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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教青史盡成灰
《吳鐵城重要史料選編》序

▓王文隆

吳鐵城先生為中國國民黨重要的黨

務幹部，在黨務工作上，他不僅曾經追

隨孫中山先生，也曾於港澳總支部、海

外部供職，後擔任中國國民黨秘書長，

參與核心黨務工作，對中國國民黨黨務

推展，以及中華民國國政發展，都居功

厥偉。

吳鐵城先生對黨政事務的貢獻良

多，在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

館所藏的史料中，亦能窺見他在抗戰期

▲民國34年9月3日，抗戰勝利，吳鐵城在重慶
的慶祝抗戰勝利大會中致詞。

間經營港澳總支部，推動組織與情報工

作；任職海外部部長時，推進海外黨部

業務，呼籲僑胞同起抗敵；任職中央黨

部秘書長時，亦推動人員培訓、情報刺

探、扶助周邊國家，以及黨團合一等多

項重大工作。若非有過人的意志與能

力，恐難負荷。

本書以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

會黨史館所藏，吳鐵城先生曾經呈報、

批示或是參酌意見的黨務文書為主，時

間起自民國四年，終於民國三十七年，

前後三十餘年。所收資料含括環龍路檔

案、漢口檔、會議檔案、特種檔案與一

般檔案，共近百件重要史料，以國立台

灣大學圖書館曾協助本館進行過的數位

化資料為本，再經審編成冊。選編的出

版，在華僑協會總會的協助，以及理事

長陳三井教授的支持下，由我與政治大

學歷史系碩士邱炳翰先生，耗時半年，

完成初步篩擇，再經陳三井老師檢視定

案。本書雖難以概括吳鐵城先生豐富的

黨職生涯，但已經將他所參與的重要資

料加以揀選，另加上摘述與內容描述，

方便各方學者、專家利用，公諸於各位

學界先進，使這段歷史的相關素材能更

便於取用，進而瞭解吳鐵城先生，及其

經歷的時代。（作者為中國國民黨文化

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主任）

日本台僑第二代的身分認同

公民身分的探討
▓陳雅慧

研究動機與目的
因自小居住在日本，從筆者童年

時期開始，便經常接觸一群身分特殊的

人－1970年代後由台灣移居日本的台僑

子女。這些台僑子女的父母，有些會在

子女年幼時選擇讓他們歸化成為日本

人、其餘的則為他們申請比歸化更困難

的「永住」資格。「永住」為日本政府

給予外國人的一種居留資格，其特色為

在日本居留一定年限後取得資格便不需

申請簽證以及可享有政治權外的權利；

「歸化」則是取得日本國籍成為日本的

一份子後，可以享有與日本人相等的權

利，多數台僑因日本國籍較為方便及有

利，於是選擇歸化取得日本籍。然而，

不管是歸化者或永住者，都可能另外藉

由各種管道，接觸台灣文化及語言，無

論是順應著父母期望、自願申請就讀

在日本的中華學校，甚至是到台灣就學

等。他們會因為自己是永住者或歸化者

影響和台日兩地的連帶和自己對身分的

認同嗎？

即便台僑第二代的永住者對台灣並

沒有很強烈的感情，但各種因素使他們

在成長後對申請日本國籍保持消極的態

度。其中一項很重要的因素，便是與日

本其他外國人相較下，永住者的身分多

了一層額外的保護，他們不但能在台日

間來去自如，也優於台灣人和日本人，

擁有在兩地居住的權利。至於台僑第二

代歸化者，雖法律上認同自己的日本國

籍，但內心卻很容易陷入身分認同的危

機，雖然他們能夠自由在兩種身分間游

移，但不會對日本人強調台灣血統；在

身處台灣人群體時，因日本籍而感到分

外疏離、不協調、以及居留限制，導致

對個人身分感到彷徨。因此，介於台灣

人與日本人的獨特認同隨之形成。但不

論是永住者或歸化者，他們也可能運用

這種認同所帶來的彈性，依照不同情境

的需要，強調台灣人或日本人的身分。

因此，本研究的主體為日本台僑第

二代的身分認同過程。第二代有自己的

認同背景，包括家庭環境、語言、教育

以及過去的經驗，都是他們產生自我認

同的基礎。然而當他長大後思考公民身

分與他的關係時，和日本人及台灣人互

動時，被日本人誤認為中國人時，原有

的認同將面臨挑戰，對台灣、日本都缺

乏完全認同情況將使他們產生新的認同

方式。本研究想了解歸化日本籍和保持

編按：本文係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系研究

所研究生陳雅慧〈日本台僑第二代的身

分認同：公民身分的探討〉碩士論文精

簡版，該論文榮獲本會103年華僑華人碩

士論文獎金。指導教授曾嬿芬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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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公民身分將挑戰公民及國族認同。雙

重公民身分之所以對於當代國家構成棘

手問題是因為各國處於一種將彼此視為

潛在敵人或對手的國際體系中，因此，

讓移民擁有雙重國籍/公民身分無異於挑

戰國家安全。

最後，從曾嬿芬、吳介民的理論

角度來看，移居國與移出國國家政策會

影響遷移發生，以及如何發生等重要面

向。因此台灣與日本之政策將影響台灣

人遷移日本的各種決策與行動。在移居

國部分，日本設計身分制度如簽證、外

國人登錄證等，影響台灣人民在日本居

留期限、以及成為公民之可能性；在移

出國部分，台灣政府擬訂法令規定台灣

居民移居日本後，新取得正式身分與在

台灣既有身分之間有哪些可以重疊，有

哪些必須切斷。如汪宏倫在台灣與中國

跨國流動者的研究發現，對於大部分台

灣移民而言，最大利益是既得到中國政

府優惠拉攏、又保有台灣公民權益。同

樣的道理也可以發生在日本台僑身上，

那麼，沒有選擇雙重身分者又是如何看

待自己身分呢？

研究架構
經過文獻回顧，筆者目前提出日

本台僑的永住及歸化所產生的身分，將

影響他們的中文程度與生命經驗，進而

左右他們對於族群的認同。因此研究假

設將嘗試回答：1.永住與歸化兩種身分

如何造成台僑第二代在認同上的差異；

2.如何影響台僑第二代與台灣和日本間

的關係；3.這些又如何影響他們對於擁

有雙重國籍的思考。

首先，台僑第二代由第一代幫他們

選擇公民身分，因此可能會影響到第二

代初期對自己身分的定位，例如家庭狀

況、與台灣的互動情形、經濟背景、年

齡等個人背景也會讓第二代對身分認同

有不同定位。

其次，父母選擇永住或歸化，使他

們的公民身分為日本人及台灣人，並以

此身分進入日本社會。但因為台灣

血統，歸化的第二代並不能視自身為純

正的「日本人」，他們也因為長期在日

本居住，而與台灣本土長大的人間有一

定程度的差距，導致他們在身分認同上

的游移。此外，台僑第二代因為在膚色

等外表上與日本人相似，差異不大的情

況下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會特別顯示自身

的族群性。因此當他們對外表示自身的

身分認同時，其所代表的不僅是血緣層

面的情感，更包含了利益層面考量，如

申請雙重公民身分等。

最後，筆者欲探討這層社會關係對

台僑第二代的重要性，包括在生命的某

個歷程、或是在日常生活中，這樣的特

殊身分對他們所造成的影響。

研究方法、範圍與對象
本文希望了解在日本的台僑永住與

歸化者的家庭建立孩子認同的過程、以

及對第二代對自身認同的看法，必須由

微觀層次著手，了解個別家庭的生命經

驗以及跟台灣的互動。因此採用質性研

究的深度訪談為主、參與觀察為輔。

參與觀察
在本研究中，透過各華僑組織（比

如東京華僑總會、台灣同鄉會、東京台

灣商工會議所）所介紹的受訪者家庭

作為切入點，觀察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互

動。針對部分受訪者，亦將前往受訪者

家庭進行訪談，同時觀察受訪者與家人

台灣公民身分的台僑第二代，在認同協

商過程中，有什麼異同？本文嘗試探討

以下幾個問題：1.永住與歸化兩種身分

如何造成台僑第二代在認同上的差異；

2.如何影響台僑第二代與台灣和日本間

的關係；3.這些又如何影響他們對於擁

有雙重國籍的思考。

文獻回顧
本研究將由公民身分與族群研究

身分認同之觀點進行研究。第一部分為

Rogers Brubaker的公民身分，第二部分

為族群性，第三部分為雙重身分。以下

將分述相關概念與文獻：

公民身分(citizenship)
對移民而言，公民身分可以決定

生命機會及社會位置（勞動市場、租

屋、教育體系等），不同於有出入境

及工作權和居住權之公民，移民需成

為公民才能擁有以上權利，但對移民

而言，更重要的是居住狀態（特權、

長期居住、永久居住權），並非公民

身分（Rogers Brubaker，1989）。現

代國家成員除了公民（citizenship）之

外，還有Tomas  Hammar所稱之「永

住者（denizenship）」，兩者皆屬於

民族國家，都是國家共同體（national 
community）的一部分。

長期居住國外的外國人，雖然會積

極參與社會和經濟活動，但是沒有政治

權和成員義務。雖然不是完全的成員，

不過在社會權和經濟權面上與公民並無

差別。公民身分之概念說明，移民想申

請當地公民身分的理性因素，但人們除

了理性層面外也有感性部分，族群性文

獻剛好可以解釋人們對族群認同之想

法。

族群性(ethnicity)
族群性分為本質論（primordialist）

及工具論（instrumentalist）兩種學說

（Yen Espiritu，1992），本質論者主張

出生賦予，工具論者則認為族群性是策

略性道具或資源，當某個族群性可以比

其他族群性有更大回饋時使用，因此族

群不只是情感性組織，也是利益集團，

在個人情感及物質支援之下，個人會選

擇身分認同。

在族群性研究中，族群認同被視

為一個變動及複雜之社會現象。因為人

會在不同時間和地點回答不同族群認

同。不僅如此，它也在不同族群界線中

流動，並在特定社會脈絡及結構中影響

個人認同。另外，族群認同因生命歷程

和跨世代而有所改變，並時常有意識及

無意識的產生變化。例如台僑與在日韓

國人一樣，膚色及外表與日本人並無差

異，因此強調台灣血統為有意識的對外

公開。

研究者認為公民權及族群性概念，

雖然可以解釋移民選擇歸化之原因，但

本身有其侷限，不能解釋移民繼續保留

母國公民身分。近年討論的雙重身分，

正好值得本研究參照。

雙重身分：策略？認同？
隨著全球化，近年來雙重身分成

為許多文獻所討論之議題。移民不僅

申請移居國公民權，也保留母國公民

權是考量到社會經濟面（曾嬿芬、吳

介民，2010）。雙重公民身分（dual 
citizenship）出現在母國比地主國優時，

為政治上忠誠，表示自己是母國公民，

因此明顯區分成員及非成員，但在地主

國及母國之間處於政治緊張局勢時，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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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對菲律賓華文教育
援助之比較

▓張榮顯

研究動機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派遣教師到菲

律賓投入華文教育工作行之有年，並且

提供當地華校、社團組織進修研習營、

短期培訓班的機會，亦編寫語言教材供

當地學校使用。從2007年起更派遣替代

役男前往華校任教，筆者即係於2010年5

月到2011年4月以替代役男身份前往菲律

賓從事華語教學工作，支援華校以解決

當地師資不足的問題。

筆者利用這一年親身教學的機會，

實地調查菲律賓華文教育的現況，了解

菲律賓華社情形，從中發掘兩岸在菲律

賓所投入的教育資源越來越不平衡。

中國大陸對臺灣的僑教工作不斷地

追趕及超越，並逐漸以漢語拼音、簡化

字，以及具有意識形態的教材教授菲律

賓華人子弟，排擠僑務並打擊我國外交

士氣，海外僑民教育的推展攸關文化紮

根與傳承，更是維繫僑社發展的基石。

因此，本文欲整理出兩岸對菲律賓華文

編按：本文係中原大學華語文學系研究

所研究生張榮顯〈臺海兩岸對菲律賓華

文教育援助之比較研究－以菲華文教中

心與菲律賓華文教育研究中心為例〉碩

士論文精簡版，該論文榮獲本會103年華

僑華人碩士論文獎金。指導教授夏誠華

博士。

教育的資源輸出，提供相關單位作為擬

定在菲律賓推動華語文教育政策之參

考。

研究目的
瞭解兩岸政府對菲律賓華文學校輸

出的教育資源，透過文獻資料的蒐集，

勾勒出臺灣和中國大陸對菲律賓華文教

育輸出的模式和內容。

此外，走訪兩岸三地的教育相關

單位後，更深入了解各自付出的教育資

源。透過比較知道資源素質的優劣和數

量的差距，釐清臺灣方面目前還有什麼

優勢、劣勢，以及有什麼資源重疊的地

方，也是否有可以向對岸借鏡學習之處

是本文寫作的最大目的。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文比較臺海兩岸對菲律賓華文教

育援助資源，主要以駐菲律賓臺北經濟

文化辦事處僑務組成立的菲華文教服務

中心，以及菲律賓華文教育研究中心為

比較的對象。

本文主要聚焦於文教中心與華教中

心各自承辦之四個面向「援助師資」、

「師資培訓」、「教材方面」、「舉辦

活動」之工作業務比較。

研究方法與架構
在釐清兩岸針對菲華教育的資源

輸出後，接著以訪談的方式蒐集更多資

的互動，過程中筆者將以半熟人半研究

者的身分進入，表明研究者身分同時也

能參與互動。

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的對象為1970年代後來

日之台僑，限定在1970年代後有兩種原

因，一方面是為了區分老華僑，一方面

是因1970年代的台灣因經濟成長，民眾

移居海外人數大為增加。

另外，也將受訪家庭分為「永住

者家庭」及「歸化者家庭」兩大類，每

類再細分「自營業家庭」及「上班族家

庭」。以參與各華僑組織（如東京華僑

總會、台灣同鄉會、東京台灣商工會議

所）的家庭、或是小孩曾經讀過中華學

校的家庭作為受訪者。並用滾雪球方式

尋找受訪者，盡量地納入各種年紀差

距、職業差別、生活背景差異的家庭。

已訪談永住者及歸化者的第一、二代總

共22位。

成果
本研究的貢獻有以下三個面向：

1.日本的移民政策使申請永住資格

比歸化更加困難，此為日本移民政策的

特色。永住者的公民身分也影響兩代的

發展，第一代較不融入日本社會，第二

代與台灣的關係變疏遠。訪談資料顯

示，歸化是外國人在日本的最佳選擇，

那麼，為什麼第二代永住者不選擇歸化

呢？事實上，他們長大可以選擇公民身

分時，卻不選擇歸化，繼續當永住者，

這是因為認為處在中間的灰色地帶使他

們不必選擇台灣人或日本人，也不必經

歷繁雜得申請程序，反而是他們現在身

分狀態的最佳選擇。

2.雙重身分面，此前的文獻研究指

出，雙重身分主要是基於策略性考量，

本研究發現，雙重公民身分者的工作性

質影響策略性考量因素，例如經商的雙

重公民身分者有減稅的優惠，其他多數

雙重身分者並未意識到其優勢。此外，

比較雙重身分的公民權時，雙重國籍者

有台灣、日本兩國的參政權，雙重公民

身分只有台灣的參政權。

3.族群性層面，首先，永住者因為

沒有日本姓氏，因此在心態上有了落

差，加上日本雖然提倡多文化共生社

會，但歐美及亞洲血統之間有階級高

低，打破了「日本是單一民族、單一國

家、單一語言」的迷思。其次，「華

僑」所包含的意義，不只是泛族裔、族

群忠誠度等，更是做為區隔自身與台灣

留學生及中國新移民（new comer），表

示自己更在地、更貼近日本人的工具。

（作者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系研究

所）

▲日本東京中華學校小學上課情形，他們是本文探討研究的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