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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基地到龍珠 —自歷史視角解析台灣地位之變遷

曹 瑞 泰

摘 要

台灣島位於亞洲大陸東緣之外海，面積三萬六千餘平方公里，北眺琉球群

島，遙望日本，南臨菲律賓群島，位居太平洋花彩列島之中間。其與大陸相隔之

台灣海峽，自古即為往來東北亞與東南亞必經之路。對中國大陸而言更是位居其

太平洋門戶外之樞紐，見證歷史，千年來大陸與台灣之間的互動過程，不僅是台

灣發展的最大影響要素，也是荷蘭、西班牙、日本、美國等其他國家著眼於台灣

利益的主要考量。

由於位居要衝與地利之便，台灣被當作「基地」使用的歷史，不絕於書。然

而，就歷史的發展過程、「互利共生、相輔相成」的角度，以及象徵大中國的圖

騰「龍」的意義加以解析，以「基地台灣」對應「大陸中國」，兩者並非絕對互

為表裡，兩相得利，反而有高機率出現衝突對立的局面。相對地，若以象徵中國

的圖騰「龍與其火龍珠」來加以考量，「大陸『龍』+台灣『珠』」的「龍珠理論」，

一體架構成完整的大龍與火龍珠，則可襯托雙方「互利共生、相輔相成」之最大

價值。本文及針對「基地」與「龍珠」之論點，提出台灣地位的歷史價值論。

關鍵詞：基地、圖騰、龍、火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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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 base to the Dragon Pearl --- analyzing

Taiwan’s change of status from historical viewpoint .

Tsao, Ruey - Tai

Abstract

Taiwan Island is located in the eastern open sea of the Asia continent. Its area
is about 36,000 square kilometers, with Ryukyu Islands and Japan in the north and the
Philippines in the south. It is in the middle of the Beautiful Islands of the west Pacific.
Separated from the mainland China by the Taiwan Strait, it has been the main path
connecting north and south-east Asia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To the mainland China,
Taiwan is the doorway to the Pacific. Over the past thousand year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China is not only the main reason that affects
Taiwan’s developments, but also the main reason those countries such as Holland,
Spain, and the US endeavor to get benefits from it.

Due to the fact that Taiwan is located along the traffic junction of the west
Pacific, the stories that describe Taiwan been historically used as a military base can
go on pages. However, if we look at the cross-Straits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terms of
commercialism, the ideas of “Taiwan base and Mainland China”could be in conflict.
Instead,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Chinese “Dragon
Totem”–The Dragon and its Fire Pearl. If China can be seen as the Dragon, Taiwan
should be the “Fire Ball”. Based on this theory, the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can
construct reciprocal and complementary economic relations. Therefore, this paper
tries to develop “The Dragon and its Fire Ball”theory in order to manifest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aiwan’s status.

Key Words: Base, Totem, Dragon, Fire Pearl



33

從基地到龍珠 —自歷史視角解析台灣地位之變遷 3

從基地到龍珠 —自歷史視角解析台灣地位之變遷

曹 瑞 泰

壹、台灣的「基地」性格與歷史宿命

1.從「台灣歷史五百年」開始

除台灣的原住民外，以華人、荷蘭人、日本人為主，且較具規模的外來勢力，

大都於十六、七世紀前後，陸續地進入台灣。所以無論從華人的觀點、或荷蘭人

的看法，乃至於日本人的角度，所撰寫與台灣相關的史書或史料，大多數以十六、

七世紀為族群活動事蹟的起述重點，因而有「台灣歷史四百年」之說。然而，這

並非意指台灣有人類活動至今只有四百年而已，而是台灣的原住民（或稱先住

民），因生活文明的發展速度相較於後來的其他族群遲緩，且尚未發展出自我的

文字，以致無法使用文字從事生活紀錄；只能依靠十六、七世紀前後陸續進入台

灣的族群，記錄以各自族群為主體的活動記事等，乃產生「台灣歷史四百年」的

主要說法。而其中移入人數最多者，當然是來自人口最多、距離最近的大陸華人，

以華人為主體的活動記錄遂成台灣歷史的主軸架構。所以，在第四百年已成回

顧，且步入二十一世紀第四個年頭的今天，台灣四百年史應該改口為「台灣歷史

五百年」。

2.「漁撈與海盜基地」

回溯台灣發展史，外來族群開啟了台灣於東亞國際經貿上的重要角色，由於

台灣位於亞洲大陸東緣之外海，北眺琉球群島，遙望日本，南臨菲律賓群島，位

居太平洋花彩列島之中間。不僅其與大陸相隔之台灣海峽，自古即為往來東北亞

與東南亞必經之路；台灣兩側亦是攜有豐富海洋資源的親潮與黑潮的必經之地，

所以有較清楚的紀錄者，從宋元時代的數百年前起，當烏魚、鮪魚或飛魚等漁汛

來臨時，台灣即已成為大陸沿海居民出海捕魚的「中繼基地」。甚至亦為中國海盜

與日本倭寇的海外「藏匿基地」；而在捕魚與藏匿的基地作用之外，華人、日人與



34

4 通識研究集刊 第六期

原住民之間也進行著生活用品交易的接觸。而事實也證明在十七世紀以前，原住

民已從華人學會種稻與插秧等技術，並從漢人與日本人手中換得鐵製武器與生產

工具等1。

從海盜基地到經貿基地 台灣於東亞太平洋上的優越地理位置，使其位列日

本九州、中國華南、乃至南洋等的東亞海上貿易經濟圈中無法排除的要角。尤其

是中國與日本的海上來往亦有千年的歷史，根據《宋書》2倭國傳中記載有倭人

五王「讚、珍、濟、興、武」的遣使記事，從西元四一三年至五０二年前後共計

遣使十三次，其後事實證明一直到十九世紀中期明治維新以前，無論是食衣住

行，或是典章制度等，日本的發展主要是受到中國的影響，所以除了朝廷奉准的

進貢、商貿航行之外，兩國民間的往來交易更是頻繁。合理交易者為商，非商者

則為盜或搶，故中國稱之為「海盜」，日本則稱為「海賊」，而商盜往往難以區分
3，更有甚者不僅影響到沿海一般百姓的生活，進而影響到朝廷的統治管理，所

以雖然明太祖朱元璋開國之後即宣布實施「海禁」政策，禁止人民出海4，但中

日台之間的三角商貿互動，以及台灣的經貿基地與海盜基地的作用並不因此失去

他的作用，反而是因大航海時代的來臨，強化其「經貿基地」的性格。

3.「荷人的遠東貿易基地」

第一波全球化，亦即十五世紀末期起由歐洲國家所開創的大航海時代開始之

後，來自歐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等勢力來到遠東，為發展中國大陸、日本、

台灣、東南亞等與歐洲間的多邊貿易，葡萄牙人率先與中國進行貿易5，並先後

於浙江寧波外海的雙嶼港以及廣州香山縣的浪白、蠔鏡（今之澳門）設立貿易基

地，而荷蘭人與西班牙人則隨後轉據台灣，然而事實證明台灣的地利成為其等設

1 〔英‧蘇格蘭人駐台牧師〕甘為霖（Rev. WM. Campbell）著《Formosa Under Dutch 荷蘭人統
治下的台灣》，1903 年出版，台北南天書局 1996 年重印，pp9～10。其中引述，荷蘭第一任
駐台牧師甘迪留斯（Rev. George Candidius）的考察資料。

2 此《宋書》為中國南北朝時代宋的史書。
3 20 世紀以前，世界各國並無法有效控管海上秩序，故即使是商船，也往往需要武裝自衛，不

僅存在強凌弱狀況，盜與商也在一線之隔，常難以清楚區分。
4 明朝從朱元璋洪武元年（西元 1368 年）開國起，因肆虐山東沿海一帶的倭寇（海盜）逐漸向

南擴張，造成長江以南省分的極大禍害，於是朝廷採取消極對策，屢頒禁止入海的禁令。且朝
廷為壟斷對外貿易，於洪武七年把元代以來鼓勵對外貿易的市舶司廢除。

5 1513～1514 年左右，有位葡萄牙商人奉麻六甲總督之命來到廣東珠江口的屯門澳進行香料貿
易，為葡萄牙人道中國之始。郭永亮著《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台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1990 年，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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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遠東「貿易基地」的最佳選擇。在明朝的默許下6，荷蘭東印度公司於一六二

四年至一六六一年以大員（今台南的安平）7的熱蘭遮城為根據地，而大員當時

尚為台南外海，呈西北東南走向，長約 12.5 公里，寬約 2.5 公里的沙洲，選定此

地與其說要佔領台灣，倒不如說目標在於建立一個可對大陸和日本進行貿易的基

地。而事實上詳查各類歷史資料，「如何打開對華貿易、促進對日貿易，且進一

步排除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的亞洲貿易」一直為荷蘭人主要目的所在，傳教反而

是次要的考量。

4.「西班牙人未盡其功的貿易基地」

西班牙人為鞏固與中日的貿易，對抗荷蘭人的勢力，一六二六年五月十一

日，西班牙駐菲律賓總督斯爾瓦（Fernando de Silva）派兵進入台灣北部，以雞籠

（今之基隆）為中心，築聖救主城（San Salvador ；後人稱為雞籠城或紅毛城）。

一六二八年佔領淡水一帶，建築聖多明我城（San Domingo ；後人亦稱為紅毛

城），一六三二年派兵進入宜蘭、蘇澳、奇萊等地，至此台灣北部沿海完全為西

班牙人所控制。

西班牙人控制台灣北部以後，原本以此為「貿易基地」強化對中日的貿易，

但卻無法改善與日本的關係，且一六三八年以後日本又厲行鎖國，使得對日貿易

幾乎完全斷絕。另外在鄭芝龍完全控制台海一帶以後，禁止福建商船到雞籠與西

班牙人交易，使得西班牙人佔領台灣北部以之作為「貿易基地」，並抗衡荷蘭人

的策略失去效用。於是漸次地轉移經營重心，防守日益薄弱，終於在一六四一年

八月在荷軍的攻擊下開城投降，結束十五年又三個月的佔領。

5.鄭成功的「反清復明基地」

一六四四年清兵入關，中國進入改朝換代的政權更替期。一六四六年掌控閩

台水域的實力者、被視為「閩海王」的鄭芝龍降清，鄭芝龍的兒子鄭成功因父親

投降清，在傳統的忠孝之間選擇與父親決裂，收歸鄭芝龍舊部，於金門、廈門一

帶舉清反清大旗，企圖恢復明朝政權。由於鄭成功主要力量為善戰的水師，此舉

6 明朝要求荷蘭人退出澎湖，但默許荷蘭人將根據地從澎湖轉到台灣。
7 大員當時尚為台南外海，呈西北東南走向的沙洲，長約 12.5 公里，寬約 2.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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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使在台灣的荷蘭人甚為驚恐，擔心鄭成功為鞏固實力、擴大地盤而攻台。而

形勢的後續發展亦是如此。

鄭成功為強化抗清實力，遂致力於對日本、台灣、南洋的海上貿易，此舉也

與荷蘭人產生利益衝突，雙方關係日漸緊繃。一六五九年鄭成功兵敗江南，更激

化鄭成功轉進台灣的企圖。一六六一年四月率軍攻台，四月三十日四百餘艘戰艦

抵達台南鹿耳門外，歷經近一年的拉距戰，於六二年二月十日降服荷蘭人，將荷

蘭人勢力逐出台灣8，台灣也終於成為鄭成功的反清復明基地。

6.滿清「邊境基地」的成形

鄭成功領台之後隨即病故身亡9，於傳鄭經與鄭克塽二代，於一六八三年投

降清朝，從此一年起台灣納入滿清王朝版圖之內，而這也是台灣第一次正式劃歸

中華帝國國土的正式紀錄。

但即使台灣正式被納入中國的版圖之內，來台的華人移民大量增加，並沒有因而

提昇台灣位於東北亞航線的經貿地位，反而因為滿清的閉關自守政策，使得大陸

成為台灣唯一的貿易對象。台灣成了滿清帝國版圖內的「邊境基地」，只維持著

與內地通輸有無與國家防衛的機能而已。

滿清於一六八三年從鄭氏家族手中取得台灣，到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失敗割

讓台灣予日本為止，共計統治台灣二一二年之久。在一八六０以前如上所述，在

滿清的直接統治之下，台灣的貿易對象只有大陸；但在外力的壓迫下，一八六０

年滿清被迫簽下天津條約向西方國家開放台灣北部的淡水、南部的打狗等作為通

商口岸。台灣也因而得藉貿易之便與世界連結。

一八六０年以後，台灣生產的商品雖然行銷全球，但從各類交易數據資料得

知，台灣主要的貿易對象仍是中國大陸。所以，此一時期台灣的地位與機能從被

降溫的邊境基地，因天津條約的簽訂而得以順勢提昇為「邊境基地＋貿易基地」

的雙重機能。

8 荷蘭人離開大員後並不死心，於 1663 年聯合清兵攻下、金門、廈門，進入澎湖。1664 年 8 月
佔領雞籠（今之基隆），但因形勢、地理與滿清實施海禁等不利因素虧損連連，乃於 1668 年
10 月徹底放棄台灣。

9 鄭成功病故於 1662 年 6 月 23 日。



37

從基地到龍珠 —自歷史視角解析台灣地位之變遷 7

7.「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南進基地」

一八九五年日本佔領台灣後，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逐漸萎縮，日本成為台灣

貿易的主要對象。而且原本由華人掌控的貿易，因統治者異位，使得華人資產與

對外貿易幾乎為日本財閥與政府所奪取或壟斷10。加以日本漸次地顯露其侵略中

國，進而建立其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野心，因而對戰略物資的需求愈來愈大，

台灣在地理與資源上，不僅成為供應其糖、米、苤麻油等相關戰略物資的最佳來

源地，最後也終於成為其向東南擴展帝國的「南進基地」。

8.國民黨政府的「反共復國基地」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戰敗投降，台灣重回中國版圖，但經五十年殖民統治的

台灣居民也無法連續以往對外貿易的經驗，而且大陸方面不僅因長期戰爭之故尚

待復原，又陷入國共內戰之中，大陸與台灣經濟皆甚困頓。故該年底於台灣省長

官公署之下，設立台灣省貿易公司11，接收日本在台的官商貿易機構，負責戰後

台灣對外貿易，但實際上是以大陸與台灣之間的物資交換或銷售業務為主。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內戰失敗，撤退至台灣，台灣又再度成為大陸失敗政

權的退守之地；亦即從四九年開始，台灣成為國民黨政府「反共復國的復興基

地」。台灣與大陸因國民黨政權與共產黨政權之間的對立與鬥爭；加上一九五０

韓戰爆發等因素，世界進入以美蘇兩大陣營為主導的冷戰時期，而台海兩岸則各

自屬於不同陣營的一邊。日本、台灣、菲律賓等島國成了以美國為主體的民主陣

營，圍堵蘇聯、中國、越南等共產國家的太平洋第一防衛島鍊。為此台灣也成了

美國第七艦隊駐紮的基地。

在如此緊繃對立的關係下，從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起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

宣布台灣地區進入戒嚴體制，台灣與大陸的貿易從此封鎖近三十年（一九四九～

一九七九）。12而此一時期日本與美國則成為台灣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一九七

九年以後因兩岸政策的漸次改變，台灣與大陸的貿易經由英國所屬的香港殖民地

往來日漸頻繁，到二００四年的今日，台灣與大陸的貿易對象皆已遍佈全球，但

10 日據時代，日人藉調查的名義，重新釐清土地與資產所有權，台灣 80％的土地因而被收歸官
有。廖慶洲著《日本過台灣》，（上硯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 年 10 月初版 1 刷，p156）。

11 隔年六月，更改名稱為台灣省貿易局。
12 1949 年後的最初幾年，亦即在 1954 年大陸共產黨政權喊出武力解放台灣之前，兩岸並未全面

封鎖，兩岸走私貿易甚為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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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近幾年來不僅台灣與大陸的貿易量持續增加，而且大陸已佔台灣對外貿易

量的第一位，兩岸的經貿互動亦日趨緊密。

貳、台灣住民人口變動之分析

1. 原住民

根據一六四七年送交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雅總督的第一份「番社戶口

表」，荷蘭人統治範圍下的台灣原住民村落有二四六個，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九戶，

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七人。而當時荷蘭人已完全征服台灣西半部的原住民，而控制

範圍也已達台東，故可推估此一數目可能已超過原住民總數的三分之二。

日據時期一九０五年十月的調查結果顯示，當時台灣的總人口數為三百零三

萬九千七百五十一人，其中原住民有九萬一千九百三十一人，佔總數的百分之三

點零三；即使到了二００三年為止，根據內政部戶政司與原住民委員會的統計資

料，台灣原住民主要有阿美族、泰雅族、排灣族、布農族、魯凱族、卑南族、鄒

族、賽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計十二族，以及人數較少的

其他族群。而原住民人數計有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二十三人，只佔台灣現有總人口

二千二百六十萬四千二百五十人的百分之一點九六。13

2. 日本人居民

如前述所言十六、七世紀的台灣不只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海盜基地，也是來自

日本的海賊的基地；而且於豐臣秀吉創設「朱印狀」的海外貿易特許制度之後，

由擁有朱印狀的日本地方諸侯或豪商家族如九州的有馬、島津、松浦，京都的角

倉以及大阪的末吉等14派出，從事海上國際貿易的日本商人之中，也有許多落腳

台灣者。荷蘭人佔領台灣建造了熱蘭遮城之後，於所繪製的「台灣的荷蘭人港口

圖」上標示著，日本人有一六０人居住於熱蘭遮城旁15。日本人住居在其他地區

者雖然在相關歷史文獻上亦有零星地發現，但總數多少則無法得知。

13 內政部戶役政公用資料庫，http://www.ris.gov.tw/，內政部原住民委員會網站，
http://www.apc.gov.tw/official/govinfo/number/number.aspx 。

14 湯錦台著《前進福爾摩沙 — 十七世紀大航海年代的台灣》，（台灣台北，貓頭鷹出版社 2001
年 2 月初版），p25、pp94～95。

15 台灣史蹟研究會編《台灣叢談》，（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1977 年出版，P202）。



39

從基地到龍珠 —自歷史視角解析台灣地位之變遷 9

一八九五年日本戰勝滿清，以統治者之居入主台灣，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到

任時動員二個半師團的五萬人部隊、軍伕二萬六千人入台，隨後並招募七百五十

九位警察以壓制反抗勢力16，並進行控管。其後駐台軍警維持在二萬人左右17，

且陸續進入台灣的日本人亦日漸增加，根據一九０五年十月的調查結果顯示，當

時台灣的總人口數為三百零三萬九千七百五十一人，其中原住民有九萬一千九百

三十一人，佔總數的百分之三點零三；華人則有二百八十八萬一千四百五十八

人，佔百分之九五點零七；而日本人則已有五萬七千三百三十五人，佔百分之一

點八九18。

但由於發動東亞戰爭，欲建設大東亞共榮圈把台灣當成南進基地的緣故，日

本人軍民移往台灣者持續增加。從四０年代起不僅在台灣的日本男人，連同華

人、原住民的青年男子亦被大量徵調，派往各地作戰。一九四五年戰爭失敗時，

在台日軍尚多達四十萬人左右，另外還有徵調的台灣軍伕十餘萬人19。日本戰敗

後幾乎在台灣的所有的日本人都被遣送回國，所剩餘者只有極少數與華人通婚的

日本人而已。

3. 在台灣的荷蘭人

大航海時代雖然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從事於航海跨國貿易相關是業者

頗多，但畢竟當時不僅各國的本國人口數有限，相對地參與殖民地及航海貿易相

關業務者更有限，在殖民地與業務據點幅員分散和人力短缺的狀況下，無法支援

每一個佔領地多數量人員的長期派駐。所以除少數的荷蘭人之外，佔領地的主要

居民結構為抓來的奴隸、當地的住民，或招來的他國人民等共構而成。

荷蘭人因為把台灣當作東北亞的一個貿易基地，並沒有做長遠的規劃，亦未

從招來本國或歐洲移民，而以開放華人來台作為人力替代。所以在荷蘭人統治台

灣的三十八年間，屬於統治階級的荷蘭人一直都是居民中的少數，平時守軍數目

也只在一千二百人左右20，其中尚有傭兵與奴隸，所以若以此推估，以荷蘭人為

16 廖慶洲著《日本過台灣》，（上硯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 年 10 月初版 1 刷，p93）。
17 廖慶洲前揭書，p113。
18 楊碧川著，《台灣歷史年表》，（台灣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 年 8 月 2 版 2 刷，P108）。
19 廖慶洲前揭書，pp271～273。台徵調的台灣人日本兵有紀錄者為 80432 人，死亡 2146 人；台

灣人軍伕為 126000 餘人，死亡 28000 餘人。
20 1650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總部的 17 人董事會因考量中國人攻打台灣，乃決議「熱蘭遮城即使在

和平時期，守軍也不得少於一千二百人」。《荷蘭人統治下的台灣》，P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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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統治階級最多也只有千餘人。

4. 在台灣北部的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於一六二六年至一六四一年的十五年佔領台灣北部期間，除攻擊行

動時的增兵之外，派駐台灣的西班牙人只有數百人，且因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貿

易一直無法突破，失去「貿易基地」所在的價值，駐在人口日益減少。一六四一

年八月荷軍攻擊雞籠時，僅於西班牙籍士兵百餘人與傭兵、奴隸二百餘人而已。

5. 以漢民族為主體的華人

華人移居台灣的時間甚早，根據台灣的考古研究，遠至西元前約四千五百年

至二千八百年間，大陸東南沿海擅長航海而發展成「大坌坑文化」的民族，曾移

往台灣。而距今約二千年前淡水河口的附近的「十三行文化人」，亦可能往來於

大陸與台灣之間21。然而畢竟史料上的相關記載相當薄弱，即使到海上貿易繁盛

的宋元時期，其主要貿易對象並非是台灣而是南洋地區，台灣畢竟只是路徑經過

的據點之一；所以在荷蘭人入據台灣的十七世紀之前，來自大陸的華人移民人數

仍甚少。

荷蘭人入據台灣後，由於荷蘭人的人數有限，而原住民的文明程度亦有限，

為了築城、墾荒、經貿活動等，從大陸沿海俘虜與招來的華人日益增多，一六三

八年十一月巴達維雅總督范狄門（Antonio Van Diemen）向公司董事會提出的報

告書中記載：「在台灣荷蘭人支配的地區內，約有一萬一千名漢人…」22，一六

五０年台灣長官費爾堡（Nicolaes Verburgh）估計台灣的中國移民已有一萬五千

人，到一六六一已有二萬五千名左右23。

一六六一年四月三十日鄭成功率領四百艘戰艦和兩萬五千名軍士抵達台灣

經過近一年的激烈戰爭，一六六二年二月十日荷蘭人簽約投降。之後為鞏固「反

清復明」的台灣基地，鄭成功實施寓兵於農，與收留大陸沿海人民等政策，使得

21 於八里「十三行遺址」出土的古物中，包含漢代、唐代與宋代的古錢。《Free China Review》，
（Vo1.42,No.6 June 1992）。

22 曹永和著〈荷據時期台灣開發史略〉，《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灣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1979 年出版，P63）。

23 楊彥杰著，《荷據時代台灣史》，（中國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出版，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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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氏領台初期的華人人口激增至十萬人以上24。其後為厚植實力，持續鼓勵華人

移入台灣，至鄭克塽降清為止，台灣的華人人口已增加至約二十萬25。

滿清將台灣納入版圖後，並沒有取消台灣渡航禁令，甚至渡航禁令一直到一八七

五年才正式廢除，但由大陸偷渡來台的華人仍然絡繹不絕，所以至一九世紀中期

台灣的華人人口約增至二百萬人左右。

日本佔領台灣以後，根據一九０一年日本政府所做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台閩

人有二二八萬，粵人有三十九萬，合計當時華人人口已達二六七萬以上26。一九

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撤出台灣，當時台灣的人口則已達六百萬

之多。

台灣復歸中國版圖，由大陸移入台灣者又見人潮，且因大陸陷於內戰，以及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撤守台灣，故於該年前後數年之間由大陸來台的軍民超過

一百五十萬以上。由於移入人口激增，至一九五八年台灣人口突破一千萬，至二

００三年為止，台灣現有人口已達二千二百六十萬四千二百五十人27。

由歷史上台灣住民人口變動分析可以得知，約至滿清領台之前，原住民是台

灣島上的絕對多數，但因為所屬文化上的弱勢，在外來族群夾著文化優勢進入台

灣之後，原住民後退成為台灣政經活動的配角，不僅屢遭屠殺，人口成長相對其

他後來族群甚為緩慢，至今亦只不過占台灣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點八九而已。

再者，從十七世紀開始雖然華人大量移入台灣，但統治者無論是荷蘭人或西

班牙人，乃至於後來的日本人皆是屬於人口中的少數。尤其荷蘭與西班牙入據台

灣的目的在於經貿，對台灣多數居民的文化乃至於思想上的影響相對淺薄，所以

一旦政權更替，佔領國文化隨之消失。

日本則因領台時間相對較長，不僅對台灣居民的生活控管嚴密，並用力推廣

所屬的思想、文化、教育等，因而對其統治時期在台居民的影響頗深。然而，相

對於華人在台佔有絕對多數的人口比例，以及源自中國大陸數千年的強勢文化，

特別是戰後來自大陸近二百萬的移民潮等，輕易地覆蓋過日本治台五十年的文化

影響。華人在台灣歷經數百年的發展，至今已佔台灣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七以

24 湯錦台前揭書，P227。
25 林滿紅著、《四百年來的兩岸分合— 一個經貿史的回顧》，（台灣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

部 1994 年 3 月出版一刷，p23）。
26 林滿紅，前揭書 pp23～24。
27 內政部戶役政公用資料庫，http://www.ri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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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華人的儒家系統文化也成為台灣文化的主流。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1.成為掌控台灣的統治族群，關鍵不在

於人口的多寡，而在於其族群的所持有的先進「技術」與「武力」。2.持有先進

武力也無法保證得以長期統治台灣，但文化思想教育為有效的手段。3.族群人口

優勢加上強勢文化是落地生根的最大能源，也是最難改變的既成社會結構。

参、台灣歷史上經濟與政治互動的對比分析

1. 原住民被弱化的政經配角性格

由於台灣原住民並未擁有強勢的自體文化，也無政治主體的有效統治，甚至

無法如同朝鮮或琉球般地與中國形成從屬型的政經互動模式，而是完全處於接受

與被動化的角色。因而在外來族群夾著文化優勢進入台灣之後，原住民後退成為

台灣政經活動的配角。但即是如此，台灣於東亞太平洋上的優越地理位置，仍然

使其位列日本九州、中國華南、乃至南洋等的東亞海上貿易經濟圈中無法排除的

要角。

進入十七世紀大陸與台灣的貿易急速擴張，歷史學家林滿紅認為原因有三：

1.因明末有大量漁民到今天台灣的北港、高雄一帶捕撈魚類，並從事貿易活動。

2.因日本大量地需要台灣的鹿皮來製造甲冑，引起大批中國大陸的人民前往台灣

從事此項貿易。3.殷荷蘭、西班牙的東印度公司支部以及鄭氏家族先後進駐台

灣，以台灣做為大陸商品轉口至日本、東南亞、波斯、歐洲的轉口站。28

2. 華人領台政治考量高於經濟考量

所以追溯歷史，除了原住民之外，曾在台灣留下政經軍活動足跡的族群有以

漢民族為主體的華人、日本人、荷蘭人、西班牙人、美國人等29，其等或曾在台

灣建立統治政權、或貿易基地、或軍事等基地。華人之中，最早有屬於中日混血

兒的鄭成功所建立的的鄭氏政權，把台灣作為其反清復明的基地，故就鄭氏而言

28 林滿紅著、《四百年來的兩岸分合— 一個經貿史的回顧》，（台灣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
部 1994 年 3 月出版一刷，p15）。

29 其他尚有原為荷蘭人奴隸，後集體逃亡投入鄭成功麾下的非洲的黑人，鄭成功並將成年的黑
人編成二隊，納入先鋒的攻堅部隊中。另外有少數的葡萄牙人、德人等多數為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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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台灣的政治價值高於經濟價值。其後則為中國滿族（祖先為女真族）的滿清

政權所控管，而滿清政權及於台灣可說是中國政權第一次將台灣納入版圖。納入

版圖的台灣，雖然兩岸經貿往來頻繁，但並沒有發揮其在經濟上的特殊地理價

值，擴大雙方對世界的經貿往來。台灣成了滿清帝國版圖內的「邊境基地」，維

持著與內地通輸有無與國家防衛的機能。此一時期依然是政治意義凌駕於經濟。

隨著滿清王朝的衰弱與日本西化後的興盛，台灣的統治權也隨之異手，直到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的一九四五年，台灣才再度回到中國的版圖之內。一九

四九年由於國民黨政府在與共產黨的內戰中敗北，將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台灣，

且把臨時首都設在台北。從那時起台灣成為中國分裂國家的一方，統治範圍以台

灣本島為主體，並涵蓋澎湖、金門、馬祖等小島；兩岸因此斷絕政經往來三十年。

來自中國大陸以漢人為主軸結構的國民黨政權，一黨單獨執政長達五十五

年，至二０００年才為在野的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所取代。民進黨的主要

成員為一九四五年以前的漢人移民子孫，民進黨至今仍掌控台灣政權。雖然台灣

的政權已更替，近二十年來台灣與大陸的經貿互動日趨緊密，但政治對立的情事

仍然存在；因政治影響經濟互動的事情更是不勝枚舉，經濟互動效益常為政治措

施所抵銷。

所以分析華人領台各個時期，不僅政治上無法產生加成效應，且常因兩岸的

對立產生相對內耗的結果。受到政治影響的經貿，也不僅無法產生兩岸經濟加

成，擴張世界貿易的效果，反而存在著因激烈對立而至兩岸交流困難，甚至貿易

中絕的例證。

3. 日本人領台政治擴張大於經濟擴張

日本人除早期的海賊與商業貿易之外，一五四三年由中國人王直陪同的葡萄

牙人商船漂流到九州的種子島，將長槍（日人稱為「鐵砲」）帶入日本，此後獲

得槍砲的諸侯武士將鐵砲用於內外戰爭，改寫了日本的歷史。擁有各式改良鐵砲

武力裝備的幕府與地方諸侯武士開始了對外擴張的武力行動，豐臣秀吉於一五九

二與一五九七年二度出兵攻打朝鮮，一六０九年德川家康派九州鹿兒島的薩摩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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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津家九率兵三千佔領琉球，另派九州島原藩主有馬晴信遠征台灣30；一六一六

年德川家康又派長崎代官（地方官）村山等安攻打台灣，但兩次遠征台灣皆鎩羽

而歸。明治時期日本對台灣仍無法忘懷，屢有圖謀，但一直到一八九四年日本人

於甲午戰爭戰勝中國，滿清政府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日

本才得以入據台灣，進行長達五十一年的殖民統治。一九四五年第二次大戰結

束，日本因戰敗而退出台灣，台灣重回中國版圖。回顧歷史，日本對台灣除經貿

上的利益考量之外，主要是著眼於政治上的版圖擴張，故把台灣以殖民式經濟方

式經營之外，台灣更成為其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南進基地。

4. 西班牙人與葡萄牙人因經貿考量而據台

在葡萄牙人於澳門設立貿易基地後，其他歐洲的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

等亦想仿效，但皆為葡萄牙人或明朝的官兵所擊退。荷蘭人因而轉據澎湖31、進

而轉據台灣，從一六二四年起，至一六六一年的三十八年間，以台南安平的熱蘭

遮城為根據地，統治台灣西半部；除積極展開台灣與大陸之間的貿易之外，並以

台灣為貿易基地闢出中國大陸—台灣，日本—台灣，巴達維雅—台灣—日本，馬

尼拉—台灣—日本，中國大陸—台灣—日本的五條國際貿易航線，充分發揮台灣

的經濟價值。西班牙人則於一六二六年至一六四二以基隆為根據地，入據台灣北

部，但因為有荷蘭人與葡萄牙人的排斥與競爭，主要致力於日本—台灣—大陸間

的貿易，但貿易規模遠小於荷蘭人。

5. 冷戰圍堵下的美國軍事基地

美國則是在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美蘇兩大陣營對立的冷戰結構形成之後，

以第七艦隊為主力進駐協防台灣，但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與中共建交

之後，美軍即已撤離台灣。另外一方面，美方則以「台灣關係法」持續維持著台

美的實質關係與軍事防衛上的運作至今。

30 有馬晴信奉德川家康之命招諭台灣進貢日本，但不僅對於尚處部落生活的原住民未能奏效，
且受到原住民的抵抗，只好抓了數名原住民回日本交差。

31 1604 年 8 月 7 日～12 月 15 日，荷蘭人總計停留 131 天。為福建總兵施德政和浯嶼（現之金
門）把總沈有容率兵驅離。1622 年 7 月 11 日二度入據澎湖，1624 年 8 月 26 日再度被迫撤出
澎湖，此次總計停留約兩年一個半月左右。但轉進台灣大員之後，卻開啟長達 38 年的「貿易
基地」統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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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龍珠理論的建構與實證呼應

台灣的地位價值，從歷史見證得知其經貿的地位效益遠高於政治的地位效

益，但因政治因素往往凌駕於經濟因素之上，導致原本得以發揮「兩岸經貿連結、

東亞經貿效益，乃至全球經貿效益」的台灣，可發揮的經濟效益為之抵銷，台海

兩地的連結加成作用亦為之遞減。
若從領台時間分析，依據時期的早晚排列可以得出，荷蘭人有三十七年

（1624~1661），西班牙人有十六年(1626~1642)，明鄭時期有二十一年(1662~1683)，

滿清有二百一十二年(1683~1895)，日本有五十年(1895~1945)，國民政府有四年

(1945~1949)，國民黨有五十一年(1949~2000)，民進黨則有四年(2000~2004)。至今

非原住民的外來統治時期總計約有三百八十年（各政權更替時有重疊誤差），故

華人領台時間合計有二百九十二年約佔四分之三，荷、西、日則合計有一百零三

年約佔四分之一。若將華人領台時間詳細區分，則由大陸中國政權涵蓋台灣者為

滿清的二一二年加國民政府的四年，合計二一六年，也約佔華人領台時期約四分

之三；而大陸統治不及於台灣的分裂政權，有明鄭二十一年、國民黨五十一年，

以及民進黨四年，合計七十六年，也約佔華人領台時期約四分之一。(附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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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領台時距-17世紀起外來勢力領台時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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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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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華人領台時距分析表

中國政權 清 212 年+國民政府 4 年=216 年

分裂政權 鄭氏 21 年+國民黨 51 年+民進黨 4 年=76 年

合計 2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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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就領台時間而言，近四百年來以華人為主軸的台灣，有四分之一的時期為

外人所統治，即使在華人統治時期中，也有四分之一的時間為兩岸對立、不相屬

的分立政權。再者，只要兩岸政治激烈對立時期，不僅兩岸經貿交流困難、乃至

陷於停頓，甚至影響到雙方的對外經貿發展（附圖 2-7）

圖 2：荷‧西領台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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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也極易成為非華人勢力制衡中國的基地。但若只單單將台灣納入大中國版

圖內，以邊境基地對處，則亦無法發揮台灣具有的經貿、戰略等優勢。

所以若就前所論述台灣特有的「基地」性格32，以及大陸與台灣，互利共生、

相輔相成，一體合成的角度思考，筆者在此二十一世紀開端之際，提出以象徵中

國的傳統文化圖騰，對兩岸架構與發展提出合宜互利之析論：文化中國的圖騰，

自古以來即是以「龍」為代表，無論台灣或是大陸至今在重要節慶活動中，龍的

圖騰仍是不可或缺，舞龍更是主要戲碼。然而龍之為龍並非本體而已，龍無龍珠

則迷失方向，失其為龍之價值，龍珠現則龍出，龍珠隱則龍亦息，故龍珠必與龍

32 曹瑞泰著〈中国文明に対する台湾地位論〉，《現代社会文化研究 No.2》，（日本新潟，日本国
立新潟大学大学院現代社会文化研究所 1995 年 6 月発行，pp26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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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存，龍珠耀則龍氣沖天。台灣與大陸則實如龍珠與龍體共存共榮，龍吞食龍珠

則餘盲龍，反之台灣在經濟上大放光芒，則大陸經濟將更飛躍沖天。而且台灣位

在大陸面太平洋出海口，就圖騰位置上看來位於天津（龍眼）之下，龍口上唇（上

海）與下唇（香港）之前，位置不偏不倚正為龍珠。所以，即使龍欲毀龍珠或欲

蓋其光芒，亦無法改變龍珠位於龍前之事實，強行為之，不啻於眼前埋下不定時

炸彈或雷區，不但阻礙自己前進與發展，亦隨時有炸瞎雙眼、損毀容貌之虞；反

之，台灣亦然。故台灣與大陸須如龍珠與龍體般，兩者相輔相成，互為依恃，而

非相互對抗與攻擊。

龍珠之所以得謂之龍珠乃因其後依龍體，且以本身之實吸收天地日月精華而

致光芒四射，而能成為龍體之導引。故台灣除需強化內在基礎建設，將符合二十

一世紀全球化經濟體系所需的金融、交通、通訊等環境建設整備妥當，提升以 IT

為主體的整體產業技術力，紮實軟體建設，將台灣建設成為環境舒適、軟硬體皆

備，具有一日生活圈，一地世界連結體的機能。進而連結歐美日市場，形成無障

礙的自由貿易區，並將管制措施降到最低，向全世界開放，成為世界市場與中國

大陸連結的自由貿易營運區。

如此則人流、金流、資訊流等皆將經由龍珠台灣向大陸龍體流進流出，大陸

亦得順勢無礙地奔騰於世界的政經舞台。如此，大陸、台灣可共同創造出新世紀

之龍，龍體大陸＋龍珠台灣＝能量＋光芒＝龍耀全球共創繁榮。（附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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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尾附論：台灣地位十項評議

1. 位於大陸東岸，太平洋上的日本、琉球、台灣、菲律賓等島，在十六世紀以

前都未曾直屬於大陸國家。

2. 宋元時代即使擁有製造龐大海船的精湛技術，以及繁榮的海上國際貿易，但

並未將統治力延伸至台灣本島，未將台灣劃歸版圖。

3. 台灣原住民由於尚處於部落的生活型態，未擁有較大範圍的統治技術，生活

文明層次相對於琉球、日本為低，無法自主為獨立國，甚至為中國的從屬國。

4. 明朝時期即使受海盜嚴重騷擾，也知海盜以澎湖、台灣為根據地，也並未將

台灣納入統治管理範圍，反而實施海禁政策，禁止人民入海。

5. 清初因有鄭氏政權以台灣做為其「反清復明的基地」，且有施琅奏摺之力爭，

才將台灣劃入版圖。

6. 雖然清朝將台灣納入版圖，但並未能如內地一般用心經營，故讓日本於國力

壯大後順勢而下，取得琉球，進而台灣。台灣遂成為其帝國的南進基地

7. 國民黨政府退居台灣後，亦將台灣做為其「反攻復國的基地」，美國亦借力使

力將其當作「第一島鍊中的圍堵防衛基地」

8. 見諸歷史，擁有豐富資源與優越地理位置的台灣，遠到歐美的荷蘭、西班牙、

英國、美國等，近至鄰國的日本等，許多國家都想取得其控制權，藉以從中

獲利。惟淵源最深、距離最近的中國，卻是一直持著可有可無的態度，即使

納入版圖亦未能發揮台灣所具備的特殊價值。

9. 中國共產黨雖欲將台灣納入版圖內，但尚未見超越滿清對台的政策範疇。

10. 台灣存在於大陸門口外的事實，讓台灣獨存於海上、或為「漁撈與海盜基地」、

或為「經貿基地」、或為「邊境基地」、或為「南進基地」，甚或成為與大陸相

對抗的「復興基地」等，皆已有歷史上的實證。台灣基地性格的利弊以及大

陸中國的得失皆甚明顯，故以「龍珠理論」建構大陸與台灣的新關係，將是

一個符合大中國與新世界整體利益的新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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