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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統論是傳統中國特有的一套歷史哲學，也可說是用於論述政權合理性、或

在族群上區辨群我的驗證原則。正統論在理論上循儒家義理而行，致其致用以政

治為本位；由正統的爭議切入，亦最可看出傳統中國史書受錮於政治的運作。歷

史為政治服務的結果，固然增加歷史知識的致用功能，但經世目的所造就歷史知

識的工具性，也難免會回頭傷害到歷史作為一種植基於過去真實之上的知識本

質。至於正統論在廿世紀初史學革命前後所受到的批判，除了是種史學反省外，

也反應出此事實：中國在轉型為具現代性的國族國家時，面臨了原先對於政權正

當性論述的論理已經崩塌，而有建立新論理的需求。中國史學的工具性也未因引

入科學方法或專業化而解構，反而在與西方啟蒙史學的線性史觀重合後，使史學

被視作是國族主義的載具。本文以過去百年間本土的臺灣通史論述舉其要者進行

分析，發現其論述範式從承襲正統論、繼而質變、最後又悖反的過程中，除體現

其研究觀點從中國中心轉而以臺灣中心為本位的趨向外，論者並不因此而暫免其

於歷史著述中論及政治正當性的問題、或利用此正當性此來創造其敘述主體溯古

至今的連續性以遂行國族想像。由是，在範式解構與重構的過程中，其所解構者，

乃是論述的價值內涵，而非其工具內涵。同時，部份學者或對於過去臺灣史論述

與歷史教育之工具性有所拒斥，但是在解構的過程中，卻又自陷此一工具性的宰

制。 

關鍵字： 正統論、臺灣史、國族想像、歷史教學、連橫、郭廷以  

                                                 
∗ 本文初稿曾經於「2006 年大學基礎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桃園：開南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主辦，

2006 年 6 月 5 日)中宣讀，承評論人王怡辰教授指正，經修正後刊登，特此感謝。 
∗∗ 開南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專任講師、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歷史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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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Zhengtonglun (the Orthodox Legitimate 
Doctrines) upon Historiographic Instrumentalism, and 

upon Taiwanese History’s Narrations and Teaching. 
 

Ni, Chung-chun 
 

Abstract 
Zhengtonglun (the Orthodox Legitimate Doctrines) is a particular historic 

philosophy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 fact that Zhengtonglun followed Confucian 

principles made it political-centric. Meanwhile, those past rebates around orthodox 

legitimacies revealed that China’s historiography were bound by political activities. As 

a result of that history served politics, not only did the history become a statecraft 

instrument, but also the history’s nature, which is a knowledge basing on past true facts, 

was hurt. The critiques on zhengtonglun during the early twenty century when “the 

historiographic revolution” happened reflected a collapse of the older principles, 

according to which China’s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could identify the legitimacies of the 

past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authorities, and a need for new principles. Meanwhile, 

the import of the sciential methods and professionalizing did not lead the 

instrumentalism of China’s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de-constructed, but the history 

became a carrier of nationalism when the older historiography was merged by the 

western enlightenment lineal history. Through examining the important Taiwanese 

history works,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narrative paradigm of Taiwanese history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inheriting traditional orthodox legitimate principles, then 

doing a qualitative change, finally to running counter to zhengtonglun. This process 

reveals that the narrations of Taiwanese history tended to be more Taiwan-centric, 

instead of China-centric. However, during this process some historians still discussed 

and re-defined legitimacy in their historic narrations and utilized this legitimacy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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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new principles to create the continuity for their narrative subject in order to do 

their nation-imagining. Meanwhile, some scholars even denied the historiographic 

instrumentalism to effect on Taiwanese history’s narrations and teaching but, 

consciously or non-consciously, failed to escape from the dominances of this 

instrumentalism.  

 

Keywords: zhengtonglun (orthodox legitimate doctrines); Taiwanese History; imagined 

communities; history teaching; Lien Heng; Kuo Ting-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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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統正統論論史學的工具性與當前臺灣史論述 
和教學的茫點 

 

倪仲俊 

 

一、前言 

 

    二○○四年十二月底，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舉辦了一場「歷史學與歷史意識」

的座談會。會中，與論者的共識認為：將特定史觀納入教科書是不當的政治行動，

也同時警覺到國族意識架構下的歷史論述所存在的危險。1類似這種探討歷史論述

暨歷史教育與國族建構之間的討論與爭議，不僅止於發生於臺灣。只是，前年臺

灣的教育部修正高中歷史教科書的教學大綱時，其草案的部份內容引起兩極不同

意見。其中，最具爭議性者，包括了臺灣史的教學時數、明代以後的中國史——

含一九四九年前的中華民國史實——列入世界史教學、以及舊金山和約內容列入

授課綱要等項。由是，歷史論述暨教育與國族建構的相互關係，才在過去的一段

時間內引起臺灣的社會與學界中有較密集的討論。至於這一類的討論，固有一些

如項莊舞劍，其意在防止或催促當權者藉由歷史的再詮釋或改寫來合理化特定的

政治主張；此應視作是政治角力的延伸，姑不論之。但亦有從知識論的本質來探

討歷史學科的研究與教學者，諸如前揭的「歷史學與歷史意識」的座談會。筆者

讀當日周婉窈教授的發言稿，有云：「我希望臺灣史的教學能奠基在好的研究成果

之上，盡量避免史觀式的論述。」她又以為：「總之，我認為歷史教育應該以傳授

確實的知識以及可靠的研究成果為其主要內容，引發學生對過去的興趣，進而培

養其歷史思維。史觀式的歷史教學，是等而下之的，是我們曾唾棄的。今天，我

們再無道理拿我們曾唾棄的給我們的年輕人。」2頗有所感。也引起了筆者之好奇， 
 

                                                 
1 [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編輯室，〈編輯室報告〉，《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7 期，2005 年 3 月，

頁 iii~iv。 
2 周婉窈，〈對當前歷史研究與歷史教學的幾點看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7 期，2005 年 3
月，頁 24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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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利用了「谷歌(google)」搜尋引擎，以「臺灣史」、和「教學/授課/課程大綱」之

詞彙交集，進行網路搜索，約略找到了近二十筆左右之已上網供瀏覽、分屬不同

大專校院且列為通識課程的臺灣史相關課程的授課大綱。筆者細讀了這些教學大

綱有中楬櫫其教學目標者，除了部份的授課教師提出要「強化學生對歷史的興

趣」、及訓練學生的能力——這些能力的範圍五花八門，包括邏輯思維能力、口語

表達、論述歷史的能力、分析力等等——外，仍約有八成以上的教師著重於：透

過臺灣史的教授能讓學生認識臺灣的歷史文化；並激發學生「熱愛鄉土/本土」、「熱

愛國家/臺灣」的情操；認同本土、和對族群融合的包容性。其中激進者，甚至主

張「矯正以往歷史教育過度偏重以中國為中心的思考，以此突顯台灣的主體意

識」。這似乎印證了周婉窈對當前臺灣史教育既有的印象與憂慮。筆者無意批評其

他同行先進的教學，也無意以這十數筆資料逕為草率推廣。筆者於此所要指陳的

是：目前在臺灣地區各大專校院的通識教育中的臺灣史一科的教學上，的確仍存

在著歷史教育與國族建構糾結的情事；甚至史觀的衝突以及對特定史觀的推廣，

也不免滲入大學的通識性的臺灣史教學內。 

    這篇論文擬以以上的問題做為省思的起點。筆者以為，當代在臺灣所見及之

把史觀的衝突帶進學院教育中的現象，原來有跡可循。其一，一九九○年代後，

臺灣社會以及學界之所以提倡臺灣史教育，本來就在衝撞被認為不合時宜的、以

中國為中心的史觀為主之意涵。史觀的衝撞因此滲入歷史的教學，本就不足為奇。

其二，現代臺灣的歷史教學與研究雖然受當代科學方法所裨益，但至少歷史學的

工具性本質並未根本被解構；同時，歷史教育在現在的大學中，仍被視為是公民

教育的一環，除了要發展學生的特定能力之外，還負有傳遞和內化群體社會價值

的功能。當大環境中的社會價值出現衝突，也就難免將這些衝突帶進其內部的小

環境中。 

    筆者也認為，以上所提的兩個線索，似可循同一論理源頭而進行問題之耙梳：

就是所謂的歷史的「正統論」。一方面，許多推廣臺灣史教育者原先就懷抱著衝撞

「以中國為中心」史觀的心態；過去，在臺灣史的研究之所以有這種「以中國為

中心」的史觀，多少緣附於中國傳統史學的「正統論」而發展。在史觀的建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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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的過程中，「正統論」一直是運動的核心對象。另一方面，傳統的文化主義與

史學的正統論係體用之關係，這也是過去傳統史學的工具主義之由來；歷史教學

既是歷史論述的延伸，而目前臺灣史的論述則又多少錮於對於正統論及其所造就

的工具性之框架或解構上。本文即擬由檢視傳統正統論對於當代臺灣史論述的影

響，並進而對當前學院中的臺灣史通識教育，提出一些反省。 

 

 

二、正統論的定義及其起源 

 

正統論可以說是中國所特有的一套歷史哲學。過去歐陽修指出：「正統之論，

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3方孝孺也說：「正統之名，何所本也？曰：本于春

秋。」4而據學者饒宗頤的分析，中國史學正統說之理論根源有二，究其實，也都

與《春秋》有關。其一，係採鄒衍之「五德運轉說」，計其年次，以定正閏；其二，

則是據《公羊傳》加以推衍。5就饒氏所舉二端推敲，前者係一種帶有神秘性的歷

史循環觀，著重時間運行的概念。依許慎《說文解字》：「統，紀也」；「紀，別絲

也。」段玉裁作注時則因以為「統」可引申為「綱紀」。但依裴松之《史目》則曰：

「統理眾事，繫之年月，名之曰記」。又，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詁》則訓「統」為

「始」，此與《公羊》之「王正月」相呼應。由是，「統紀之學」既與曆法相聯繫，

遂得其時間性意涵。而為正閏之說者，其爭論點即在政權承接之間是否為正與不

正之問題。至於後者，則兼攝時空概念。唐代皇甫湜於〈東晉元魏正閏論〉揭「王

者受命於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宋代

歐陽修繼以強調「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統」。是均以為正統有空間「統一」之

義。6饒氏之後，時人汪文學及龐天佑則進一步將「正統論」的思想推及於殷、周 

                                                 
3 歐陽修[宋]，〈正統論七首〉，原收氏著《歐陽文忠公集》卷七，現收入饒宗頤，饒宗頤，《中國史

學上之正統論》，香港：龍門書局，1977，頁 75~80。 
4 方孝孺[明]，〈後正統論〉，原收氏著《遜志齋集》卷二，現收入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論》，

頁 145~147。 
5 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論》，頁 56~59。 
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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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天命論」以及封建的宗法血緣觀念，亦及可溯源至《尚書》及《詩經》。7 

就理論發展的時序言之，自秦、漢以降，至唐代前，正統論旨在論證帝王之

即位是否應符天命。過去中國的王權時代，除易姓革命之外，君位之傳承既繫於

非人力所能掌控的血胤巧合，難免會將政權之獲得歸於天意。即使為易姓革命，

漢代的學者亦以為「王者必受命而後王」。董仲舒就以《春秋》中的「王正月」意

旨為基礎，加以發微。他說：「王者必改正朔，易服色，制禮樂，一統於天下。所

以明易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

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8 

除此具有神秘色彩的天命論外，發展中的正統論也有一套形而上的道德哲學

與之呼應：政權的泉源雖來自於天命，但天命的傳受係以德行為判準，而德行與

權力的結合便是造成理想社會的基礎。9如董仲舒「天人感應」說，除了以為人為

天副，視「凡災異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10也以為「天之任陽不任陰，好德不

好刑」，11是以「為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12考董氏的論說之源頭，除

發微鄒衍「尚德」之義外，並進而溯及子思的「德，天道也」之義，13以及《春秋》

中「以德配天」、和《尚書》中「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的概念。這使早期正統論

的建構元素中，除了有超自然的神權觀點外，也回歸到世俗的層次，含有道德規

範的意義。因是，在推論歷史動力時，中國傳統的史家除歸結於「天命」外，也

很重視「人」的因素，故司馬遷乃大談「究天人之際」。14 

至於正統論到了唐、宋時之所以逐漸從統紀之學的時間概念，漸趨於討論「大

一統」的空間概念，學者楊念群以為是當時的史家在書法上產生窮困所致。蓋因 

                                                 
7 汪文學，《正統論》，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2，頁 35；龐天佑，《秦漢歷史哲學思想研究》，

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124~127。 
8 董仲舒[漢]，《春秋繁露．三代改制質文》。 
9 當代學者張灝稱此為「天德本位的政治觀」。見張灝，〈宋明以來儒家經世思想試釋〉，收入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論文集》，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頁 3-19。 
10 董仲舒，《春秋繁露．必仁且知》。 
11 董仲舒，《春秋繁露．陰陽位》。 
12 董仲舒，《春秋繁露．陽尊陰卑》。 
13 饒宗頤，前揭書，頁 9。 
14 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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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的王朝持續向南擴展、且夷夏變局的疊次發生，遂產生王霸、夷夏之辨。楊

氏也同意前揭饒宗頤的看法，認為五德運轉、天命論的觀點未盡詮釋魏晉的正統

問題，是以「宋人深辟其謬」，而另闢蹊徑。15當然，有關「正統」意涵的變遷，

猶須聚焦於對「統」字之解釋，係由過去的「紀」向「合天下為一」轉變。除前

揭唐代皇甫湜有「必大一統」的主張外，宋代蘇軾〈後正統論三首〉就定義「統

者，所以合天下之不一也」，故渠以為「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耳」。這呼應了

歐陽修所標舉「居正」和「一統」之義，以及司馬光《資治通鑑》之「竊以為茍

不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也」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唐

宋學者除了強調「正統」所應有之空間意涵外，又根本性的強調「正統」的道德

意涵。皇甫湜就論證道：「所以為中國者，以禮義也；所以為夷狄者，無禮義也，

豈繫於地哉。」16類似皇甫湜這種將政權正統與道德構成聯繫之觀點，其發展又進

一步受益於宋代理學對於過去天命論的解構。宋代理學家雖然也說「萬物出於

天」，但朱熹引述「天命之謂性」，又強調「性，即理也」、「心是主宰，即是理也」，

從而把天命與心性之學聯繫上，以為心有主宰力，可以心體會天理、因應萬物；

而「王者」則要「體天之道，養育人民」。由是，對於人類歷史的動力律則，從超

自然的「天命論」解放出來，而歸於俗世的紀綱。17朱熹在《資治通鑑綱目》的〈序

例〉中就指出：「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鑑戒昭

矣」。這總結了超自然的時間、與俗世的正統和道德之間的辯證關係，並又進一步

指陳了歷史論述、正統觀、以及其致用的工具性間的聯繫。 

然而，定義的變遷仍未竟解決前揭的王霸、夷夏之辨，因為比起可以時空單

位具體量度的「一統」，抽象的「居正」意涵，的確難解；而且證諸史實，「一統」

與「居正」，不無衝突。朱熹就稱「正而不統」、「統而不正」的歷史事實為「無統」，

亦有稱華夏族群因淪於異族之征服遂有「絕統」之謂者。尤其隨著元、清相繼入 

                                                 
15 楊念群，〈中國歷史上的”正統觀”及其”蠻性遺留”〉，收入：賀照田主編，《學術思想評論第四輯》，

瀋陽：遼寧大學出版社，1998。 
16 皇甫湜，〈東晉元魏正閏論〉，原載氏著《皇甫持正文集》，卷二，現收於饒宗頤，《中國史學上

之正統論》，頁 66。 
17 有關於宋代理學家的心性之學與天命論之歷史觀念造成的影響，請參閱：張元，《宋代理學家的

歷史觀》，臺北：國立臺灣大學歷史學研究所博士論文，1975，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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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正統論尤重嚴夷夏之防。現實政治上異族政權存在且長期統治的事實，因使

正統論在定義上的困窘，愈形深刻，遂也使正統論所受之抨擊，愈形激烈。 

汲至西方啟蒙時代後新興史學對中國的史學研究產生衝擊後，對於傳統正統

論之抨擊，情況更為明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梁啟超。 

梁任公的《新史學》在廿世紀為史學革命吹起號角；渠認為正統論的產生，

一是「當代君臣，自私本國」，二是「陋儒誤解經義，煽揚奴性」。同時，因為梁

氏以為「歷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是以，他嚴厲地批判「中國史家之謬，

未有過於言正統者也」，其弊在使中國之歷史述作，但見君王，卻視全國人民為無

物。18由是，梁啟超認為正統論正反應了中國傳統史學其實「不過斷濫朝報而已」

的事實。除此之外，渠還以為正統論的理論在邏輯上原來就屬於不健全的論證。

梁啟超整理出可衡量正統者約有六事：一曰，以得地之多寡；二曰，以據位之久

暫；三曰，以前代之血胤為正而其餘皆為偽也；四曰，以前代之舊都所在為正而

其餘皆為偽也；五曰，以後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為正而其餘為偽也；六曰，以中

國種族為正而其餘為偽也。如宋、齊、梁、陳等是。但是，梁啟超強調：「此六

者互相矛盾，通于此則窒于彼，通于彼則窒于此。」19然而，前揭任公所以為的矛

盾，其實也並不出過去前人已然指陳「正而不統」、「統而不正」的問題。也就

是說，有關「統」字何義，過去雖經變遷，但基本上指空間的一統，在宋以降，

論者多有共識；反而，受到較多論者關心者，乃在如何可以稱「居正」。事實上，

過去傳統史家論及正統，正之為義尤重於統。20歐陽修就曰：「統天下而得其正，

故繫正焉。統而不得其正者，猶弗統乎爾。」21又依明人丘濬之說，正統之標準在：

「在嚴華夷之分；在立君臣之義；在原父子之心」。22方孝孺則以為係本于《春秋》

之微言大義：「不過辨君臣之等，嚴華夷之份，扶天理，遏人欲而已。」23是都未

從具體空間立說，而另從形而上的原則。宋末的鄭思肖亦曰：「與正統者，配天地， 
                                                 
18 梁啟超，〈論正統〉，《新史學》。收入梁啟超《梁啟超全集》，北京：北京出版社重編版，1999，
第二冊，頁 736~753。 
19 同上註。 
20 饒宗頤，前書，頁 59。 
21 歐陽修，〈正統論七首〉。 
22 丘濬[明]，〈世史正綱序〉。 
23 方孝儒，〈後正統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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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人極，所以教天下以至正之道」。故渠亦呼應過去皇甫湜的觀點，指以「得地勢

之正者為正統」未盡善也。24這讓我們找到了線索：所謂的「居正」，空間的居正

只是消極的條件；積極的條件就是合乎儒家所提倡的政治、社會及道德規範——

孔子以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規範為己任，這也就是後來儒家

經義的中心要旨所在。所謂「正統」，既以與儒家的經義為本，楊慎就指陳：「國

之統也，猶道之統也！」25王夫之亦曰：「儒者之統與帝王之統並行于天下，而互

為興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26由是，論者遂將「正統」與

「道統」合而為一。當代的學者余英時嘗以為政治上的統與道術的統係兩個相涉

卻又分立的系統。渠並引孟子語而將政之統稱為「位」，而道之統則為「德」，但

若真要使「天下有道」，則「位」與「德」仍要互相配合，不可或缺。27學者呂謙

舉的看法類似；渠將正統區分為「德統」與「法統」，此亦是將正統與道統的關係

加以推廣。28 

要探究傳統的中國知識份子論斷正統與否的原則，就得要回歸到《春秋》的

經義上；其要旨在尊王以維護封建秩序外，也在嚴華夷之分。尤其，自元、清相

繼入主中原，正統論遂特重嚴夷夏之防，已如前述。從此角度觀之，正統論在傳

統中國，也是一種論述工具，以進行我族與他族的區分與族群動員。過去，西方

的漢學界過去慣用文化主義(culturalism)一詞來說明傳統中國人的世界觀與群我分

辨的原則，並且以為文化主義與國族主義是一種互斥的概念：只有在傳統的文化

主義崩潰以後，國族主義才有可能在中國流行且具有影響力。29原來，包括「中國

人」、「中華國(民)族」和「中國」等詞彙，作為一種政治用語，並且被用於指涉一

些特定人群、及其所組成的國族國家(nation-state)，其實乃是晚近受到西方國族主

義影響後才有的事。在此之前，傳統中國的統治者及其知識菁英份子自認居於天 

                                                 
24 鄭思肖[宋]，〈古今正統大論〉。 
25 楊慎[宋]，〈廣正統論〉。 
26 王夫之[明]，《讀通鑑論》，卷十五。 
27 余英時，《史學與傳統》，頁 57。。 
28 呂謙舉，〈中國史學思想的概述〉，《人生》，29:6，1965，頁 2~11。 
29 Levenson, Joseph J.,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8, p. 99.  Also see: Fairbank, John King,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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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中，並且依據文化程度的不等而把世界推衍成一個由內而外的階層體系。所

謂「中國」，原指居於天下之中，除指王土外，也指的是具有最高度文明教化之地。

就作為一個文化概念而言，其義幾近於「華夏」。而「中國人」則指的是受文明教

化之人，亦即華人；而所謂「教化」，指的乃是儒學的教條與規範。由是，受教化

與否的標準，實亦春秋之義也。當然，原來在理論的層次上，儒家認為夷、夏之

間的界限其實是可浮動的，也就是「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這多少為一些以

異族入主中原的政權找到一些自居正統的理由。例如，元代的郝經就指陳，「聖人

有云，夷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茍有善者，與之可也，從之可也，何有于中國于夷」，

30故若元主「今日能用中國之士而能行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31但是，誠如英

國的學者馮客(Frank Dikötter)所指陳：一方面，中國的精英份子假設蠻夷是可以被

「華化」的；另一方面，當文化優越感遭到威脅時，這些菁英份子又動員種性之

區別去攘夷。32也就是說，這種夷夏界限的可浮動性，常常還是流於理論上不切實

際的期待；在政治的操作上，中國傳統的菁英份子還是會根據客觀種性的(racial)、

和血胤的根基條件去區辨我族與他族。這種文化主義的原則指導了史學的正統論

述，如鄭思肖嘗言：「聖人、正統、中國本一也」。33可見正統論是依循儒家的春秋

之義進行夷夏之辨。既然如此，透過正統論所產生的「中國」或「中國人」論述，

要同時兼容了客觀的根基條件與主觀的文化建構條件，也就理所當然。不過，筆

者於此也要進一步說明，特別是在一九八○年代以後，以文化建構論為主進行國

族主義根源問題研究，獲致很大的進展後，前述以文化主義假說為核心的探討，

容或有再商榷的空間。持文化建構論的學者大抵認為國族是一項人為的創造物，

是國族主義的先行者則依據既有的主客觀條件以發明(inventing)或想像(imagining)

了我族與他族的邊界。從這個角度看來，中國過去的文化主義，提供了一定的主

觀原則與條件去劃分我群與他群，這反而可視之為國族主義的先質，有助於現代

國族的想像。所以，文化主義反可視為是一種可轉化以形成現代國族想像邊界的 

                                                 
30 郝經[元]，《陵川集》，卷十九，〈辨微論—時務〉。 
31 郝經，《陵川集》，卷三十七，〈與宋國兩淮制置使書〉。 
32 Dikötter, Frank, ‘Culture, Race and Natio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 Http://jia.sipa.columbia.edu/Dikotter.html. 
33 鄭思肖，〈古今正統大論〉，《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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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國族主義。34而中國傳統史學上的正統論，既然作為文化主義的實際操作，則

其也不盡然如梁任公所言，是摶聚國族的反功能。 

除了前揭其作為一種中國傳統社會劃分我群與他群的原則外，以現代政治學

的角度看來，「正統論」其實也可說是傳統中國社會的一種在政治權力場域解釋政

權是否符合正當性(legitimacy)之論理。當然，現代華人語彙中的「正當性」(亦有

稱「合理性」者)用法，其實是頗為摩登，而且是用於迻譯自外來概念，而並非淵

源自其本身的文化傳統。即如西方學界，有關正當性的探討也要俟廿世紀出才經

韋伯(Max Weber)的創發，才廣為學者探究。但是，吾人可以發現過去傳統中國知

識份子及史學家對於王朝正統之探究，實與今日政治學者進行一個現代的主權國

家是否具正當性的探討，頗為合致。只是，現代學者在探究政治正當性，可能是

主要循韋伯所謂的權威理性為軸線進行析論；而中國傳統的統治者或讀書人的觀

點，則是：一方面，是以儒家的經義為根本所推衍的文化主義原則；另一方面，

這些經義又多少緣附於帶有神秘主義色彩的天命論來建構其宇宙觀。35雖然儒家遠

鬼神之說，但作為封建秩序原型的根本又是宗子等將家庭的家長制向外推廣而成

的，而人與人血緣關係之所以得以成立，取決於天意的偶然，則又有難解的神秘

主義與天命論的成份。於是，天命論可以與儒家的經義相互緣附發展，而中國史

家遂亦汲汲於究天人之際。 

總結而言，正統的論述既然承載了儒家經義的規範與價值，故說正統論係中

國史論的核心，並非過語。饒宗頤就指陳，細察正統問題的探討，則精義紛披，

正可見中國史學精神之所在：「正統理論之精髓，在於闡釋如何以承統，又如何方

可以謂之『正』之真理。持此論者，皆凜然有不可侵犯之態度」。36誠哉斯言！ 

 

 
 

                                                 
34 有關原型國族主義的定義與解釋，詳見：Hobsbawm, Eric J.,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9. 
35 有關於天命論與傳統中國對於合理性論述的論理，請參閱：張灝，《幽暗意識與民主傳統》，臺

北：聯經出版有限公司，1989，頁 36~41。 
36 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論》，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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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統論與傳統史學的工具主義 

 

傳統中國的菁英份子之所以著墨於正統論，其終極的關懷既然在於道述儒家

之義理規範，那末，筆者以為，就使文化主義與正統論之間，看來係一種體用關

係：文化主義為體，正統主義為用。所謂「史以載道」，因此，正統論正反映了中

國傳統史學所具有的目的論與工具主義傾向。 

就知識的本質而言，難有謂無用之知識。只是，歷史學兼容了人文與社會科

學的特性，其知識之產生除建構於客觀的事實基礎上外，也必需透過研究者對於

客觀事實的主觀理解。37歷史工作者從其社會生活中找尋並提出歷史問題，而後透

過史料的蒐集、考證、比對、與鋪排，終祇於形成具經驗意義的解釋，以引領決

定或解決問題。這種歷史知識形成的過程，從問題的提出，就有主觀導引的成份

存在，是以，歷史知識會有目的論或工具主義的傾向，似乎就難以避免。由是，

歷史作為一種可「鑑往知來」、「古為今用」的知識，其具「解決目前問題」、「促

成人類進步」的功能，乃多有人同意。 

惟中國傳統史學為政治服務的意味濃厚，「資治」向被認為是歷史最實際的功

用，而歷史也被認定是政治知識與政治智慧的源頭。38史學與政治的關係密切，一

方面是因為中國史家原本就淵源自王官，依《周禮》，史係「掌官書以贊治」，39故

可說這是歷史因素使然；另一方面，則是「史以載道」，有論者就以「經世史學」

來說明此傾向。「經世」一詞，原出《莊子》之〈齊物篇〉的「春秋經世，先王之

志」，只是「經世」成為一種積極入世以服務或改造社會的精神與觀念，要到十六

世紀後才漸趨成熟。40至於經世史學之具體提出，則俟明末的王夫之、顧炎武，和

清代的章學誠等。41雖然如此，中國傳統史學具經世之特徵，仍可溯至先秦的儒家 

                                                 
37 有關主觀理解與歷史知識本質的探討，請參見：胡昌智，《歷史知識與社會變遷》，臺北：聯經

出版文化事業，1988，第一章。 
38 杜維運，《史學方法論》，臺北：三民書局，1989，第十版，頁 325~326。 
39 《周禮．天官冢宰》。 
40 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北：聯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頁 418~421。 
41 王夫之在《讀通鑑論》中指陳：「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為來者師也。為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

之大略不著，後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由者，則惡用史為？」顧炎武則以為史學「引古籌

今，亦吾儒經世之用」(顧炎武，《亭林文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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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不過，儒家的經世是以政治本位的，42孔子之述作《春秋》，係欲：「退諸侯，

討大夫，賢賢賤不肖」、「尊王攘夷」，即利用編年的著述來達到維護封建秩序的政

治目的。 

由於經世思想與正統論都有同樣的理論源頭，都是根據儒家的義理而致用，

也說明了前述的經世史學與正統論實有高度的內在聯繫。而正統論與經世史學相

同，亦以政治為本位的。在操作上，最早《春秋》「退諸侯，討大夫」之正名實的

主張、以及「攘夷」的要旨，都可以說是素樸的正統論。至於正統論對於後來國

史的體例與論述有何具體影響，則可簡單整理出如下兩點，而其體例之成立，皆

始自太史公。其一，「紀傳」體例的產生。中國正史自司馬遷《史記》以降，標準

的體例就是紀傳體；其中，紀指「本紀」。前節已經說明了「統者，紀也」；正史

以「本紀」為綱，繫年記載國朝大事。劉知幾的《史通》就指出：「又紀者，既以

編年為主，惟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見於年月；其書事委曲，付之列傳。」

又指陳：「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43這

說明了「本紀」的功能，就在確立前朝的正統地位。自漢、晉以降，多有新立的

朝代皆有為前朝修史的作法，其目的也在闡明本朝與前朝間有連續性，示其得位

正也。故所謂「正史」之「正」，除了意謂代表官方史書之立場之正外，最重要在

標舉「正統」。歐陽修謂：「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亂君。」44由史家之言，亦確認

了本紀書法與正統論間的聯繫。其二，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及先中國後四夷的結

構。因為「本紀」的敘述主體是帝王，以繫正統，遂使紀與傳的關係形成一種上

與下的結構關係，也就是進一步地推演了正統意識的尊卑觀念。45司馬遷甚至於將

此正統觀念推諸華夏與蠻貊四夷之間，將外夷置於列傳書寫，以後之正史率皆以

司馬遷的方式處理，以分其主從。其間亦足說明正統論與傳統中國知識份子在世

界觀的一致性：先內後外，以華夏為天下之中心也。46透過《史記》，司馬遷建構 

 

                                                 
42 張灝，前揭文。 
43 劉知幾[唐]，《史通》，上海：新文化書社重排本，1926，頁 28~29。 
44 歐陽修，《新五代史》，〈序〉。 
45 雷家驥，《中古史學觀念史》，頁 541。 
46 參見雷家驥，前揭書，頁 53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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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一個始於黃帝、抵於漢武，而且緜延不絕的正統次序。而班家的《漢書》指陳

「漢紹堯運，以建帝業」，也首開斷代之國史紹述正統之風。但是，漢以後的政權

何者續統，問題則大矣哉。尤其，此後的歷史難免治亂、分合循環交替，又有非

華夏的族群入主中國，遂使正統的問題變得更為複雜；而史家之論正統，又往往

為求滿足於其現實的政治環境—或在朝，本身即是統治集團之成員；或在野，對

於其治者持反對之態度—遂使其正統觀念各異，爭議也因此時起。 

總而言之，史書續統問題因事涉統治的正當性，因而史書常被利用作為政治

的工具。也就是因為傳統中國史學著作中的正統論及其衍生的爭議，其實是為了

解決寫史當刻的政治問題——這一點坐實了義大利史家克羅齊(Benedetto Croce)的

名言：所有的歷史都是現代史——而令許多學者傾向以儒家政論之核心看待正統

論，47或乾脆視其為一種意識型態，而非一種史學觀念。但是，除了禳祭、封禪等

儀禮行為外，吾人畢竟很難從傳統社會所有的實際政治舉措中直接看到正統論的

痕跡；要真的一窺正統論之真義及影響，仍須回歸到史學著述之上。 

至於正統論究竟為一史學觀念或政治觀念兩者間的辯證關係為何，筆者從正

統論的理論淵源和發展過程觀之，則認為：中國的傳統政治菁英並非是在其對現

實正統問題產生質疑或爭議後，才發展出史學的正統觀念，而是正統論若真為一

套政治觀念，那末它自始就仰賴史學著作而進行操作，故而，對正統有所質疑、

爭議、及其解決方式自必反應到史學著作之中。 

當然，中國傳統史學之為政治服務、或者充滿工具目的，並不僅止從以上所

揭的史學正統論可以窺見；但惟有從正統的爭議進行切入，最可以看出傳統的中

國史書其實深深受錮於政治的運作，則殆無疑義。從史學史或者是思想史的角度

看來，正統論的存在固然有一定的正功能。其一，透過正統思想，傳統的中國史

學得而創造了一套具範式意義的、並可以整合時空概念的歷史敘事邏輯與敘事結

構。其二，正統論雖然是致用於史學著述，但是其論述可以說是依循著儒家義理，

或曰是文化主義的原則，由此而形成中國傳統史學重褒貶的書法，使其充滿著人

文主義的精神，得而為社會價值與行為規範的導引。但是就知識論而言，正統論 

                                                 
47 如薩孟武，《儒家政論衍義》，臺北：三民書局，頁 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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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傳統的中國史學過於政治化，也因而產生若干的內在缺陷。這已經有許多人提

出批判。梁啟超指中國之舊史學係帝王家譜、斷濫朝報，不過一家一姓之言爾，

又但見君王、不見國民全體之進化。梁氏乃是就知識的局限性立言，當代的學者

黃俊傑則稱此傾向為「政治化約論」(Political reductionism)，因而使歷史研究的視

野狹隘化。48另一個更大的問題在於：史家執著於正統，卻往往會忽略了歷史知識

應建構在確定事實基礎上的這一個前題。當代的學者雷家驥對中國中古史學的研

究就指出，自習鑿齒的《漢晉春秋》後，由於官方對國史的撰修增加控制力以宣

揚政權正統性，遂使當時的史學有違心發展的趨勢，亦即史家為達特定的政治目

的而刻意曲解或粉飾事實，而變更了應有的歷史解釋。49簡而言之，正統論固然增

強了歷史知識的致用功能，但經世的目的造就了歷史知識的工具性，也難免會回

頭傷害到歷史作為一種植基於過去真實之上的知識本質。 

這種歷史知識的工具性與正統論間的相互攀附，即使到了廿世紀，依然故此。

現代中國歷史學科的成立，固然受惠於現代西方科學革命的影響，使史學得而從

過去的國學中解放出來，並向社會科學轉型。現代式的科學研究典範、現代的史

料驗證技術，固然對廿世紀以後學院內的歷史學研究與教學固然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這並未根本解構史學的工具性。即以新史學的旗手梁啟超為例，渠對中國

傳統史學多有批判，已如前述；梁氏也主張應擴大歷史研究的範圍、提倡以新的

科學方法與科際整合的方式來研究歷史。但是，梁啟超認為新史學之所以要取諸

科學方法之「必求其公理公例者」，並非欲以為理論之美觀而已，而是要「將以施

諸實用焉，將以貽諸來者焉」。50所以，梁啟超依舊主張歷史有其致用的功能：歷

史要將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51他說：「歷

史者，以過去之進化，導未來之進化者也。」52值得我們注意的是，梁啟超在嚴厲

批判中國傳統史學之正統論的同時，卻也提出另一種新的計算正統的標準。他說： 

 

                                                 
48 黃俊傑，《歷史的探索》，頁 7。。 
49 有關雷家驥對於中國中古時代史學的違心主義發展，請參見：雷家驥，前揭書，頁 507~529。 
50 梁啟超，〈史學之界說〉。 
51 梁啟超，〈中國歷史研究法補編‧總論〉。 
52 梁啟超，〈史學之界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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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正統當於何求之？曰：統也者，在國非在君，在眾人非在一人

也。捨國而求諸君，捨眾人而求諸一人，必無統之可言。更無正之

可言。必不獲已者，則如英、德、日本等立憲君主之國，以憲法而

定君位繼承之律，其即位也，以敬守憲法之語誓於大眾，而民亦公

認之，若是者，其猶不謬於得丘民為天子之義，而於正統庶乎近矣。

雖然，吾中國數千年歷史上，何處有此？然猶齗齗焉於百步五十步

之間，而曰統不統正不正，吾不得不惟其愚而惡其妄也！53 

 

所以，在「新史學」時期的梁啟超，其實並沒有揚棄中國傳統史學中的正統

之論。質言之，梁啟超並非要解構歷史作為標舉一個政權合理與否的工具性，渠

所自省與汲汲批判者，乃是中國傳統的正統論中的正統標準。梁氏的論述，不過

反應出一個事實：中國在轉型為具現代性的國族國家(nation-state)時，正面臨了原

先對於政權正當性論述的論理已經崩塌，而有建立新論理的需求。54過去，傳統中

國對於正當性的論理，主要植基於以天命論為中心的宇宙觀、以及以儒家經義為

理論底蘊的文化主義之上，此已如前述。而從前引梁啟超諸意見中，他指陳所謂

「統」係「在國非在君」、「在眾人非在一人」，又強調要「以憲法定君位繼承之律」；

其後又以為：「後有良史乎，盍於我國民系統盛衰、強弱、主奴之間，三致意焉爾。」

55由是，可闚知梁氏企圖引進憲治主義、國民主權、以及國族主義等要素，作為新

的政權正當性論理，並利用符合論理的政治正當性來創造其敘述主體的一個由古

代到現在、甚至於有可能延伸到無垠未來的連續性。於是乎，中國史的正統問題，

並未從此消失，只是換湯不換藥。同時，中國歷史的工具性也未因此解構，並未

因援用科學方法或專業化的而使歷史單純成為一種發現真實知識的學門，它仍然

被經常性地被利用——無論朝野——做為一種政治鬥爭之用；而且，這種工具性 

                                                 
53 梁啟超，〈論正統〉。 
54 有關從十九世紀末到廿世紀初時傳統中國政治正當性的崩塌、解構與其重新建構的探討，可參

閱：金觀濤、劉青峰，〈天理、公理和真理——中國文化「合理性」論證以及「正當性」標準的思

想史研究〉，《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 10 期, 2001, 頁 423-462。另參閱：楊芳燕，〈道德、正

當性與近代國家：五四前後陳獨秀的思想轉變及其意涵〉，收入丘慧芬主編，《自由主義與人文傳

統》，臺北：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5。 
55 梁啟超，〈論正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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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西方啟蒙史學的線性史觀重合後，遂使歷史被視作是國族主義的載具，以成

就社會動員(social mobilization)。至於史學著述在國族形成過程中的工具性與可操

作性，過去印裔美籍的學者杜贊奇(Presenjit Duara)已經提醒了這種危險性。杜氏以

為，在這種大寫(grand-narrative)國族歷史的風尚下，歷史論述本身就是工具性的，

難免受制於精英份子的操弄或濫用，從而使歷史的真象與事實，會局部、甚至大

部份需要被隱藏、健忘、或扭曲，以成就國族的建構。56本土的臺灣史學，其範式

過去既植基於中國傳統的史學方法，後來又受惠於現代西方的啟蒙史學方法而建

構其現代形式；由是，這種歷史的工具性也就難免滲入臺灣史的研究中。 

     

 

四、本土臺灣史論述中對傳統正統論的承襲與質變 

 

戰後臺灣本土的臺灣史研究，在學院派的專業史學尚未建立其相關的影響力

之前，其組織性的研究動能，環繞於官方或半官方的地方文獻單位。然無論所謂

的文獻派、或是學院史學中的臺灣史研究，都受益於之前當地非常豐富的野史傳

統。這種野史傳統，固然由來以久；但是，要到了日本殖民時代，其才真正產生

其影響力。舉最著者，當屬連橫的《臺灣通史》。 

《臺灣通史》成書之旨，原在強化「臺灣人，中國人也」之義。連橫最重視

以歷史承載民族之精神，「民族」一詞又係新興之詞彙，此可見連氏當受到新興的

國族主義思潮所影響。但是，《臺灣通史》付梓於一九一八年，卻幾未受到當代西

方現代史學之影響，其寫作範式實係宗司馬遷之紀傳體。正因如此，該書雖然處

處可見其對於正統問題之執著，卻仍然沿著舊有的理論框架進行論述。連氏就自

言，要「存正朔於滄溟，振天聲於大漢也」；57連氏的正統觀因此特重夷夏之防：

清廷為既異族政權，自然無由稱正統。故渠對過去舊有官志以清為正統的官方說

法，深感不以為然，而代以南明為正統；此一正統，又因鄭成功的經營臺灣遂多 

                                                 
56 Pre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Introduction. 
57 連橫，〈閩海紀要序〉，《雅堂文集》，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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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茍延：「夫臺灣固我族開闢之土，延平既至，析疆行政，撫育元元，而我顛沛

流離之民，乃得憑藉威靈，安生樂業，此天之默相黃冑，而故留此海外乾坤，以

存明朔也。」58連橫私以為鄭氏覆亡後，中國遂至無統，直至中華民國的成立。59由

是，鄭氏的國祚、明朔、中國之正統，三者就連氏的角度而言，實為一體。60又，

連氏既以為鄭氏政權驅逐荷人，使「臺灣復為中國有矣」，61又認為透過鄭氏政權

使漢族的文化得以推展到臺灣，而為「化」內之地，即為華夏之域，且文化及法

制粲然大備，亦可謂之中國。連橫在書中就指出：「臺灣當鄭氏之時，彈丸孤島，

拮抗中原，玉帛周旋，蔚為上國」；「克臺之歲，[鄭成功]改臺灣為東都，……綱

紀振飭，制度修明，泱泱乎大國之風也」。62又指：「臺灣當鄭氏之時，草昧初啟，

萬庶偕來。廣土眾民，蔚為上國……。」63由是，臺灣與中國亦為一體也。 

總的來說，連橫在《臺灣通史》中之論述，揭露了渠仍不可免地陷於傳統正

統論中所存之文化主義與種族主義的相互糾纏、和內在矛盾。而依循傳統的正統

觀念，連橫也為臺灣史的論述，創造了以下一些典型的解釋觀點：(1)認為臺灣人

係指華人的移民。所謂「臺灣人，中國人也」之義，也就因此不僅止於指涉臺灣

人原鄉的地緣關係而已，更重要的是指涉臺灣人所處在的文化相對位置。也因為

連橫嚴華夷之分，使渠對臺灣原住民族的相關論述就顯得忽略，甚至充滿種性偏

見，從而將早於漢人來臺的南島語系原住民排除在臺灣人的範疇外，卻亦開以狹 

                                                 
58 連橫，《臺灣通史．建國紀》。 
59 此可引連橫於一九一二年春所撰的〈告延平郡王文〉為旁證： 
    「中華光復之年壬子春二月十二日，臺灣遺民連橫誠惶誠恐，頓首載拜，敢昭告於延平郡王之

神曰：於戲！滿人猾夏，禹域淪亡，落日荒濤，哭望天末，而王獨保正朔於東都，以與滿人

拮抗，傳二十有二年而始滅。滅之後二百二十有八年，而我中華民族乃逐滿人而建民國。」 

見：連橫，〈告延平郡王文〉，《雅堂文集》，頁 115。 
60 這一點可再旁參連橫於〈臺南史跡志．承天故府〉中所指陳者： 

「臺南，古都也……永曆十五年，延平郡王克臺，改名東都，設承天府……當是時，東都雖

屬草創，而金廈諸島均服政令，漢族衣冠賴以不墜，泱泱乎表海之風也。經立，改東寧，以縣為州，

委政勇衛陳永華。永華儒雅，與民休息，乃築圍柵，起衙署，建學宮，以興文教，而東寧規模漸備……

凡鄭氏居臺二十有三年，傳三世而明朔亡……向使鄭氏不滅，明朔長存，撫我華僑，用張國力，以

經略南嶠，則日東寧仍為全臺首都，未可知也。而延平無祿，經又早世，遂至叛將稱戈，孱王奉版，

淪胥以亡。天也，抑人也。」(連橫，〈臺南史跡志．承天故府〉，《雅堂文集》，頁 197。) 
61 連橫，《臺灣通史．建國紀》。 
62 連橫，《臺灣通史．外交志》。 
63 連橫，《臺灣通史‧鄉治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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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的漢人中心史觀論述臺灣史之濫觴。(2)將華人移民入臺視作是中國人生活空間

的合理延伸；亦即華夏的文化生活移入臺灣後，方使臺灣成為文明與現代生活之

域。(3)鄭氏政權厥為使臺灣此一地理空間、與中國此一文化暨政治空間縫合､並

進而重合的時間點。64這一點，為後來的史學家有使臺灣歷史攀附於中國歷史的連

續性上者，開了先河。 

這些解釋觀點，尤其是強調「臺灣人、漢人、中國人」三位一體的國族想像，

既洎自一九二○年代以後，與當時臺灣社會運動中的主流論述同道，又在戰後因

符合國民政府的政治需要，遂使連橫其人、其言、其書皆被利用藉以塑造臺灣人

民集體歷史記憶，65也使臺灣史有了一套基本的解釋框架。而在體例上，雖然渠所

援用的紀傳體在其之後幾成絕響；但是，連橫所創造了一套敘史的邏輯——敘臺

灣史首重說明臺灣與中國之相對位置，仍然成為戰後其他史家所取徑的對象。舉

隅而言，本土史家如林熊祥(《臺灣史略》)、與林衡道(〈臺灣歷史要略〉、《臺灣

開拓史話》、及《臺灣的歷史與民俗》)父子，以及黃玉齋(《臺灣史百講》)的作品。

此外，大陸史家最早從事臺灣史寫作的郭廷以等，率皆從中國的古文獻中探討古

中國與古臺灣的連繫。當然，以上這種敘史邏輯自然是本於正統論。以下簡就郭

廷以與林氏父子二人的臺灣史論著為例，來進一步說明渠等論點。 

郭廷以是學院內中極早期涉入臺灣史的研究者。他於一九四九年所出版的《臺

灣史事概說》一書，對臺灣史論述的具體貢獻，依筆者所見有二。 

其一，該書提供了一個以現代西方新興史學範式為論述框架的臺灣史寫作範

例。郭氏的寫作是以「國族」為主體，不過這個國族指涉的是一個「中華民族」；

郭氏所述之臺灣史，也可以說是「中華民族」的擴張史、也是在臺灣這一個地理

空間活動的歷史。渠指出：「而中華民族在這裡(按：指臺灣)的成就之大，臺灣的

中國化或漢化的徹底、文化進步的迅速，不僅有過於大陸中國的若干邊區，並無 

 

                                                 
64 有關連橫正統觀的探討，請參閱拙著，〈連橫《臺灣通史》中的國族想像〉，《通識研究集刊》，

第 4 期，2003，頁 141~192。 
65 林元輝，〈以連橫為例析論集體記憶的形成、變遷與意義〉，《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1，臺北，

1998，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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遜於中原腹地，誠可謂後來居上」。66從而，郭廷以把臺灣史與過去受啟蒙史學影

響而創造出來的「中華民族」線性歷史，進行了初步的攀附。 

其二，郭氏率先以導入對國家主權觀念以討論政權治臺的合理性。他認為中

國對於臺灣有治理的事實存在，可以上推至顏思齊、鄭芝龍等對臺灣的經營。他

指出：「即就治權來說，明季的一般海上豪傑或海寇，以及顏思齊等在臺灣的活動，

自然不是代表大明政府，但確實是中華民族的力量。」67郭氏以為透過招撫鄭芝龍

及之後「有計劃、大規模向臺灣移民」，遂使「中國的明朝政府認定臺灣屬於中國

領土」，68故鄭成功的恢復運動具有其「光復」之涵義。郭曰：「這個運動是有雙重

意義，在大陸上為反抗滿清，爭回漢人被奪去的完整治權，在海外為驅逐荷蘭，

收復漢人以喪失的故有領土。」69郭氏又以為：「[明鄭時期]，滿清事實上已經控

有大陸，臺灣並沒有一個正式的中央政府，雖然名義上仍奉明帝用的正朔。……

施琅的定臺，從某一方面來看，當然是民族運動的不幸，從另一方面來看，未始

非塞翁失馬。自此臺灣與中國名實成為一體。」70所以，郭氏係以務實的方式，強

調中國對臺灣斯土曾有實際之控制(control)與有效之統治，可以說是有了事實的(de 

facto)主權。渠也以為，期間臺灣雖因條約關係而割日，但過去兩國間的不平等條

約已隨戰爭而作廢，且依據開羅會議宣言和波茨坦宣言的精神，臺灣理所當然應

一併歸還臺灣。雖然，是郭氏個人對國際公法的認識、或是開羅宣言的效力，後

來在學界、政界、法界多有質疑；但是，郭廷以企圖以論證中國對臺灣有法理的(de 

jure)主權進行臺灣歷史論述，則是一個重要的嘗試。 

    無論如何，郭廷以的論述模式，對於後來的臺灣史研究，的確產生影響，還

被視為是開後來以「內地化」作為來解釋臺灣移民社會生成模式之理論的先驅。71

同時，郭氏的論述，也因直接受到引用，甚至使其見解滲入了官方文獻單位的地 

                                                 
66 郭廷以，《臺灣史事概說》，臺北：正中書局，1949，頁 1。 
67 同前註，頁 24。 
68 同前註，頁 16。 
69 同前註，頁 34。 
70 同前註，頁 91。 
71 張炎憲，〈台灣史研究的新精神〉，收入張炎憲等，《台灣史論文精選(上)》，臺北市：玉山社，1996，

p 頁 1~13；歐素瑛，〈郭廷以的臺灣史理論與實踐—以《臺灣史事概說》一書為例〉，《臺北文獻》，

直字第 134 期，2000 年 12 月，頁 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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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書及其衍生著作之中，變成了官方立場。72至於在戰後參與官志編纂事務甚深

的林熊祥和林衡道父子，在他們的私人著述中，亦如同郭廷以一樣，都刻意強調

臺灣與中國的聯結關係。在論證這種聯結性的過程時，渠等雖還不免從傳統的文

化主義立說。但是，他們也會進一步援引國家主權、以及國族主義的概念。尤其

有關國族主義的層次，之前郭廷以已經導入了一種「中華民族」的我族想像，但

語焉不詳，從中或仍存在漢族中心主義的曖昧。即舉郭氏的論述為例，顯然忽略

了南島語系原住民在臺灣的活動。之所以如此，除了郭氏當時能運用的資料有限

外，也很大幅度反應了當時主流社會知識份子的集體偏見。郭廷以雖然不像過去

連橫等人會刻意獸化原住民，但仍不免地稱呼其為「番」。同時，郭廷以刻意避免

用「漢化」的字眼，而代以「近代化」——這多少源於郭氏短暫擔任教育部邊疆

教育司長時所持的見解。即使如此，但他不免以文化做為一種條件，來判準漢人

與原住民二者係核心與邊陲的對應關係。所以，他不以漢人的移墾是一種侵略原

住民的行為，而是「有利於番人的建設進步事業」：提高其「的知識文化」及改善

其「經濟生活」。「中華文化的傳入臺灣」的意義，就在使原住民「近代化」、使原

住民「進入了中華民族的大家庭」。73這種帶有傳統文化主義的論斷，也進一步地

讓郭廷以將鄭氏政權的抗清視作是民族運動。林熊祥亦不脫此種漢族中心主義的

曖昧，所以才會云：「鄭氏雖降，其反清復明之民族正氣，始終蓬勃活動至辛亥革

命而達其目的」；74「成功驅荷蘭而明鄭建國於臺灣，為我族歷史最有光輝之一頁，

而亦臺灣第一次光復」。75林衡道則發微了過去為了修通志所創造出了的「同冑」

一詞，76而主張一種漢族與原住民同源同質、有國族血緣紐帶的想像，正如以下於

《臺灣歷史民俗》文本中所指陳的：「至於所謂『番人』，他們本來也是來自大陸，

是先到南洋，再輾轉來到臺灣，跟我們都是『血濃於水』中國同胞，所以很多人 

 

                                                 
72 如：黎仁纂修、林熊祥主修，《臺灣省通志稿．卷九．革命志驅荷篇》，臺北：臺灣省文獻委員

會，1957。 
73 郭廷以，前揭書，頁 119。 
74 林熊祥，《臺灣史略》，臺北：青文出版社，1973，頁 7。 
75 同前註。 
76 林衡道指出「同冑」一詞係當時任臺灣省文獻委員會主委的黃純青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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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上不寫山胞，而寫同冑，表示大家同為炎黃子孫。」77這種「同冑」的想像，

一方面在歷史的公式上，可以將南島語族的渺難追溯的過去聯結上所謂中國人的

發展直線上；另一方面，也可凭藉這種聯結去明喻或隱喻中國人對於臺灣斯土有

原生的權力。 

    比較戰後郭廷以與林氏父子的臺灣史論述，與之前連橫的論著，當然，在範

式和方法上，都有很大的變遷。就時間軸而言，郭廷以和林氏父子不再使用本紀

來架構歷史發展的連續性。但是，渠等對於中國線性歷史的攀附，無疑也提供了

了一種簡便性，來利用中國的歷史時間來定出臺灣歷史的座標。這種簡便性，使

得在引入西方現代的史學範式於論述臺灣史的過程中，並未引起如廿世紀初葉於

中國學界所發生對於過去歷史分期問題的爭議。同時，若再將郭廷以所導入之國

家主權、中華民族等的觀念，加上林衡道書中所揭露出當時把原住民視為與炎黃

世冑的國族想像，拿來與之前連橫之墨守文化主義相比，確實可以感受到臺灣史

的論述中，有關討論政權正當性的原則，已經產生質變。筆者認為：此一質變並

非標示著傳統的正統論範式在臺灣史論述上的應用，已然崩塌或解構；這不過是

從傳統的政治與社會體向具現代性的國族國家轉型的過程中，新的正當性論述必

須產生去取代或補充舊有的論理而已——在這裡，我們所看到的是新的國家主權

和國族主義的原則，補充了舊有的文化主義。甚至，舊有的文化主義原則，在郭

廷以和林氏父子的書中，還多有保留，以根基性地論證臺灣與中國/臺灣人與中國

人間的等同關係。當然，郭廷以和林氏父子在寫臺灣史時所用於論述正當性的原

則，又與當時主政者實際的政治操作原則，又彼此呼應。就國家主權的觀點而言，

國民黨在臺灣統治的事實彰顯了中華民國治權的延續性；這種延續性創造了國民

黨政府向外或向內爭取代表「中國」的一種可說服的說法。這種代表性，有時就

替稱之曰「正統」；其範疇，亦並不僅止於政治主權領域，有時還包括了文化認同

層次。另就國族主義或國族國家的打造而言，將臺灣人攀附於中華民族，有助於

國民黨政府去拒斥臺灣的獨立運動。由是，因啟蒙史學影響所產生的中國國族本

位的歷史論述，與舊有以文化主義為本的正統論範式，在此共生共構，指導了臺 

                                                 
77 林衡道，《臺灣歷史民俗》，臺北：黎明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頁 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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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史的論述。 

     

 

五、本土臺灣史論述中對傳統正統論的悖反與解構 

 

不滿意前揭自連橫以降利用攀附中國主體而建構臺灣史正統範式論著者，也開

始發聲。其中，先驅性的著作是一九六○年代於海外發行的史明的《台灣人四百

年史》與王育德的《台灣：苦悶的歷史》。 

史明和王育德原非專業的史學工作者，其著史也承續臺灣原有的野史傳統。

在他們的著述中，他們都援引所謂的「臺灣地位未定論」，來挑戰國民黨政府治臺

的主權觀；同時，他們對於臺灣人作為一個本體，也和連橫以降所建構的「臺灣

人，中國人也」的國族想像，有所扞格。王育德認為，移民本身就屬於一種對中

國的悖離。他指出，「華僑，若從中華思想來看，是捨棄中國而移居夷狄之地的異

端。因此，在清末之前，中國歷代王朝均漠視或蔑視華僑的存在。這種蔑視的思

想，在每一個民眾的心中已經根深蒂固。」78史明則認為移民社會之形成，必然會

經過一個脫離「中國性(Chineseness)」的階段。渠指陳：「[移民來臺的]大陸人為

了生存於台灣，一方面必須服從現已圍繞自己身邊的台灣風土的制約，另一方面

卻要把自己所帶來的大陸風土一一拋棄」。79他又指出了一個不同於「中華民族」

的「臺灣民族」已經生成：「『台灣民族』的形成，乃是透過移民、開拓和近代化、

資本主義化，而促使台灣社會與台灣人(漢人系台灣人和原住民系台灣人)的生成

和發展，並在歷史上、社會上，向中國社會與中國人進行了否定的、離心的反駁

和脫離過程中，才逐步見到自然發生的。」80這還同步想像了原住民和漢人之間的

關係：原、漢關係原本係平行發展、且互不相屬；而後漢人移民所建立的「開拓

者社會」，脫離了「中國性」，另行形成了一個「臺灣民族」主體；同時，原住民

則因為通婚、混血、群居、接受漢人的農業生產技能和語言教育，而與漢人在血 
                                                 
78 王育德著，曾麗蓉等譯，《臺灣海峽》，頁 121~122。 
79 史明，《台灣人四百年史》，聖荷西(San Jose, CA) ：蓬島文化事業公司，1980，頁 10。 
80 同前註，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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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文化上已經有了相同的根基條件，加上歷經「政治命運的共同性」而與漢人

產生民族之「共感」，進而對臺灣「漢人的主體社會」——如果它事實存在的話——

產生「攀附」，81終而進入這個主體性。 

    以史、王二人為先驅的這一套「臺灣中心史學」範式，終於在一九八○年代

後，就臺灣史此一專門逐漸於專業的學院研究被建構的過程中，產生了影響力。

鄭欽仁在一九八四年於《臺灣文藝》雜誌上所發表的〈台灣史研究與歷史意識之

檢討〉一文，被視作是一篇具指標意義的文章。82鄭欽仁其實是專攻中國史，但此

時卻積極提倡臺灣史的研究。他認為：臺灣史的研究是臺灣本土的學術研究是唯

一可以對抗大陸的分野；但是，過去的臺灣史研究不但忽略了人民及其主體性，

同時也局限於中國史的範疇進行立論，遂無由從「世界史」的觀點看到臺灣在歷

史與未來所扮演的角色。83鄭欽仁又進一步批判過去中國人的「中原文化本位主

義」。渠對「中原文化本位主義」的描述，其實與西方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與李文遜(Joseph R. Levenson)對於前述「文化主義」的定義，相差無幾。

他以為「中原文化本位主義」已經成為統治理念的一部分，不但因此造成許多不

幸事件，也因其強調中原文化的至上，無疑地否定了臺灣本身的人文價值。84鄭欽

仁也提醒，這種「中原文化本位主義」具有文化的侵略性，85可以變成支撐政治霸

權的文化霸權；這也是渠之所以除了拒斥「政治中國」外，也拒斥了「文化中國」

的概念。86 

值得吾人特別注意的是，鄭欽仁並不認為「中原文化本位主義」已經隨著中

國專制王朝的崩塌而根本消失，而是持續地作為當時包括國民黨政府建構正當性

的理論來源：這包括「統一論」、「正統論」、與「民族論」，都與「中原文化本位 

                                                 
81 有關族群「攀附」的問題，可以參考王明珂的〈論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

(http://ultra.ihp.sinica.edu.tw/~origins/pages/book7.htm)。 
82 陳芳明，《探索臺灣史觀》，臺北：自立晚報社，1992，p 頁 7~8；王晴佳，《臺灣史學五十年

(1950~2000)》，臺北：麥田出版社，頁 123。 
83 鄭欽仁，〈台灣史研究與歷史意識之檢討〉，《生死存亡年代的台灣》，臺北：稻鄉出版社，1989。 
84 同前註。 
85 鄭欽仁，〈當前中國史研究的反思〉，收入臺灣歷史學會(編)，《認識中國史論文集》，臺北：稻鄉

出版社，2000，頁 1~12。 
86 鄭欽仁，《台灣國民主義的屈折與展開》，臺北：稻鄉出版社，1997，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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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有關。87其中，鄭欽仁認為「統一論」又建構在「正統論」之上，都是傳統

的歷史觀念，不僅影響到政治的操作，也影響到當代的歷史研究；88尤其，鄭欽仁

認為正統論造成了一種「政治一元論」的效果，再推演為「文化一元論」、以及「民

族一元論」；89惟過度強調政治的集權化和文化的集中化，亦使地方的文化價值遭

到忽略。而且，「統一論」造成了政治行為必須掛帥，也為政治帶來不安。90另一

位史家李筱峰則附和鄭欽仁的觀點，認為傳統的「統一觀」和「正統論」為一體

之兩面，並視「大一統的正統論」其實是古代專制王朝的產物，與主權在民的現

代主權國家相去十萬八千里。他以為「為了成全這種「統一觀」與「正統論」，犧

牲了多少地區的獨特創造性，斷送了多少人民的幸福安定，也埋沒了多少個人的

聰明才智」！91其他的學者，也對正統論範式對臺灣史研究的妨礙，頗有批判。現

任國史館長的張炎憲就認為「正統論」妨碍了多元化看待臺灣歷史的觀點。渠指

陳﹕ 

 

中國歷史特別喜歡強調正統論，強調誰代表中國，誰是代表中國的唯 

一政府;中國歷史也主張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終歸統一的統一觀; 

統一是常態，分裂是變相;統一是唯一的理想，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因此，思想要統一，言論要統一，體制要統一，主張多元、自主、獨 

立者，都被打成異端。台灣史研究需打破統一的神話觀，進而探討台 

灣的多元性、自主性和獨特性。92 

 

    在這個節骨眼，之所以會在臺灣產生這一段本土學者批判正統論的波瀾，容

或應回歸現實的政治情境來解讀。國民黨政權已從一九四九年起失去了對中國大 
 
                                                 
87 同前註。 
88 鄭欽仁，〈歷史文化意識對我國政策之影響 : 兼說文化政策與文化交流〉，臺北：國家政策研究

資料中心，1989，頁 39~45。 
89 同前註。 
90 鄭欽仁，〈台灣史研究與歷史意識之檢討〉。 
91 李筱峰，〈「統」「獨」與中國情結〉，http://www.jimlee.idv.tw/art_01_09.htm，1999。 
92 張炎憲，前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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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的有效統治，時間既久，人民對於其宣稱有中國主權的信念，逐漸瓦解；尤其，

一九七○年代起，隨著聯合國席位代表性的喪失，以及連串的外交挫折，又進一

步衝擊所謂「漢賊不兩立，王業不偏安」之主權觀。同時，國民黨政府為強調「法

統」，國會長期未進行改選，致使負擔了國府主要稅收來源的臺灣地區人民未能享

受與義務負擔相對等政治參與權利。這也是一九七○年代後臺灣意識勃興的重要

原因。前述臺灣人民要求擴大政治參與的壓力，至一九八○至九○年代之交達到

頂峰。這迫使國民黨決定進行「憲政改革」。一九九○年代初期在臺灣所進行的一

系列憲改中，由於主導的國民黨採取務實的態度，承認中華民國的「治權」不及

於中國大陸，也間接承認了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實質主權限縮於臺、澎、金、

馬等地。同時，主權的範圍與國族的邊界，具有連動關係。這種官方主權觀念的

變遷，也使國族想像的邊界，開始浮動，也連帶使作為國族意識載具的歷史論述，

產生了再生產的需求。這種需求，在千禧年因政權交替達到了高峰，因是過去中

國國族本位與正統論範式所共生共構的臺灣史論述，於焉進一步地遭逢解構。 

要從事這種範式上的解構，一方面得要裂解以文化主義為論理的傳統正統

論，另一方面還得小心應付在臺灣被容涵入現代國族國家時所應用的國家主權、

國族主義等正當性原則。筆者將試舉當代歷史學者李筱峰一系列的著作為例，簡

析此一解構。 

    其一，就文化認同的層次，李筱峰認為在臺灣歷史發展的過程中，臺灣之於

中國的相對位置，有經歷向心的、來自中國的文化拉力，同時也存在離心的、向

海洋發展的「去中國化」的歷程。渠並重新詮釋鄭氏政權在臺灣發展過程中所扮

演的角色，而以為：鄭氏政權經營的同時，不僅止於將臺灣予以「中國儒家化」，

也將臺灣推上了「國際化」；於是，荷鄭以來的臺灣，充滿了海洋文化的性格，給

了臺灣獨立於世界舞台上發展的條件。以上這種論述，在脈絡上可以向前追溯至

史明、王育德、以及鄭欽仁等的論述，其旨都在藉反抗過去長期受到中國文化霸

權之宰制，以顛覆「中國為核心/主體、臺灣為邊陲/附屬體」的認知模式。現任臺

灣教育部長杜正勝所推陳的「同心圓史觀」也可說是同一個脈絡，不過更巧妙地

利用了臺灣內族群有南島語族的事實，作為其接軌於海洋文化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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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就國家主權的層次，李筱峰則對國民黨政府治臺的法理合理性提出質

疑。雖然從務實面向看來，渠不得不局部同意過去國民政府對臺已有實質的主權，

他指出：「實際上，那是一次暫時性的軍事佔領，但是，當時大家都毫無懷疑地稱

之為『台灣光復』」。93然而，渠仍然不忘用「臺灣地位未定論」來否證國府治臺的

程序正當。94此外，他強調國民黨政權的壓迫本質，並且本於「治者應基於受治者

同意」的論理指陳：「『台灣光復』雖然在程序上沒有經過台灣住民的同意，但是

就實際民情來看，當然一般人民對於『光復』大多持歡迎的態度」；95「國民黨政

府自 1949 年流亡入台以後，因為憲政運作的長期癱瘓，逐漸失去民意基礎，對台

灣本地而言，國民黨統治集團逐漸被譏為『外來政權』」。96前述國府未能滿足「權

威理性」致使其政權陷入正當性不足疑慮的問題，依李筱峰的看法，在臺灣民主

化暨憲改的風潮後，的確獲致改善，亦即，「自 1991 年『萬年國會』的老代表們

紛紛退位，接著，國民大會、立法院相繼全面改選後，這個『外來政權』的『外

來』色彩顯然褪色不少。」97但是，他也認為憲政改革不單是合理性的修補而已，

實際上可因此創造了新的主權論述，他指出：「而今，總統也由公民直選產生，有

了民選的國會，又有了民選的總統，台灣要作為一個主權獨立的國家，條件也就

更加具備了。」98 

    其三，就國族的建構與想像上，李筱峰以「多元民族史觀」解構過去「中華

國族」的迷思和漢人中心主義(sino-centricism)。李筱峰援引了時下流行的所謂「四

大族群」論述框架，將台灣的族群，區分為包括目前大多已經漢化或與漢語系台

灣人血統融合的平埔族、仍保有傳統語言與文化的原住民族群、漢語系的 Holo 人、

與客家人、以及所謂的新住民等。99事實上，「四大族群」原來係一種被創造出來

強調臺灣人的內部存有族群「差異性」的政治修辭，這無非是為了要向官方文化 
 
                                                 
93 李筱峰，《快讀台灣史》，臺北市：玉山社，2002，頁 56。 
94 李筱峰，《快讀台灣史》，頁 68。 
95 同前註，頁 56~57。 
96 李筱峰、林呈蓉，《台灣史》，臺北市：華立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 395~6。 
97 同前註，頁 396。 
98 同前註。 
99 薛化元、李筱峰、戴寶村、潘繼道，《台灣的歷史》，臺北：李登輝學校，2004，p 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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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權的同質論進行挑戰，以瓦解原先對「臺灣人」與「中國人」同文同種的根基

想像。「四大族群」的論述既然是國族認同論述的演繹，又必須去解決既要進行差

異分裂，又要求族群整合的矛盾。由是，強調「台灣內部族群之間，理應逐漸形

成台灣命運共同體」，乃成為李筱峰論述的重要核心，以成就臺灣國民主義的建

構。100顯然，我們看得到政治論述上對於建構共同體的需求，被投射在歷史文本

的論述中。但是，這類「四大族群」論述框架在應用時，各族群內部的異質性卻

依然受到忽視。此外，李筱峰還利用臺灣的俗諺「有唐山公，無唐山媽」逕行推

廣，強調當代臺灣人血統中絕多帶有漢原混血可能性的趨勢。藉由攀附原住民的

血緣，遂使所謂臺灣國族有了血胤的「特殊性」與「同質性」，從而可再將「臺灣

人」從與「中國人」的同種想像中，分離出來。同時，藉由此一想像，所謂的「臺

灣民族」也從過去被定義為「移民者後裔」，僭奪了原生土著的身份，而合理化了

臺灣主體社會對於這塊疆域原生主權的宣告；101至於對臺灣社會內涵的定義，也

從過去的「移民社會」，過渡成為有原生成份的、本土的「多元社會」。102 

相較起來，李筱峰的論證已比過去史明和王育德來得更細緻。這一方面是一

九八○年代以降，以文化建構論來定義國族主義的理論突破，有助於推論國族的

想像。另一方面，則是兩岸分治五十年的歷史事實，對於歷史的論述產生關鍵影

響。因為兩岸各自的治權互相無法到達彼岸，使得原始的主權論述產生窮困；尤

其，為了強調符合權威理性，臺灣的主權合理性轉趨於以符合本土的需要為原則。

但細剖史明、王育德、和李筱峰等人對於傳統正統論範式的解構工程，其所解構

者，是那些用來支撐國民黨治臺正當性的論證內涵，也就在於傳統的文化主義、

在於一種粗略地將內部族群想像成一個同質且同源之中華民族的國族想像、以及

在於與事實統治空間不相符的主權宣示，而不在於解構以歷史著作作為探討政治 

                                                 
100 李筱峰，《快讀台灣史》，臺北：玉山社，2002，頁 153-4。 
101 這種擁有原住民血緣聯繫的事實，就使李筱峰等提倡臺灣獨立時更為振振有詞。他說：「所以，

如果有人要罵我這個『來自閩南的百越族與麻豆平埔族（西拉雅人）交融的後裔』的台獨份子是『漢

奸』的話，我會回他：『我不是漢人，我沒有資格當漢奸。』」。參見：李筱峰，〈「中華人民共和國

日本特區」如何？〉，《自由時報》，Dec. 29,，2002。 
102 有關於李筱峰之於「四大族群」、「有唐山公，無唐山媽」論述的分析，以及過去百年來臺灣通

史類論著之於原住民族群想像的分析，可參見拙著，〈從排他到趨同：當代臺灣通史類著作中對原

住民族群定位的想像論述〉，《實踐通識論叢》，第 4 期，2005 年 7 月，頁 8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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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理性的史學傳統，甚至不在於國家主權以及國族主義的論理本身。質言之，在

這一個解構的過程中，歷史學原先所具有的工具性，並未被根本顛覆。而史明、

王育德在論述時，亦不諱言要利用其歷史論述來進行政治的動員。事實上，在一

九八○年代中起、本土的臺灣史學研究逐漸建立起顯學的地位的過程中，許多學

者不斷批判官方長期對於歷史詮釋的掌控是導致史觀扭曲的主要原因。然而，在

挑戰官方對歷史詮釋的壟斷及其觀點的同時，卻又必須繼續利用歷史。誠如陳芳

明所指陳：「然而，很諷刺的是，由於過去的政治性解釋的積重難返，現在要建立

台灣史觀時，就不能不從事政治性的釐清。」103由是，歷史與政治之間依然糾纏；

歷史既然為政治服務，環繞的歷史論述而產生的爭議，似乎就不足為奇了。學者

錢永祥的觀察就直截了當。渠以為近年來台灣史學主流汲汲提出以下論述：積極

發展台灣五十年來「從威權到民主/從外來政權到本土政權」的論述，為今天執政

者和本土論者的政治綱領，提供歷史的正當性和延續性。104這個觀察，給了我們

一個很好的註尾：即使過去隨著「臺灣主體建構」運動，而促使知識菁英積極地

向固有以中國為論述中心的寫作範式進行挑戰；但其終局，不但並未掙脫傳統的

史學工具性，反而還在刻意或無意之間，強化了這種工具性，以遂行國族想像。 

 

 

六、對於當前臺灣史通識教育的一點省思——代結論 

 

    在大學的通識教育中，「歷史學門」的腳色是非常特別。一方面，它讓學生得

以瞭解人類的過去，並訓練學生有關時間的思維能力；另一方面，它又被期望著

負擔部分的公民教育功能，並向下銜接中學教育。就我國的情況而言，中學階段

的歷史教育非常重視以歷史來傳遞國族精神，105由是，這種以歷史承載國族精神 

                                                 
103 陳芳明，《探索臺灣史觀》，頁 25。 
104 錢永祥，〈歷史的公共用途：認同與批判的殊途選擇〉，《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7 期，2005 年 3 月，頁

241~246。 
105 胡昌智，〈歷史教育目標的理論和實際〉，收入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系(所)編，《國際歷史教育研討會論文

集》，臺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系(所)，1986，頁 61~74；張明雄，〈四十年來臺灣地區高中歷史教育的回

顧〉，收入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系(所)編，《國際歷史教育研討會論文集》，臺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系

(所)，1986，頁 26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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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目的，又進而延伸到學院的教育中。 

前揭歷史教育的目標，其實就反應了歷史知識的工具性。這正是問題的起源。

簡而言之，近廿年內學院中的臺灣史研究從冷門到熱門、從中國中心轉趨以臺灣

中心為本位的過程中，揭示了臺灣史正面臨新的一次範式的解構與重構。但是，

其所解構者，乃是論述的價值內涵，而非工具內涵。質言之，論者或許不再用正

統、正朔等具封建意涵的字眼，也不再汲汲以儒家的政治觀、社會觀、與道德觀

作為量尺，但不因此而暫免其於歷史著述中論及政治正當性的問題，並利用此正

當性此來創造其敘述主體溯古至今的連續性。與此同時，學院中的臺灣史教育也

經歷了一段被從忽視到被重視的過程，這顯示了歷史教育也正面臨解構與重構。

這種解構當然與臺灣史論述範式的解構與重構，有連動關係。故而，同樣地，其

所解構者，亦僅及於其價值內涵，而非其工具內涵。蓋因「臺灣史」做為一個通

識教育的課目，在今日的大學校院中得以蓬勃發展，其實係一九九○年代以後臺

灣主體性建構的運動造成的結果。在此之前，列為部定的大學校院共同教育的歷

史課目是「中國通史」和「中國現代史」。於是，這種情況就被批評者用於推定以

下事實：臺灣的歷史教育也陷入由「漢族中心史觀」、「大一統論」和「正統論」

等觀念所建構的「中華民族」情結，以及「中國中原為中心，台灣為邊陲」的史

觀中。106批評者對於以上「大一統論」和「正統論」如何妨礙臺灣史研究的相關

論點，筆者已於本文的第四節評述，此不贅言。至於對傳統的「正統論」之於臺

灣現時歷史教育有無弊害，鄭欽仁和李筱峰都有意見。鄭欽仁認為：「在廿世紀末

的臺灣居然有『正統論』思想，不僅顯示台灣歷史教育的前近代性，也顯示國民

意識的不建全和為政者的封建性；因此對內導致國民在意識上發生國家認同的危

機，對外則外交失敗，國格喪失，甚至國家缺乏安全保障。」107李筱峰繼續發微，

批判此一「前近代性」。他說：「台灣的歷史教育所灌輸的歷史文化意識，還停留

在『前近代』(Pre-modern)，完全以傳統的『大一統觀』和『正統論』為依歸，還

浸漬在『歷史循環論』裡，從歷史上的『分』『合』強調『統一』的必然性。這種

歷史意識完全與『現代國家』背道而馳。」又說：「今天，台灣的歷史教育所灌輸 

                                                 
106 李筱峰，〈跳出中國傳統歷史意識，才能落實「兩國論」〉，http://www.jimlee.idv.tw，1999。 
107 鄭欽仁，〈歷史文化意識對我國政策之影響 : 兼說文化政策與文化交流〉，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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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歷史意識還停留在『霸者之私天下』的時代，在二十世紀九○年代的台灣，還

要隔海去為過去『中國』的舊王朝(及各並列的政權)找正統、追正朔、辨漢賊。

這種歷史教育所灌輸出來的歷史文化意識，正好便宜了北京當局那個強調『大一

統』的『前近代』政權的對台統戰，卻嚴重危及我們今天在台灣要致力於現代國

家的建設。」108鄭、李等人在批判被正統論浸深的歷史教育的同時，他們也提倡

一種以「臺灣中心」的歷史教育觀，也就是一種以臺灣為自我中心進行詮釋臺灣、

中國、甚至於世界歷史的觀點。109而增加臺灣史教育、或以臺灣為主體寫作歷史

教科書等等，則不過是基於上述「臺灣中心」歷史教育觀點所推廣的實際主張而

已。除此之外，渠等還進一步地期以借由如此的「臺灣中心」歷史教育可以重新

確認國家意識及國家認同，並可以傳遞近代的價值觀。110由是，鄭欽仁、李筱峰

雖然批判國民黨政府之利用歷史暨歷史教育為統治工具，但並不認為必須因此放

棄歷史教育之作為一種建構國族的手段。 

由於在這一段臺灣史研究、與臺灣史教育的解構與重構的過程中，其運動的

重要的目標及內涵，原就在進行史觀的衝撞；111歷史教育的工具性既然並未解構，

而課堂中歷史知識的口語傳授，又是書面的或立體歷史論述的延伸，因使大環境

中的史觀衝突循此滲入學院的歷史教育，也就不以為奇。而部份學者過去對於臺

灣史歷史論述與歷史教育之工具性有所拒斥，但是他們在企圖解構的過程中，卻

又自覺地或不自覺地陷入歷史論述及歷史教育之工具性的宰制，這可以說是一個

茫點，此亦本文緒言所引周婉窈教授有所意味深長之省思的由來。周教授具理想

性地以為：「知識本身可以是目的，不是手段。」筆者則以為：在學科分殊化以後，

培養史學工作者的專業教育——周教授恐怕比較關心的是這個———固然可以緣

此理想發展，也或許終有達成的一天；但是，學院中歷史教育的受教者，絕多卻

是非專業性的，一旦這種教育的工具意涵被解構，恐怕歷史教育作為通識教育之 

                                                 
108 李筱峰，〈檢討台灣的歷史教育〉，http://www.jimlee.idv.tw，1997。 
109 鄭欽仁，〈台灣史研究與歷史意識之檢討〉；李筱峰，〈檢討台灣的歷史教育〉。 
110 申慧媛、黃以敬記錄，〈呈現台灣真貌，正確教授下一代──自由時報「歷史教科書探討」座談

會〉，《臺灣教授協會通訊》，第 15 期，1997 年 8 月。 
111 杜正勝，〈一個新史觀的誕生〉，收入氏著，《新史學之路》，臺北：三民書局，2004，頁 66~78；

杜正勝，〈歷史教育的改造〉，《走過關鍵十年》，臺北：麥田出版社，2000，頁 33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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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部門一——這個是筆者比較關心的——的本質與必要性，也同時會遭到解構。 

當然，作為一個歷史暨教育工作者，筆者當能同情周教授之「臺灣史的教學

能奠基在好的研究成果之上，盡量避免史觀式的論述」的主張。不過，英國的教

育學者史拉特(John Slater)嘗對之前芬萊(M. Finley)與巴特菲德(H. Butterfield)之

「內容是不可能價值中立」的觀點，加以發微：「內容是經過挑選的，所以代表著

某種價值判斷，以賦予一個時代、一件事情、一種文化、某個人有特定的地位，

學生則被要求去學習它們。在此情形下，即使不是出於特意所為，那些應該學習

的內容總是暗暗地越加越多。」112這種具後現代性觀點，提醒了一個我們另一個

茫點：即使我們刻意遵守學術上價值中立的規範，但也很難避免我們個人價值判

斷透過我們所選擇的材料內容無意中流入我們的論述與教學中。事實上，在我們

選擇講什麼、不講什麼，與指定那些教材與相關讀物、不指定那些材料的過程中，

已經蘊藏了價值判斷。也就是說，在我們認定何謂「好的研究成果」而可以應用

於我們的臺灣史教學時，就已經作了價值判斷。之前通識歷史教育中要或不要臺

灣史教育、或者是教學要佔多少比例，在決策的過程中，其實也反應了決策者一

種對於在國族國家建構中歷史教育所應有的工具功能所進行的價值判斷與本位選

擇。 

如何在茫點中為臺灣史的論述與教學找尋出路呢？史拉特嘗以為「客觀的程

序」很重要：「當我們說程序是客觀的，是指程序不會被釐清的觀念或我們試圖達

到的結論所左右。」113胡昌智則以為：「歷史知識之所以還成其為知識，它必須是

以詮釋學方式，以主體價值及觀點出發，對文化遺產的掌握及意義的賦予。」114也

就是說，歷史教育的重點不僅止於在傳遞一些有特定價值或價值中立的歷史事

實，而重點在發展學生的思維能力：在程序上立足於客觀之事實上而進行本體性

主觀詮釋的能力。也正如黃俊傑所指陳，「建立學生的主體性」才能使其「頂天立

地自作主宰，不作其他主體的工具，並與其他主體可以健康的互動」。115與其消極 

                                                 
112 John Slater 著，吳雅婷、涂麗娟、蔣興儀譯，〈歷史教學中的權力競逐——一門悖離人性的人文

學科？〉，《東吳歷史學報》，第 7 期，2001，頁 173~198。 
113 同前註。 
114 胡昌智，〈歷史教育目標的理論和實際〉。 
115 黃俊傑，《大學通識教育探索：台灣經驗與啟示》，中壢：中華民國通識教育學會，2002，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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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防杜臺灣史教育陷於國族論述主體的史觀之爭，不如積極地在教學設計上增加

創意去引領學生發展其主體性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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