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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政治史研究回顧

歷史學家 Eric Hobsbawm 說：「歷史做為國族主義

者、種族主義者或基本教義派會加以運用的一種原始材

料，正如同罌粟乃是海洛因的原料一般」；1 一語道破歷

史與政治的關係。根據彭明輝的研究，他以 1945-2000

年臺灣各大專院校歷史相關系所學位論文所做為統計分

析對象，分為臺灣史、中國史與世界史三大範圍，發

現臺灣史學位論文只佔了總量的 15.9%，而中國史高達

73%，世界史也只有 11.1%；並且，臺灣史學位論文絕

大多數是解嚴後才完成，解嚴之前臺灣史領域鮮少人敢

去觸及，1990 年之後論文數量急速爆增。2 彭教授的統

計分析說明臺灣史研究的重要現象，解嚴前，中國史是

史學研究的正統，當時臺灣史研究乏人問津，顯然是受

到政治因素的影響。

政治因素使得臺灣史研究遲遲不前，相對於國內的

層層束縛，1980 年代以前臺灣史研究在海外較不受限

制，因此得以捷足先登，並獲得一定成果。例如日本與

美國先後有王育德、許世楷、陳以德的政治史研究；劉

進慶、涂照彥、陳玉璽的經濟史研究，陳隆志、彭明

敏、戴天昭對於臺灣在國際法地位方面的研究，美國夏

威夷大學教授 George H. Kerr 的《被出賣的臺灣》等等，

都是較早期的成果。由於在日本與美國，臺灣研究本非

學界主流，前述研究者能夠戮力從事臺灣研究，若非具

有強烈政治意識，就是對臺灣處境特別關心者。

1987 年解嚴，對臺灣史研究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隨著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進程，學術界開始展現蓬勃

活力。1990 年以來，臺灣研究熱鬧非凡，戴寶村教授戲

稱臺灣史研究已從「險學」走向「顯學」。3  

臺灣史研究在過去十幾年來大大躍進，在研究取向

上究竟有何變化？張炎憲曾批評，解嚴前之臺灣史研究

充斥著統治者史觀、中國中心主義與漢人中心主義三大

偏見。4 1990 年代以來口述歷史甚為流行，歷史學者熱

衷於採集民間對二二八、白色恐怖等重要歷史事件的記

憶與觀點，回憶錄、家族史、特殊世代或集體經驗的歷

史書寫也不斷問世，可以視為庶民史開始受到重視的表

徵。其次，曹永和院士所提出「臺灣島史」的主張，5 

無疑是對中國中心史觀的挑戰。而近年來原住民史、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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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史、眷村史、女性史、新住民史的蓬勃發展，眾聲喧

嘩，正揭示著多元族群觀點的到來。張炎憲所批判的三

大偏見，正被一一克服中。

隨著臺灣社會的民主化，筆者發現臺灣政治史在研

究主題與史料運用方面，也有些許變化。首先是研究主

題從早年的荷治、明鄭，逐漸著重於日治，更有愈向當

代推進的趨勢。以學位論文為例，施志汶統計自 1993

到 2002 十年間，國內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共 1,040

篇，其中臺灣史碩士論文數量急速增加，遠遠超過過去

四十年的總產量，共有 340 篇，佔全部論文數量的三分

之一強。臺灣史論文中又以戰後史 124 篇，佔研究成果

近四成，比例最高。碩士論文反映出的臺灣史研究趨勢

是由近而遠，戰後史正是最受年輕研究者偏愛的範疇。

同時，該統計也發現，  戰後臺灣史碩士論文是以政治史

為重心，其中又以反對運動與異議人士研究為主。6 其

次，過去政治史研究偏重「統治史 vs. 反抗史」的架構，

例如清領時期的治臺政策與民變研究，日治時期有關日

本統治當局殖民政策與臺灣人的武裝抗日、反殖民運動

研究，是最受到青睞的主題，也累積了最多研究成果。

例如，林玉茹等回顧 2000 年以前清治時期政治史研究

成果以政策、制度與民變、械鬥為主；日治時期政治史

研究成果集中在殖民統治政策、割臺之役與抗日運動等

三個面向。7 筆者認為，這種現象的發生與史料侷限有

關，過去臺灣史研究大量依賴官方檔案，難以跳脫清廷

檔案、總督府檔案中所記載官方觀點的限制；近年來有

愈來愈多民間史料的發掘，口述史料、民間文書、日記

書信等史料的出土，擴大了政治史研究的視野與詮釋角

度，可說是臺灣政治史研究的第三個變化。

相較於林玉茹等人的整理，筆者發現 2007 年臺灣

政治史研究成果，在方向上已有轉變，除了統治政策與

制度、抵抗運動面向以外，有關建構殖民知識與形塑國

族認同的論文數量也相當可觀。經過討論，政治史中有

關統治政策與制度部分由鍾淑敏教授負責，本文主要在

討論有關抵抗、認同、知識建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二、抵抗與認同

2007 年臺灣政治史研究成果中，站在臺灣民眾史、

庶民史立場出發，探討臺灣人在各個時代的集體思維、

政治認同與抵抗行動者，仍是最重要的研究課題。

綜論性質方面，前《民眾日報》主筆邱國禎將其在

該報所發表近三百篇臺灣史短文輯成的《近代臺灣慘史

檔案》一書出版，8 雖然不是學術性著作，但範圍從臺灣

民主國、日治時期以迄戰後白色恐怖時期，內容包羅萬

象，兼及民間傳說與相關人士口述訪問，是相當生動通

俗的作品。林呈蓉的〈從日本的殖民統治談臺灣人「國

家」意識的型塑〉，認為日治時期的文明體驗與近代教育

的滲透，形成臺灣社會特有的常民文化、精神價值與公

共意識，大異於其他華人社會。9 陳君愷檢視日治時期成

立的臺灣民眾黨，其眾多成員在戰後繼續反抗國民黨統

治，此種反抗壓迫、追求公義的精神，不容被當代企圖

「連結臺灣」的政黨支解利用、斷章取義。10 江宜樺則將

戰後臺灣政治思想區分為革命民主、自由主義、新儒家、

左翼統派與臺灣民族主義五類，說明這些政治思想的主

張內涵、起落發展，及與臺灣民主運動的關係。11 此外，

若林正丈的《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是 1983 年出版的

舊作與 1984-1997 年間四篇論文的集合，由其門生翻譯

為中文後出版，12 雖是舊作的譯本，但仍是日治臺灣史

與臺灣民族主義研究方面不可忽略的重要作品。翁佳音

的《臺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也是舊作

6　施志汶，〈近十年歷史研究所臺灣史碩士論文之考察（1993-2002）〉，《臺灣史料研究》21（2003.9）: 5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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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林呈蓉，〈從日本的殖民統治談臺灣人「國家」意識的型塑〉，《當代》237（2007.8）: 24-36。

10  陳君愷，〈緬懷從「臺灣」與「民眾」出發的臺灣民眾黨〉，《當代》238（2007.9）: 96-107。

11   江宜樺，〈臺灣戰後政治思想與民主運動〉，《臺灣社會研究》65（2007.3）: 191-199。

12   若林正丈著，臺灣史日文史料典籍研讀會譯，《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臺北：播種者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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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翁佳音，《臺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 臺北：稻鄉出版社，2007）。

14   陳俊宏，〈歷史小說中的臺灣民主國〉，《臺北文獻》161（2007.9）: 95-152。 

15   陳景峰，〈「曾文農組合」中領導分子的角色探討〉，《臺灣風物》57:1（2007.3）: 143-164。

16   鄭志敏，〈日治時期高雄市臺籍人士地方自治參與之研究〉，《高市文獻》20:1（2007.3）: 58-153。

17   王政文，《臺灣義勇隊――臺灣抗日團體在大陸的活動（1937-1945）》（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7）。 

18   曾文亮、王泰升，〈被併吞的滋味――戰後初期臺灣在地法律人才的處境與遭遇〉，收入薛月順編，《臺灣 1950-1960 年代的歷

史省思――第八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7），頁 273-332。

19   陳翠蓮，〈戰後初期臺灣人的認同轉變〉，《兩岸發展史研究》4（2007.12）: 81-124。

20   蘇瑤崇，〈從「終戰」到「光復」期間臺灣政治與社會變化〉，《國史館學術集刊》13（2007.9）: 45-87。

21   湯熙勇，  〈烽火後的同鄉情――戰後東亞臺灣同鄉會的成立、  轉變與角色（1945-1948）〉，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9:1（2007.3）: 

1-50。

22  湯熙勇，〈公平對待與秩序維持之間――日本東京澀谷事件對臺灣人的審判（1946-47）〉，《亞太研究論壇》35（2007.3）: 1-35。

23   侯坤宏，〈戰後臺灣白色恐怖論析〉，《臺灣 1950-1960 年代的歷史省思――第八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 177-219。

24  陳儀深，〈彭明敏與海外臺獨運動（1964-1972）〉，《臺灣 1950-1960 年代的歷史省思――第八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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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廖珮涵，〈選舉活動的傳單研究（1980-1990）〉，《臺灣史料研究》29（2007.4）: 183-210。

26   陳佳宏，〈解嚴前後臺獨運動之匯聚〉，《臺灣文獻》58: 4（2007.6）: 1-40。

再版，針對武裝抗日運動提出經濟因素與宗教因素的詮

釋，13 在武裝抗日史久無新人新作的情況下，其說仍然

獨領風騷。

其次，透過史料發掘耙梳重新探索或詮釋日治到戰

後臺灣人抵抗行動的相關研究，成果堪稱豐碩。日治統

治，有陳俊宏由諸多史料與民間傳說討論臺灣民主國相

關小說中虛虛實實的歷史，是通俗可親之作。14 陳景峰

以口述訪問為主，檢視曾文農民組合農民運動與地方菁

英、農民抗爭活動的性格與模式，支持前行研究者所提

出日治時期農民運動由地方菁英領導、其興衰取決於經

濟理性看法。15 鄭志敏以紮實的史料為依據，分析 1920

年代官方任命的高雄市街協議會員與 1935 與 1939 兩次

選舉產生的高雄市會議員的背景差異、官派與民選議員

對社會流動的影響，及日治時期地方自治經驗對戰後政

治的影響。16 王政文重新梳理國民黨黨史會等相關史料，

以李友邦的臺灣義勇隊為主，探討日治末期臺灣人抗日

團體在中國大陸的活動，17 但就使用之史料與認同等問

題的探討上，並未超出前人的研究成果。戰後方面，曾

文亮、王泰升詳實地整理出日治時期受法律教育的菁英

人才，並從政治、專業與法學教育三個領域呈現臺灣在

地法律人才在戰後初期被排拒、否定的遭遇，具體說明

臺灣菁英在戰後政權變動中的不堪處境。18 陳翠蓮從政

治與文化兩個面向，將戰後初期臺灣人的祖國體驗定義

為「再殖民經驗」，並檢視此經驗對臺灣人國族認同的衝

擊。19 蘇瑤崇依據鈴木茂夫所搜集的臺灣總督府在臺統

治最後文書等史料作翻案文章，指戰敗之初日本政府仍

有良好統治能力維持臺灣治安，欲推翻吳濁流所提「政

治真空期」臺灣人自律自制之說；又認為辜振甫等人的

獨立運動是自發行動，並非日本少壯軍人煽動等等，20 

文中雖屢有驚人之語，卻不無獨信日人資料之偏。湯熙

勇從外交部檔案著手，探討戰後初期海外臺灣人返鄉問

題與日本等東亞地區臺灣同鄉會的角色；21 也對甚少被

研究的 1946 年澀谷事件的發生背景與審判過程，做了

完整清晰的鋪陳。22 侯坤宏以諸多口述史述史料與回憶

錄呈現白色恐怖時期天羅地網無所不在的情形；23 陳儀

深藉由新公開的外交部檔案梳理彭明敏事件始末及與海

外臺獨運動的關係。24 廖珮涵整理美麗島事件後黨外人

士歷次選舉動的競選傳單，呈現臺灣民主運動從谷底的

悲情自抑，歷經整裝振作，終能走出陰霾、標舉理想的

過程。25 陳佳宏則敘述解嚴前後臺灣島內外的獨立運動

匯聚、衝撞體制的過程，終於迫使刑法一百條「思想叛

亂」修正，使臺獨言論除罪化、黑名單牢籠瓦解，臺獨

運動得到更寬廣的發展空間。26 吳叡人則從政治哲學的

角度另闢蹊徑，以 Isaiah Berlin 的「積極自由」與「消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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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莫素微，〈戰爭、同化與階級――周金波著〈志願兵〉與公民身分的追尋〉，《臺灣文學學報》10（2005.10）: 131-161。

30   廖秋紅，〈日治末期臺灣人身分認同的演化進程――以臺籍作家的志願兵題材小說為中心（1941.6-1945.8）〉（臺北：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07）。

31   荊子馨，〈現代性／殖民性中的臺灣――亞細亞的孤兒及殖民差異〉，陳芳明編，《臺灣文學的東亞思考：臺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

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頁 360-373。

32   楊正彥，「蔣渭水對臺灣民族運動之影響與貢獻」（宜蘭：佛光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2007）。

33   蔡石山著，曾士榮、陳進盛譯，《李登輝與臺灣的國家認同》（臺北：前衛出版社，2007）。

34   蘇瑞鏘，《超越黨籍、省籍與國籍：傅正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臺北：前衛出版社，2007）。

35   辛德蘭，〈近代日本王室的視察活動――沖繩與臺灣的比較研究 (1891-1941)〉，收入辛德蘭編，《第十屆中硫歷史關係學術會議論

文集》（臺北：中硫文化經濟協會，2007），頁 241-280。

36   蔡錦堂，〈再論「皇民化運動」〉，《淡江史學》18（2007.9）: 227-245。

自由」兩種概念，分析日治時期政治運動與戰後「自由

中國」集團的論述。27  

也有以文學作品進行文本分析，探討臺灣人政治認

同議題者，如黃文鉅認為庄司總一小說《陳夫人》，充

滿迎合皇民化的用心，難脫以官方民族主義宰制臺灣人

的立場。28 莫素微反對以往視周金波〈志願兵〉為皇民

化政策產物的看法，提出周金波以小說〈志願兵〉做為

一公共論壇般，策略性地反映殖民地人民的人性思考、

個人利益算計、對帝國作為與皇民價值的懷疑等面向，29 

提供了深入、條理，令人眼睛一亮的分析。廖秋紅將多

位臺灣作家的志願兵題材小說一併討論，認為不同案例

與作品正顯示日治時期臺灣人身分認同的流動變異與多

重層次的特質，進而批判研究者脫離歷史時空的主觀評

斷，主張文學評論應超越民族道德為唯一審度標準，使

文學作品回到美學與藝術成分的討論為主。30 荊子馨陳

述各種西方文明現代性／殖民性關係之觀點，及歐洲中

心主義與日本中心主義的帝國殖民權力後，指出吳濁流

的《亞細亞的孤兒》提供了一個從殖民地臺灣、被殖民

者的位置出發，對西方帝國主義與日本殖民主義的反論

述。31  

鎖定標竿人物為研究主題方面，如蔣渭水研究仍是

熱門的題材。32 而較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則有，蔡石山

刻劃李登輝從「日本人」成為「中國人」，到覺醒為「臺

灣人」的政治認同心路歷程，分析其心理折磨、待機求

變、沉著堅忍的性格特質，褒貶其政治理念與政策施為；

並在分析李登輝的同時，間接論證了臺灣島民的性格。33 

蘇瑞鏘運用「雷震、傅正檔案」完成傅正的傳記，除了

敘述傅正生涯歷程與對臺灣民主運動的貢獻外，並對其

不斷超越的人生格局、不斷突破種種藩籬的民主信念與

認同選擇多所著墨。34  

三、政治權力與知識建構

解嚴以來，臺灣的學術研究也跟著擺脫束縛，不僅

研究取向上愈呈多元，並且在論證上愈形犀利、具批判

性。政治史研究也從人民抵抗統治壓迫的思想、論述或

集體行動等主題，再進一步，透視政治權力如何藉由知

識建構，改造人們的思想、信仰，形塑偉人崇拜與政治

認同。從抵抗權力到解構權力，政治史研究可說是往前

邁進了一大步。

2007 年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上述的趨勢。節日、儀

典的展演，是國家權力塑造集體認同的重要途徑，日治

方面，辛德蘭探討日本政府如何在新屬地沖繩與臺灣安

排皇室視察活動，如何透過盛大隆重的奉迎表演與迎送

動員，來達到彰顯皇室權威與強化政治向心的目的，指

出臺灣的皇室視察活動比沖繩更加熱烈、頻繁的原因在

於，新附殖民地更需多方連結，以建構官民共享的歷史

圖像。35 蔡錦堂追索「皇民化運動」如何由官報鼓吹與

總督府當局順勢使力下形成；36 「紀元二千六百年」的神

話與奉祝活動如何在戰爭時期盛大展開，並被利用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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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國民認同的用途。37 戰後方面，如蔡佩娥追蹤「清明

節」如何改為「民族掃墓節」，又如何變成「蔣公逝世

紀念日」，拆穿統治權力如何介入、利用民間習俗活動，

暗渡國家民族觀念，甚至灌輸威權領袖崇拜。38 周俊宇

的多篇論文，分別探討了威權統治時期黨、政、媒體聯

手炮製為蔣介石祝壽的現象與所形塑出的偉人形象；39 

國家權力藉由過去歷史選擇性的再製與運用，將青年使

命與國民黨歷史連結，使青年效忠於領袖個人；40 並比

較戒嚴時期、解嚴後到政黨輪替前、政黨輪替後三個階

段中，重要國定節日的改變，來說明國定節日如何成為

政治權力試圖掌控與創造的集體記憶場域。41  

其次，近代國家透過教育，尤其是歷史教育，灌輸

人民有關共同體的想像方式。教科書研究方面，戴寶村

以戒嚴與解嚴之歷史為焦點，比較了解嚴前後高中歷史

教科書的敘述內容，除指出新舊教科書的主要變化，新

版教科書有助於臺灣民主化歷史知識的增長外，也批評

教科書改革幅度太小，對於形塑臺灣人集體記憶、彰顯

轉型正義等方面的不足。42 許毓峰分析依 1975 與 1993

年課程標準所編製的各版國小社會科教科書，竟然發現

有關臺灣歷史知識的比例不增反減，從解嚴前修訂本的

46.67% 降為解嚴後改編本的 18.64%；在歷史、地理、

社會三方面所呈現的臺灣圖像則不甚合理，著重描述現

代臺灣地理與社會，卻缺少歷史深度與集體情感。43 王

郁德以蔣經國時代到李登輝時代臺灣中小學教科書中所

表現的國族主義變動，質疑民主化後雖然多元開放，但

政治權力仍意圖隻手遮天壟斷教育，未能相互尊重妥

協，創造彼此可以認同的價值觀。44 另外，李道緝探討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鄭彥棻主持下的僑委會如何將原

本毫無關係的海外華僑與臺灣連結，形塑華僑對「新祖

國」――臺灣的四海歸心，並分析了為維持這種虛構的

政治認同所付出僑團回國觀光、僑生回國升學、華僑回

國投資等挹助與供養，所造成的不公與質疑。45  

也有諸多研究著手拆解做為統治工具的傳播媒體與

文化媒介。以下，依照研究主題的時間順序，謝侑恩以

戰爭時期所拍攝的紀錄片《南進臺灣》為焦點，說明日

本總督府如何以電影形式為表現手法，選擇性、目的性

地進行宣傳與說服，展示殖民統治政蹟、塑造國族認同

並美化帝國擴張意圖。46 臺師大碩士生何力友透過戰後

五年間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臺灣省政府等的出版品，

析論當局從早期的「去日本化」、「中國化」與「政黨

化」，轉變為「反共」、「戡亂」。47 林果顯考察 1950 年代

的廣播節目內容指出，中華民國政府已逐漸擺脫 1949 年

風雨飄搖的危機，從硬性宣傳轉向軟性的、易親近的手

法，利用生活情境與廣播劇等類型節目，將反共備戰等

信念更細膩地深入人們日常生活中，成為日後嚴密社會

控制的基礎。48 張世瑛以 1950 年代「反共作家第一人」

陳紀瀅的小說《荻村傳》為文本，拆解該小說的敘事結

37   蔡錦堂，〈「紀元二千六百年」的日本與臺灣〉，《師大臺灣史學報》1（2007.12）: 51-88。

38   蔡佩娥，〈國家與民俗節日的關係――以清明節為例〉，《臺灣風物》57: 1（2007.3）: 101-123。

39   周俊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蔣中正在臺時期的祝壽現象及其領袖形象塑造〉，《臺灣文獻》58: 3（2007.9）: 117-148。

40   周俊宇，  〈「時代創造青年」――從戰後臺灣的青年節慶祝看國家權力對青年的形象塑造（1950-1975）〉，  《臺灣學研究》4（2008.2）: 

24-42。

41   周俊宇，〈戒嚴、解嚴與集體記憶――以戰後臺灣的國定節日為中心〉，《臺灣文獻》58: 4（2007.12）: 41-93。

42   戴寶村，〈解嚴歷史與歷史解嚴――高中歷史教科書內容的檢視〉，《臺灣文獻》58: 4（2007.12）: 399-425。

43   許毓峰，《解嚴前後國小社會科教科書中的臺灣圖像》（臺北：稻鄉出版社，2007）。

44  王郁德，「臺灣『民主化』過程中的文化塑造――以教科書為探討中心」（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45   李道緝，〈建構新「祖國」――鄭彥棻時期的僑務工作〉，《國立中央大學人文學報》31（2007.7）: 181-207。

46   謝侑恩，「影像與國族建構――以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日據時代影片《南進臺灣》為例」（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

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47   何力友，「戰後初期臺灣官方出版品與黨國體制之構築（1945-1949）」（臺北：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

48   林果顯，〈戰後日常生活中的反共知識建構――以《廣播雜誌》為中心（1952-1956）〉，《臺灣 1950-1960 年代的歷史省思――第

八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 54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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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探討其如何成為符合官方意識形態與反共文學的範

本，並對該作品加以重新評價。49 陳康芬的博士論文更

指出 1950 年代反共文學的傳布流行，是掌握政治權力

的國民黨透過對文化社群的收編與合謀，所主導灌輸特

定意識形態與文學類型發展的現象，也顯示政治與文學

之間既對抗又協力的複雜權力關係。50 林麗雲則分析威

權體制下三家無線電視台的資本形成，認為統治當局結

合特定私人資本，藉由電視股份與資源分配，與黨政官

僚、私人企業等發展出保護主與侍從的關係，並且在營

利的驅力下，共享寡佔暴利。51 陳佳宏認為美麗島事件

前後國內主流平面媒體的報導，說明在當時臺灣社會所

面臨的危機與變動中，人們需要「替罪羔羊」或「獵殺

女巫」發洩集體的不安與不滿，在威權時期傳播媒體配

合國民黨政府意圖下，美麗島事件正好淪為祭品，成為

社會全體宣洩撻伐的出口。52  

政治權力利用文化媒材操控認同的現象，如果透過

跨時代變動的對比映照，就更顯荒謬與無奈。陳美惠以

官方檔案、田野調查、口述訪問等多種史料，探討 1895

伏見宮貞愛親王征臺時下榻之所臺南鹽水葉家八角樓在

日治時期被總督府指定為史蹟名勝保護物件的榮耀，戰

後政權轉移卻成為日本殖民印記的巨大變化，以及葉家

子孫如何在不同政權下保全私產、面對歷史的過程，53 

鮮明地呈現了政治權力操弄歷史遺跡的荒謬性，也透露

了時代衝擊下常民堅韌的生命力。又，蔡錦堂也透過對

老一輩臺灣人的問卷調查與口述訪問，並以蔡培火戰前

親日與戰後親中的個案表現做為對比，說明跨越兩個政

權的老一輩臺灣人的日本觀受到時空因素極大的影響。

隨著時代的轉變，他們心境複雜，不敢大聲說出他們對

年輕時「日本母國」的觀感，隨著時間與時代調整他們

的感想與說詞，已非親日 vs. 抗日、反抗 vs. 妥協所能概

括。54 明尼蘇達大學教授 Joseph R. Allen 透過臺中公園

等六處日治時期所遺留下的銅製神馬現狀的考察，指出

神馬銅雕上紋飾的毀除、覆蓋所顯示國民黨政府對日本

文化的仇恨與蔑視，而近年來銅馬的修復與複製，則與

臺灣認同與政治意識的變化有密切的關連。55 李朝明的

博士論文則從美學的角度，剖析蔣介石時期、蔣經國時

期、李登輝前期與後期，如何從反共美學、現代主義美

學、鄉土美學到主體美學的過渡、轉向、潛行與重構的

過程，藉由美術與國族主義關係的反省，理解臺灣政治

變遷與臺灣主體性意涵轉化的歷程。56  

四、從二二八研究到後二二八研究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二二八事件研究經過多年的發

展，並未衰微，雖然不能說是日漸壯大，但仍舊在檔案

史料上不斷有所突破，二二八論述與歷史詮釋成為研究

重點。

2007 年 為 二 二 八 事 件 六 十 週 年，多 個 機 構 召 開

二二八事件學術研討會，並從各自不同的研究面向，累

積了可觀的研究成果。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與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合作，其研討會的重點在新史料的發現

與運用，分為回顧與展望、史料發掘與運用、事件中的

49   張世瑛，〈1950 年代反共文學的敘事邏輯與文化政治――以陳紀瀅《荻村傳》為例〉，《臺灣 1950-1960 年代的歷史省思――第

八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 567-596。

50   陳康芬，「政治意識形態、文學歷史與文學敘事――臺灣 50 年代反共文學研究」（花蓮：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

2007）。

51   林麗雲，〈威權主義下臺灣電視資本的形成〉，《臺灣 1950-1960 年代的歷史省思――第八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頁 445-472。

52   陳佳宏，〈「美麗島大逮捕」前後國內輿論情勢之發展――以主流平面媒體為主的分析〉，《臺灣史研究》14:1（2007.3）: 191-230。

53   陳美惠，〈1895 年日本征臺遺跡：伏見宮貞愛親王之鹽水港御舍營所〉，《臺灣文獻》58:3（2007.9）: 223-264。

54   蔡錦堂，〈跨越日本與國民黨統治年代的臺灣人之日本觀〉，《臺灣文獻》58: 3（2007.9）: 1-27。

55   Joseph R. Allen 著、楊美櫻譯，〈臺灣的神馬與意識型態〉，陳芳明編，《臺灣文學的東亞思考：臺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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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許雪姬等著，《紀念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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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石育民，「二二八事件前後的蔣渭川（1945-1947）」（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

61   廖崧傑，「二二八事件期間《臺灣新生報》的角色與作為分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62  顏世佩，「歷史書寫的政治：二二八事件真相的爭奪戰」（臺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63   洪英雪，「文學、歷史、政治與性別：二二八小說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

64  編輯部，〈2 • 28 六十周年特輯題解〉，收入陳映真總編輯，《2 • 28 六十周年特輯》（臺北：人間出版社，2007），頁 1-2。

65   曾健民，《臺灣一九四六•動盪的曙光：二二八前的臺灣》（臺北：人間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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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文學與二二八、原住民菁英的角色、外國人眼中

的二二八等幾個主題，號召 20 多篇的論文，充分應用

近年所新出土的各種史料。57 高雄市文獻委員會所舉辦

的學術研討會規模較小，主題也較集中於二二八事件在

高雄，如鄭志敏討論高雄地區醫生在事件中的受害的情

形，許雪姬根據新史料比對，追究彭孟緝的責任問題、

涂光明其人、情治人員的角色等問題，陳儀深則針對中

研院院士黃彰健的二二八著作加以史料考證與評論；另

有蘇瑤崇論中國報紙對事件的報導、翁嘉禧探討戰後初

期經濟政策的特質與影響、陳芳明講述 42 條要求與戰

後初期臺灣人自治主張之關係。58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所舉辦的研討會則著重於國

際經驗比較與轉型正義探討，會議主題分為三個單元，

其中「爭議與平反」單元，有陳儀深探討二二八事件的

性質與定位、陳翠蓮分析二二八論述與歷史正義問題、

翁金珠敘述二二八補償立法過程、張炎憲說明二二八

事件平反與歷史意義等長期以來具爭議性的問題加以

探討。又，「國際借鏡」單元以韓國光州事件、德國納

粹屠殺、越南經驗、東德士兵射殺事件、奧地利經驗

等例子，做為臺灣處理轉型正義問題的參考；「人權與

法律」單元分別由國際人權、法律責任面向加以釐清，

討論追究二二八責任的可能性。59 這些研究與討論已逐

漸超越二二八事件本身或釐清歷史的層次，而進入「後

二二八」的階段。

另一方面，2007 年有多篇以二二八為主題的碩博

士學位論文產出，年輕一代的二二八研究，除少數史實

探討之外，大多數也是以拆解權力運作為主要視角。東

海大學碩士石育民重讀史料，欲為蔣渭川在二二八事件

中的角色翻案，60 但在史料上並未突破，辯護之說則同

情多於論證，整體而言並不成功。政大新聞所廖崧傑考

察二二八事件期間《臺灣新生報》的報導，指出該報在

1947 年 3 月 10 日停刊一日後，報導與言論立場幡然轉

變，顯示國民黨政權開始全面控制臺灣媒體，日後更進

一步以新聞媒體為工具進行黨國意識形態的霸權論述。61 

東海社會所顏世佩認為自 1987 年以來的二二八公義和平

運動、口述歷史、自傳與回憶錄的撰寫、甚至是二二八

紀念碑與紀念館的設置，都以歷史為名進行統獨論述與

國族認同建構，質疑是否應背負過去的創傷來思考當下

與未來。62 東海大學中文所博士洪英雪則研究不同社會

情勢下二二八小說，指出其從宰制到抵抗、集體失憶到

恢復記憶、從質疑摸索到重建臺灣主體性的特性；她也

認為歷史事件成為個人表達政治立場的工具，例如林雙

不與曾健民的二二八文學，對比出不同政治認同的書寫

與詮釋方式；另外，她也分析女性二二八小說的書寫，

指出有解構男性為中心族群、國族、公領域書寫模式的

效應。63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臺灣社會尚有一部分人士對

二二八事件提出特定詮釋。人間出版社出版的《2 • 28

六十周年特輯》收錄了當時的報導、當事人證言、文獻

資料、人物翦影、文藝創作等，希望使人們對二二八

事件「有全面而科學的認識」；並使「同族不再相仇，

兩岸和解早日到來」。64 曾健民的《臺灣一九四六•動

盪的曙光：二二八前的臺灣》，以戰後臺灣各種報紙與

雜誌為主要史料，鋪陳出二二八事件前的 1946 年臺灣

社會的各種面貌。65 這是繼 2005 年的《一九四五•破

曉時刻的臺灣》66 與《一九四五•光復新聲――臺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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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曾健民編著，《一九四五•光復新聲――臺灣光復詩集》（臺北：印刻出版公司，2005）。

68  黃彰健，《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臺北：中央研究院，2007）。

69   陳儀深，〈為何考證？如何解讀？――評論黃彰健所著《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紀念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頁 153-154。

70  許雪姬，〈高雄二二八事件真相再探〉，《紀念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12。

復詩集》67 之後，曾健民的第三本二二八事件專書，他

希望透過這些資料的整理，「可以窺見一點不同於我們

現在的感情、思考和價值觀」。同時，中華基金會也於

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的 2007 年出版了 5 本二二八事件

專書，分別是張克輝的文學劇本《啊！謝雪紅》、藍博

洲的《二二八野百合》、《青春戰鬥曲――二二八之後的

臺北學運》、陳明忠的《二二八的另一個角落》與陳敏

鳳、高凌雲合著的《二二八政治效應》。這套出版品雖

然數量驚人，但內容多是舊史料的重新排列或摘錄，並

無新的增長，有的書籍甚至可說是粗糙草率。但整體而

言，這些團體與個人努力不懈地產出與發聲，除了反映

了臺灣社會特定群體的觀點外，也顯現他們對於爭奪歷

史詮釋權的執著與努力。

此外，尚有一介於學術與政治之間難以定位的作

品。中央研究院院士黃彰健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

稿》，全書達 584 頁之多，主要在考證史料真偽，為彭

孟緝等人辯護；其中部分文稿是由黃彰件口述，他人整

理，不能稱為嚴格的學術作品。黃彰健希望透過此書使

二二八家屬明瞭事件真相，「減少其對中華民國政府的

怨恨，減少未來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的阻力」。68 但就如陳

儀深對黃彰健之作所評論，是「為辨偽而辨偽」、「察點

滴之細而未見滔滔巨流」，69 許雪姬所評是「彭孟緝的化

粧師」，70 大大減損了其做為學術著作的嚴謹性與說服

力。

五、臺灣政治史的檢討與展望

整體而言，2007 年臺灣政治史研究成果可謂豐碩，

並展現以下特色：

（一） 在研究取向上，跨越以往「統治史 vs. 反抗史」的

格局，除了在史料的基礎上追究、釐清人民抵抗的

歷史外，更進一步從「抵抗權力」的研究走向「解

構權力」的研究面向。從政治作用到文化滲透、

儀典節日到文學美術，由四面八方、各種面向拆

解、透視無所不在的權力運作。

（二） 各類人文社會學界研究者的投入，學科之間的區

隔逐漸模糊，跨領域交流的情形，有強化臺灣政

治史研究的縱深與理論化的作用；多元素材與研

究新血的加入更使得政治史研究呈現多元蓬勃、

生意盎然。

（三） 大量的社會科學理論、文學理論等跨學科理論借

用。雖然史料發掘與史實釐清，仍佔不少份量，

但借用社會科學理論進行歷史詮釋或文本分析漸

有成為研究重點的趨勢。各種人文社會科學學科

所發展出來的概念與理論先後被運用在歷史研究

上，形成跨學科對話的活潑現象。

（四） 新近的研究漸能掙脫壓迫／抵抗、殖民／被殖、

成功／失敗、愛國者／協力者……等二元對立的

好惡判斷，更立體化與人性化地描摹、體會特定

時空下的行動與抉擇。部分新生代研究者細膩、

多層次、觀察入微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

但另方面，政治史研究也出現瓶頸與隱憂：

（一） 年輕一輩研究者多選擇戰後史為主題，碩博士論文

中此一趨勢尤為明顯，令人擔憂。至今，日治史

尚見研究者努力呵護，清治、明鄭、乃至於荷治

時期的研究不免有人才凋零之嘆，年輕一輩學者

投注的關心相對而言甚為有限。此一現象之形成，

除了研究者個人學術偏好的因素外，也有外在因

素使然：2000 年民進黨執政以來加強史料公開，

2002年檔案法施行也催促戰後檔案史料相繼出土，

各種題材與面向研究日盛，確實有利於戰後政治

史的充實與擴展。其次，相對其他斷代研究須具

備他國語文或古文能力等學術門檻，戰後史研究

的語文門檻較低，也對部分研究者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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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布洛克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臺北：遠流出版社，1990），第三章。

72  Eric Hobsbawm, On History , pp. 6-8.

但是，年輕一輩研究者高度集中於戰後史研究，

相形之下，荷治、清治與日治時期研究人才日減，

臺灣史研究出現偏食現象，對整體臺灣史整體的

健全發展，實是不能忽視的警訊。

（二） 近年來，跨學科研究成為主流，人文社會科學理

論的借用相當流行。前文所指出大量的「知識建

構」、「解構權力」等研究成果，大多借用了人文

與社會科學相關理論。跨學科理論借用與對話的

優點已如前述，但其中也有應加留意之處。近年

來的臺灣政治史研究中，諸如集體記憶、國族主

義、認同政治、權力論述、敘事策略、文化霸權、

性別論述、後現代、後殖民、展演、語藝……等

等概念與理論，諸多新穎奇巧者，也快速被借用，

不免有追趕學術風潮的傾向。跨學科之間的對話

與交流可以肯定，但仍應持審慎態度，避免囫圇

吞棗、浮誇獵奇之虞。

（三） 歷史學是否具有足以辨視的專業特性？是否應保

持與其他人文學科的差別？這是值得思考再三的

課題。從 2007 年政治史研究成果中，筆者也看到

一個現象：歷史研究對於史料的掌握愈來愈不重

視，而向論述能力傾斜，使得「以論代證」的情

形愈來愈普遍。史學家 Marc Bloch 相當強調的「史

家的技藝」之一 ――史料考證，71 筆者認為還是

相當值得珍惜的能力。在人文研究幾乎是論述當道

的今日，史料證據及立基於其上的論證，仍是史

學研究者可以傲視於其他人文學科的特長。緣此，

筆者特別要向過去一年仍堅持在史料上矻矻鑽研，

細心推論的研究者，表示最大的敬意。

（四） 做為歷史研究者，有無應該被嚴格遵守的操守？

這是另一個重要而嚴肅的問題。後現代主義思潮

的興起暗示著「客觀事實」並不存在，歷史是人

類主觀所建構，歷史的真實與虛構似乎越來越模

糊。檢視 2007 年政治史的研究成果，筆者也發現

部分研究者並非以追查歷史事實為目標，反而選

擇性地使用史料，用以支持個人主觀的政治信仰。

學術研究與政治信仰間究竟應該存在著怎樣的關

係？這也正是做為政治史研究者之一的筆者，常

常要面對的問題與試煉。

本文一開頭就引用 Hobsbawm 的看法，指陳政治與

歷史的密切關係，及政治染指歷史的企圖。正因為如此，

一旦歷史研究者是一政治狂熱者，政治史研究將有淪為

政治宣傳品的危險。對於這個問題，Hobsbawm 也給了歷

史學徒們這樣的提示：

……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必須忠於歷史事

實，尤其要對政治意識形態濫用（abuse）歷

史這件事提出批判。……對歷史學家而言，

牢記自己的責任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要

與政治認同所引起的激情劃清界線──即使

我們時時感受到它…… 72 

藉著史學大師 Hobsbawm 的話，願與歷史學界的朋

友們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