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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作為日治時期臺灣政治運動思想背景之一的大正民主思潮，在經由日本

的臺灣留學生學習及介紹之下進入臺灣，影響了當時的知識份子，同時

對於日治時期臺灣政治運動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啟蒙作用。本研究所欲理

解的問題如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潮流的氛圍下，作為世界

思想潮流之一的大正民主思潮其思想內容為何、大正民主運動的思想家

對於殖民地台灣的見解及意見、臺灣留日學生受到大正民主思潮的何種

思想啟蒙及影響、泉哲及田川大吉郎對於日治時期臺灣政治運動的具體

影響。 本論首先就大正民主思潮的內容，由其發展的時代背景至其思想

內涵，對於大正民主時期的思想作一完整的理解。並歸納大正時期的殖



民地統治理論，分析當時對於殖民地臺灣所採用的殖民政策以及殖民政

策學者的主張。其次在上述內容的基礎之上，將對於日治時期臺灣政治

運動的思想理論上有啟蒙作用的殖民政策學者泉哲、於實際運動上大力

支持的眾議院議員田川大吉郎作為研究對象，以人物的思想及其活動為

研究主體，深入探究此兩人對於臺灣政治運動之具體影響。最後就大正

民主思潮對於日治時期臺灣政治運動所產生的影響作一歸納，以理解大

正民主思潮如何透過時代背景、人文思想以及泉哲、田川大吉郎實際的

活動，對於臺灣政治運動所產生的啟蒙及影響。綜合地探究大正民主思

潮與日治時期臺灣政治運動之間的關聯性。 

摘要

(英) 

Taisho Democracy thought, one of the Taiwan political movement background 

thoughts in Japanese Ruling Period, has great influence on elites in Taiwan and 

has an enlightenment effect towards Taiwan political movement development 

under Japanese Ruling Period by Taiwanese oversea students in Japan introduced 

into Taiwan. My study intends to answer four questions as following: First of all, 

what are the contents of Taisho Democracy thoughts. Second, what are the 

thinkers’ opinions about colonial Taiwan? Third, how and what Taiwanese 

oversea students are affected by Taisho Democracy thoughts? Finally, what are 

Izumi Akira’s and Tagawa Daikichiro’s concrete influences towards Taiwan 

political movement in Japanese Ruling Period? In order to answer the above 

questions, I am going to have a full picture of thoughts of Taisho Democracy. 

And then conclude the colonial ruling theories in Taisho Democracy; analyze the 

colonial policy towards Taiwan and the colonial policy scholars’ opinions. 

Based on previous study, I’ll focus on Izumi Akira, who has enlightenment 

effects on Taiwan political movement, and Tagawa Daikichiro, who support the 

Taiwan political movement actively, and study their thoughts and action to 

research their concrete influences on Taiwan political movement further. Finally, 

I’ll make a conclusion about how Taisho Democracy influences Taiwan political 

movement in Japanese Ruling Perio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Taisho 

Democracy has influence on Taiwan through background, thoughts, and Izumi 

Akira’s and Tagawa Daikichiro’s actions. And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sho Democracy and Taiwan political movement in Japanese Ruli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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