬五千頁。移

川提到： 

原本在最初的預想中，全部(按：與台灣相關的資料)大概有十萬頁這麼龐大的數量，從經費

等等來考量的話，只能垂涎而難以出手。但是實際渡歐察看的結果，那些有打上台灣史料

名目的文件其實只有原先所想的四分之一，只需經費的七成就可以完成，所以我就從荷蘭

致電台北帝大，要求攝影所需的經費，很快的就得到應允。這個長久以來的願望，終於可

以實現。20 

移川此行所攜回的史料可以說是台灣關於荷治研究的里程碑。根據曹永和的說法，日治時期台灣

本地人涉及荷治時期的研究者寥寥可數，僅有黃及時在 1925 年所發表的〈在台灣之荷蘭的殖民政

策〉與連溫卿的〈台灣民族性的一考察〉，兩篇文章僅是透過二手資料加上自己的意見所寫成。另

外，中國方面也只有 1934 年由張維華所出版的《明史佛朗機呂宋和蘭意大利亞四傳注釋》而已。

21因此曹永和認為移川親赴荷蘭所攜回的史料意義重大，他說：「這項自搜查拍攝、沖洗放大，與

整理是一項花很大時間與金錢的研究預備工作，可以說由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有關人士集體工作的

這一時期的最大貢獻。」(318) 換句話說，荷治時期的研究在此之前並不曾受到台灣或中國學者的

重視，反而是由帝大這一群學者逐步建立起資料庫並開啟了相關的研究，而這一份史料也在整理

之後裝訂成大約有二百冊之多的「臺灣史料」，名為 O. L. Compagnie（Kamer Amsterdam 

                                                 
19 柴田直也，〈編輯後記〉，《愛書》第十輯(1938 年 4 月)，頁 235。 

20 移川子之藏，〈和蘭の臺灣関係古文書──將複本寄往台北帝大〉，《愛書》第十輯，頁 3。 

21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 年)，頁 32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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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gekomene Papieren。22 

    而淺井惠倫〈荷蘭與番語資料〉(和蘭と藩語資料)一文則是從語言的角度探討歷史，尤其是從

西方的稀有文獻當中找出 Sideia (西拉雅)與 Favorlang (虎尾壟語)等語言的紀錄，並延伸觀察傳教

士如何作為語言的中介在展開傳教或治理的片段。另外，岩生成一〈渡台西人肖像列傳〉(渡台西

人肖像列傳)則是記錄了七位來到台灣的西方人的故事。包括尤羅伯牧師（Robertus Junius）、倪但

理牧師( Daniel Gravius)、博多艦隊司令官(Balthasar Bort)、英國航海家丹皮爾(William Dampier)、

偽書作者(George Psalmanazar)、遊歷紀《Mauritius Augustus de Benyowsky》作者 Count de Benyowsky

以及法國海軍將領孤拔(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前述三篇的作者分別是民族、語言與歷

史學等學術專長，移川子之藏以太平洋地區民族文化的比較研究及環太平洋文化交涉史為重點，

淺井惠倫則是以台灣為中心的南島語系諸語言的專家，而岩生成一則是研究日本十七世紀日本人

在海外的活動與荷治時期的台灣歷史。三人雖有不同的研究背景，但都致力於與台灣相關的文化

交涉歷史。透過他們的研究，台灣被放在異文化接觸與交涉的位置當中，而具有了一種海洋性格

與不斷流動變化的特性。如果我們將當時這種「從海洋與文化流動的角度看待台灣」的知識動向

考量在內的話，或許不難理解何以同樣是《愛書》核心人物的西川滿與島田謹二會對「異國情調」

投以高度興趣並賦予正當性的原因。 

    另外，在第十輯的專號中，與漢人文學相關的，有尾崎秀真的〈清朝治下的台灣文藝〉 (清

朝治下に於ける台湾の文芸)。尾崎秀真是台灣總督府的史料編撰官，曾經擔任《漢文台灣日日新

報》主筆，專長為漢文與歷史學研究，如此的身分對漢人的文學詮釋勢必有其權威性。而他在文

中提到，領台當初曾經認為，台灣既是文藝大國支那的領土，文藝作品想必可觀。但後來卻驚訝

發現，全台四百萬人，既無書畫家，詩人也至多二、三位，甚至後來都返回中國去了，因此尾崎

下了這樣的評斷：「一言以蔽之，本島的藝文多是從支那本土渡海而來的官吏或學者，誕生於本島

之文人學者其作品幾乎不可得見。」23而他所勉強舉出的例子，也僅有吳子光、鄭用錫、李靜齋、

陳肇興、鄭用鑑等人。 

    相較於尾崎秀真一面倒的惡評，時任台灣總督府圖書館司書的市村榮在同輯的〈台灣關係誌

料小解〉中，則是整理了台灣的相關書籍，所收錄的主要是：「明治二十八年改隸以前的著作中，

由本島人或支那本國人所完成、且其內容全部或大部份是關於台灣的比較重要的作品」24市村羅列

了 70 條(種)書目，共計有數百卷之多，當中除了詩文集之外，更還收錄府縣方志，對於台灣古典

時期的文學與歷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值得注意的是，〈台灣關係誌料小解〉的呈現方式是以

作者或書名的五十音順，而非順時代的紀錄；此外，其構成是以逐條說明的方式，而非以著重因

果關係或好壞評價的敘事作為開展。因此，這份文獻的意圖更多是在於文學史料檔案的建立，而

                                                 
22 參考「台灣人物小傳」：

http://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toolbox_figure_detail.hpg&project_id=twpeop&dtd_id=15&subject_name

=%E8%87%BA%E7%81%A3%E4%BA%BA%E7%89%A9%E8%AA%8C(1895-1945)&subject_url=toolbox_figure.hpg&xml_id

=0000294746&who=%E7%A7%BB%E5%B7%9D%E5%AD%90%E4%B9%8B%E8%97%8F 

23 尾崎秀真，〈清朝治下に於ける台湾の文芸〉〉，《愛書》第十輯(1938 年 4 月)，頁 96。 

24 市村榮，〈台灣關係誌料小解〉，《愛書》第十輯(1938 年 4 月)，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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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敘述式的文學史的建構。但無論如何，市村榮借官方圖書收藏之便，而得以將過去的台灣文學

予以系統性的整理，再加上，其所收錄的「關於台灣的比較重要的作品」，對於劃定台灣文學的範

圍與輪廓亦奠下重要的基礎工程，後來也成為黃得時〈台灣文學史〉的重要材料。 

     

‧「台灣文藝書志」(第十四輯) 

    西川滿所主導的「台灣文藝家協會」曾於 1940 年 1 月 20 日一連三天，以台灣日日新報學藝

部以及總督府圖書館為後援，而在台灣日日新報社的講堂舉辦「台灣文藝資料展」以及「名家色

紙屋」的展覽，期間共展出領台之前與之後共兩千多冊的書誌，並吸引了兩千七百多名參觀者入

場。其所展示的資料，之後則成為《愛書》第 14 輯(1941.5)的「台灣文藝書誌號」。25輯中分成兩

大部分，前部是由島田謹二與神田喜一郎合著的〈關於台灣的文學〉(台湾に於ける文学について)，

內容與島田謹二其他的文學史書寫有著很大的重疊，但或許由於專攻「支那文學」的神田喜一郎

的加入，因此增加了關於漢人文藝的內容。而〈關於台灣的文學〉在時間的開展上，乃從西班牙

與荷蘭佔領開始說起，而至西川滿與濱田隼雄等人的文學創作。其中雖也述及漢人的文學，但畢

竟還是粗略帶過，評價不高，因此，基本上可說是沿襲了台灣多元(殖民)族群的史觀所構成的文學

史。 

    而本輯的後半部是〈在台灣的文學書目〉(台湾に於ける文学書目)，其中收錄了從康熙時代以

來與台灣相關的包括漢人與日本人的文藝書籍與雜誌。這一份書目的編者是黃得時與池田敏雄，

並由神田喜一郎與島田謹二進行初稿補定，最後再由台灣總督府圖書館的市村榮與劉金狗進行校

正。因此，這是一份由台灣漢人與日本人所共同合作完成的書目，並且耐人尋味的是，書目中並

沒有將日文(包括古典文、漢文與語體文)或中文(包括文言文與白話文)書籍分開，而是按照文類與

年代依序而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其於「凡例」中還特別提到，這份書目尚缺歐洲文學方面的

書籍與雜誌，期待他日能夠進一步補足，而如此的宣稱多少也意味了對於「台灣文學應包括西歐

文學」主張的呼應。 

    因此，若我們將〈關於在台灣的文學〉與〈在台灣的文學書目〉合起來看，不難發現第十四

輯的目的，在於盡可能地網羅有關台灣文學史的重要歷史材料，並且以敘述以及條列兩種方式分

別呈現。而「台灣文藝書志」專輯的形式，其實也提供給我們的另一個觀察台灣文學史建構的不

同視角，換句話說，目前為止，一般研究者總是將黃得時與島田謹二的文學史視為兩種相互對立

的敘述來看，但從《愛書》第十四輯來觀察的話，可以看得出來，這是一種分工與共構的文學史

書寫形式，而其內容則是包含了西歐人、漢人與日本人的文學作品。並且，另一個值得注目的現

象是，這一份構成文學史的重要材料，最早其實是以書展的形式呈現，並且也吸引了兩千多名參

加者。若能將形構文學史的物質面向也納入研究之中，或許可以提供吾人不同於以往的視角，而

這也是本研究所要特別著力的部分。 

 (3)「台灣訪書圖譜」(第七~十輯) 

    由於《愛書》是一份兼具推廣閱讀的同人誌，因此在編輯製作上也十分注重文字以外的呈現，

除了裝幀插畫之外，它還推出一系列的「台灣訪書圖譜」，是以視覺方式所呈現的歷史資料。雖然

僅刊出於四輯，但每輯均展示四幅古籍的封面或插圖，對於珍貴史料的公諸於世意義重大。儘管

                                                 
25 參考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研究：「台湾文芸家協会」の成立と「文芸台湾」――西川滿「南方の烽火」か

ら〉，《岐阜聖徳学園大学紀要》外国語学部編，第 45 集，2006 年，頁 9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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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滿在「編輯後記」中提到台灣訪書圖譜僅是「隨意地介紹與台灣相關的書籍，沒有甚麼特別

的系統」，26但從刊出的書籍來看，仍然可以看出它們多是與台灣的異文化接觸密切相關。例如第

七輯有：荷蘭牧師 Francois Valentijn 所製並收入《新舊東印度誌》(Oud en Nieuw Oost-Indien)中將

台灣「橫放」的地圖、Coyett et Socii 及其夥伴所著《被遺誤的台灣》卷首插畫、對台灣地誌編撰

頗有貢獻的《淡水廳志》編者楊承藩手稿、《重修台灣府誌》中台灣郡治八景圖之一的熱蘭遮城圖；

第八輯有：明萬曆四十年至清康熙三十九年之間由水戶藩國史總裁川口長孺所記載之鄭芝龍與鄭

成功父子的「台灣鄭氏記事」、沈葆楨與王凱泰監修的《訓番俚言》、《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

プラン島之記》(1803)、Olfert Dapper 的《支那使節記》(1670)；27第九輯 Francis Caron 的《日本

王國志》(A True Description of the Mighty Kingdoms of Japan and Siam, 1663)、濱田彌兵衛的《海外

異傳》、Eugène Germain Garnot 的《佛軍台灣遠征史》(L'Expedition Franc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1894)、陳培桂所編之《淡水廳志》(1871)；以及第十輯的荷蘭牧師尤羅伯(Robertus Junius)畫像、

荷蘭的台灣關係古文書、亞細亞地圖(1645)以及吳友如〈淡水敗法擒將圖〉等等。 

    收錄的圖譜在時間上橫跨荷治時期到日本領台之前的台灣，並且都是與台灣佔領或治理相關

的歷史性珍貴藏書。如列為第一幅的「福爾摩沙島與漁翁群島圖」(Kaart van het Eyland Formosa en 

de Eylanden van Piscadores, 1726)是由西方人所繪製的最早的台灣地圖之一，範圍包括台灣、澎湖

以及周邊的群島，兼具一般地圖與航海圖的功能。28而這幅橫向的台灣地圖，在 21 世紀的現在可

以說是「台灣」的代表性圖像之一，但它在 1936 年時，便已在《愛書》中華麗登場了。再如《佛

軍台灣遠征史》是描述 1884-1885 年之間由孤拔將軍(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所帶領的法

蘭西艦隊遠征台灣的歷史，其內容始於台灣島的地誌介紹，進而描寫攻打基隆、淡水與澎湖等要

地的經過，此書是記載法軍攻打臺灣的書籍當中最為詳盡的一本，對於法國人如何看待台灣亦有

著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29 

    因此，從《愛書》所收錄的訪書圖譜中不難發現，其所刻意呈顯於讀者的不外乎就是台灣的

跨文化接觸的紀錄，當中包括了由荷蘭人、法國人與德國人、清朝人與日本人所描述的台灣。大

抵而言，〈台灣訪書圖譜〉乃藉由視覺的展現，將不同的文字、繪畫風格以及各種地景地圖一併呈

現於讀者的面前，形塑了一幅從航海時代到日本改隸之前的台灣圖像，其所刻意強調的是台灣的

海洋性格與地位，同時也展示其多元民族並存的風貌，如此一來，既是削弱了漢文化的視覺經驗，

同時也藉此扭轉了過去以來以漢人為中心的世界觀。當然，也可能因為這些文章的作者多是日本

人，因此無能提供以漢文化為中心視角也說不定。 

                                                 
26 西川滿，〈編輯後記〉，《愛書》第七輯(1936 年 9 月)，頁 153。 

27 享和二年松前箱館吉丸商船遭遇暴風雨，翌年漂抵臺灣東部的秀姑巒溪口一帶，滯留五年之後輾轉回到日本。書中記載

旅途與生活見聞，對原住民的生活、物產、相貌、衣著等等以生動的插畫描繪。「解說」中提到：本書為黑川文庫的舊藏，

僅此孤本，相當珍貴。愛書協會打算將之進行複製。 

28 參考 http://narchive.nmth.gov.tw/nmth_collectionsweb2/AAA/collections_Hot_browse.aspx?RNO=2003.031.0005； 

http://www.geographicus.com/P/AntiqueMap/TaiwanFormosa-valentijn-1726 

29 參考《愛書》第九輯〈「台灣訪書圖譜」解說〉，頁 1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itycase/cityCase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DG10212000017&vers

ion=1&assetsClassifyId=6.1&cityId=16&menu=2 

http://narchive.nmth.gov.tw/nmth_collectionsweb2/AAA/collections_Hot_browse.aspx?RNO=2003.03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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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前述對於《愛書》中的史料詮釋，初步可以看得到一種脫漢人中心的史觀被建立，也

就是在空間上，將台灣定位在海洋的開放性位置之中，並且在時間上，以「多元民族文化」詮

釋其文化的變遷，並藉此凸顯台灣的特殊性。只是必須注意的是，這種多元與特殊性，畢竟不

直接與多元並存、尊重差異或相互支持的族群╱民族論述連結，而是從統治者的角度強調台灣

乃為「無主」之島，任何強權都可以進入而在台灣留下影響足跡的歷史。並且，在突顯異文化

交流的同時，也往往無視其間權力鬥爭的軌跡與本質，且在強調「混雜」的同時，也把依舊存

在於台灣內部的不平等予以消解。而《愛書》作為介於民間與官方之間的刊物，它在呼應官方

史觀的同時，也在眾多書籍史料的收集以及學術研究的努力下，為台灣的文化與歷史留下可貴

的紀錄。這對往後以「台灣」為中心視角的文化詮釋來說，意義畢竟是重大的。 

 

(四) 書籍製作 

  書籍作為傳遞知識的媒介，可說是知識的「容器」或「載體」，然而，向來的文學研究往往較偏重

於書籍所乘載的知識內容，而忽略其作為載體本身的探究。尤其新文學受到西方對於「文學」的界定

所影響，過去與詩歌文章同被納入「文藝」範疇的書畫或金石等藝術型態，也都被排除於「文學」的

考察之外。然而不容否認的是，除了文本內容之外，書中無論是字體的樣態、排列組合，或印刷技術、

裝幀設計甚至是藏書票等等，不但共同參與了書籍的完成，同時也呈顯了作家、設計師乃至於讀者的

心思與當時代的工藝水平。而《愛書》這份以愛書人為對象並以書誌學為主題的刊物，書籍其物質面

向的探討自是刊物自始至終的關注所在，甚至推出相關的特輯專號，如第四輯的「裝幀號」、以及第五

輯的「圖書保存特輯號」等等。不僅如此，緣於主編西川滿對於書籍藝術的熱愛與投入，《愛書》在裝

幀上也十分的講究，從封面設計到內頁的插畫與藏書票等等，都是經過特別的用心處理。因此，若能

針對《愛書》在書籍的物質面向上的討論與實踐進行觀察，無疑也可幫助我們了解日治時期關於書籍

的編輯、設計、出版、保存及其與文字內容的互動、甚至是意識形態究竟如何展現的問題。 

    而關於書籍的製作，如前所述，主編西川滿在裝幀方面的開拓是值得關注的。所謂「裝幀」是指

書籍的製作與設計，是一種綜合多種工藝與設計的藝術，亦為編輯工作的延伸。一本書的製作，除了

作者之外，尚需編輯、設計者與印刷裝訂者等等不同工作屬性的人來共同來完成，因而書籍的裝幀所

牽涉到的亦是多方面向的總和。裝幀對於書寫的影響，以中國為例，其書籍的起源可以追溯至竹簡和

木牘，而此材料的物質特性也影響到中國文字書寫由上而下，由右至左的方式。30而以歐洲而言，拉丁

文的 liber (書)31原指「樹木的內皮」，早期的書籍多是以水草、樹皮、動物皮革以及後來的棉或木漿所

製作的紙張所構成，最初是以「卷」而後「書冊」的形式演化，於今的分章、標題、目次、詞語之間

的分隔等等，都是在「書冊」之後所逐漸形成的書寫習慣。32而日本的書籍製作亦有其悠遠的歷史，儘

管如此，目前所謂書籍裝幀，是近百年來的現代產物。尤其到了明治時期，除了來自中國與日本的製

書傳統外，更還受到西方的影響。當時許多的詩人或作家都有固定合作的畫家，例如島崎藤村與中村

不折、國木田獨步與小杉未醒、謝野晶子與藤島武二等等，他們彼此合作甚至是競爭，戮力以求詩畫

                                                 
30 錢存訓，《諸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2 年)，頁 17。 

31 而 bibliophile(愛書家)亦為其延伸意 

32 ブリュノ・ブラセル，《本の歴史》(大阪：創元社，2006 年)，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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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的境界。33 

    而關於台灣的印刷與出版，因清領時期出版業尚不發達，早期有關台灣的書籍如郁永河《稗海紀

遊》、孫元衡《赤崁集》與黃叔璥《台海使槎錄》等等，都是在中國刊行。根據蔡盛琦的研究，台灣第

一家印書館應是道光年間所開設的「松雲軒」，印行的書籍主要是與宗教信仰相關的善書。而台灣第一

台新式印刷機是巴克禮募款所得，其所設立的「聚珍堂」(新樓書房)採活字印刷，主要是印行《台灣教

會公報》。到了日治時期，從日本引進印刷技術，自此台灣才開真正開展出現代化的圖書印刷與出版，

而官方也開始大量出版各種出版品，像是文藝、財經、調查報告或教育學術等刊物。因此，在書籍的

裝幀方面，也是隨著書籍印刷的發展才逐漸活絡起來，再加上日本殖民政府在學校設置圖畫科目，美

術亦逐漸受到重視，因此才開始對於書籍裝幀有了較多的關注。 

    根據李志銘的研究，日本人畫家石川欽一郎是早期開始將繪畫帶進書刊的人物，他自 1926 年起擔

任總督府所發行的《台灣時報》的刊頭插畫設計，其擅長描繪台灣農村景致，同時也頻繁地在《台灣

日日新報》、《台灣教育》等刊物發表畫作與文章。石川欽一郎很喜歡將台灣的風景畫入報刊，他曾經

提到：「由於色彩濃艷、光線強烈，致使輪廓也增強明朗……強烈的線條構成，遂為南國自然景觀的特

徵。」34他將台灣的自然風物與人文景觀視為靈感的來源，並刻意將台灣的地域色彩融入畫中，他的弟

子如倪蔣懷、藍蔭鼎、陳澄波等人都受其畫風很大的影響。而除了石川欽一郎之外，後起的顏水龍與

王白淵也熱心於美術與工藝創作。其中，王白淵更是為自己的詩集《荊棘之道》製作封面，是「近代

文學暨美術史上最早由台灣人自費付梓與自行設計封面的第一部印刷作品。」35 

    但無論如何，西川滿無疑是日治時期將裝幀藝術推展到極大化的人物。西川滿打從小學開始便對

文學雜誌很感興趣，小學二年級的時候編了一本附有插圖的雜誌，在中學時則邀集同好，以鋼版與石

版自印《杜詩人》，並以手工製作並出版了《愛之幻影》與《象牙船》等詩集。36他在台灣所設計裝訂

的書籍共有三百多本，也打造了不少精美手工製作的限定本，且著意於將台灣民俗與富含地方特色的

元素融入書籍的設計之中。西川有時也以特殊材料製作書籍，他最膾炙人口的作品，如《華麗島頌歌》

封面是以天公燈的糊紙做成，限量五百冊，另外也曾將金紙置入詩集《媽祖祭》之中。而他也經常與

插畫家宮田彌太郎與立石鐵臣合作，作品如《媽祖》、《華麗島》與《文藝台灣》等雜誌都大受好評。

西川滿在書籍裝幀方面的聲名甚至遠播日本中央文壇，如詩人崛口大學在收到由立石鐵臣為西川滿製

作的詩集《採蓮花歌》時不禁讚嘆：「『漂亮的書來自台北』的名言，真是越來越不可動搖了。」37 西

川曾於 1937 年在親手設計的詩集《亞片》中自陳：「我不管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書的裝幀材料

都比書的內容要來得重要，在把玩材料之際，能與材料溶為一體的內容自然而然就浮現出來了。到現

在這種做法還是沒變。」38除了個別的詩集或書冊之外，西川也為其所主編的雜誌刊物投注相當多的心

力，《愛書》以及 40 年代之後在台灣文壇佔有重要分量的《文藝台灣》等刊物，均為其書籍設計的代

                                                 
33 西野嘉章著，王淑儀譯，《裝釘考》(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3 年)，頁 viii。 

34 李志銘，《裝幀台灣：台灣現代書籍設計的誕生》(台北：聯經出版社，2011 年)，頁 43。 

35 李志銘，《裝幀台灣：台灣現代書籍設計的誕生》，頁 58。 

36 中島利郎，〈「西川滿」備忘錄〉，收入黃英哲編、凃翠花譯，《台灣文學研究在日本》(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 年)，

頁 116-117。 

37 李志銘，《裝幀台灣：台灣現代書籍設計的誕生》，頁 71-79。 

38 轉引自中島利郎，〈「西川滿」備忘錄〉，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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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作。 

    不僅如此，藏書票亦是《愛書》編輯的重點。關於藏書票的歷史，中國自古(唐朝)以來便有藏書印，

用以宣示書籍的所有權，而後也演變出各種圖樣，兼具實用與美觀的功能。而與之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藏書票，則源自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藏書票或是黏貼於封底，或版權頁上，同樣也是對書籍所有權

與愛書人美學品味宣示。日本於明治維新之際，引進西方的藏書票，至於台灣，則是從日本領有台灣

之後才開始。1930 年台北帝大圖書館製作了一款藏書票，圖案以原住民為主題，型態為木版雕刻、油

性黑墨印刷，並刻有「台北帝國大學圖書印」字樣，這一款藏書票被大量地黏貼於帝大藏書的扉頁或

封底。39而西川滿也對於藏書票有著相當的熱愛，他在《愛書》第二輯中即刊有一款河村徹的藏書票，

另外還有一款「文樂人形」，是江戶時代所流行於大阪的一種美人圖象，由宮田彌太郎所製作。宮田另

外還以金小南門(重熙門)繪製了一款藏書票，在第三輯中刊出，是西川滿最早的藏書票。40而《愛書》

第九輯則是推出了數款藏書票與相關的文章。       

    西川滿與宮田彌太郎善於利用台灣的民俗元素於《愛書》之中。根據楊永智的研究，西川、宮田

與立石鐵臣在 1935 年一起成立創作版畫會，會址就設立在媽祖書房內。1938 年，西川把媽祖書房的

招牌換掉，改成「日孝山房」，而西川滿在《愛書》中的專欄亦以此為名。可以說，西川滿是透過他所

經手的報刊與雜誌，實踐他做為一個「愛書人」與「做書人」的身分與樂趣。 

    如前所述，新文學之後緣於對「文學」的重新定義，使得乘載文學文本的書籍物質面向受到忽略，

然而，從《愛書》的文章中不難看見，對日治時期的許多愛書人來說，書籍設計與文本內容乃是處於

一種相依相存的關係，甚至以西川滿較為極端的例子來說，書籍的物質存在乃文本內容的前提，也就

是先有書籍材料而後有文學文本。因此，書籍製作的本身亦須被視為創作中相當重要的一環，且其作

為一種「文化創意」的產品，亦值得吾人深入研究。從《愛書》著手，當可觀察文學文本內容與裝幀

之間的關係，而「台灣」究竟在書籍的設計之中如何被加以展示？我們又應當如何看待其所延伸的「異

國情調」等問題？都有待本研究的進一步探尋。 

 

二、本研究計畫之目的與重要性 

本研究計畫的目的可以歸納如下： 

(1) 了解「台灣愛書會」的成立、組織、其與相關機構的連結、所舉辦的各項活動及其所帶來的

影響。考察《愛書》十年以來所出版的十五輯冊內容，並對之進行分類與分析。 

(2) 透過《愛書》考察日治時期知識菁英的閱讀意識與樣態。 

(3) 透過《愛書》考察日治時期對於史料的呈現與詮釋。 

(4) 透過《愛書》考察日治時期書籍的設計與製作及其與文本內容的關聯性。 

(5) 透過「台灣愛書會」與《愛書》探討帝國╱殖民底下關於知識的建構與流通等樣貌 

 

    本研究計畫之重要性亦可歸納如下： 

                                                 
39 楊永智，《翰墨因緣：台灣藏書票史話》(台北：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2001 年)，頁 37。 

40 楊永智，《翰墨因緣：台灣藏書票史話》，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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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愛書會」與《愛書》的基本成員多有來自台北帝國大學、台灣總督府圖書館、台北帝

國大學附屬圖書館以及台灣日日新報社等半官方機構的背景，也即掌握帝國知識的重要族

群；且《愛書》的發行期間恰恰是涵蓋了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最為全面與深入的時期，因

此，這份刊物在帝國知識的建構與流通的過程中，無疑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但目前為止，

尚缺乏對於「台灣愛書會」與《愛書》的系統性深入研究，就此面向而言，透過本研究可以

為此一重要刊物勾勒其輪廓，並進一步瞭解其所涉及之諸面向，這對往後的相關研究必能有

所貢獻。 

(2) 《愛書》是「台灣愛書會」的機關誌，也是一份自詡為「愛書人」所發行的刊物，因此，其

編輯方向與內容勢必涉及「書籍的閱讀」。而與「書籍的閱讀」相關的議題，更還包括教育的

普及、印刷技術的發展、出版與流通狀況、帝國底下的知識建構以及讀者意識等等領域。因

此，透過對於《愛書》的研究，正可以讓我們看見日治時期知識精英們的閱讀意識與樣態，

而這對於以「讀者」為視角的研究來說，無疑提供了很好的入手材料。 

(3) 《愛書》的多數成員來自大學、圖書館與報社媒體，因此，關於書籍與史料的收藏、詮釋與

呈現，亦是《愛書》所刻意呈顯的主題之一。換句話說，由於《愛書》的成員多是掌握史料

並且能夠對之進行詮釋的人物，所以，透過《愛書》的研究，不但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日治後

期的知識菁英其史觀之形成、以及他們如何建構台灣歷史等問題。此外，由於這些史料與歷

史的建構後來都成為戰後「台灣學」的重要來源，因此，本研究也可提供吾人觀察日治時期

的歷史詮釋如何延伸到戰後，而進一步影響後來所建立的「台灣學」的問題。 

(4) 《愛書》這份以愛書人為對象並以書誌學為主題的刊物，其對書籍物質面向的探討自是其自

始的關注所在，甚至推出相關的特輯專號與書展活動。不僅如此，緣於主編西川滿對於書籍

藝術的熱愛與投入，《愛書》在裝幀上也十分的講究，從封面設計到內頁的插畫與藏書票等等，

都是經過特別的處理。因此，若能針對《愛書》在書籍的物質面向上的討論與具體實踐進行

觀察，無疑也可幫助我們了解日治時期關於書籍的編輯、設計、出版、保存及其與文字內容

的互動狀況、甚至是其間究竟隱含了怎樣的意識形態等問題。而這是目前從文學研究的角度

較少受到關注的部分，本研究希望可以透過此一路徑，重新看待書籍裝幀在日治時期的書籍

此一文化產品如何被包裝以呈現在地特色(「台灣」如何作為一種符號而被再現)、或怎樣與文

學文本互文等等過程，而為台灣的文學研究開拓新領域。 

 

三、 文獻探討 

    目前學術界雖已有「台灣愛書會」的零星介紹，但尚無針對《愛書》進行有系統的研究。因此，

本計畫在參考文獻的評述方面，除了「台灣愛書會」與《愛書》的相關研究與史料之外，亦針對其

所延伸的議題進行闡述，也即從「閱讀的意識與樣態」、「史料的呈現與詮釋」以及「書籍製作」等

方面入手。以下分述之： 

(1) 有關「台灣愛書會」與《愛書》的相關研究與史料 

    關於「台灣愛書會」的研究目前為止較為完整的是李品寬的〈日治時期「台灣愛書會」之研究〉，

文中對於「台灣愛書會」的成立沿革、組織架構與幹部會議、會員組成、與其所舉辦的各項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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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有初步的考察，儘管並無針對《愛書》的分析，但對於本研究可以說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

基礎。而其他的相關文獻尚有《台灣風物》所整理的〈「愛書」總目錄〉、41林景淵〈四十年前的另

一本書評書目雜誌──簡介「台灣愛書會」以及它所發行的「愛書」雜誌〉、42張圍東《山中樵傳》

43也觸及「台灣愛書會」的成立背景與旨趣等等，雖大多屬於介紹性質，但皆為本研究必須入手的

基本參考資料。 

    然而誠如前述，儘管關於「台灣愛書會」或《愛書》的研究並不算多，但由於此會乃由日治時

期的兩大圖書館與第一大報《台灣日日新報》所支援，因此，關於「台灣愛書會」或《愛書》的活

動與出版訊息甚至是議題的延伸討論，都頗為頻繁地出現於相關的媒體之中。因此，本研究也必須

從《台灣日日新報》或其他電子資料庫中，尋找與之相關的史料，藉此逐一地拼湊出「台灣愛書會」

與《愛書》更為完整的歷史面貌。 

 

 (2) 閱讀意識與樣態 

    臺灣在 1930 年代無論在識字率、就學率、印刷技術的進展以及媒體與書籍的流通方面，都有

了長足的進展，而這些條件也為閱讀的文化鋪下平坦的道路。關於日治時期閱讀樣態的研究，目前

較多是從圖書館、個人藏書或媒體發展等面向來探討。在圖書館與藏書方面，黃英哲〈「帝國」藏

書記憶──有關田中長三郎、山中樵與楊雲萍〉44對於構築當今所謂「台灣學」的日治兩大圖書館

提供了重要的資訊，而文中除了對兩大圖書館的成立經過有所描述之外，也對主持這兩大圖書館的

館長多有著墨，這個部分對於「台灣愛書會」與《愛書》的成員及成立背景，無疑提供了很重要的

文獻基礎。而在圖書館的研究方面，張圍東《走進日治台灣時代總督府圖書館》45對於台灣圖書館

舍的濫觴與發展有著很詳盡的研究，尤其對於總督府圖書館其組織運作與社會影響也提供了很重要

的史料，這對於本計畫有關日治時期的閱讀樣態，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資訊。 

    從個人藏書而探討日治時期的閱讀樣態者，王惠珍〈戰前台灣知識份子閱讀私史：以台灣日語

作家為中心〉46乃梳理以日語為知識語言的台灣新知識分子的閱讀經驗，並從物質文化的層面探討

他們的閱讀材料與日本出版流通之間究竟有何關聯等問題，同時也考察了台灣知識分子如何透過書

籍與知識的流通建構在地知識、展開本土文化論述。此篇論文的主要研究對象雖然是指向台灣的知

識菁英，然其以台灣作家的藏書與個人日記為研究材料，因此，此篇論文不但可以提供本研究很重

要的方法與視野，且其所刻畫的日治台灣知識分子之閱讀圖像，也對本研究相當有所助益。另外，

津田勤子〈日治末期エリート青年の読書生活：王萬居氏の蔵書を例に〉則是以日治後期就讀台北

高校的王萬居的個人藏書為例，分析並探究台籍菁英的閱讀生活與知識接收的狀況，一樣也是本研

                                                 
41 資料室，〈「愛書」總目錄〉，《台灣風物》第 16 卷第 5 期(1966 年 10 月)，頁 53-58。 

42 林景淵，〈四十年前的另一本書評書目雜誌──簡介「台灣愛書會」以及它所發行的「愛書」雜誌〉、《書評書目》第

96 期(1981 年 5 月)，頁 97-100。 

43 張圍東，《山中樵傳》，台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1998 年。 

44 黃英哲，〈「帝国」蔵書の記憶──田中長三郎、山中樵、楊雲萍をめぐって〉，《記憶する台湾―帝国との相剋》(東

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 年)，頁 9-27。 

45 張圍東，《走進日治台灣時代總督府圖書館》，台北：國立編譯館，2005 年。 

46 王惠珍〈戰前台灣知識份子閱讀私史：以台灣日語作家為中心〉，《台灣文學學報》第 16 期(2016 年 6 月)，頁 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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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不可或缺的先行研究成果。 

    而從媒體的面向探究日治時期「讀者」之樣態者，則以李承機的博士論文《台湾近代メディア

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 最具代表性。此部論文是目前為止探討日治時期台灣報業媒

體最為完整的論文，而當中的第七章〈讀者大眾的出現〉則是廣泛地從媒體的發展狀況、交通與郵

局系統的建立，圖書館與新聞綜覽所的設置等等硬體設施所撐起的網絡，進而觀察讀者大眾的出現

過程，而這也是吾人理解《愛書》之所以存在的社會條件究竟為何的重要知識基礎。而同樣在閱讀

文化的探勘方面，王雅珊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台灣的圖書出版流通與閱讀文化—殖民地狀況下的

社會文化史考察》47則主要是從日治時期圖書出版流通來探討閱讀文化的發展，考察台灣文學發展

的背景及其構成條件，並進一步討論知識傳播對於台灣文化發展所造成的影響，是少數涉及日治時

期閱讀樣態的學位論文，本研究將可從中獲得許多重要的相關資料。 

 

(3)史料的呈現與詮釋 

    前文述及，《愛書》不僅刊載了關於台灣的珍貴史料，且日治後期許多重要的歷史學者也參與

了《愛書》的撰稿，因此，透過考察《愛書》對於史料的展現與詮釋，將有助於我們了解知識菁英

對台灣歷史的建構。有關這個部分，長久以來在台北帝大附屬圖書館工作並於戰後繼續留任的學者

曹永和，曾在他的著作《台灣早期歷史研究》與《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中留有相當多的紀錄與

闡述。例如收錄其中的〈台灣荷據時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是曹永和發表於 1978 年的文章，48他

在文中將台灣歷史研究分成三個階段，第一期是 19 世紀前來亞洲的西方傳教士、海關人員或外交

人員所進行的調查與研究；第二期的研究則是隨台北帝國大學的成立而興盛，他舉出的主要貢獻者

有岩生成一、移川子之藏、村上直次郎、中村孝志與淺井惠倫等等，而這些都是曾經在《愛書》發

表過文章的學者；而第三期則是戰後，曹永和在 1978 年的當時將這段期間稱為「尚在起步階段」。

49對曹永和而言，第二階段的台灣歷史研究乃是最有成就的時期，而這正是《愛書》發行階段所涵

蓋的時期。因此，曹永和對於台灣歷史的敘等相關文獻，將是本研究在深入探討《愛書》在史料的

呈現與詮釋上究竟有何特殊之處的重要入手的基礎。 

    另外，有關於日治時期日本知識菁英對於台灣的論述與歷史詮釋方面的研究，筆者本身過去曾

經加以關注，如博士論文《「鄉土」的尋索：台灣文學場域中的「鄉土」論述研究》中的第四章〈從

鄉土到台灣特殊性〉、以及從文學歷史詮釋的角度所勘查的〈建構「台灣」文學─日治時期文學批

評對泰納理論的挪用、改寫及其意義」50以及〈殖民地的文學史建構：重探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史」

書寫〉51等等，所著眼的都是日治時期日本的知識生產如何介入對於台灣歷史的詮釋，進而影響台

                                                 
47 王雅珊，《日治時期台灣的圖書出版流通與閱讀文化—殖民地狀況下的社會文化史考察》，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

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 

48 曹永和，〈台灣荷據時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台灣風物》第 28 卷第 1 號(1978 年)，頁 18-39。 

49 曹永和，〈台灣荷據時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出版，2000 年)，頁 329。 

50 林巾力，〈建構「台灣」文學─日治時期文學批評對泰納理論的挪用、改寫及其意義〉，《台大文史哲學報》第 83 期(2015

年 12 月)，頁 1-35。 

51 林巾力，〈殖民地的文學史建構：重探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史」書寫〉，《台灣史研究》第 23 卷第 4 號(2016 年 12 月)，

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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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人對於自身的想像等等。而目前為止筆者對於《愛書》之「歷史詮釋」項目的初步觀察，亦發現

有一種將台灣脫離以「中國為中心」的史觀，也就是在空間上，將台灣定位在海洋的開放性位置之

中，並且在時間上，以「多元民族文化」詮釋其文化的變遷，並藉此凸顯台灣的特殊性的意圖。但

目前有關這方面的先行研究尚不多見，因此本計畫將持續以充足的史料輔以歷史相關的理論，來深

入《愛書》如何建構「台灣歷史」的問題。 

 

 (4) 書籍製作 

    在書籍的探討方面，裝幀與藏書票亦是本計畫的研究重點。有關裝幀方面的學位論文尚不多

見，且多是集中於美術或設計領域，如陳怡岑《書籍裝幀設計與讀者偏好關係之研究-以文學類書

籍為例》52或花莉涵《多重感官體驗於書籍設計之應用》53等等，此些研究多是著重於書籍裝幀設

計的操作與影響，像是透過怎樣的設計與特殊的印刷工法，而突顯書籍的個性、增加閱讀過程的感

官享受、或吸消費者等等議題。這些研究無疑提供了有關裝幀的基本瞭解，但本計畫仍必須將研究

的重點置於日治時期書籍設計的發展與情況，及其所呈現的樣貌與當時代是否有怎樣的對話與對應

關係等等。因此，李志銘《裝幀台灣：台灣現代書籍設計的誕生》一書，對於台灣書籍裝幀有相當

全面的介紹，尤其在戰前的部分從學校教育的圖畫科到石川欽一郎在《台灣時報》等刊物上的刊頭

插畫、顏水龍的插畫與王白淵的封面設計等等，都有系統性的回顧。更重要的是，此書整理了西川

滿在裝幀方面的努力與成果，圖文豐富，均可作為本計畫的重要研究材料。然而，台灣日治時期的

書籍藝術其實與日本當時的美術與工藝發展息息相關，因此，對於日本在美術發展與書籍藝術方面

的了解也是必要不可或缺的。而西野嘉章之《裝釘考》則大量剖析了日本近代文學書籍的裝幀，其

內容不僅涉及日本近代的裝幀史，更還包括出版史與美術史等等，因此也是本研究必須參考的書籍。 

    此外，在藏書票方面，除了西川滿自身在日治時期所發表的文章之外，戰後關於藏書票的專論

可謂非常的稀少，在這當中，楊永智《台灣藏書票史話》可以說是較為集中地整理了戰前的藏書票

歷史。此書不但爬梳了不同形式的藏書票及其演化過程，並聚焦台灣從清領到日治，從官方到民間

的各種藏書票的歷史，同時更是大幅介紹西川滿與鄭津梁、林龍標與吳新榮等人關於藏書票的製作

與收藏，提供本計畫相當重要的基本資料與參考。 

 

四、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首先是勾勒「台灣愛書會」與《愛書》的歷史面貌，並透過其活動、機構

的連結與刊物所留下的文字文本，進一步掌握日治後期菁英社群的思想狀態。然而，本研究的目的

除了瞭解「台灣愛書會」的組織與《愛書》的內容之外，更將以此為基礎，擴大研究的範圍，而將

日治後期關於「閱讀的樣態」、「史料的展示與詮釋」以及「書籍製作」等三大面向納入考察的範圍

之中。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本計畫擬從兩個方面來進行，其一是透過相關史料重建「台灣愛書會」

                                                 
52 陳怡岑，《書籍裝幀設計與讀者偏好關係之研究-以文學類書籍為例》(台北：銘傳大學設計管理研究所，2008 年)。 

53 花莉涵，《多重感官體驗於書籍設計之應用》(台北：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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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愛書》的樣貌；其二是透過「讀者」、「書籍」與「閱讀」所建構的場域及其機制，來掌握日治

後期知識流動的樣貌與菁英社群的思想狀態。關於這兩種方法，以下分別闡述： 

 

(1) 透過史料重建「台灣愛書會」與《愛書》的歷史樣貌 

    本研究第一個層次的目標，是重建「台灣愛書會」與《愛書》的歷史樣貌，因此有必要透過大

量的歷史材料，才得以描繪其形。有關於此，由於「台灣愛書會」與兩大圖書館以及《台灣日日新

報》的關係十分密切，「台灣愛書會」所舉辦的活動，諸如展覽會、演講會、讀書會、會員集會或

跳蚤書市等等訊息，也經常刊載於報紙或相關的刊物之上。因此，在研究方法上，首先必須從相關

的報刊進行檢索、蒐集、整理並分析與之有關的訊息。藉由此一管道，不但可以更為清楚地勾勒其

組織與活動的狀況，同時也可以循線找出與之相關的組織與活動，例如書籍出版、史料展示、二手

書的流通以及書籍製作等等。此外，《愛書》十五輯冊本身無疑更是展示了豐富的內容，除所刊登

的文章之外，插畫、圖片、彙報、編輯後記甚至廣告等等，也都提供了重要的資訊，因此，也必須

對於這些材料進行有系統的整理、編目與分析。最後，緣於《愛書》在戰前的知識分子之間擁有相

當多的讀者，在許多的回憶文章或日記中也可能留下記錄，這些也都非常值得納入考察的範圍之

中，藉此可以了解這份機關刊物的影響及其時代意義。 

 

(2) 透過「書籍」、「閱讀」、「讀者」與「書寫」所建構的場域及其機制 

    本計畫的研究對象是「台灣愛書會」與《愛書》，而所謂「愛書」此一概念的成立要件，除了

作為愛書人主體的「讀者」及其所涉及的對象「書籍」兩大部分之外，「讀者」與「書籍」之間還

必需透過「閱讀」才得以完整其各自的意義。有關於此，所謂「新文化史」一派對於書籍與閱讀文

化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值得作為方法上的思索。《印刷書的誕生》作者費夫賀(Lucien Febvre)與馬爾坦

(Henri-Jean Martin) 認為，歷來無論是文學、宗教或思想等等歷史的研究，往往將思想內容抽離於

其所依憑的物質環境，而未能把書籍或文本的存在放置在社會的網絡中來加以探究，因此，他們將

書籍視為類似於「文化酵素」的作用物，而循此思路則是要去探討：究竟是在怎樣的物質條件與心

態狀況底下，催生而出某種型態或內容的書籍，並且進一步探討從整體的印刷出版來分析時代集體

的心態與觀念，同時也藉此企圖補足或修正過往的文學批評或文學史的研究方法。54 

    沿襲此一概念的夏蒂埃(Roger Chartier)在《書籍的秩序》中，則以塞爾托(Michel de Certeau)的

論述為基礎而對閱讀研究給出了一種方法上的提示。夏蒂埃強調，文本之所以成為文本乃在於它與

讀者的外在關係，讀者的存在使得文本產生意義，而讀者與文本的關係進一步包含了「可讀空間」

(文本的物質與論述形式)以及「將作品現實化」(各種閱讀)兩大部分。換句話說，閱讀是由一系列

具體實踐與一系列的詮釋所構成，而閱讀史家所必須做的工作，便是重建區分兩類空間的種種變

量。55同樣將關注的眼光從傳統上僅著重於文本內容的分析，擴大至研究文本產生的物質條件的研

                                                 
54 費夫賀(Lucien Febvre)與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著、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5 年)；參

考秦曼儀，〈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馬爾坦和夏提埃對於書籍、閱讀及書寫文化史的研究〉，《台大歷史學報》第

41 期(2008 年 6 月)，頁 262。 

55 夏蒂埃(Roger Chartier)，《書籍的秩序》(北京：商務印書，2013 年)，頁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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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也可見於麥肯錫(D. F. McKenzie) 所提出的「文本社會學」之中。麥肯錫主張，文本的完

成，乃是綜合了作者、編者、繪圖、印刷與排字等等的過程，文本的物質形式都可能是作者的表達

形式，而共同參與了文本的完成，這些物質條件對於讀者的閱讀也有著很大的影響。56因此，麥肯

錫擴大了傳統書目學的研究，將探討的對象從印刷符號特徵的分析，而擴大至其社會意涵與象徵意

義的探究。他強調：「若媒介可以產生訊息，那麼，書目學就不能將書籍的形式、功能、與象徵意

義的關係排除在關注之外。」57 

    上述關於書籍史與書目學在方法上的更新，無疑都可作為本研究在方法上的借鑑，也即兼重物

質形式與文本內容的研究路徑。具體來說，若要對於「台灣愛書會」與《愛書》展開研究，則有必

要從「讀者」、「書籍」與「閱讀」所構成的場域進行分析。因此，本研究也將進一步結合日本學者

和田敦彥在《探問閱讀的歷史：書籍與讀者的近代》(読書の歴史を問う：書物と読者の近代)所提

出的方法，作為開展的路徑。和田敦彥認為，「讀者」與「書籍」之間可以從兩個方向來觀察：一

是考察書籍如何透過時間與空間的移動而抵達讀者；二是觀察讀者對於書籍如何理解的問題。和田

將前者稱為「抵達的過程」，後者為「理解的過程」，而「閱讀」之所以可能，則必須透過前述兩個

過程的作用始能達成。58 

    從研究方法的視角來看，「抵達的過程」所著重的，是書籍究竟透過怎樣的製作與流通等等物

質性過程而抵達讀者手中，這個部分包括書籍的出版、流通以及教育狀況等問題，因此，書籍的中

介、書店、圖書館與學校所扮演的角色，乃至使得流通成為可能的基礎建設，諸如船運或鐵路等交

通等等，都是考察的範圍之內。而所謂「理解的過程」，則是讀者如何理解書籍內容的問題，向來

以文本為主要考察對象的文學批評或文學史，則多是與此密切相關。然而，回到本研究的主題，「台

灣愛書會」的成員不僅止於「閱讀」，更進一步的，他們當中許多人透過《愛書》這份機關刊物，

也展開了他們閱讀之後的「詮釋」與「書寫」，進而也成為書籍的作者。這個過程的循環形成一個

閱讀與書寫的文化場域，因此筆者認為，若要掌握本計畫所欲探討的三大面向──也即「閱讀樣

態」、「史料詮釋」以及「書籍製作」的話，則必須兼重前述的兩條路徑，並且循線追索由「書籍」、

「讀者」、「閱讀」與「書寫」所構成的文化場域，才能建立起更為周全的視野與方法。 

    因此，本研究除了沿襲過往對於文本的分析之外，同時也擬將「書籍」─「讀者」─「閱讀」

─「書寫」所構成的文化場域進行探索。具體來說，本計畫勢必要先從圖書的流通與教育的狀況著

手，也即怎樣的社會基礎造成。閱讀的普及，如識字率的提升，尤其是日語的日漸普及，印刷術的

改良致使書籍的成本降低，而讀書空間的增加例如學校與地方圖書館應該也是必須加以釐清的部

分。進一步說，儘管《愛書》有其菁英色彩，然支撐其得以存在的圖書館與報社，其所代表的是知

識公共化，使得閱讀可以讓眾人所擁有。而所謂大眾讀者的出現，意味的也是閱讀共同體的逐漸形

成。於是，這裡進一步要問的是，閱讀所代表的意義是甚麼？前述王雅珊在其論文中提出，閱讀乃

作為為一種教養、品味與興趣，但除此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可能，諸如文化資本？各人的資本與國

家或民族的資本？許多小說都提到，在苦悶的生活中，如何透過閱讀而得到一種希望與寄託，無論

                                                 
56 參考秦曼儀，〈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馬爾坦和夏提埃對於書籍、閱讀及書寫文化史的研究〉，頁 289。 

57 D. F. McKenzie, 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0. 

58 和田敦彥，《読書の歴史を問う：書物と読者の近代》(東京：笠間書院，2014 年)，頁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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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為進身之階，或是苦悶的暫時忘卻，都是必須加以留意的現象。畢竟，日治時期以來，讀書已

經與過去的求取功名利祿等功利目的沒有直接的相關了，儘管還是不排除作為一種晉身之階，但它

更大的目的是個人的滿足或現代知識的攝取，而凡此種種也牽涉到知識份子在社會中的功能的改

變。 

    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則是，「台灣愛書會」與《愛書》所呈現的閱讀是一種偏向與中產、

有閒階級的趣味，因此，從如此的趣味之中所衍生的「文創」需求╱追求，也是必須包括在閱讀研

究的考察範圍之內。尤其對於這一群知識菁英來說，他們一方面認為自身處於日本主流文化之外的

僻遠之地，缺乏充足的文化設施與環境，但另一方面，這個被殖民的僻遠之地卻同時也是一個充滿

無限可能、有待建構並且被填充各種文化意涵的地方。因此，透過對於書籍的物質性研究，我們可

以看到這一群占據了詮釋權的知識精英們如何透過歷史詮釋或書籍設計、以圖像、文字與符號，而

重新再現而出「台灣」。 

 

五、 結果與討論 

 

    「台灣愛書會」是由一群「愛書家」以「書」為主題所成立的社團組織，它的核心成員多有來自

台北帝國大學、台灣總督府圖書館、台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以及「台灣日日新報社」等背景。而《愛

書》為其機關刊物，發行的時間長達十年，期間也正是台灣的教育與閱讀人口大幅上升、且日本殖民

統治對於台灣的影響最為深入的時期。《愛書》前後總共推出十五輯冊，其所展示的內容豐富多彩，包

含史學、文學與書誌學等等，既具學術價值又兼推廣之趣。由於「台灣愛書會」特殊的成立背景與成

員來歷，再加上《愛書》豐富的內容，因此，透過對於前述兩者的研究，除了讓我們看見日治後期有

關「閱讀的樣態」(書籍的印刷出版與流通、帝國底下的知識建構、讀者意識)之外，更得以一窺作為典

藏的「史料的收集與詮釋」、以及「書籍製作」(裝幀、書籍作為文化創意產品)等等面向。換句話說，

透過「台灣愛書會」與《愛書》進行考察，讓我們循線追索台灣在日治後期關於「書籍」的生產、發

行與接受，以及「史料」的蒐集、建置與詮釋等等，本計畫也進一步將此些環節進行串聯與分析，而

鋪展出帝國底下關於知識的建構與流通等樣貌，甚至也可以讓我們了解書籍此一文化產品如何被包裝

而呈現出怎樣的在地特色、或如何與文學文本「互文」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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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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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台灣愛書會」是由一群「愛書家」以「書」為主題所成立的社團組織，它

的核心成員多有來自台北帝國大學、台灣總督府圖書館、台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

館以及「台灣日日新報社」等背景。而《愛書》為其機關刊物，發行的時間長達

十年，期間也正是台灣的教育與閱讀人口大幅上升、且日本殖民統治對於台灣的

影響最為深入的時期。《愛書》前後總共推出十五輯冊，其所展示的內容豐富多

彩，包含史學、文學與書誌學等等，既具學術價值又兼推廣之趣。由於「台灣愛

書會」特殊的成立背景與成員來歷，再加上《愛書》豐富的內容，因此，透過對

於前述兩者的研究，除了讓我們看見日治後期有關「閱讀的樣態」(書籍的印刷

出版與流通、帝國底下的知識建構、讀者意識)之外，更得以一窺作為典藏的「史

料的收集與詮釋」、以及「書籍製作」(裝幀、書籍作為文化創意產品)等等面向。

換句話說，透過「台灣愛書會」與《愛書》進行考察，讓我們循線追索台灣在日

治後期關於「書籍」的生產、發行與接受，以及「史料」的蒐集、建置與詮釋等

等，本計畫也進一步將此些環節進行串聯與分析，而鋪展出帝國底下關於知識的

建構與流通等樣貌，甚至也可以讓我們了解書籍此一文化產品如何被包裝而呈現

出怎樣的在地特色、或如何與文學文本「互文」的過程。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  █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_______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 150 字為限) 

 

    本計畫除了清楚勾勒「台灣愛書會」與《愛書》的歷史之外，也將擴大觀察

帝國底下的閱讀樣態以及知識的建構與流通，並進一步了解書籍此一文化產品如

何被包裝而呈現出怎樣的在地特色或意識形態等問題。而這些都是目前較為缺乏

的研究主題，因此，本研究的成果除了能夠拓展學術視野之外，也可作為未來有

關文創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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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林巾力 計畫編號：MOST 106-2410-H-003-115 - 

計畫名稱：：「台灣愛書會」與《愛書》研究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
證資料或細項說明，如期刊
名稱、年份、卷期、起訖頁
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篇 

請附期刊資訊。 

研討會論文   

專書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1 章 

〈台灣文化的「多元」與「特

殊性」建構：以《愛書》為
探討中心〉，《「第二屆文化
流動與知識傳播──台灣

文學與亞太人文的多元關
係」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2020 年。 

技術報告  篇  

其他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件 

請附佐證資料，如申請案

號。 

已獲得  
請附佐證資料，如獲證案

號。 

新型/設計專利   

商標權   

營業秘密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著作權   

品種權   

其他   

技術移轉 

件數  件  

收入  千元 

1. 依「科技部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第 2 條規定，研
發成果收入係指執行研

究發展之單位因管理及
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之
授權金、權利金、價金、
股權或其他權益。 

2. 請註明合約金額。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篇 

請附期刊資訊。 

研討會論文   

專書  本 請附專書資訊。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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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論文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技術報告  篇  

其他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件 

請附佐證資料，如申請案

號。 

已獲得  
請附佐證資料，如獲證案

號。 

新型/設計專利   

商標權   

營業秘密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著作權   

品種權   

其他   

技術移轉 

件數  件  

收入  千元 

1. 依「科技部科學技術研

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第 2 條規定，研
發成果收入係指執行研
究發展之單位因管理及
運用研發成果所獲得之
授權金、權利金、價金、
股權或其他權益。 

2. 請註明合約金額。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1 

人次 

請填寫依「科技部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約用研究人力注
意事項」所實際約用專任、
兼任人員。 

碩士生 1 

博士生  

專任人員(博士級)  

專任人員(非博士級)  

非本國籍 

大專生  

碩士生  

博士生  

專任人員(博士級)  

專任人員(非博士級)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

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
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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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2019年 7月 31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5 月 10 日 晚間 7:18 時從桃園機場出發，同日下午 4:13 時抵達美國洛杉磯國際機場，至下榻旅館

UCLA Guesthouse 

5 月 11 日 參加研討會，發表論文。 

5 月 12 日 參加研討會。 

5 月 13 日 周日前往探視由本人所擔任 coordinator 的本校與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共同執行之

NTNU-UCLA Taiwan Studies Initiative 計畫所薦送的兩位訪問生：翻譯所博士生陳湘陽與英語系碩

士生蘇揚傑，木在在於了解兩位學生的修課與 生活狀況。 

5 月 14 日 中午 12:36 時從洛杉磯國際機場出發返台。 

5 月 15 日 下午 4:30 時抵達桃園機場。 

 

 

 

 

計畫編號 MOST 106-2410-H-003-115 - 

計畫名稱 「台灣愛書會」與《愛書》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林巾力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會議時間 

2018 年 5 月 11 日

至 2018 年 5 月 12

日 

會議地點 
美國洛杉磯 

會議名稱 

(中文) 原住民知識，台灣：比較與關係性視點 

(英文) Indigenous Knowledge, Taiwan: Comparative and Relational 

Perspectives 

發表題目 

(中文)原住民族文學史的建構 

(英文) Constructing Indigenous Literature: Re-examining the Writings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附件三 



 27 

二、與會心得 

 

    5 月 11-12 日由台師大與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共同舉辦的國際研討會於 UCLA 校園

舉行，會議主題為「原住民知識在臺灣：比較與關係視角」 (Indigenous Knowledge, Taiwan: Comparative 

and Relational Perspectives)。本會集結了台灣與美國相關領域的菁英學者齊聚一堂，針對原住民議題展

開熱烈的討論，不僅為兩校在學術與教學上帶來更密切的交流，同時也深化了台灣議題的國際性對話。 

本研討會為 UCLA-NTNU Taiwan Studies Initiative 的年度活動之一，由 UCLA 的史書美教授所策畫。

為期兩天的會議共有 16 篇論文發表，並安排一場原住民作家論壇。討論的焦點以台灣為軸心，進而擴

大至美國、墨西哥、沖繩、菲律賓、紐澳等地區，從不同的族群與地政學視角探索關於原住民知識的

課題。與會人士除了來自台師大與 UCLA 的學者之外，更還包括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紐約大學、

密西根州立大學、以及中研院、東華大學與政治大學的多位教授，現場亦吸引了許多熱心的研究者與

學生加入討論。本研討會無論在規模或議題的多元性上，都是美國學界相關研究中首開先河的一大盛

會。本人亦於會中發表論文，和與會學者有充分的討論，受益良多。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摘要：The literature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was not recognized until the beginning of the 1980s. 

Along with the rise of democratic movements in Taiwan and the indigenous rights and cultural revival 

movement worldwide, there are more indigenous writers devoted themselves to literary cre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o deep into history and trace the trajectory of how literary history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was formulated. That is, to observe how the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Literature 

is seen as an organic entity in which different peoples have come together, how the time arrangement he 

arrangement of different times, and looking into what kind of aesthetic or standard of evaluation has been 

adopted to critique the literary works of various cultures.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aiwan literature. With 

the comparative view, this paper hope to examine what difficulties and limitations the current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encountered methodologically and theoretically, and 

what will be the new direction for its breakthrough. 

 

四、建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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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化的「多元」與「特殊性」建構：以《愛書》為探討中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林巾力 

 

從 1930 年代初期開始，隨著台灣鄉土╱話文論戰議題的升高，於是也衍伸出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化

與特殊性的追求。對於這股動向，目前為止的相關研究多是從台灣漢人的觀點來探究，但實際上，日

本殖民政府以及日本的知識份子們，也大約在同一個時期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詮釋並建構台灣文化及其

特殊性，他們或是透過大型的活動，或者透過學術與媒體傳播的方式，建構出不同於以往的關於台灣

的歷史詮釋。這些雖然是來自╱配合官方意識形態的舉措，但因其擁有堅實的資料與研究作為基礎，

而使得這些文化與歷史建構顯得頗有說服力。本文擬針對如此的現象進行探究，並將觀察的範圍鎖定

於三○年代創刊並且聚集眾多當時日本知識菁英的《愛書》雜誌，期能從中一窺台灣文化的「多元」

與「特殊性」是以怎樣的方式被強化，並提出其間所可能存在的問題。 

 

一、台灣文化的「起點」 

    台灣總督府曾於 1930 年 10 月大肆慶祝「台灣文化三百年」，在台南舉行了許多熱鬧的活動，除了

煙火、賽馬、划龍舟、音樂、戲劇、雜技、電影與野球賽之外，還有為期十天的史料展出，內容包括

原住民部落、荷蘭東印度公司、鄭氏王朝、清國與當代的歷史文物。不過，三百年究竟是從何算起，

確實也曾因此而引起一番議論。《台灣新民報》上有一篇文章為此提供了說法： 

台南市的人士正在準備於今秋十月頃欲舉行台灣文化三百年的紀念、到底這三百年是從什麼時候

算起呢？世人很容易就想是從鄭成功領台那年算起的。但事實卻不然。鄭成功是西曆紀元一六六

一年佔領台灣、至今不過是二百六十九年而已。以今年為三百年紀念是從荷蘭人在安平建築赤崁

城(Zeelandia城)的西曆一六三○年算起的了。至於以今年為台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是對不對這一

點、我們暫且不去議論、不過知道了他們的算法就是了。59 

                                                 
59 〈台灣文化三百年是從那年算起？荷蘭治下的台灣〉，《台灣新民報》322 號(1930 年 7 月 16 日)，頁 10。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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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民報》上的這篇為大家說明了「台灣文化三百年」，是從荷蘭人占領台灣開始算起。但另

一方面，該文也提到普遍存在於當時台灣的另一種對歷史的看法：「世人很容易就想是從鄭成功領台那

年算起的」，這裡的「世人」指的就是「台灣人」。從文章的語氣來看，作者對於官方「三百年」的算

法並沒有表現出積極肯定的態度，只是淡淡地提及，既然這是「他們」的算法，所以「我們知道他們

的算法就是了。60 

    而殖民政府大費周章地慶祝「台灣文化三百年」，其政治意圖不難想見，也就是透過大型而公開的

慶祝活動，而讓「台灣文化三百年」的說法深植人心，並在社會中塑造成一種共識，藉此強化「台灣

文化的起點乃是從異民族荷蘭人的統治開始算起」的歷史定見。這樣的做法，一方面是否認了原住民

族的文化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削弱了長久以來漢人在文化與歷史詮釋上的專屬地位。因此值得注意的

是，總督府將荷蘭在台南建城的時間視為「台灣文化」的起點，這意味的也無非是：台灣正是在荷蘭

的統治之下，才得以從文明的化外之地被編制進入世界的文化版圖之中，而在那之前台灣各個族群的

活動則是無法被寫入文化的歷史裡的。 

台灣的歷史究竟該從何算起？這不但關係到台灣文化的界定與內容，也牽連到統治的合理性。從

殖民者的角度來看，將台灣歷史從荷屬時代看起的方便之處是，既可將過去的台灣視為「無主之地」，

同時也提高了殖民者在文化上的優越性，藉此合理化對台灣的統治。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從活動結束

之後由「台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所編輯出版的《台灣史料集成》中，進一步看到官方對於台灣早期

歷史的論述： 

 

本島開始有主人，亦即統治者，最早是始於荷蘭人的佔領時期，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實。在這之前

此島乃為無主之地，也就是不屬於任何國家的島嶼，住民以蕃人為主，還有到此流浪的支那人以

及若干的日本人，這些人在沒有任何的管理下自成部落，或彼此雜居，大抵是在各個地方過著相

互沒有往來的生活。61 

儘管承認島上早已有原住民族，但他們不過是未開化的「番人」，其他則是流浪到此地的漢人與日本人，

                                                 
60 若觀察過去由漢人所書寫的台灣歷史，會發現大多還是以漢人或「大陸」的視角觀看台灣，如高拱乾所撰之《台灣府志》

(1694)謂：「臺灣，古荒裔地也．前之廢興因革，莫可考矣．所得故老之傳聞者，近自明始．宣德間，太監王三保舟下西

洋，因風過此．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乾擾亂沿海，都督俞大猷征之，追及澎湖，道乾遁入臺……。」 或由日人川口長

孺所撰之《臺灣鄭氏紀事》中提到：「臺灣為海中孤島(臺灣紀略)，古無聞焉，明人始來往其地(明史、香祖筆記。臺灣紀

略曰：『地在東隅，形似彎弓，中為臺灣市，市以外皆海』)。其地在琉球西(臺灣紀略)，有雞籠山、淡水洋(明史、東西洋

考。明史曰：『中多大溪，流入海，水澹，故名淡水洋』)……。」  等等。 

61 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編，《臺灣史料集成》(台南：編者印行，1931 年)，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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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這些族群所構成的社會依舊停留在鬆散的前現代部落型態，換句話說，就是「尚未進入文明」的階

段。而台灣之所以有文化，則是始於西歐諸國人的到來。當時擔任台灣總督的石塚英藏也在《台灣史

料集成》的前言中寫道： 

 

回顧本島過往史實無由知其詳，近古西歐諸國人前來東洋拓展通商之路，以此為根據地者漸多，

其中荷蘭人佔據南部地方，戮力開發島民文化頗有功績。我邦亦先後渡來，一時間而為東西文

化接觸之地，爾後既經變遷成為帝國治下，文運興隆，交通產業面目一新，住民安和樂利……。

62
 

 

石塚所欲傳達的是，台灣在西歐帝國勢力進入之前是一處沒有文化與歷史的島嶼，但自從西歐諸國人

佔據此地之後，則開啟了島民的文化，尤其在日本領台之後更是成為欣欣向榮的人間樂土。明顯的，

這裡所謂的「文化」含有「文明」之意，而所謂「台灣文化三百年」的潛台詞，其實也就是「台灣文

明三百年」。而台灣在這段文字中則被強調其東西文化交流、混雜多元的特質。如此的說法無疑是從殖

民者的利益出發，突顯台灣是一塊向各民族「開放」的土地，以突顯其擁有台灣的正當性。但若從另

一個角度來看，在「台灣文化三百年」的活動與展出過程中，殖民當局儘管有著介入台灣歷史與文化

詮釋權的意圖，但在某種程度上，其所辛苦挖掘或探求的史料對於向來都不太重視史蹟或文物保存的

台灣人來說，也算是一種難得的貢獻。63也就是將原本模糊的台灣歷史或文化，得以透過更具說服力的

物質展示而施以更為清晰具體的形象，而這對於後來台灣人在想像台灣自身的文化時，在在有著很大

的影響。64 

                                                 
62 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編，《臺灣史料集成》(台南：編者印行，1931 年)，頁 1。 

63 「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在《臺灣史料集成》中表示，關於荷蘭人的事蹟，不但中國歷史上乏於記載，並且錯誤百出，

再加上中國人向來鄙夷西方人，因此在歷史的記載上多有偏頗。而台灣住民也對於荷蘭人所留下來的遺跡未加以保護，直

至日治的當時只要是沒有實用價值的大多已破壞殆盡，同樣的情形也可見於鄭氏父子三代的遺跡。因此特設「台灣文化三

百年紀念會」，來對於荷據、鄭氏與清朝以來的歷史遺跡與文物加以考察、探求。而此紀念會還不忘讚美殖民者對於台灣

文物保留的貢獻：「……盡可能清楚地展現出三百年間的台灣文化，在參觀展覽會之辛勞成果的同時，只要想起前述支那

自古以來的作法時，便深感我國國民寬闊之胸襟，並痛切體會此一盛舉乃承自明治、大正、昭和三代以來皇室的恩澤與先

人的努力，不禁要為恭逢聖代的島民幸福而高歌。」見《臺灣史料集成》，頁 42。 

64 早在台灣人自身所展開的「台灣文化」論述之前，日本便以統治者的豐富資源或殖民者的身份展開對於「台灣文化」的

各種探究，除舊慣調查之外，伊能嘉矩根據多年在台灣的研究成果所完成的鉅著《台灣文化誌》，都是以台灣這塊地方作

為文化的邊界，也都為「台灣的文化是什麼」進行描繪、劃定疆界。這些儘管是來自於日本人之手的文化論述，對於台灣

人對於自己文化的認識當然扮演著無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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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台灣文化的開端上溯至西歐帝國勢力的進入，此一史觀也反映在文學史的論述上，尤其是透過

島田謹二而有了更清楚的輪廓。目前學界對於島田謹二討論較多的大抵是他在日治時期所建構的「外

地文學」。所謂「外地文學」，就其界定是指在台灣(或更廣義的「日本殖民地」)的日本人以日文所書寫

的文學，就性質而言則是殖民地文學。但值得注意的是，島田謹二的「外地文學」其實是他所建構的

「台灣的文學史」當中的一個(重要的)環節。從三○年代中期前後，島田便開始針對「與台灣有關的文

學作品」展開考察，並且發表了許多與「台灣的文學歷史」相關的文章。若觀察島田所發表的多篇文

學論述，不難發現其所建構的「台灣的文學歷史」，其實也是從西歐勢力占據台灣開始看起。例如〈南

島文學志〉(1938)文中，在爬梳了西歐人、日本人與漢人所書寫的與台灣相關的文學之後提到：「根據

上述的解析可知，所謂『台灣文學』的要素，其實是日本、支那、荷蘭、西班牙、法國及英國文學史

的混合物。同時也分別構成了各國文學史的一個章節。」65也就是說，在島田的想法中，台灣的文學乃

是由西歐、中國與日本文學所共構而成，因此，所謂台灣的文學同時應該也是分屬這諸多國家╱民族

文學當中的一部分。基於如此的史觀，島田謹二進一步提出研究「台灣的文學」的方法論： 

 

考察至此，我們的研究方法論也就呼之欲出了。我們首先必須對於台灣，或關於台灣的文學現

象進行精密的歷史研究。為此，應該從上述的西洋(主要為荷蘭、西班牙兩國)文學、支那文學

以及日本文學三方面著手調查。而從過往至今文學遺產的多寡，以及研究資料的難易而言，後

二者的研究特別值得重視。66 

 

從這裡可以看出，與前述總督府將台灣文化的起點上溯至荷治時期的作法一樣，島田謹二也將台灣文

學的開端從西歐佔領台灣開始看起。不僅如此，他還認為，為了究明其間的來龍去脈與歷史生成，則

有必要對於西歐、中國與日本的文學進行透徹的了解。儘管如此，島田也提出當時研究的貧乏景況：「可

是關於『台灣文學』的史實，究竟已經被研究了多少呢？非常遺憾，直到今天，仍然是一片荒蕪。」

(311) 而這也構成了島田等一干知識分子積極展開對於西歐、中國以及日本與台灣之間交涉往來歷史的

探究，以期為台灣描繪出一種更具歷史縱深與交錯的文化圖像。然而，受限於殖民觀點，這些知識份

子們所意圖建構的，恐怕是把台灣放置在一個既是「全球」，同時也是「殖民」視角下所觀察的文化歷

                                                 
65 松風子(島田謹二)，〈南島文學志〉，《台灣時報》第 218 期(1938 年 1 月)，收於黃英哲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

集》第二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年)，頁 310。 

66 松風子(島田謹二)，〈南島文學志〉，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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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圖景。 

    如此一來，也勢必造成將台灣從「中國」巨大的身影中切割開來，而從海洋視角將台灣放置在「全

球」或「殖民」的脈絡中來觀察的動向，而這其實也構成了日治中後期以來主要的研究方向。尤其是

台北帝國大學此一學術機構成立之後，則是讓有關台灣的歷史與空間研究可以回溯至更遠，對台灣文

化的塑形與定位可以更有基礎。而在諸多知識與學術的建構當中，雜誌《愛書》(1933-1942)的存在是

值得特別關注的。《愛書》雖然是由台灣當時的學術菁英所組成的刊物，但它力圖以更「大眾化」的方

式來接近讀者，對於台灣文化的建構與傳播也提供了知識上與學術上諸多重要的材料。因此，本文接

下來則是以《愛書》為例，考察當時的日本知識份子究竟如何描繪此一視角下的台灣文化，他們透過

怎樣的方式而建構了甚麼樣的台灣歷史？ 

 

二、《愛書》與台灣文化 

    目前為止，對《愛書》進行較全面性的研究尚不多見，67一般的印象多是將之視為著力於書籍裝幀

的刊物，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為《愛書》的主編是對書籍藝術有著很大熱情的西川滿。

誠然，《愛書》就性質而言，確實是一份以「書」為主要編輯方向的雜誌。不過，這份刊物除了展現了

西川滿對書籍的藝術實踐之外，更重要的，它其實更是一份集結了來自於官方(學術單位)知識分子但卻

試圖以非學術期刊型態呈現於讀者面前的刊物。 

    《愛書》是「台灣愛書會」的機關誌。根據《愛書》第一輯〈「台灣愛書會」成立小誌〉所示，成

立該會的原始構想來自於當時《台灣日日新報》社長河村徹以及台北帝國大學教授植松安為「台灣圖

書館週間」活動而在電台所進行的談話節目，籌組社團的構想不久後也得到台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山

中樵的響應，他提議定期舉辦聚會，各人帶來珍貴書籍，一夕歡談。於是就有了第一次在台北鐵道旅

館的聚會，會中決定「以書誌學(按：或稱「目錄學」)為中心之各種研究並兼具大眾教化」作為創社目

標。 會後更進一步招募了台北帝國大學「書物會」成員矢野蜂人與島田謹二等人加入會員，並在第二

次籌備會中將社團定名為「台灣愛書會」，更還邀請到台北帝國大學校長幣原坦擔任該會會會長。然後

在第三次籌備會議時籌畫舉辦「書誌展覽會」，以帝大與總督府圖書館的館藏為中心，再加上植松、矢

野、神田、瀧田等人的藏書，共展出四百一十六件。第一次書展吸引了四百多人參觀，賣出「出陳目

錄一百五十部」。關於這第一次的展出，〈「台灣愛書會」成立小誌〉中提到：「在偏遠的台灣能夠吸引

                                                 
67 目前研究較深入者有張文薰，〈一九四○年代台灣日語小說之成立與台北帝國大學〉，《台灣文學學報》第十九期(20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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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之人潮，就活動而言可以說是非常的成功。」68 

    從其成立經過可以看出，「台灣愛書會」乃集結了帝大與總督府兩大圖書館以及帝大的教師們，並

且是以書籍嗜好為主題的社團。但若檢視「台灣愛書會會則」第二條規定，當中明確提到：「本會的目

的為調查研究有關東西書誌之事項，兼圖愛書趣味的普及與發達。」(208)也就是說，「東西書誌的調查

研究」的重要性按理是凌駕於「愛書趣味的普及與發達」之上的。而「台灣愛書會」的兩大目標實際

上也充分地反映於機關誌《愛書》的編輯中。首先，在「愛書趣味」方面，西川滿所扮演的角色無疑

是最為關鍵的。《愛書》各輯在戰後 1980 年時重新推出復刻版，西川滿特別為此寫了一份「愛書解題」，

描述當年《愛書》的編輯經過。根據西川滿的說法，他是在第二輯的時候才加入，頭銜是「編輯兼發

行人」。這份刊物原本是由任職於帝大圖書館的裏川大無所主持，而西川滿認為第一輯雖然在內容與形

式上頗有可觀，但：「與其說是愛書會的機關誌，倒不如說是書誌學的叢書。若要增加會員，與其搞成

像是學究式的刊物，倒不如弄得更有趣味一點。」69於是，他進一步向裏川建議：「(第一輯)灰色的封面，

使人聯想起圖書館的書庫，但，既然是在華麗之島所刊出的雜誌，就希望可以更加華麗一點。」(5) 因

此，從第二輯開始，西川滿便開始大刀闊斧地加入了更多設計與裝幀的元素，這促使《愛書》在第二

輯之後有了很大的改變，具體的做法就是加入更多的視覺材料，諸如各種藏書票(Ex-libris)、口繪(插

畫)、「台灣訪書圖譜」以及宮田彌太郎所畫的系列「台灣鄉土繪圖」等等，西川滿甚至也親自為雜誌

畫了幾幅插畫。整體而言，《愛書》是一份製作精美、令人愛不釋手的刊物。 

    作為主編的西川滿確實為書籍設計投注很大的心力，他在復刻版的「解題」中也大多強調其於裝

幀上的努力。但若實際觀察《愛書》的內容，不難發現還有另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那便是史料的呈現。

一如前述，《愛書》的主要目的其實是「調查研究有關東西書誌之事項」，這個部分也在實際的刊出內

容中獲得了相當程度的落實。畢竟，《愛書》成員與供稿人大多是來自於台灣兩大官方圖書館與帝大的

學者，史料的收集與研究本來就是他們的專業之一。《愛書》從第一輯到最後休刊總共刊出了十五輯，

在時間上也跨越了有十年之久。另外，儘管《愛書》的文章所涉及的內容不盡然都是與台灣相關，但

有關的文章也不在少數。如第一輯便有三篇與台灣相關的重要論文，而從第七到第九輯則刊出珍貴古

書與手稿的「台灣訪書圖譜」，尤其是第十輯的「台灣特輯號」，對於歐洲人與原住民的往來歷史、漢

人的文藝研究、日本江戶時代與台灣的接觸以及台灣總督府圖書館所收藏的台灣古書資料的整理等

等，都是關於「以台灣作為研究主題」的重要展示。而第十四輯「台灣文藝書誌」特輯，則是關於台

                                                 
68 武田，〈「台灣愛書會」成立小誌〉，《愛書》第一輯(1933 年 6 月)，頁 207。 

69 西川滿，〈愛書解題〉，《愛書》，東京：龍溪書舍，1980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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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文學的更為「全面」的詮釋與整理，也是呈現台灣文學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而本文所要指出的

是，從這些對於台灣相關的資料展示與論述中，可以明顯地看出日本的知識菁英們對於台灣的歷史想

像，而其所帶來的影響，甚至是也都還是當前台灣建構自身時的重要憑藉。因此，接下來則是以前文

所提及的第一輯內容、第七到第十輯的「台灣訪書圖譜」、以及第十輯「台灣特輯號」與第十四輯「台

灣文藝書誌」為主要觀察對象，藉以分析從中所建構出來的歷史圖像究竟呈現了怎樣的面貌。 

1. 創刊號(第一輯) 

    第一輯與台灣相關的文章有三篇：幣原坦的〈關於台灣硫磺石炭探險的文獻內容〉、裏川大無的〈明

治三十年代的台灣雜誌備忘錄〉以及島田謹二的〈「偽造文學」夜話──撒瑪納札的《台灣誌》〉。三篇

文章的作者均是文史與圖書館領域的重要研究者，內容亦是經過一番考察之後的研究成果。首先，幣

原坦是台北帝大的首任校長，專長為東洋史學。〈關於台灣硫磺石炭探險的文獻內容〉分成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紹郁永河《裨海紀遊》中關於台灣採硫之行的經過，第二部分則是培利提督手下的石

炭調查。關於前者，幣原坦雖在文中大力推崇《裨海紀遊》是「首次為世人提供關於台灣採硫最為正

確的知識」(78)，但他同時也不忘提醒，其實在郁永河之前，北台灣盛產硫磺這件事便已廣為所知，如

西班牙傳教士 Friar Juan de los Angeles 曾在手記中提到，荷蘭人如果沒有在 Turoboan 找到黃金的話，

恐怕就會放棄雞籠(基隆)，而僅僅守住富含硫磺與其他資源的淡水(78)；另外，從熱蘭遮城脫逃的何斌

也曾向鄭成功報告：「臺灣沃野數千里，實霸王之區。若得此地，可以雄其國；使人耕種，可以足其食。

上至雞籠、淡水，硝磺有焉。」而這些都是郁永河來到台灣的 1697 年之前的事情。幣原坦之所以強調

這一點，目的或許在於突顯台灣並非清領之後才被加以了解，而是在西方勢力進入之時便已開啟了探

勘的工作了。而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幣原坦似乎對於郁永和與原住民族的接觸過程投予當的興趣，

對於今昔也進行一番對比。 

而文章的後半則是關於美國人對台灣的石炭調查。幣原坦根據培利提督(Matthew Calbraith Perry)

的《支那日本遠征記》第一卷的第二十五章的內容進行整理，他提到，培利團隊在 1855 年開始探查之

行，他們從日本下田出發，先到琉球而後抵達台灣。只不過，培利提督只到琉球，接下來的台灣之行

則是委由阿波茲多船長，而實際的探勘則是由瓊斯牧師來執行。這一趟的石炭調查有兩個原因：其一

是美國人在航行到台灣時遇到船難而失去音訊，因此派人前往尋搜尋並查明原因；另一個原因是，美

國與其他國家船隻往來於此地時需有一處石炭的供應站，而聽說台灣富含石炭，因此前來調查。總之，

瓊斯牧師在報告書中為此行進行了詳細的記錄，他從 7 月 10 日到 23 之間，以日記體裁記錄了炭坑探

查的實況。而幣原坦也將之重點摘錄，這對於台灣早期與美國人的接觸過程，無疑提供了很重要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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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而幣原坦這篇文章值得注意的地方乃是在於，他以「在台灣尋找天然資源」為主題，而串聯了原

住民、中國人與美國人在台灣的接觸過程，其用意，一方面是強調台灣是一座向四方「開放」的島嶼，

另一方面也強調了台灣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與資源，而吸引了多元族群的聚集。大致說來，儘管幣

原坦的筆調十分中立，並沒有對特定族群進行優劣或高下等判斷，而對於台灣的描述，大抵是將之視

為「無主之島」，是任誰都可以進出並尋找各種利益或資源的地方。 

    另一篇是島田謹二的〈「偽造文學」夜話──撒瑪納札的《台灣誌》〉，文中介紹出生於法國卻自稱

是台灣人的撒瑪納札(George Psalmanazar)的生平事蹟，以及此人如何憑其想像而書寫台灣。70如前所

述，島田謹二在他的關於台灣的文學史的建構中，認為台灣的文學乃由西歐、中國與日本文學所共構

而成，正是在如此的史觀底下，島田特別關注書寫台灣的歐洲人，對此也推出了一系列相關的文章，

除了發表於《愛書》第一輯之外，另外也在第十輯刊登了《Jean Dargène 的台灣小說》(1938.4)。71島田

分析〈「偽造文學」夜話──撒瑪納札的《台灣誌》〉之所以在當時的歐洲大受歡迎與關注的原因，他

提到，在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中葉，這種似是而非的關於航海、冒險、海盜、發現新大陸與海上遭難

的文學曾經在英國風靡於一時，而撒瑪納札可以說是偽造文學當中相當「傑出」的一員。此類文學作

品的異軍突起，與十七世紀後半的閱讀狀況大有關聯，當時的眾多讀者對於抒情耽溺或荒唐無稽的虛

構作品已經感到厭煩，因此對於能夠呈現真實、常識性的與現實性事件的作品反而有著很大的興趣，

於是興起了一種叫做「事實談」的文類，而撒瑪納札的《台灣誌》正是在如此的時代背景中崛起。 

    島田於文中提到，撒瑪納札在晚年的自傳中承認《台灣誌》完全是頻空杜撰，而其聲名雖在歿後

五、六十年間還有流傳，但到十九世紀中葉時就已完全被世人遺忘，甚至連其真名也無從考據了。於

是，島田在文章的最後一句寫下這麼一句：「撒瑪納札的傳記寫到這裡，深覺人生的大夢茫茫，而心頭

更是被『命運』之神不可思議的玩笑所槌擊。」儘管島田為撒瑪納札從此消失於歷史之中而感到人生

猶如一場夢幻，但實際上，撒瑪納札的《台灣誌》並沒有被淹沒在時間的長河裡，反而三百年後在台

灣還能夠以中譯出版，1996 年時的翻譯名稱是《福爾摩啥》，2004 重新再版時改名為《福爾摩沙變形

記》。看來連島田也難想像，這些關於台灣的描繪，即使帶有光怪陸離的色彩，卻也隨著台灣意識的崛

起而被重新地看見，讓台灣人藉此回看歐洲人對台灣的視線。 

                                                 
70 此書於 2004 年在台灣出版時之譯名為《福爾摩沙變形記》。 

71 其他關於歐洲人所寫的與台灣有關的文學作品，島田謹二至少寫了五篇，除了發表於《愛書》上的兩篇之外，還有刊登

於《台灣時報》上的〈リーズ・バームの台湾小説〉(1939.3)以及《文藝台灣》上的〈ジャン・マルケエの仏印小説〉(1941.10)

與〈ロベール・ランドーの第二世小説〉(1942.3)；參考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的文學的體驗與解讀》台北：台大

出版中心，2014 年，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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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分別刊登於第一與第二輯的裏川大無〈明治三十年代的台灣雜誌備忘錄〉，主要針對日治初期在

台發行的雜誌所進行的記錄與整理，其所涉及的幾乎都是以在台日人或日語為主的雜誌， 包括文學、

花柳界、商業、醫學、語學、教育等範圍，是他後來更有系統地對雜誌進行全面性探勘的〈台灣雜誌

興亡史〉的初步嘗試。裏川大無當時任職台北帝大圖書館， 可以想見應是藉書籍收藏之便，再加上個

人對於書籍收藏的愛好，而得以整理出這樣的一份書目。儘管這一系列文章主要是介紹性質，並沒有

牽涉到具體的史觀或方法，也沒有針對「台灣文學」進行定義的闡述，但對於在台日人的文學活動概

況，無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礎內容。72 

2.「台灣訪書圖譜」(第七~十輯) 

    《愛書》關於台灣歷史的呈現還有一系列的「台灣訪書圖譜」，雖然僅刊出於四輯，但每輯均展示

四幅古籍的封面或插圖，對於珍貴史料的公諸於世意義重大。儘管西川滿在「編輯後記」中提到台灣

訪書圖譜僅是「隨意地介紹與台灣相關的書籍，沒有甚麼特別的系統」(7-153)，但從刊出的書籍來看，

仍然可以看出多是與台灣的異文化接觸密切相關。例如第七輯有：荷蘭牧師 Francois Valentijn 所製並

收入《新舊東印度誌》(Oud en Nieuw Oost-Indien)中將台灣「橫放」的地圖、Coyett et Socii 及其夥伴所

著《被遺誤的台灣》卷首插畫、對台灣地誌編撰頗有貢獻的《淡水廳志》編者楊承藩手稿、《重修台灣

府誌》中台灣郡治八景圖之一的熱蘭遮城圖；第八輯有：明萬曆四十年至清康熙三十九年之間由水戶

藩國史總裁川口長孺所記載之鄭芝龍與鄭成功父子的「台灣鄭氏記事」、沈葆楨與王凱泰監修的《訓番

俚言》、《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1803)、Olfert Dapper 的《支那使節記》(1670)；73

第九輯 Francis Caron 的《日本王國志》(A True Description of the Mighty Kingdoms of Japan and Siam, 

1663)、濱田彌兵衛的《海外異傳》、Eugène Germain Garnot 的《佛軍台灣遠征史》(L'Expedition Francaise 

de Formose 1884-1885, 1894)、陳培桂所編之《淡水廳志》(1871)；以及第十輯的荷蘭牧師尤羅伯(Robertus 

Junius)畫像、荷蘭的台灣關係古文書、亞細亞地圖(1645)以及吳友如〈淡水敗法擒將圖〉等等。 

    收錄的圖譜在時間上橫跨荷治時期到日本領台之前的台灣，並且都是與台灣佔領或治理相關的歷

史性珍貴藏書。如列為第一幅的「福爾摩沙島與漁翁群島圖」(Kaart van het Eyland Formosa en de 

Eylanden van Piscadores, 1726)是由西方人所繪製的最早的台灣地圖之一，範圍包括台灣、澎湖以及周

                                                 
72 裏川大無在雜誌資料方面的整理，對於後來中山侑與島田謹二關於台灣的文學史的建構均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73 享和二年松前箱館吉丸商船遭遇暴風雨，翌年漂抵臺灣東部的秀姑巒溪口一帶，滯留五年之後輾轉回到日本。書中記載

旅途與生活見聞，對原住民的生活、物產、相貌、衣著等等以生動的插畫描繪。「解說」中提到：本書為黑川文庫的舊藏，

僅此孤本，相當珍貴。愛書協會打算將之進行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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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的群島，兼具一般地圖與航海圖的功能。74而這幅橫向的台灣地圖，在 21 世紀的現在可以說是「台

灣」的代表性圖像之一，但它在 1936 年時，便已在《愛書》中華麗登場了。再如《佛軍台灣遠征史》

是描述 1884-1885 年之間由孤拔將軍(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所帶領的法蘭西艦隊遠征台灣的

歷史，其內容始於台灣島的地誌介紹，進而描寫攻打基隆、淡水與澎湖等要地的經過，此書是記載法

軍攻打臺灣的書籍當中最為詳盡的一本，對於法國人如何看待台灣亦有著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75 

    而從《愛書》所收錄的訪書圖譜中不難發現，其所刻意呈顯於讀者的不外乎就是台灣的跨文化接

觸的紀錄，當中包括了由荷蘭人、法國人與德國人、清朝人與日本人所描述的台灣。大抵而言，〈台灣

訪書圖譜〉乃藉由視覺的展現，將不同的文字、繪畫風格以及各種地景地圖一併呈現於讀者的面前，

形塑了一幅從航海時代到日本改隸之前的台灣圖像，其所刻意強調的是台灣的海洋性格與地位，同時

也展示其多元民族並存的風貌，如此一來，既是削弱了漢文化的視覺經驗，同時也藉此扭轉了過去以

來以漢人為中心的世界觀。當然，也可能因為這些文章的作者多是日本人，因此也無由提供太多的漢

文化中心視角。 

3.「台灣特輯號」(第十輯) 

    就在皇民化運動大力推展的期間，《愛書》推出了第十輯的「台灣特輯號」(1938.4)，其目的，也

就是〈編輯後記〉所提到的：「所謂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畢竟還要建立在對歷史的正確認知上。」76而

其對台灣文化的歷史認識即：「來自遙遠西方國度的紅毛荷蘭人的異國情調、成長自悠久傳統的支那文

化的東洋趣味，並交織以我們大和民族活躍的足跡，而發展出獨特的文化。」(235) 這段文字較引人矚

目的有兩點，首先是明言台灣文化乃由不同的民族文化所交織構成，但一樣也是將原住民排除在「文

化」的範疇之外；再者是強調台灣文化的獨特性，這裡的弔詭是，日本的知識份子一方面將台灣視為

日本的殖民地，但另一方面卻強調台灣的與眾不同，而不僅僅是單一的民族文化的附庸。而這種對於

台灣文化之多元與獨特的強調，明顯地體現在第十輯所收錄的文章中，包括：〈荷蘭台灣關係古文書〉、

〈荷蘭番語資料〉、〈渡臺西人肖像列傳〉、〈Jean Dargène 的台灣小說〉、〈關於存於牛津的台灣古文獻〉、

〈清朝治下臺灣文藝〉、〈清代的古文書〉、〈陳維英與太古巢及其聯集〉、〈江戶時代國人漂流至臺灣〉、

                                                 
74 參考 http://narchive.nmth.gov.tw/nmth_collectionsweb2/AAA/collections_Hot_browse.aspx?RNO=2003.031.0005； 

http://www.geographicus.com/P/AntiqueMap/TaiwanFormosa-valentijn-1726 

75 參考《愛書》第九輯〈「台灣訪書圖譜」解說〉，頁 102；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itycase/cityCase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DG10212000017&vers

ion=1&assetsClassifyId=6.1&cityId=16&menu=2 

76 柴田直也，〈編輯後記〉，《愛書》第十輯(1938 年 4 月)，頁 235。 

http://narchive.nmth.gov.tw/nmth_collectionsweb2/AAA/collections_Hot_browse.aspx?RNO=2003.031.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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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葉集〉、〈一個追憶〉、〈牡丹社討伐關係閑談〉、〈關於華麗島的「燈座」〉、〈關於伊能文庫〉、〈臺風

雜記的介紹〉以及〈台灣關係誌料小解〉等等。不難看出是從荷治到日治時期有關台灣的各種研究，

並且大多著重於不同文化的在台灣的接觸歷史。當中雖也涉及原住民的研究，但基本上是在荷蘭統治

底下對於「番人」的統治與調查，而不是以「番人」作為觀察主體所得來的較具系統的研究。 

    由於篇幅關係本文無法一一深入探討，僅舉較有代表性的文章作為觀察。首先，專輯所收錄的前

三篇文章均涉及航海時代的台灣，分別由相關領域最負盛名的台大教授移川子之藏(民族學教授)、淺井

惠倫(印度尼西亞語言學教授)與岩生成一(南洋史學教授)執筆。首篇〈荷蘭台灣關係古文書〉(和蘭の臺

灣関係古文書)一文描述的是作者移川子之藏特地從海牙的「荷蘭國立古文書館」(國立總檔案館)將台

灣史料複本帶回到台灣的經過，所攜文件數量高達近兩萬五千頁。移川提到： 

原本在最初的預想中，全部(按：與台灣相關的資料)大概有十萬頁這麼龐大的數量，從經費等

等來考量的話，只能垂涎而難以出手。但是實際渡歐察看的結果，那些有打上台灣史料名目的

文件其實只有原先所想的四分之一，只需經費的七成就可以完成，所以我就從荷蘭致電台北帝

大，要求攝影所需的經費，很快的就得到應允。這個長久以來的願望，終於可以實現。(10-3) 

移川此行所攜回的史料可以說是台灣關於荷治研究的里程碑。根據曹永和的說法，日治時期台灣本地

人涉及荷治時期的研究者寥寥可數，僅有黃及時在 1925 年所發表的〈在台灣之荷蘭的殖民政策〉與連

溫卿的〈台灣民族性的一考察〉，兩篇文章僅是透過二手資料加上自己的意見所寫成。另外，中國方面

也只有 1934 年由張維華所出版的《明史佛朗機呂宋和蘭意大利亞四傳注釋》而已。77曹永和進一步認

為移川親赴荷蘭所攜回的史料意義重大：「這項自搜查拍攝、沖洗放大，與整理是一項花很大時間與金

錢的研究預備工作，可以說由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有關人士集體工作的這一時期的最大貢獻。」(318) 換

句話說，荷治時期的研究在此之前並不曾受到台灣或中國學者的重視，反而是由帝大這一群學者逐步

建立起資料庫並開啟了相關的研究，而這一份史料也在整理之後裝訂成大約有二百冊之多的「臺灣史

料」，名為 O. L. Compagnie（Kamer Amsterdam Overgekomene Papieren。78 

    而淺井惠倫〈荷蘭與番語資料〉(和蘭と藩語資料)一文則是從語言的角度探討歷史，尤其是從西方

的稀有文獻當中找出 Sideia (西拉雅)與 Favorlang (虎尾壟語)等語言的紀錄，並延伸觀察傳教士如何作

                                                 
77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 年)，頁 321-322。 

78 參考「台灣人物小傳」：

http://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toolbox_figure_detail.hpg&project_id=twpeop&dtd_id=15&subject_name

=%E8%87%BA%E7%81%A3%E4%BA%BA%E7%89%A9%E8%AA%8C(1895-1945)&subject_url=toolbox_figure.hpg&xml_id

=0000294746&who=%E7%A7%BB%E5%B7%9D%E5%AD%90%E4%B9%8B%E8%9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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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語言的中介在展開傳教或治理的片段。另外，岩生成一〈渡台西人肖像列傳〉(渡台西人肖像列傳)

則是記錄了七位來到台灣的西方人的故事。包括尤羅伯牧師（Robertus Junius）、倪但理牧師( Daniel 

Gravius)、博多艦隊司令官(Balthasar Bort)、英國航海家丹皮爾(William Dampier)、偽書作者(George 

Psalmanazar)、遊歷紀《Mauritius Augustus de Benyowsky》作者 Count de Benyowsky 以及法國海軍將領

孤拔(Anatole-Amédée-Prosper Courbet)。前述三篇的作者分別是民族、語言與歷史學專長，移川子之藏

以太平洋地區民族文化的比較研究及環太平洋文化交涉史為重點，淺井惠倫則是以台灣為中心的南島

語系諸語言的專家，而岩生成一則是研究日本十七世紀日本人在海外的活動與荷治時期的台灣歷史。

三人雖有不同的研究背景，但都致力於與台灣相關的文化交涉史。透過他們的研究，台灣被放在異文

化接觸與交涉的位置當中，而具有了一種海洋性格與不斷流動變化的特性。如果我們將當時這種「從

海洋與文化流動的角度看待台灣」的知識動向考量在內的話，或許不難理解何以同樣是活躍於文壇的

作家與評論家──如西川滿與島田謹二──會對「異國情調」投以高度興趣並賦予正當性的原因。 

    另外，在第十輯的專號中，與漢人文學相關的，有尾崎秀真的〈清朝治下的台灣文藝〉 (清朝治

下に於ける台湾の文芸)。尾崎秀真是台灣總督府的史料編撰官，曾經擔任《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主筆，

專長為漢文與歷史學研究，如此的身分對漢人的文學詮釋勢必有其權威性。而他在文中提到，領台當

初曾經認為，台灣既是文藝大國支那的領土，文藝作品想必可觀。但後來卻驚訝發現，全台四百萬人，

既無書畫家，詩人也至多二、三位，甚至後來都返回中國去了，因此尾崎下了這樣的評斷：「一言以蔽

之，本島的藝文多是從支那本土渡海而來的官吏或學者，誕生於本島之文人學者其作品幾乎不可得見。」

79而他所勉強舉出的例子，也僅有吳子光、鄭用錫、李靜齋、陳肇興、鄭用鑑等人。 

    相較於尾崎秀真一面倒的惡評，時任台灣總督府圖書館司書的市村榮在同輯的〈台灣關係誌料小

解〉中，則是整理了台灣的相關書籍，所收錄的主要是：「明治二十八年改隸以前的著作中，由本島人

或支那本國人所完成、且其內容全部或大部份是關於台灣的比較重要的作品」80市村羅列了 70 條(種)

書目，共計有數百卷之多，當中除了詩文集之外，更還收錄府縣方志，對於台灣古典時期的文學與歷

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值得注意的是，〈台灣關係誌料小解〉的呈現方式是以作者或書名的五十音

順，而非順時代的紀錄；此外，其構成是以逐條說明的方式，而非以著重因果關係或好壞評價的敘事

作為開展。因此，這份文獻的意圖更多是在於資料庫的建立，而非文學史的建構。但無論如何，市村

榮借官方圖書收藏之便，而得以將過去的台灣文學予以系統性的整理，再加上，其所收錄的「關於台

                                                 
79 尾崎秀真，〈清朝治下に於ける台湾の文芸〉〉，《愛書》第十輯(1938 年 4 月)，頁 96。 

80 市村榮，〈台灣關係誌料小解〉，《愛書》第十輯(1938 年 4 月)，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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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比較重要的作品」，對於劃定台灣文學的範圍與輪廓亦奠下重要的基礎工程，後來也成為黃得時〈台

灣文學史〉的重要材料。 

     

4.「台灣文藝書志」(第十四輯) 

    而《愛書》於第十四輯(1941.5)更還製作了「台灣文藝書志」的專題(1941.5)，輯中分成兩大部分，

前部是由島田謹二與神田喜一郎合著的〈關於台灣的文學〉(台湾に於ける文学について)，內容與島田

謹二其他的文學史書寫有著很大的重疊，但或許由於專攻「支那文學」的神田喜一郎的加入，因此增

加了關於漢人文藝的內容。而〈關於台灣的文學〉在時間的開展上，乃從西班牙與荷蘭佔領開始說起，

而至西川滿與濱田隼雄等人的文學創作，其中雖也述及漢人的文學，但畢竟還是粗略帶過，評價不高。

而本輯的後半部是〈在台灣的文學書目〉(台湾に於ける文学書目)，其中收錄了從康熙時代以來與台灣

相關的包括漢人與日本人的文藝書籍與雜誌。這一份份書目的編者是黃得時與池田敏雄，並由神田喜

一郎與島田謹二進行初稿補定，最後再由台灣總督府圖書館的市村榮與劉金狗進行校正。因此，這是

一份由台灣漢人與日本人所共同合作完成的書目，並且耐人尋味的是，書目中並沒有將日文(包括古典

文、漢文與語體文)或中文(包括文言文與白話文)書籍分開，而是按照文類與年代依序而下。另外值得

注意的是，其於「凡例」中還特別提到，這份書目尚缺歐洲文學方面的書籍與雜誌，期待他日能夠進

一步補足，而如此的宣稱多少也意味了對於「台灣文學應包括西歐文學」主張的呼應。 

 

    因此，若我們將〈關於在台灣的文學〉與〈在台灣的文學書目〉合起來看，不難發現第十四輯的

目的，在於盡可能地網羅有關台灣文學史的重要內容，並且以敘述以及條列兩種方式分別呈現。而「台

灣文藝書志」專輯的形式，其實也提供給我們的另一個觀察台灣文學史構成的不同視角，換句話說，

目前為止，一般研究者總是將黃得時與島田謹二的文學史視為兩種相互對立的敘述來看，但從《愛書》

第十四輯來觀察的話，可以看得出來這是一種分工與共構的文學史書寫形式，而其內容則是包含了西

歐人、漢人與日本人的文學作品。 

 

三、結語 

    日本領有台灣之後，為了統治上的需要，除了展開一連串的政治、社會與教育改革之外，也積極

在文化方面鞏固話語權。透過本文的爬梳，可以清楚看到一種脫漢人中心的史觀被建立，也就是在空

間上，將台灣定位在海洋的開放性位置之中，並且在時間上，以「多元民族文化」詮釋其文化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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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藉此凸顯台灣的特殊性。然而必須注意的是，這種多元與特殊性，畢竟不直接與多元並存、尊重差

異或相互支持的族群╱民族論述連結，而是從統治者的角度強調台灣乃為「無主」之島，任何強權都

可以進入而在台灣留下影響足跡的歷史。並且，在突顯異文化交流的同時，也往往無視其間權力鬥爭

的軌跡與本質，而在強調「混雜」的同時，也把依舊存在於台灣內部的不平等予以消解。而《愛書》

作為介於民間與官方之間的刊物，它在呼應官方史觀的同時，也在眾多書籍史料的收集以及學術研究

的努力下，為台灣的文化與歷史留下可貴的紀錄。這對往後以「台灣」為中心視角的文化詮釋來說，

意義畢竟是重大的。 

    而儘管存在諸多的矛盾，這種將台灣以「多元」與「特殊」視角所進行的文化建構，卻在戰後國

民黨政府的統治時期戛然中止了，而重新回到與「大陸─台灣」的單一視野之中，再度將台灣文化的

起點回溯至其與大陸不可分割的關係之上，並強化鄭成功反清復明對台灣歷史與文化的指標性。但隨

著七○年代以後民主運動的開展，台灣意識也隨之找到突破的窗口，而重新將眼光放向台灣特殊性的

追求，並開啟了以台灣為文化主體位置的要求。此時，日治時期關於台灣的知識基礎，再次獲得重視

與沿襲。例如，將台灣文化與歷史從航海時代開始看起，並且推出「台灣(人)四百年」的史觀。然而，

弔詭的是，這由日本人所打下的知識基礎，必須小心不是將「文明」等同於「文化」而將原住民族的

歷史排除在外的史觀，也不應是無視於「多元」之間權力不均的壓迫與被宰制關係。因此，對於台灣

如何「多元」怎樣「特殊」的探討與詮釋，至今仍是一個必須持續探索的龐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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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5月 10日 晚間 7:18時從桃園機場出發，同日下午 4:13時抵達美國洛杉磯國際

機場，至下榻旅館 UCLA Guesthouse 

5月 11日 參加研討會，發表論文。 

5月 12日 參加研討會。 

5月 13日 周日前往探視由本人所擔任 coordinator 的本校與美國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共同執行之 NTNU-UCLA Taiwan Studies Initiative 計畫所薦送的兩位訪

問生：翻譯所博士生陳湘陽與英語系碩士生蘇揚傑，木在在於了解兩位學生的

修課與 生活狀況。 

5月 14日 中午 12:36時從洛杉磯國際機場出發返台。 

5月 15日 下午 4:30時抵達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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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會心得 

 

    5月 11-12日由台師大與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共同舉辦的國際研討

會於 UCLA校園舉行，會議主題為「原住民知識在臺灣：比較與關係視角」 

(Indigenous Knowledge, Taiwan: Comparative and Relational Perspectives)。本會集結

了台灣與美國相關領域的菁英學者齊聚一堂，針對原住民議題展開熱烈的討論，不

僅為兩校在學術與教學上帶來更密切的交流，同時也深化了台灣議題的國際性對

話。 

本研討會為 UCLA-NTNU Taiwan Studies Initiative的年度活動之一，由 UCLA的史

書美教授所策畫。為期兩天的會議共有 16篇論文發表，並安排一場原住民作家論

壇。討論的焦點以台灣為軸心，進而擴大至美國、墨西哥、沖繩、菲律賓、紐澳等

地區，從不同的族群與地政學視角探索關於原住民知識的課題。與會人士除了來自

台師大與 UCLA的學者之外，更還包括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紐約大學、密西

根州立大學、以及中研院、東華大學與政治大學的多位教授，現場亦吸引了許多熱

心的研究者與學生加入討論。本研討會無論在規模或議題的多元性上，都是美國學

界相關研究中首開先河的一大盛會。本人亦於會中發表論文，和與會學者有充分的

討論，受益良多。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摘要：The literature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was not recognized until the 

beginning of the 1980s. Along with the rise of democratic movements in Taiwan and 

the indigenous rights and cultural revival movement worldwide, there are more 

indigenous writers devoted themselves to literary cre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go 

deep into history and trace the trajectory of how literary history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was formulated. That is, to observe how the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Literature is seen as an organic entity in which different peoples 

have come together, how the time arrangement he arrangement of different times, 

and looking into what kind of aesthetic or standard of evaluation has been adopted to 

critique the literary works of various cultures.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aiwan 

literature. With the comparative view, this paper hope to examine what difficulties 

and limitations the current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encountered methodologically and theoretically, and what will be the new 

direction for its break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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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最為深入的時期。《愛書》前後總共推出十五輯冊，其所展示的內容豐富多
彩，包含史學、文學與書誌學等等，既具學術價值又兼推廣之趣。由於「台灣
愛書會」特殊的成立背景與成員來歷，再加上《愛書》豐富的內容，因此，透
過對於兩者的研究，除了讓我們看見日治後期有關「閱讀的樣態」(書籍的印
刷出版與流通、帝國底下的知識建構、讀者意識)之外，更得以一窺作為典藏
的「史料的收集與詮釋」、以及「書籍製作」(裝幀、書籍作為文化創意產品
)等等面向。透過「台灣愛書會」與《愛書》進行考察，讓我們循線追索台灣
在日治後期關於「書籍」的生產、發行與接受，以及「史料」的蒐集、建置與
詮釋等等，本計畫也進一步將此些環節進行串聯與分析，而鋪展出帝國底下關
於知識的建構與流通等樣貌，讓我們了解書籍此一文化產品如何被包裝而呈現
出怎樣的在地特色、或如何與文學文本「互文」的過程。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本計畫除了清楚勾勒「台灣愛書會」與《愛書》的歷史之外，也將擴大觀察帝
國底下的閱讀樣態以及知識的建構與流通，並進一步了解書籍此一文化產品如
何被包裝而呈現出怎樣的在地特色或意識形態等問題。而這些都是目前較為缺
乏的研究主題，因此，本研究的成果除了能夠拓展學術視野之外，也可作為未
來有關文創研究的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