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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u-min-ka movement  

摘要

(中) 

皇民化運動開始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盧溝橋事變，隨著戰爭的結束

也就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日畫下句點。本論文由五章所組成，分別是

第一章 序論、第二章 皇民化運動的契機、第三章 前期的皇民化運動

（1937 年?1940 年）、第四章 後期的皇民化運動（1941 年?1945 年）、

第五章 結論。本論文最主要是透過史料的整理，找出皇民化運動的諸政

策對台灣社會文化帶來之影響為何，並釐清其關聯性。 在前期的皇民化

運動中以國民精神總動員為主體，其中較引人注目的社會教化運動可說

是部落教化運動、國語普及運動以及改姓名政策。雖然日本殖民政府試

圖透過這樣的政策來塑造一個日台無差別的台灣社會，但是本質上仍然



不脫上下分明的殖民與被殖民的典型關係。 在後期的皇民化運動中以

1941 年成立的皇民奉公會為運動的指導機關，可分為第一期 皇奉會的

組織化及三大目標和第二期 機構刷新及總蹶起運動。本期最大的特徵是

透過以文化為手段將奉公的精神成功的灌輸到台灣社會當中。 最後本論

文釐清皇民化運動實質並非以認同的同化為最終目的，而是試圖將台灣

人民改造成適合於戰時日本的人力資源，伴隨著這樣的過程所帶來的是

台灣文化對日本的親近性格。  

摘要

(英) 

Kou-min-ka movement is started in July 7th, 1937, and ended in August 1st, 

1945. There are 5 chapters in this thesis, they are Chapter 1 - The introduction, 

Chapter 2 - The beginning of Kou-min-ka movement, Chapter 3 – The early part 

of Kou-min-ka movement(1937-1940), Chapter 4- The late part of Kou-min-ka 

movement(1941-1945), and Chapter 5 – The conclusion. By the research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thesis try to find out what kind of influence that Kou-

min-ka movement had brought into Taiwan’s society and culture, and also try to 

mak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se two more clear. In the early part of Kou-min-

ka movement, it educated people as Kou-min who are suitable for country needs. 

In the late part of Kou-min-ka movement, it successfully put Hou-kou’s thought 

into Taiwan’s society by using cultural means. As a conclusion, Kou-min-ka 

movement has no attempt to change Taiwanese identity into Japanese; it only tried 

to make Taiwanese more useful to Japan at war. Kou-min-ka movement also 

made Taiwan’s culture more close to Japan.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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