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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橫《臺灣通史》中的國族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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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筆者基本上接受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視國族(nation)為一「想像的

共同體」的定義，並在方法上受安德森與杜贊奇(Praesenjit Duara)之啟發：透

過歷史詮釋所形成的集體記憶，是想像國族的重要認知條件；同時，史學著述在

國族形成過程中亦具有工具性及可操作性。所以，以連橫《臺灣通史》為例進行

文本分析，本文旨在研究日據前期臺灣的菁英份子如何進行族群想像。 

    連橫在敘史方法上顯未受現代的啟蒙史學影響，仍然宗中國傳統的紀傳體。

睽諸渠著書之目的，雖在提倡國族意識，但書中倒未見「國家主權」、「民族自決」

等重要的現代國族主義概念。反而，由傳統史學「正統論」的框架所為之國族想

像，是基於一揉雜有種族條件的文化先決論；這適說明傳統文化主義

(culturalism)原則──筆者視之為一原型國族主義──對晚近華人的國族想像

仍具影響。同時，連橫所揭的正統觀非常剛性，當與所處的歷史情境有關：藏在

其對滿/漢之間界限分明的堅持，其實就是對中國人/日本人之間界限應分明的堅

持與提醒。 

透過《臺灣通史》，渠為臺灣人這一群體建立了內在聯繫──包括客觀的種

性、祖籍條件，及主觀的文化等條件，藉此，「臺灣人」的主體性雖被想像與建

構出來，但「臺灣人」的內涵卻也因此顯得龐雜而多元，尤其在祖籍與出生地的

雙重認同，亦反應出移民社會的複雜。由於連橫的敘事結構又有強烈的價值傾

向，因此，渠所想像出來的「臺灣人」的族群邊界，其實是相對封閉與排他的，

從而終無法涵容也在臺灣這個島上活動的其他非漢族群，也使其終究只能作為一

種族群起源的片面迷思(myth)，而無足以成為一部完整的族群史。 

關鍵字： 連橫、臺灣通史、國族、想像的共同體、國族主義、臺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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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n Heng’s Imagination Of N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TAIWANESE GENERAL HISTORY〞  
 

Ni, Chung - Chun 
 

Abstract 
 
      In definition, I basically accept Benedict Anderson’s regarding “nation” as an 
imagined community. As well, my approach is illuminated by Anderson and Praesenjit Duara: 
through historical expositions collective memories are made as important recognized 
conditions to imagine nations; meanwhile historical are usually instrumental and could be 
manipulated in the formulation of a n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is a case study analyzing 
Lien Heng’s “The Taiwanese General History” completed in 1918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how 
the Taiwan’s elites imagined their own ethnic group during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Obviously, Lien’s historiographic methods were not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modern 
enlightened paradigm at all but followed Chinese traditional jizhuanti. Although his purpose 
was to promoti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aiwan, such key concepts of the modern 
nationalism as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self-decision” still could not be found in 
his work. On the oppos ite, his imagination of nation, out of the framework of th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ic zhengtonglun, was built on a combination of those cultural and racial 
primordial principals. Hence, it is suitable to say that traditional culturalism, regarded as a 
proto-nationalism, still influenced the nation’s imagination in the later been-Chinese societies 
truly. Meantime, the zhengtong view addressed in Lien’s work is very inflexible  maybe due to 
his situation under the colonial rule. In the other words, what hides behind his insistence on 
making the clear boundaries between the Han-Chinese and the Manchurians is his insistence 
and reminder on making the same clear boundarie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In “The Taiwanese General History”, Lien had made some interior uniformities 
referring to objective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race and the close father-born places, and 
subjective cultural conditions within the Taiwanese. Meanwhile, through making the 
Taiwanese a subject of the historic  narrative had imagined as well as constructed the 
Taiwanese’s ethnic subject. However, it seems that the contents of the Taiwanese imaginations 
are so complex and multiple, especially in the dual-identities of father-born places and the 
birth-places. These multiple contents also express the complexities of a settle society. Finally, 
because lien’s narrative paradigm is strongly in favor of moralities, Lien’s imagined 
boundaries of the Taiwanese is relatively close and exclusive. Therefore, his imagination 
could not contain the other non-Han ethnic groups, so that it is still an incomplete ethnic 
history but only a one-sided myth about the Taiwanese’s origin. 
 
Keywords : Lien Heng, “The Taiwanese General History”, nation, imagined 

communities, the Taiw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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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橫《臺灣通史》中的國族想像 
 
 

倪仲俊 
 

 
一、 前言 
 
    西元二○○三年五月二日，在連橫(1878-1936)完成《臺灣通史》八十五載後，

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在臺北市舉辦了一項「連橫先生『臺灣通史』1918」學術座談

會，討論「《臺灣通史》與臺灣史研究」暨其續修的問題。與會的史學家1雖對於

《臺灣通史》一書所長期飽遭訾議的史事錯漏、史料欠缺、勦襲等問題，仍多少

有些批評，2但與會者大體上是肯定《臺灣通史》這部史學作品的，除了服其以 

私家修史而能成風雨名山之業、並延續中國既有的方志傳統，最稱許該書之成就

乃在於首創臺灣人修臺灣史、並創造了「國史與方志的綜合體，反映了臺灣歷史

的獨特性」；3而且，透過以「臺灣人」做為敘述的主體撰寫歷史，《臺灣通史》

建立了「臺灣的主體性」：後世的臺灣人即使對連橫史著中「臺灣的主體性」的 
4                         通識研究集刊  第四期 
                                                 
1 與會的臺灣史學者包括李國祁、蔡相煇、許雪姬、吳文星、黃富三、薛化元、翁佳音、賴澤涵、尹章義、
周宗賢、徐宗懋等人，見《中央日報》網站：http://www.cdn.com.tw/daily/2003/05/03/ text/920503c1.htm。 

2 許雪姬就指出： 
「當然，如果以現在的角度來看臺灣通史是比較苛求的，因為雅堂先生本身是記者，沒有

太多時間專注於史學方法，其次也是受限於當時的資料、環境、史學修養，所以不能做嚴格的
批判，因此想研究臺灣史的人，應該要對臺灣史有些研究後，才看臺灣通史，因為每頁幾乎都
有錯誤。」 

 吳文星指出： 
              「⋯⋯從部分學者的意見中，可得知其中也有諸多缺失與錯誤。例如有學者認為臺灣 通史

中所引用資料太少，及其撰寫的內容中，有抄襲他人的作品，或者在撰寫的方式上，沒有特別
註明出處等缺點。」 

黃富三也指出：「⋯⋯第一個臺灣史難免是最粗糙的，所以連雅堂的臺灣通史在考證上及格式上 
需要續修，而續修就是修正其錯誤。」 
參前註。 
之前，楊雲萍曾提出《臺灣通史》一書有三個缺點：第一，連氏所看到的資料太少；第二，抄襲他人的作 
品或僅改幾個字而不註明出處；第三，對史料的處理不夠嚴謹。見楊雲萍，〈史家的連雅堂和詩人的連雅堂〉 
，《臺灣風物》，27:4，臺北，1977。 
對連橫《臺灣通史》之糾謬，用力最深者當屬時人鄧孔昭，他著有《臺灣通史辨誤》一書，總共指出該書 
的錯誤高達六百多處。他指出《臺灣通史》的主要缺點如次：一、有些篇目詳略處理不當，引文過長； 
二、隨意改寫引文；三、體例方面的問題[按：鄧氏意指《臺灣通史》欲為臺灣的漢人修史，雖既有表示臺
灣不屬於日本的進步意義，也有大漢族主義的歷史局限性]；四、史實方面的錯誤。見鄧孔昭，《臺灣通史
辨誤》, PP. 413~420?  
3 參前註，當日與談者黃富三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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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有不同的解讀、並因而衍生爭議，但連橫屢屢強調「余，臺灣人也」、「臺灣 

人，不可不知臺灣事」，透露著一種「國族精神的自覺」，確使《臺灣通史》的撰

寫被廣泛視作「臺灣意識」產生的重要里程碑，此亦本書最具影響力之處。誠如

前輩臺灣史家楊雲萍所指陳：《臺灣通史》一書儘有所「不備」或「誤謬」，然而

其「影響之大」和「價值之特殊」，是不容否認的。4 

如吾人憶囊昔梁啟超「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國民之明鏡也，愛

國心之源泉也」5之言，《臺灣通史》正提供一個場域去討論一部史學作品在創造

或凝聚群體認同歸屬感的功能。連氏在該書序言寫道：「夫史者，民族之精神，

人群之龜鑑也。」6此以歷史承載國族正義的作為，為連橫在後世贏得「愛國史

家」、「保種史家」之令名。7 

事實上，以國族(nation)作為敘述的本體撰寫歷史，正是西方自啟蒙運動以

來發生之現代史學的重要特徵之一，配合進化論式的直線史觀，共構了十九世紀

以來至廿世紀中期最流行的撰史範式(paradigm)。該套範式在過去一個世紀所造

成的影響是世界性的；其隨著歐美力量與思潮之東漸，及於日本及中國史學界。

中國史學界在二十世紀初始時，沸沸湯湯進行的一場「史學革命」，其首要特徵 

即是國族主義史學，8其內涵就在對中國「過去」的歷史表述主體予以廓清，並

結合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化原則，因以建立以中國「國民」為主體的「新史學」。

9這一套由梁啟超等人所倡導的新史學論述，到了五四時期經與胡適所宣揚的實

證主義方法結合後，成為滲入科學意義的論述結構，對其後的中國史學具典範式

的影響。這種以國族為主體的現代史學論述，又透過日本與中國史學家的媒介， 

                                                 
4 楊雲萍，〈史家連雅堂〉，《臺灣的文化與文獻》，臺北，臺灣風物社，1990。按，楊氏之《臺灣 
的文化與文獻》雖然於 1990年出版，但所輯之文章為之前近五十載內之作品，〈史家連雅堂〉 
一文其實寫於一九四八年六月下旬。 

5 梁啟超，《新史學》。 
6 連橫，《臺灣通史》，〈自序〉。 
7 方豪，〈連氏「臺灣通史」新探〉，《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臺北市：作者自行出版，1969， 
pp. 1055~1060；又見〈連雅堂先生的新認識〉，《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pp. 1069~1072。楊雲
萍也贊曰：「連雅堂先生是一位愛中國、愛民族的詩人」。語見〈史家的連雅堂和詩人的連雅堂〉。 

8 王晴佳，〈從整理國故到再造文明：五四時期史學革新的現代意義〉，收入黃俊傑編，《傳統中
華文化與現代價值的激盪與調融(二)》，臺北：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2，pp. 53~80。 

9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 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31，2000年六月，pp. 8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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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九四九年之後的的臺灣史學界有深遠影響。然而，連橫寫作歷史的活躍期在

一九一○年代，受到當世西方現代史學之影響其實有限。細剖渠之歷史寫作方

式，實係宗司馬遷之遺風，10在《臺灣通史》一書的〈凡例〉中，連氏自白：「此

書略仿龍門之法，曰紀，曰志，曰傳，而表則入諸志之中。」11由是，在結構與

史觀上，連橫實上承司馬遷在中國西漢時期著《史記》時所開創的紀傳體。其中

紀以繫年，為漢代以降傳統史學標明時間向度的重要史學寫作模式(the model of 

historiography), 此模式又與中國史學傳統的「正統觀」互為表裡。「正統論」既

為中國史學之根本精神，而「正統」之標準，依明人丘濬之說：「華夷之分」、「君

臣之正」、及「父子之心」。12因此，中國的史家在鼎革之際，往往著史立說，以

正統為衡量政權合理性的標準，貶謫僭逆，以正君臣父子之義；又往往於國淪於

異族鐵蹄之下時，以正統之論伸國族之義，故有「國可滅，史不可滅」之說。此

亦連橫在臺灣割日後之所以撰《臺灣通史》也13。「臺灣固無史也」，故連橫嘗引

清龔自珍「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

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自惕「臺灣人知臺灣史否」14，且認「臺灣無

史，豈非臺人之痛歟」?15 
    閱連氏之《臺灣通史》，有關「嚴華夷之分」的觀點，俯拾皆是。因此，連

橫的史學被後來的許多評論者視為一種「國族史觀」16(或稱為民族史觀，在這裡

為了行文的統一性，容以國族來代表西文”nation”)。究其實，在寫作《臺灣通史》

時，連橫不見得對現代之「國家(state)」、「國族(nation)」、及「國族主義(nationalism)」

的意義有清楚的認知；因此，渠書中凡指涉到「國」、「族」等的字眼，自不宜逕

用現代國族的觀念去比附— — 事實上，後世學者對連氏書中的國族觀究竟孰是 

爭議，也源自於這樣的不當比附。但是，連氏《臺灣通史》產生於在傳統的族群 

 

                                                 
10 連橫〈臺灣通史刊成自題卷末〉詩云：「馬遷而後失宗風，游俠書成一卷中」。連橫儼然以太史公之傳人
自居。見連橫《劍花室詩集》，1960，p. 54。 

11 連橫，《臺灣通史》，〈凡例〉。 
12 丘濬[明]，《世史正綱》，臺北市：丘文莊公叢書輯印委員會重刊本, 1972，卷首，頁 1。 
13 連橫有言：「故凡文化之國，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古人有言：『國可滅，而史不可滅』。是以郢書、燕說
猶存其名，晉《乘》、楚《杌》語多可採。然則臺灣無史，豈非臺人之痛歟？」見〈臺灣通史自序〉。 

14 連橫，〈臺灣語典序〉。 
15 同註 13。 
16 楊雲萍，〈史家連雅堂〉；劉妮玲〈連橫民族史觀的價值與限制──以清代臺灣民變為例說明〉，《臺北文
獻》，直字第 61/62期，1983，pp. 24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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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開始崩解、並且向新的國族觀念轉換之時；所以，這部史學作品係一具代表

性的文本，可資為研究當時臺灣的菁英份子如何去想像我族與他族的界限，並且

這樣的國族想像既受傳統「中華、外夷」觀點的制約，又受移民及臺灣割讓等共

同歷史記憶的影響，是否有益於臺灣國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 的形成。

此即本文研究的目的。 

 

二、 定義與研究架構 
 
    研究臺灣國族主義(nationalism)的學者一直為以下問題所苦：其一，「國族」，

或曰「民族」，本係外來概念之漢譯，非根生於其傳統，即令以「國族」抑或「民

族」來迻譯西文 nation一詞孰佳，也有爭議。其二，傳統「中國」是否為一國族，

原就啟人質疑；在「中國人」、或「中國國族」之外，是否真有一事實上之「臺

灣國族」，亦同令人困惑。以上語意學上的困境，根本導因於以下難題：國族與

國族主義皆難以適當定義。早期學者定義國族主義時，大抵依附文化先決論的典

範，強調國族有生物、政治或文化上的客觀特徵。17之後，學者關心者，乃在國

族的恆常性、或是其與現代化與共生的問題。18但是，若強調國族的現代性，那

末，前國族時期傳統的文化和血緣等客觀表徵，就不足以作為區劃國族的有效條

件，這無異使過去文化先決論的典範需修正，趨向於研究國族形塑所應有的主觀

條件。1980 年代後，以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或族群符號模式

(ethnosymbolic paradigm)論究國族型態，有突破性的發展。這類新興理論大抵將

國族視為人為的文化產物。例如，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n)就認為「國族是國

族主義的創造物」，此說呼應葛爾納(Ernest Gellner)的論點：「國族主義不是的國

族自我意識的覺醒：而是，國族主義發明了原不存在的國族」。霍氏大抵接受葛

爾納「國族主義是一促使政治與國族單位合而為一的主張」的定義，並進一步  

指陳國族主義的目的在創造獨立的國家(states)。19 

 

                                                 
17 Smith, Anthony D., “The Nation in History: Historiographical Debates about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0, pp. 6-25. 
18 Ibid, p. 27. 
19 Hobsbawm, Eric J.,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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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雖同葛爾納、霍布斯邦等，強調國族認同的形成

是一個集體認知過程，但渠不同意霍氏指國族為虛構或捏造的論點，而以為國族

是現代化的過程中被「想像(imagine)」出來的。所以，安德森把國族定義為一種

「想像的共同體」──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但卻有主權的共同體。20而國族

想像則就是指形成共同群體過程中，所有對此一集體的形象認知，以塑造國族認

同與國族意識。 

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的國族研究範式，深具後現代主義思潮的觀點，以

此為核心，似可以找到一個對中國或臺灣國族主義研究富啟發性的途徑。 

其一，安德森跳脫了過去學者研究國族主義時長期存在的歐洲中心主義偏

見。21安德森認為，受殖民母國歧視為十八世紀在美洲的克瑞奧里人(creoles, 指

在美洲出生的歐洲移民後裔)提供了共同經驗，且當時殖民地的行政區劃，為國

族提供了想像的地理邊界，這兩者的重合，才造就了第一波的國族主義。反觀，

過去學者在研究中國/臺灣的國族主義時，也往往落入歐洲模式的窠臼，過於強

調語言、文化、血緣、及公民意識形塑國族的重要性，而忽略了中國傳統的我族

認同觀點、以及政治現實等主觀條件，對現代性(modernity)的中國國族、或曰華

人社會之國族觀有重要影響。傳統中國的我族認同，是以華夏為中心所建構的一

套世界觀作基礎；西方漢學界稱之為「文化主義」或「華夏中心主義」，並認為

只有在中國受西方現代文明衝擊而失去文化優越感後，「外來的」國族主義思潮

才會快速興起。22這套解釋模式可謂系出於歐洲中心的國族研究典範。其茫點在

於視文化主義與國族主義不相融合，而忽視了文化主義可以是一套原型國族主義

(proto-nationalism)，23且由此主觀原則所形成的文化界限、共同歷史經驗、與客

觀政治邊界的重合，為現代中國國族想像，提供了最原始的「邊界(boundaries)」。 

 

 

                                                 
20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 New York: Verso, 1991, pp. 5-6. 
21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 ”Forewords”. 
22 Levenson, Joseph J.,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8, p. 99. Also Fairbank, John King,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5. 
23 有關原型民族主義可參見Hobsbawm，前揭書,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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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若視透過研究族群的主觀邊界(boundaries)的形成與變遷為一可行的

研究途徑，以探討族群本質，則此途徑可以溯源至一九六○年代末期。例如巴斯 

 (Fredrik Barth)就以為，族群為其組成份子主觀認定的範疇，而此範疇主要由「邊

界」來維持，以此一邊界來排除與己不同的外者(other)暨強化內部的凝聚與連

繫。這個邊界，往往是由各類透過文化性的解釋而形成的符號所建構之「社會邊

界」。臺灣的學者王明珂以巴斯的邊界研究為基礎，對於中國國族過去的起源有

出色的論述。簡而言之，王明珂以為國族的本質，是由裡向外的同己與異己二分

的人群範疇，而此人群的主觀認同，或曰族群範圍，是由界定及維持族群邊緣來

完成，而族群邊緣是易變的、開放性的、且可被利用的；24中國過去華夏國族的

形成，實是邊緣內外的族群不斷凝聚新的集體記憶與進行結構性失憶的過程。由

是，王明珂這一套由「華夏邊緣」探究中國國族認同的形成與本質的研究模式，

同時也植基於另一個對國族研究重要的概念— — 集體記憶。 

對集體記憶之研究，由法國學者阿伯瓦克(Maurice Halbwachs)於一九三○年

開其端。渠以為記憶是一種集體的社會行為，現實的社會組織— 當然，國族也在

內──都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當然，集體記憶不是真的由團體或制度在做記

憶，乃是個體各自依循所處的團體脈絡(group context)中來記憶或是創造自己過

去的歷史，所以，集體記憶並非來自於天賦，而是一種社會性建構的概念。25而

過去的記憶千頭萬緒，至於那些記憶可以挑選出來組成新的集體記憶，常基於其

背後所蘊藏之現實族群利益。至於集體記憶與族群形成問題之間的關連，霍布斯

邦認為所謂「集體記憶」是可以創造或發明出來，以凝聚團體的共識。26安德森

則重新省思前哲瑞南(Renan)在〈什麼是國族？(Que’st-ce qu’une nation?)〉文中所

指陳「國族的本質是每個個人都會擁有很多共同的事物，也同時遺忘很多事」之

語，並特別提醒他的讀者注意瑞南提出的「必須已經遺忘」概念，因為國族主義

源自於人類意識在邁入現代性的過程中的一次激烈變化，而國族意識內部的變化 

 

                                                 
24 王明珂〈民族史的邊緣研究〉，《新史學》，4:2, 1993?  
25 Coser, Lewis A., “Introduction: 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 in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Lewis A. Cos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6 Hobsbawm, Eric J. “Introduction”, in Eric J.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it),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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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依國族自身的性質而帶來其特有的健忘症。在特定的歷史情況下，敘述就從

此「遺忘」中產生。27 

由於霍布斯邦認定集體記憶是可以被發明、被創造的，渠以為所謂這些支撐

現代國族概念與建構國族意識所必須的「被發明的傳統」，很可能是史學家以歷

史來自圓其說，利用舊史料來創造歷史的連續性；所以霍氏點出「史家與國族主

義有高度的關聯」。28而安德森對霍氏只「眾人的過去」係可以虛構性的主張不以

為然，但他研究範式的關懷重點，同樣著重「歷史、記憶與遺忘、以及想像的共

同體之形成」這三者之間的聯繫。他認為，集體記憶乃是透過對歷史的再理解與

再認識的過程而產生的，而採擇的過程中，歷史撰述者扮演重要的角色。這也是

何以筆者選擇以歷史著述作為國族研究的切入點之緣由所在。這一套「想像的共

同體」範式既由主觀認知的條件出發，從而使血緣、語言等客觀條件變成只具參

照性，而不再是絕對性，這對於同屬華人社會如中國、臺灣、新加坡等地的國族

主義研究，可能提供了一種有效的解釋模式。安德森就指出，臺灣國族主義是很

克瑞奧里式的29──即使與中國分享同樣的語言、宗教與文化，但獨特的歷史經

驗與政治對立，促使形成一個新的國族想像。 

其二是研究途徑的啟發。安德森認為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才使以想像的形式

創造現代國族成為可能，並提醒學者可以透過研究小說、報紙等媒介中有關國族

的論述或形容，來理解國族是如何被先行者所想像出來。渠以為小說或報紙等這

些與國族建構有關的論述，皆是放在同質的、空洞的時間中，其架構是歷史的，

才得以使一個與原社群平行的群體──一個新的想像共同體的先質──的產生

成為可能。安德森所建立的途徑，顯然導源自渠對早期美洲及歐洲模式的觀察；

但如果應用於傳統華夏文化影響所及者，如中國、日本、及臺灣等，史學著述作

為一項推展國族想像的媒介，和小說、報紙具有同樣的影響力，可以視為重要的

研究文本。 

此外，本研究架構之取徑，亦受益於杜贊奇(Praesenjit Duara)之啟發。杜贊  
10                         通識研究集刊  第四期 
                                                 
27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 chpt. 11. 
28 Hobsbawm, Eric J. “Introduction”, i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29 Anderson, Benedict, “Western Nationalism and Eastern Nationalism: Is there a difference that 

matters?” http://www.inprnet.org.tw/inprc/event102.htm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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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在其名著《護史退族(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論證：歷史是非國族國家轉入國族國家(nation-state)的根基與

模式，而國族則是歷史的主體──沒有主體，現代歷史將毫無意義。因此，「歷

史研究的主題或能不斷翻新，如王權、國家、階級、個人、認同群體等，但其對

照組總是國族」。30杜氏原旨在批判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的中國啟蒙史家「利用

重分期等敘述方式，以塑造一個從遠古進化到現代性、至未來的共同體，把國族

建構為歷史的主體」的直線進化史觀。31然而，他也同時論證了史學著述在國族

形成過程中的工具性與可操作性：歷史是國族認同藉以形成的最重要教育手段；

同時，歷史寫作既然將國族國家(nation-state)自然地化為包容過去經驗的載具或

外殼，因此國族國家也獲得對其歷史實體上的人民和土地所具有的權利。32杜氏

的分析，在方法上對後學有所啟發：可以利用對於史學著述的敘述結構或研究典

範，來研究社會精英營造其共同體集體認知的過程、及其如何所受既有族群想像

的制約。 

 

三、連橫的經歷與《臺灣通史》撰寫的背景 
 
連橫，字武公，號雅堂，又號劍花，西元一八七八年出生于臺南市，其先祖

係於清康熙中葉由福建漳州龍溪縣來臺，卜居於臺灣府城寧南坊馬兵營，該地為

鄭氏治臺時之駐兵地，因得名。據連橫自白，連氏之先祖對於明朔之亡與異族統

治，深有左衽之痛，乃隱遯至臺，居處於鄭氏故壘，並自其始祖興位公始，至其

祖、父，「皆遺命以明服殮」，貽子孫故國之思；同時，連氏一族皆「守璞抱貞， 

代有潛德。稽古讀書，不應科試」。33「誓不仕清」既垂為連家世代遵奉的家規， 
 

                   連橫《臺灣通史》中的國族想像                          11 

                                                 
30 Duara, Prasenjit,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5, Chap. 1. 
31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Introduction. 
32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Introduction. 
33  且看以下連橫之自白： 

「我始祖興位公生於永曆三十有五年。越二載，而明朔亡矣。少遭憫凶，長懷隱遯，遂去龍溪，
遠移鯤海，處於鄭氏故壘。迨余已七世矣。守璞抱貞，代有潛德。稽古讀書，不應科試。蓋猶有左
衽之痛也。」 

見連橫，《臺灣通史》，〈諸老列傳〉，卷二十九。 
又曰：「我家居此二百數十年矣，自我始祖興位公至我祖、我父，皆遺命以明服殮。堂中畫 
像，方中寬衣，威儀穆棣；故國之思，悠然遠矣！」見連橫，《雅言》，一六六，台灣省文獻會，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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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連橫理當如渠之自我期許— — 淑慎其身，並效法臺灣過去前賢諸老踐履伯夷、

叔齊之義不食周粟之道— — 而不應科舉，「以無慚於君子、無隕先人之懿德」35才

是，但事實上在臺灣割日後，連橫曾於西元一九○二年赴廈門捐監，並應鄉試，

不第而已。 

其實，連橫之詩文雖常舉民族之大義，但其行止受當世或後世之人有所爭議

之處，非止一端，舉其要者，尚包括：渠附和日人鴉片特許專賣政策，甚至為文

力主緩禁鴉片；《臺灣通史》付梓之時，渠為求順利出版，竟將原本第四卷〈獨

立紀〉— — 該卷主要記述臺灣民主國的史實— — 的篇名從日人之善改為〈過渡

紀〉，亦犯中國史家素重史筆者之大忌，頗受曲筆阿日之譏；最後，他雖常以「余，

臺灣人也」自我標榜，但晚年卻雅不欲其哲嗣連震東為— — 「臺灣人」，蓋期其

為一真正之中國人也。對於連橫之言行不一或矛盾的事實，或有論者迴護連橫，

認為是渠之個性文弱使然，這與他的家庭背景有關，蓋受其父過於鍾愛所致。36 

但細究連橫所遭受之訾議，顯然是出自於特定的國族立場價值— — 這些價值

會因時推移，且正是本文探討的核心，筆者將於稍後的節段中再進一步討論。亦

即是，連橫的行止，適可以為一案例去說明當時的臺灣菁英份子如何依違在幾組

族群想像之間。這些想像，有些看似涇渭分明但實則又曖昧難明，有些看似有所

涵攝但又互斥：包括漢族種性認同與中華國族的文化認同、臺灣本島人與日本人

的認同、以及臺灣人與中國人認同。 

誠如前述，連橫在我族認同觀點的形成，受庭訓之影響極大；至於渠史觀之

形成，亦自承得之家教甚大。連橫的父親連永昌雖從事商賈，卻素重子嗣的教育，

不但時常親自督促孩子的學習，也與他們談論天下大事及做人處事的道理。連永

昌自己平日嗜讀歷史書籍，包括《左傳》、《戰國策》、以及《三國演義》皆甚詳 

熟，所言者亦多古之忠義故事。37 

 
12                         通識研究集刊  第四期 
                                                                      

                                                 
34 此係根據連橫的外孫女林文月的說法。見林文月《青山青史— 連雅堂傳》，臺北：近代中國出
版社，1977, p. 2?  

35 連橫，《臺灣通史》，〈諸老列傳〉。 
36 蔡相煇，〈從文人到國士— — 對連雅堂先生的觀察〉，收入文訊雜誌社(編)，《知識分子的良心》，
臺北：文訊雜誌社，1991，pp. 9~26。 

37 連橫，〈過故居記〉，收於氏著《雅堂文集》，臺北，卷二，pp. 87~88; 林文月，前揭書，p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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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連家而言，歷史之思考乃在「葆揚國光，亦唯種性之昏庸是儆」38。連橫

十二歲時，連永昌以兩金購一部由余文儀主纂修的《續修台灣府志》授予連橫，

並誡之曰：「汝為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事。」余志成書於乾隆十九年，連橫病

其誤謬、文采不彰。渠指： 

 

「顧自海通以來，西力東漸，運會之趨，莫可阻遏。於是而有

英人之役、有美船之役、有法軍之役；外交兵禍，相逼而來，而舊

志不及載也。草澤群雄，後先崛起，朱、林以下，輒啟兵戎，喋血

山河，藉言恢復，而舊志亦不備載也。續以建省之議，開山撫番，

析疆增吏，正經界、籌軍防、興土宜、勵教育，綱舉目張，百事俱

作，臺灣氣象一新矣。」39 

 

此可知連橫對舊志不滿之處有二。其一，舊志長年未曾增補，雖另新有廳、縣志

之纂修，但侷促一隅，無關全局，而書又已舊。苟欲以二、三陳編，而知臺灣大

勢，是猶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已經無法由此探知臺灣當時的最新發展氣象。其

二，之前的臺灣志書，皆由官修，因此《續修台灣府志》根據當權者的政治立場

而進行撰述，「其所記載，僅隸有清一朝，荷人、鄭氏之事闕而弗錄，竟以島夷、

海寇視之」；40尤其，對於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之降的反政府的群眾暴力事件

(collective violence)之記載，全出於成王敗寇之定論，而忽略了這些民變在族群

「光復」的意義，這就與連橫的族群立場明顯不合。由既存的史料看起來，朱、

林等民變，是否真如連橫所敘述者乃為族群光復之運動，固然可疑；然而，鄭成

功之據臺抗清，確有求漢族政權光復之意義。所以，當時連橫對舊志之「每衊延

平大義」、於諸臣中「且無有道者」，41頗恨之，乃決心發篋出書，冀補舊志之缺。 

    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戰敗，於翌年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臺  

灣割予日本；這對在臺灣的漢人移民造成很大的感情波動。從這個時期他的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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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連橫，《臺灣通史》，〈諸老列傳〉。 
39 連橫，《臺灣通史》，〈自序〉。 
40 連橫，《臺灣通史》，〈自序〉。 
41 連橫，《臺灣通史》，〈朱一貴列傳〉，卷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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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連橫也被這股國破的愁悵所感染，故勤讀杜詩；所作詩文，亦有故國遺民 

之情緒，如：「馬上英雄氣慨然，斷流直欲掃腥羶；指揮能事乾坤轉，驅逐相隨

道路綿。夜月閒吟楊柳地，春風得意杏花天；中原今日憂多日，壯志何容祖逖先。」

不過，連橫此時適逢丁憂，依舊制奉諱家居，然守喪未居期，即「走番仔反」至

福建，又輾轉至上海入聖約翰大學欲修習俄文，但旋即奉母命返臺成婚，而未竟

學業。一八九九年起，連橫先後曾於臺灣的《臺澎日報》、《臺南新報》，及廈門

的《鷺江報》、和《日日新報》任主筆；期間參與櫟社等詩社活動，詩社是當時

臺灣知識份子的重要文化活動。一九○八年，連氏至臺中任《臺灣新聞社》 主

筆，借住林獻堂別墅，期間，連橫已積極進行史料的的閱讀，以為著史之準備。

一九一○年，梁啟超訪臺，連橫曾隨林獻堂接待梁啟超；梁氏訪臺對於臺灣民族

運動頗有啟發，渠以為中國在卅年之內無能力可對臺灣之民族運動施予援手，乃

勉勵臺灣人應效法愛爾蘭抗英之策略，應捨武力反抗，而轉以擴大政治參與著

手，再逐漸擴大對日本殖民政府的壓力。當然，梁啟超是中國國族史學革命的旗

手，但連橫與梁啟超之間雖然有詩書贈答，但就現有資料難以證明梁啟超對連橫

在史學著述上有何具體之啟發。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連橫進行了一次長期的中國大陸之旅，足蹟遍及

上海、杭州、北京、武昌、漢口、瀋陽等地，並曾短期受聘於清史館，任名譽協

修，這對他的臺灣史著述甚有裨益，因為可以蒐集並抄錄館中所藏相關之檔案史

料。之後這一段日子，或滯於中國、或歸臺繼續從事報業，以公務之餘，著手著

述，耗時十年，而《臺灣通史》終祇於成。 

 

四、臺灣與中國的相對關係—在正統的框架下寫臺灣本紀 
 
對人類活動的面向而言，時間是基本單位，而歷史則是人們去理解時間的途

徑。42法國史學年鑑學派大將布洛克(Mark Bloch)指出，歷史是「在時間中人的科

學」。因此，如何處理人群與時間的對應，則是建構國族歷史時首先面對的課 
14                         通識研究集刊  第四期 
                                                                      

 
                                                 
42 Rusen, Jorn, “Making Sense of Time: Towards a Universal Typology of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paper f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Notion of Time in 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 : May 26-28, 2000,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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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班乃迪特．安德森就指出：人類對於「時間理解」的變遷，才使得國族的轉 

換與產生變成可能。安德森援引華特．班哲明(Walter Benjamin)所指的「彌賽亞

時間(Messianic time)」，認為這種「將過去和未來匯聚成稍縱即逝的現在」的「同

時性(simultaneity)」時間概念，轉變成同質的(homogeneous)、空洞的(empty)時間

概念，正是導致國族主義之所以產生的文化根源。43 

時間觀念理解的改變，也與啟蒙時代後西方歷史哲學的發展相生，而裨益於

國族史學範式的產生。啟蒙運動的思想家本於理性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有

一定的規律，只是各社會發展的時間緩急不同而已。啟蒙史家則傾於運用科學理

性，解釋歷史整體發展的規律；這條規律在啟蒙史家眼中所揭示的意義，則在人

類將隨時間前進而持續不斷地進步。這種帶有目的論(teleological)的歷史範式，

是建構在直線式時間觀念的基礎之上，迥異於中古世紀神命論的時間觀念。如果

正如安德森所言，「『國族』總是從一個無從追憶的過去浮現出來，而且，更重要

的是，也同時延伸向無垠的未來」，44那以國族為敘述主體的歷史寫作重點，即在

解釋這個族群從起源到成為現代國族之間所有特殊時間上的連續性。杜贊奇則指

出，國族的空間是在時間中不斷向前移動的、並受界線所束縛的地理實體。他以

為現代的國族歷史學的取向，並非回溯到一個理想而真實的過去來得出其道德意

義，而是以一種以進化論為基礎的直線性模式指向未來；所以，對國族歷史家而

言，歷史都只是再現(represent)了一定疆域上的特定人群進化的過程。45如是，

以國族為寫作主體的歷史又被賦予了空間上的意義。 

那末，連橫進行歷史寫作時，如何處理歷史單位、地理空間、與歷史時間相

對應的問題呢？若試先由整體時間斷限來分析，《臺灣通史》「起自隋代，終於割

讓」，話雖如此，連橫在《臺灣通史》的〈開闢紀〉中，仍是由臺灣原住的土番

寫起，只是「高山之番，實為原始；而文獻無徵，搢紳之士固難言者」，46各原住

民族欠缺有清楚時間對應的文獻，所以連橫用中國的紀年為時間的標記，並以臺

灣與中國交通、並信而有徵的事件作為具體的時間座標。是故，雖然《臺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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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 p. 24. 
44 Ibid., p. 9. 
45 Ibid., 
46 連橫，《臺灣通史》，〈開闢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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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敘事上及於秦漢之傳說，但實「起自隋代」，這是因與臺灣相關的史料見於 

載籍、而足徵信者始於隋代爾。47又，這些可足徵信的史料，皆採繹自中國的正 

史或野史，這無非使原住民族被排除於《臺灣通史》敘述的主體之外。再言，《臺

灣通史》雖然起自隋代，但其重點則在十七世紀之後至割讓之間三百年的史事，

如連橫於《臺灣通史》之〈自序〉中所言： 

 

「臺灣固無史也。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開物成務，

以立我丕基，至於今三百有餘年矣。」 

「顧修史固難，修臺之史更難，以今日而修之尤難。… … 然及

今為之，尚非甚難。若再經十年、二十年而後修之，則真有難為者。

是臺灣三百年來之史，將無以昭示後人，又豈非今日我輩之罪乎？」 

「洪維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為子孫萬年之業

者，其功偉矣。追懷先德，眷顧前途，若涉深淵，彌自儆惕。」48 

 

也就是說，所以連橫歷史寫作的重點，就是「我族」渡海移民至臺灣進行開拓、

並建立移民社會的這一個共同的經驗；而這個「我族」的範疇，依不同的歷史情

境，由小而大，連橫用了「漳、泉之人」、「閩、粵之人」、「漢人」、「中國人」、

及「華人」等詞彙來涵括。這些詞彙的相對涵攝關係，容於本文後半再行研討。

此處要指出的是，「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的先人德業，從一種值得追

懷的共同經驗，透過連橫的史筆的採擇，成了一種在有助於「我族」邊界浮現的

「集體記憶」。從而，不具此共同移民臺灣或其移民後裔的經驗者— 包括在島上

的原住民和遠自宋代起即移民至澎湖者— 被摒除在敘述的主體之外；同時，所謂

「臺灣史」也只有三百年而已。是故，在時間斷限上，連橫實開其後半世紀許多

臺灣史家昌言「臺灣史四百年」這種帶有以漢人、男性為中心史觀之濫觴。 

    在歷史分期上，連橫將日據前的臺灣歷史區分為四個斷限，並分別名之曰：

〈開闢紀〉、〈建國紀〉、〈經營紀〉、與〈獨立紀〉。這種歷史分期方式，與當時在 
 
16                         通識研究集刊  第四期 
                                                                      

 

                                                 
47 Ibid. 
48 連橫，《臺灣通史》，〈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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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由梁任公所標舉「歷史當是記述國民群體生活進化」的史學新義並不相類。

亦即，連橫的分期方式仍是依據「統治者的更替興迭」作為座標──這種方式正

是自司馬遷著《史記》、開創紀傳體以降，中國史家撰述「正史」的正宗方法。

這種記述歷史的方式，固被梁任公譏評為「斷爛朝報」，但其背後實蘊藏了一套

綿密的歷史哲學，與過去中國人在華夏族群想像的形成，有深切的關係。 

簡而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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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漢代以降，所有新立的朝代皆有為前朝修史的作法，而

其目的，在闡明本朝與前朝間有連續性，以示本朝得位正也，亦即新立之政權有

完全之合理性。據饒宗頤的分析，中國史學正統說之理論根源有二：一是採鄒衍

之「五德運轉說」，計其年次，以定正閏；是則《說文解字》指「統，紀也」，裴

松之《史目》亦云：「統理眾事，繫之年月，名之曰記」，可知「統」原本為時間

之概念，為正閏之說者，其爭論點即在承接之間是否為正與不正之問題。其二則

據《公羊傳》加以推衍，皇甫湜於〈東晉元魏正閏論〉則揭「王者受命於天，作

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授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之義，歐陽修繼以強調

「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統」，因此，統之意義亦轉而兼有空間之意義。49 

    關於正統論的觀念，在二十世紀初提倡中國史學革命的梁啟超，抨擊甚為嚴

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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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所以，梁氏批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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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要能進一步掌握梁氏批評之要指，必得先行理解梁啟超所有之假設。 

第一，梁啟超認為國族主義源起於歐洲，且當時「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

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厥居其半。51渠又以為「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

現象也」。52明顯地，梁啟超的主張深受進化論的影響，進化論背後的時間觀念是

一種線性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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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香港：龍門書局，1977?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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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 736~753?  
51 梁啟超，〈中國之舊史〉，《新史學》。 
52 梁啟超，〈史學之界說〉，《新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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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統論的背後，或有部分陳陳相因的線性觀點在，53但若從根源來分析，

無論是「五德終始說」、或《公羊傳》，其蘊涵的時間哲學，率皆為一循環、來回

返復的時間觀點。是故，基於正統論所為之史學述作，自無由於去說明群體進化

之必然公理，亦無法與泰西之良史相埒，為國族主義之載具也。 

第二，梁啟超心目中的國族主義，是一種以種族界限為根基的國族主義；渠

即指陳：「歷史者何？敘人種之發達與其競爭而已」，54梁氏所提倡之國族，為一

「中國國族」，即一涵攝漢、滿、及中國境內其他各族的共同體。而正統論所標

舉「大一統」之義，從政治整合的角度上固然有助於浮現國族的邊界，但正統論

之「居正」一義，顯使國族內部再切割為內外之別，遂使中國仍處於「自結其部

族以排他部族」之階段，自無由達到「自結其國族以排他國族」，正是使中國國

族「結於內者不牢，則其群於不可得合，而有能占一名譽之位置於歷史上」。55 

    由以上假設，當可推知：梁啟超所為之中國人想像，係由更大範圍的種族的

政治邊緣立說。是故，渠之所以對正統論提出批判與攻詰，正是因為梁氏理解到，

透過史學上的正統論爭，一個以文化價值為族群分界標準的體系早已經存在於中

國，而這一個體系是與梁啟超心目中當代西方國族主義的原則──對於梁啟超而

言，理解並運用這套原則與否，正是國族優勝劣敗的重要關鍵──不相涵攝的，

而有所妨礙於梁啟超所認定的國族想像。然則，誠如宋代的鄭思肖於《心史》論

及正統時，有道：「聖人、正統、中國本一也。歷史上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國；

得中國者未可以言正統；得正統者未可以言聖人」。56此因鄭思肖以為，夷狄入主

中原或得統不正的政權，都不足以為「中國」；所以，透過正統論而產生的「中

國」或「中國人」論述，是一文化上、血胤上的中國人，而這個「文化」邊界的

構成，其實就是儒家的道德價值，即所謂《春秋》之義也。由是，就現代的學者

而言，正統論並不全然如梁啟超的看法係一史學的反價值，如饒宗頤就指，細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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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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例如西方的漢學家Michale Loewe 從繫年的「紀」為例，認為中國人也有直線的時間觀。見

Michale Loewe, “The Cycle of Cathay: Concept of Time in Han China and Their Problems”, in 
Chun-chieh Huang and Eric Zurcher (ed.), “Time and Space in Chinese Culture”, Leiden: E. J. Brill, 
1995,  pp. 305~328. 

54 梁啟超，〈歷史與人種之關係〉，《新史學》。 
55 Ibid. 
56 轉引自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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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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同時，正統論既然是過去傳統中國人自以為天下、而形成「華

內夷外」的世界觀體系下的產物，因此，若是同意現代中國國族的形成並非單是

複製西歐式的國族國家、而是由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所想像出來的這個前提的

話，那末，史學上的正統論，也不盡然如梁任公所言，是摶聚國族的反功能，反

可視為是那可轉化以形成現代國族想像邊界的原型國族主義內的文化條件之

一。關於此點，則不妨藉由王明珂的研究來進一步說明。 

    王明珂在研究「泰伯奔吳」的上古傳說時指陳，古代華夏族群基於現實政治

需要，常利用「尋回失落祖先的後裔」之手段，來改變原有之集體祖源記憶，創

造新的族群邊界，俾便容涵原先位在華夏族群邊緣的人群；反之，處於邊緣的群

體在尋求華夏諸國的認同時，亦往往透過尋得或假託有來自華夏的祖源，來完成

「華夏化」的過程。也就是說，古代華夏族群邊界的形成與變遷，基本上有賴於

華夏及其邊緣族群雙方對本身過去的「結構性失憶」。58因此，王明珂強調，「正

史」無疑就是這一套創造「結構性失憶」的工具；如前述之泰伯奔吳的故事，就

是透過司馬遷的《史記》，而成為華夏族群的集體記憶。亦即，華夏邊緣國族為

求攀附於華夏所虛構的祖源，在華夏化的過程中，不斷地被吸納進中國史書的撰

述中，終於成為中國正史的一部分。同時，在王明珂看來，尋求攀附者，並不僅

止邊緣族群，即便居於華夏內部的個人或群體，也會為確認其作為中國的位置而

尋求攀附，以得到較優越的社會地位和空間資源，並且避免自身落入邊緣而遭遇

歧視；諸如地方的方志或地方史的撰寫，就是例證。由是，這些方志或地方史自

難脫離正統論的脈絡。連橫的《臺灣通史》及之前在臺灣所官修的地方志書，實

亦循正統論史學範式的脈絡而進行。 

在《臺灣通史》中的四篇「紀」中，〈建國紀〉與〈經營紀〉這兩篇，是最

能表現正統觀念的。誠如前述，「冀補舊志之缺」是連橫作史的原始動機，而舊

志之鏬，除因年久失修而未及備載臺灣邇來發展外，最要者厥為「每衊延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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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因此，連橫對舊志的不滿其實是渠與官志在政治上的族群立場不同而致之， 
                                                 
57 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p. 57?  

58 王明珂，《華夏邊緣》，pp. 25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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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涉及兩方對鄭氏政權、南明政權、及滿清政權合理與否的基本觀點。 

雖然早於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即已下詔曰「朱成功係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

賊子」，但在有清一代的臺灣地方官志中，大體仍以化外的偽政權、或逆孽來記

敘鄭氏政權。即舉引發連橫作史的余文儀修《續修臺灣通志》為例，余文儀在自

序中就說： 

「[閩之臺灣]有明之季始為荷蘭停泊互市之所，繼為鄭逆所

踞，文物未通於上國者，蓋數千百年… … 我朝一德同風之治，淪浹

無外。康熙癸亥歲，地入版圖，休養生聚，迄今九十餘年，不惟富

庶之規與中土埒，而詩書絃訟所陶澤，亦彬彬乎與諸夏爭後先」。59 

顯然地，余文儀認為臺灣已成為「諸夏」、「上國」的一部份，而之所以得能

如此，則除了在政治上被清廷納入版圖外，最重要的是文化上受了中土的澤被。

質言之，臺灣與中國有無內外之分，除關乎政治空間上行政控制所能及與否、以

及具體上自然地理空間上的區隔外，最核心的界線就是文化；而臺灣之所以能與

中土在文化上相連繫，則是因為「清廷的統治」給予了臺灣進入中國體系的一個

時間座標。至於鄭氏治下之臺灣，余志則以為「文物未通於上國」的化外之地，

非關中國。當然，如以推動中國的文教事業作為一種文化聯繫的具體座標，那末，

那在臺灣實開其端者厥為鄭氏治臺時期；但余志之所以就此節略而不提，當然是

一種成王敗寇式的官方解釋，也可以說是有意遺忘鄭氏政治的影響，而強化清政

權的合理性。事實上，余文儀所續修的這部通志，除增補若干史事外，其內容幾

乎是完全概括接受之前范咸重修的府志而來，而范志又承高拱乾所主纂的《重修

臺灣府志》而來。在敘及鄭氏政權時，這些官志的立場，與其所引用的官方文書

一致，60皆視之為盜賊或餘孽。例如，在〈封域志〉開宗明義地指臺灣原為海外

蒼茫島嶼，初為逋藪，繼作倭巢，「自偽鄭拾荷蘭之遺，城市室廬，頗近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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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入國朝版圖，聲教遐訖，經營而締造之」。又指「本朝順治初，鄭芝龍子成功

                                                 
59 余文儀纂修，《續修臺灣通志》，〈自序〉。 
60 這些官方文書諸如康熙二十二年予吏、兵二部的上諭：「向來海寇竄踞臺灣，出沒島嶼、窺伺
內地，擾害生民。雖屢經勦撫，餘孽猶存；沿海地方，烽煙時警。邇者滇、黔底定，逆賊削平；
惟海外一隅，尚梗王化。」見余文儀纂修，《續修臺灣通志》，〈武備志(二)〉，「附考」。至於余
修之《續修臺灣通志》這部分的內容則完全襲自於高拱乾纂修的《重修臺灣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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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據廈門」後，旋於海道犯江寧敗歸後，逐荷蘭人而據臺灣，61至於對於清廷遣

施琅取臺一事，則以「蕩平鄭氏」62或「平鄭逆」63敘之，並說鄭氏的軍隊為「賊

眾」，並「望王師如時雨」。64除官志外，有些清代士人所著的地方的野史，亦採

擇官方的立場。例如，曾經於康熙三十九年來臺灣採硫的郁永河，在渠所著以記

這次採硫行程的《裨海紀遊》一書中，就有云：「我朝聲施遠被，偽鄭歸誠」。65郁

永河還另有一本書記敘鄭氏政權史事的書就名為《偽鄭逸事》。 

    以上這種視鄭氏政權為「鄭逆」或「偽鄭」的敘史方式，簡而言之，就是把

當朝的清視為正統，而把鄭氏政權視為「偽統」；這種政治上「皇清/鄭逆」的「正

/偽統」之分，對應「教化」與否的文化座標，恰成一種想像「內外之別」界限

的判準。康熙四十三年作《臺灣外記》66的江日昇於該書凡例中就此「內/外」之

別有所發微： 

「是編以外名者，鄭氏未奉正朔，事是化外；臺灣未入版圖，地屬

荒外。若以化外、荒外棄而弗志，恐史氏訾其缺陷。茲編而以外名之，

一以示國家綏靖方略，修荒服於版圖之外；一以明鄭氏傾向真誠，沾

朝廷於教化之內。別外以重內，法春秋之義也。」67 

 

由江日昇所言可知，中國傳統史書中所謂的「內/外」之別，其實就是循孔子述

作《春秋》時所揭「退諸侯，討大夫，賢賢賤不肖」之旨，亦即「尊王攘夷」之

大義也。是故，中國傳統史學上正統觀，除了有文化界限的意涵外，亦有政治道 
 

                   連橫《臺灣通史》中的國族想像                          21 

                                                                       

 

德界限的意涵。根據這種歷史哲學，史書所載的事件固有其時間與空間範圍的限
                                                 
61 余文儀纂修，《續修臺灣通志》，〈封域志〉；高拱乾纂修，《重修臺灣通志》，〈封域志〉。 
62 余文儀纂修，《續修臺灣通志》，〈凡例〉；高拱乾纂修，《重修臺灣通志》，〈凡例〉。 
63 余文儀纂修，《續修臺灣通志》，〈武備志(三)〉，「義民．附考」；高拱乾纂修，《重修臺灣通志》，
〈武備志(三)〉，「義民．附考」。 

64 余文儀纂修，《續修臺灣通志》，〈武備志(三)〉，「列傳．施琅列傳」；高拱乾纂修，《重修臺灣
通志》，〈武備志(三)〉，「列傳．施琅列傳」。 

65 郁永河，《裨海紀遊》，卷一，p. 1?  
66 江日昇著的《臺灣外記》洎盛清以來有多種刻本傳世，並有版本以《臺灣外志》為名，另有
不記著者的《臺灣外誌》亦改編自《臺灣外記》。本論文引述者為係周憲文所校排的臺灣文獻
叢刊版。《臺灣外記》是南明史及鄭氏時期臺灣研究的重要史料。楊雲萍以為《臺灣外記》是
「一部即乎史實的歷史小說」，黃典權則以為其為一部不折不扣的歷史著作。見方豪〈臺灣外
志兩抄本和臺灣外記若干版本的研究〉，《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 pp. 881~952。 

67 江日昇，《臺灣外記》，〈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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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但依附於史學述作的道德價值，則是超時間與超空間的。68連橫就有曰： 

 

「六藝，聖人之書也。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

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

之時，王熄詩亡，孔子傷焉，故為其書，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

變，其用弘矣。夫拘於天者，不足以治人。泥於古者，不足以制今。

風俗之成，或數百年，或數十年，或遠至千年。潛移默化，中於人

心，而萃為群德，故其所以繫於民族者實大。」69 

 

顯是，連橫奉行這套歷史哲學。 

既然史學正統，事涉政權的正當性與合理性，而其判準，又是依據強調「夷

外華內」這樣帶有我族中心主義偏見原則的一套包裹著道德外衣、實則為根基式

的文化先決論，所以，當非漢族政權的清朝是否可以、何時起可以為正統，就是

一個問題；而與此一問題為一體之兩面者，厥為於滿清入關後，紛立於各地的南

明各政權，是否可以為正統的問題──顯然地，這個問題關乎對鄭氏政權是否合

乎正統。乾隆年間敕張廷玉所修的《明史》，敘明史本紀止於思宗，南明各王則

入列傳，並稱其年號為「偽」；當朝士子對於官修史書持不同意見者，如曾燾曾

撰《歷代帝王統系圖紀》，將唐、桂二王列入，稱明十九帝，官方以為誕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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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毀之。官方既積極取締對正統之異見，王夫之乃批評「正不正存乎其人而已 

                                                 
68 對於中國歷史哲學上的超時間性，臺灣學者黃俊傑有過以下精闢的見解： 

  「⋯⋯中國人的歷史思維中蘊藏很深刻的『時間』觀念，但值得注意的

是：中國人的『時間』概念並不是純抽象的、不占空間的『感性直觀的形式』，

而是具有強烈的具體性的概念。中國歷史思維中的『時間』概念，充滿了具體

性的內涵。中國人的『時間』裡，交織著具體的忠臣孝子的行誼、帝王將相的

功過、烈女的孤貞、官吏的酷烈、佞幸的無恥、遊俠的誠信。歷史人物及其行

誼，是中國人建構『時間』概念的素材，也是它的基礎。」 

   見黃俊傑〈中國傳統歷史思想中的時間概念及其現代啟示〉，收入黃俊傑編《傳統中華文化與
現代價值的激盪與調融(二)》，臺北市：喜瑪拉亞研究發展基金會，2002，pp. 3~25?  

69 連橫，《臺灣通史》，〈風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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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70雖如此，就南明各朝之統與官方意見有間者，仍不絕如縷。即如江日昇之

《臺灣外紀》雖視清朝為正朔，並以臺灣為外，故曰記臺灣之史載為「外記」，

但實則對於是否應將奉舊朔的鄭氏視為偽統，江氏則不無疑義。渠指「但成功髫

年儒生，能痛哭知君而舍父，克守臣節，事未可泯… … 臺灣成功之踞，實為寧靖

王而踞，亦蜀漢之北地王然。」71江日昇之父原為鄭氏部將，對於鄭成功的評價

傾於正面，不難理解；但江日昇仍然避忌沿夷夏之防的邊界論正偽之分，只是強

調鄭成功克守臣節是體現「忠君」的價值，這倒是清廷可接受的，因為鄭成功的

負隅抵抗、孤忠不屈，固然造成清廷先前的困擾，然事後亦不失為宣揚君臣之義、

鞏固王朝統治權威的範本；72所以，晚清官方之所以在臺灣為鄭成功立祠，固有

行小惠、順輿情之用意，73但實在以褒忠「俾臺民知忠義之大可為」也。 

鄭成功歷史形象的轉折，本來就是研究中國國族主義者的重要觀察點。鄭成

功的歷史地位，在有清一代經官方近兩百年的壓抑之後，在晚清開始快速上昇。

這一方面是由於文網漸弛，另一個更根本的原因是，在中國在十九世紀中葉起歷

經來自西方列強的威脅後，知識份子對所屬之群體產生了迫切的危機感，並亟欲

喚起同胞的同理心，因此，在營造國族整體性的需求下，鼓吹國族主義的知識份

子透過對「民族英雄」歷史表述來建立屬於這個國族所共有的歷史脈絡，以凝聚

國族認同。臺灣的學者沈松僑就指陳：「在[晚清]國族主義歷史敘事的操弄之下，

這些歷史人物本有的動機和成就, 也遭到截然不同的詮釋或扭曲, 從而被賦予一

個全新的形象和意義。」74又，由於晚清中國知識分子處於滿漢對峙、致國族界

線與族群界線糾結纏繞難分的歷史情境中，以反清為志業的鄭成功，可以說是這

些被重新詮釋的「民族英雄」中，其歷史形象最複雜的一個。立於種族為根基的

國族主義者和主張保皇者，對鄭成功就有殊塗的敘事與編碼：在反滿的國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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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筆下，鄭成功是「抗禦外侮」的漢族英雄，「能排異種以殖新地」，並建立「海 

                                                 
70 饒宗頤認為這是王夫之對於異族政權為正統所為「不如不言」的沉痛批判。見饒宗頤，前揭
書，p. 46?  

71 江日昇，《臺灣外記》，〈自序〉。 
72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 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臺北：第 33期，2000, pp. 81~158?  

73 毛一波，〈清廷對鄭成功的賜葬建祠和追諡〉，《臺灣文獻》。 
74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 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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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新中國」；而保皇派的知識份子則塑造鄭成功為開疆拓土的英雄。75沈松僑在評

析晚清知識份子基於不同的政治理念與利益、而對民族英雄有不同詮釋時，指出

這只不過是殊塗而同歸而已：都是透過民族英雄的歷史敘事，將中國國族這一個

想像的共同體，表述成一個悠久而綿延不絕的根基性群體。76所以，即如克羅伊

齊爾(Ralph Croizier)所言：鄭成功的歷史形象，係在其薨逝後，依據後世在價值

上所需要意義符號而產生變化，進而成為歷史、或是過去與現在對話的一個部

份。77歷史意識的本質其實如此。而連橫對於鄭成功與南明的敘事、甚或是對於

臺灣史事的重構或建構，亦無非因應變局，以特定之價值確立國族的既有界限

爾，亦即建立一特定的歷史意識。 

就文本看來，在連橫心中顯然已將鄭成功予以神格化，以為是「開臺之烈祖、

建國之大神」；這當然是與鄭成功死後因獲善信的崇奉，而成為臺灣、福建地方

民間信仰的神祇，而後並有官祠之奉祀有關。78然而，若論及世俗的歷史形象，

在連橫筆下呈現出兩種形象。其一，精忠明義的孤臣孽子：鄭成功一如諸葛亮，

是存故國正朔而力圖匡復的忠臣；又如岳飛，是抵抗異族侵略而信夷夏之義的真

英雄。連橫有詩云：「諸葛存漢岳驅戎，繼其武者唯我延平真英雄」，79足可管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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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義。 

                                                 
75 有關鄭成功因歷經晚清不同國族主義立場的知識份子的詮釋，而產生不同的歷史形象，以及晚清的知識
份子如何藉由「英雄系譜」的歷史敘事來營造國族想像，可參見沈松僑的〈振大漢之天聲— 民族英雄系譜
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一文?  
76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 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  
77 Croizier, Ralph, “Koxinga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p. 1. 
78 連橫在《臺灣通史》卷廿二〈宗教志〉有云：「按開山王廟所祀之神，為明招討大將軍延平郡王，即我
開臺之烈祖也」。 

按開山王廟又稱開山聖王廟，址在舊臺灣縣東安坊，原為明鄭時期之臺人紀念鄭成功開闢臺灣之功
而建，至清嘉慶年間已圯，後經當地官員履議重修，終至光緒元年清廷同意於開山王廟原址建祠，改稱
「延平郡王祠」(以上按所本、以及對於清廷為鄭成功建祠之平議，可參見毛一波，〈清廷對鄭成功的賜
葬建祠和追諡〉一文)。連橫以為建「延平郡王祠」得而使「我臺建國之大神，永鎮茲土矣」。(見連橫，
《臺灣通史》，〈建國紀〉。) 
      又按，Ralph Croizier則指出，國姓爺的崇奉，之所以從閩、臺一帶的民間信仰，從而在廿世紀快速
成為全國性的尊崇，實與當時力主國族主義的知識份子所鼓吹、以及國民政府的政治權威所倡導有關。
參見：Croizier, 前揭書，pp. 2~3, 40~42?  

79見連橫，〈延平王祠古梅歌〉：「我聞諸葛廟前古柏柯如銅，堅貞不拔回天工。又聞岳王墳上古檜高摩空，
萬枝南向表臣衷。我謂古木無知，何得人推崇，千古見者猶思二人之精忠。諸葛存漢岳驅戎，繼其武者唯
我延平真英雄」。摘自：連橫，《劍花室詩集》，臺北：臺灣文獻叢刊重排本，1965, p.31? 此節又可引連
橫捉刀之〈臺南鄭氏家廟安座告文〉中恭維鄭成功之語為旁證：「洪維烈祖，肇造東都，保持明朔，精忠
大義，震曜坤輿，而天不祚漢，星隕前原，地可避秦， 水遮重澥。」見連橫，〈臺南鄭氏家廟安座告文〉，
《雅堂文集》，p.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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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臺灣的開闢者。必須附帶說明的是，連橫以為鄭成功逐荷蘭人而入

據臺灣，是使「臺灣復為中國有矣」，「於是鄭成功之威名震乎寰宇」；80又另 

指陳：「[成功]一鼓而下，荷人降伏，送之歸國，而臺灣復始為我族有也。」81所

以，鄭成功亦有「國族的光復者」形象— — 這應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連橫，在

現實生活中所亟求真有其人者，而把這種形象投射在先烈之上，以召喚、塑造先

朝的歷史記憶，即使這樣的看法不見得符合歷史事實。82緣鄭氏入臺前，並沒有

正式的漢人政權曾經有具體地在行政上管轄臺灣，即使曾經有華人住居活動，但

若以此論「光復」，又豈止一句勉強而已？更何況，連橫為了塑造鄭成功逐荷蘭

人是使光復中國故土的形象，在〈開闢紀〉中將鄭成功入鹿耳門時給荷蘭總督的

信中，加油添醋，謂：「臺灣者，中國之土地也。」所以，說「開闢者」可也；

說「光復者」，則是一種扭曲。 

若由表面端詳連橫所認知的鄭成功，似乎涵攝了較渠稍前的中國國族主義先

行者筆下所呈現的兩種鄭成功歷史形象— — 抗禦外侮的漢族英雄、以及開疆拓土

的國族英雄。如筆者前面已經引述，這兩種歷史形象之產生，實為因應塑造中國

國族為一想像共同體的需求。但是，在晚清的國族主義先行者筆下，這兩種歷史

形象未始沒有內在的衝突：前者係沿著漢族的種族邊界想像中國國族，而這種邊

界其實所依據一種根基式的條件，緣此，有助於既有族群的內部動員；後者則強

調國族的可擴張性，從而使族群的邊界浮動更具彈性，有助於調和內部次族群的

衝突，亦即在求一個更為大我族群能進化的前提下，小我族群間的不同，也許該

要結構性的健忘掉。 

若回歸《臺灣通史》的文本，來看連橫敘史的策略，其實是沿著滿、漢的族

群邊界重新想像國史。這看起來與晚清革命派的國族主義者看似一致。舉隅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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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連橫，《臺灣通史》，〈開闢紀〉。 
81 連橫，《臺灣通史》，〈職官志〉。 
82 王汎森指出，「為了應付現實的需要，或合理化現實社會境況，並不一定要全盤創造歷史記憶，
有些只需識認、組合或重新詮釋歷史中的某些成份，便足以達到目的。」他也指出，面臨異族威
脅時，召喚、塑造先朝的歷史記憶，在近世中國常可見及，即使這種過程會刻意改變歷史事實。
見王汎森，〈歷史記憶與歷史：中國近世史事為例〉，《當代》，臺北，第 91期，1993，pp. 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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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九○四年留日的學生匪石寫了一篇〈中國愛國者鄭成功傳〉，83傳中就將清 

政權與中國區分開來，而直接將中國的歷史前溯兩百年而連接到明。匪石指：「明

亡，中原淪陷，而猶有奉明正朔，為我中國留民族名號二十年者，委實惟[臺灣]

島民之功」；84又指：「自甲午之前，凡我中國之民始終不負我祖國者，臺灣人也。

迄甲午之歲，中間僅二百年，而臺人奮身思起，求復鄭氏之基業者，歷史氏猶能

道之」。85在後世的學者眼中，匪石的著作看起來，史料價值也許並不高。86但沈

松僑則以另一種角度解讀匪石的著作。渠以為：匪石等國族主義者，透過將已逝

的歷史人物重行編入一組以「國族」為核心的社會記憶?，「國族」遂能把原本

雜音充斥、諸流並進的「過去」，「奪佔(appropriate)」成為整體的國族歷史。因

此，在匪石等人的筆下，鄭成功靠著在舊的軀殼下注入新的靈魂— 國族主義— 而

重新「復活」。87雖然，在目標上— 促進及鞏固國族主義— 和策略上— 解構特定歷

史人物所既有的歷史形象，並依據現時所需要的價值重新詮釋，以塑造共同的歷

史記憶，求能凝聚一體的國族意識— 與匪石是一致的，但連橫在撰寫臺灣史時所

選擇的方法，並非如匪石等人是利用一種新創的歷史框架與敘事結構；渠所解構

的，也不是廿史紀初被力主史學革命者所詬病的那種「斷爛朝報」式的歷史敘事

結構。連橫應用的，反而是過去中國撰寫正史者用以序君臣之義、明夷夏之辨的

正統論— — 要以漢族這種根基式的條件來定義正統與否，也就是從而解構了有清

一代官方以清政權所及之處為中國的這一套歷史敘述。據渠自白，〈建國紀〉就

是要「存正朔於滄溟，振天聲於大漢也」88，可證連橫敘史，首重以漢族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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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原文刊於《浙江潮》。《浙江潮》為留日的浙籍學生所編的卅二開本革命期刊，主要參與編務
者有蔣方震、許壽裳、蔣智由等人，魯迅則亦常於該刊發表文章。本文所引之匪石〈中國愛國
者鄭成功傳〉，係根據收錄在「臺灣文獻叢刊」第六十七種《鄭成功傳》內的重排本。至於匪
石其人，根據主編「臺灣文獻叢刊」的周憲文指出：「我們只知道匪石姓陳，是鎮江人。我們
曾隨時向人詢問關於匪石的生平，但無人比我們知道得更多。」 [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編)，
《鄭成功傳》，臺北：臺灣銀行，1960,〈序言〉。]  

84 匪石，〈鄭成功傳〉，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鄭成功傳》，臺北：臺灣銀行，1960, p. 
113?  

85 同前注，p. 99?  
86 如周憲文就指出：「此書內容大都採自日本人著作，史料價值並不甚高，只是用作鼓吹民族主
義的一種宣傳品而已。」[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鄭成功傳》,〈序言〉。 

87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28期，
1997，頁 1-77。 

88 連橫，〈閩海紀要序〉，《雅堂文集》，pp.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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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之大義。而此大義，甚至是一種根基式的漢族中心主義，帶有濃厚沙文主義式

的族群偏見。且引連橫《雅言》一則證之：「覺羅氏以東胡之族，入主中國，建

號曰清，我延平郡王起而逐之，視如犬豕。」89 

 

 如果比較連橫在〈建國紀〉和〈經營紀〉這兩篇— 前者原應是寫臺灣在鄭

氏政權時的發展；後者則是在清納臺灣入版圖後至甲午後、割讓前夕的發展— 的

寫作結構，可以發現有以下兩點值得進一步分析的歧異之處。 

    其一，是稱呼當權者的用語不同。在〈建國紀〉中，以「帝」稱桂王，並以

明朔紀年，並視為正朔；並以「清廷」稱呼滿清政權。在〈經營紀〉中，雖不得

已以清朔紀年，但仍以「清人」稱實際當朝的滿清政權，似未合過去國史或方志

寫作之慣例；同時，從此之後各篇章，亦統以「清人得之」敘清廷納臺灣入版圖

一事。這顯然是不賦清廷為中國的正統地位。且容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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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雖革命諸士

斷脰流血，前仆後繼，克以告成，而我王在天之靈，潛輔默相，故能振天

聲於大漢也！夫春秋之義，九世猶仇；楚國之殘，三戶可復。今者，虜酋

去位，南北共和，天命維新，發皇蹈厲，維王有靈，其左右之！」90 

 

所以，連橫看來，從鄭氏「奉表入版、明朔告終」起，迄辛亥革命成以建中華民

國之間的這兩百二十八年間，中華國族其時是亡國的國族，而辛亥革命之義，不

僅止於共和之肇造，實亦中華國族之光復也，從而也排除了滿清於「中華民族」

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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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連橫，《雅言》，第一六六。 
90 連橫，〈告延平郡王文〉，《雅堂文集》，p.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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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建國紀〉記事詳而贍，〈經營紀〉記事簡而約。前者所敘，不過為

不逾四十年之史實；後者所敘之時間，實五倍於前者，但文字則還少於前者近五

千字，記事大多精簡，並幾無旁涉與臺灣無直接關係之史實。而且，在〈建國紀〉

中，真正與臺灣直接相關的史實，亦不過從永曆十五年鄭成功逐荷蘭人、攻克臺

灣起，至鄭克塽出降的廿二年間。然，連橫所載記，溯自鄭成功之出生與背景，

及鄭成功參與南明政權並北伐抗清的經過，最後至鄭氏克臺後如何繼續經營其抗

清的政權，條縷記之。因此以下的論斷應是允當的：雖然連橫在〈建國紀〉中，

用的是南明諸王的年號以紀年，但實以「國史」的規格來記敘鄭氏政權，亦有以

「國主」之尊來看待鄭氏家族之用意。連橫就自言：「……遂成臺灣通史三十六

卷，尊延平於本紀，稱曰建國。」91 

可是，連橫筆下之「國」，究竟何解呢？在《臺灣通史》的〈郵傳志〉中，

連橫曾寫道：「臺灣，海國也。」在〈農業志〉中，又道：「臺灣者為農業之樂國。」

另，〈虞衡志〉中，則謂：「臺灣為乃南海之國… … 臺灣為天府之國… … 。」但若

逕望文生義、並以此認定連橫有視臺灣曾為一化外的獨立國家之意，則謬矣。92 

當然，連橫自有以「國」呼應鄭氏「建國東寧」之意，以確視鄭氏所別立之

政權，為一接續明朝的合理中國政權。根據連橫在〈建國紀〉中所堆砌有關鄭經

與清廷議和的文件中，鄭經指出，鄭氏為了「憫民生疾苦」，遂「遠絕海外，建

國東寧。於版圖疆域之外，別立乾坤」，以「休兵息民」。93許多當代的學者，以

為「東寧國」為鄭氏別立政權之國名，並由現代的「國家主權」為一種條件逕行

審視，指此「東寧王國」可以說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且不附屬於中國。9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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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連橫，〈閩海紀要序〉。 
92 如林玉体在〈「余，台灣人也」— 論連雅堂先生之鄉土認同〉一文即作此觀。但林氏亦指出：
「不過，連橫書中稱台灣為『國』，是否等於『台灣民主國』之獨立國，或甚至都擺脫一切宗
主國之依屬，『永清』更無必要且˙與中國平行對等之國，則殊堪玩味。」渠並進一步批判：「衡
諸史籍，連橫並無台灣分離於中國之外而獨自成立為另外一國的心意，他倒希望台灣與中國統
一合併，因此搏得中華民國黨政要員的歡心。」以上參見林玉体，〈「余，台灣人也」— 論連雅
堂先生之鄉土認同〉，《師大學報》。 

93 連橫，《臺灣通史》，〈建國紀〉。 
94 這類著作很多，如：黃昭堂，〈台灣領土問題的歷史與法律面〉，收於黃昭堂、彭明敏合著，
蔡秋雄譯，《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臺北：玉山社，1995；李筱峰，〈台灣自古不屬中國，
現在也是〉，《自由時報》，2001年 1月 7日，第 15版；阮銘，〈台灣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
http://home.kimo.com.tw/snews1965/specil_coul/Yuan/Yuan_00/00072.htm。 



 168 

是，沒有證據能支撐「東寧」為一國號，況「東寧」不過是當時人對「臺灣」所

有的各種稱呼的一種而已，即如「臺灣」一名，當時亦僅限指涉當前以現臺南安

平為中心的區域。雖然「東寧王國」這個名號是可疑的，但是鄭成功在臺灣一隅

「開家立國」則是事實。當代學者尹章義嘗引楊英《從征實錄》，佐證鄭成功自

稱為「藩」，暫建承天府為都，「開國立家」於東都明京，並「手辟草眛」、建「萬

世不拔基業」。95尹氏因論斷，鄭氏政權確為一王國，但為舊封建體制下的封國，

而非體制外的現代概念的獨立政權。他並以為：鄭氏在臺灣，於服色儀止上，或

有「僭越」，但始終「奉大明正朔」，抑未「帝制自為」，仍自居為永曆小朝廷體

制下列封建諸侯之一。他總結道：「這個『臺灣歷史上第一個漢人政權』是中國

交替政權的一個分支」。96 

無論用建「封國」或建「藩國」來歸類鄭氏的「建國東寧」，應是允當的，

即使其程序不見得是依明室的宗法而行— — 當然，明室也只是在名義上勉強被維

繫住，這時的封建宗法，不但早無約束力，也不具有形式外的意義就是了。既有

此前提，不妨再試見以下連橫在《臺灣通史》中的論述： 
 

「連橫曰：臺灣當鄭氏之時，… ...東通日本，西懾荷蘭，北結三藩，

南徠呂宋，蕩蕩乎！泱泱乎！直軼春秋之鄭矣。」97 
 

「臺灣當鄭氏之時，⋯⋯布屯田之法，勵墾土之令，徠避難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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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抄陳史料原文如下： 
            「十八日，本藩令諭之：『東都明京，開國立家，可謂萬世不拔基業。本藩已手辟 

草昧，與爾文武各官及各鎮大小將領官兵家眷，聿來胥宇總必創建田宅等項，以遺 

子孫計… … 。 

一、承天府安平鎮，本藩暫建都於此，文武各官及總鎮大小將領家眷暫住於此。』」 
   抄自楊英 [清]，《從征實錄》，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重編本，1958，p. 194。 
96 見尹章義，〈延平王國的性質及其在國史上的地位〉, 《歷史月刊》，Vol. 137，2002, pp. 37~44。
但尹章義將鄭氏在臺的政權冠上「延平王國」之號，若視鄭氏在臺自建封國合理，以上賜其
「延平」為郡王國號，似合邏輯，但這畢竟只是一種後世形容比附的說法，未有證據實際證
明確有一名實相符的「延平王國」存在；尤其，史學之研究仍貴乎事實，所以，尹氏此說招
致大陸學者如陳孔立、鄧孔昭等(可參見)的強烈批判。然而，筆者以為，如果只在名稱問題
上打轉，只會模糊對鄭氏政權本質問題的探討，而後者才真有意義。 

97 連橫，《臺灣通史》，〈外交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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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通海之利。故能以彈丸之島，收亡國、擁諸王、奏群賢、建幕府， 

以與清人為難；此固已得霸王之道矣。」98 

 

從其比附看來，連橫確是視鄭氏為一藩國；不但如此，以鄭氏政權「已得霸王之

道」。何謂「霸王之道」，即「尊王攘夷」也。因此，要理解連橫對此「東寧建國」

本質的看法，仍得回歸到規範傳統封建秩序的「夷夏之辨」上頭。 

當然，自鄭經以降，鄭氏的確不見得以「光復大陸」為唯一國策；若套用現

在定位當前兩岸關係的用語來定位當時鄭、清之間關係的話，那末，可以說：鄭

氏政權為一與滿清政權互不相統屬的政治實體。質言之，鄭氏在臺灣，有絕對的

主權獨立性。這一點，並沒有人質疑。只是，這樣的一個政權，到底還是不是中

國、還有沒有正統？如果單從領土一統的概念來比觀：滿清奄有過去的整個中

原，且幾括取了明朝政權所能及的領土；而鄭氏所據者，除少數於內地的據點外，

不過是過去明朝不視為版圖、且為逋藪與倭巢的臺灣一島；顯然地，偏安一隅的

臺灣，地處邊陲，似為偏統而不得正。但若舉過去歷朝士人就三國中魏、蜀、吳

三者究竟孰正的爭議為例，亦有論者不以蜀地處邊陲而視其為正統。因此，血胤、

文化這類的根基式條件，對於堅持夷夏之辨的傳統知識份子而言，可能遠較領土

一統來得重要；連橫的看法顯然傾向此見。試再舉連橫其他相關文本，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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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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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連橫，《臺灣通史》，〈鄉治志〉。 
99 連橫，〈臺南史跡志．承天故府〉，《雅堂文集》，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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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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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當鄭氏之時，彈丸孤島，拮抗中原，玉帛周旋，蔚為上國。」
100 

 

「臺灣當鄭氏之時，草昧初啟，萬庶偕來。廣土眾民，蔚為上

國… … 。」101 

 

參照以上文本，可進一步解讀連橫對「建國東寧」一事的認知：其一，透過鄭氏

政權，文化得以推展到臺灣；臺灣既已為「化」內之地，即為華夏之域，且文化

及法制粲然大備，可謂中國。其二，透過鄭氏政權，漢族的衣冠得以保存。如果

漢族的政權，才有資格為中國之正統的話，那鄭氏無疑地又延續了中國的正朔廿

三年。也就是說，鄭氏的國祚、明朔、中國，這是「三位一體」的。 

總而言之，就連橫的歷史觀點觀之：鄭氏之功，在使臺灣成為華夏之域，得

能使漢人的活動空間擴大；並且，臺灣既為中國，據其地所立之漢人政權，當可

以有為中國「正統」— — 亦即政權合理性— — 的可能，而此「正統」與否，仍然

依漢族與否作為判準。質言之，連橫以為：即使國族在客觀上的、空間上的活動

界限可以擴張；但是，主觀上的國族內涵，亦即其根基界限，卻是相對封閉的。

由是，在連橫筆下，鄭成功作為一個抵抗異族的國族英雄，以及作為一個開疆闢

土的國族英雄，兩種歷史形象，完全可以調和，一如同連橫以下的贊詞所呈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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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了〈開闢紀〉、〈建國紀〉、與〈經營紀〉的敘述，連橫確定臺灣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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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連橫，《臺灣通史》，〈外交志〉。 
101 連橫，《臺灣通史》，〈鄉治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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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相對關係；也就是說，連橫確認了臺灣作為中國的位置。同時，在這個「邊

陲的臺灣攀附了中國」— — 在此，筆者借用了王明珂的理論— — 的過程中，連橫

強調，「鄭氏治臺」最具關鍵。問題是，連橫幫臺灣找到與「中國」的歷史縫合

點，但如何處理像「臺灣割日」這樣的歷史的割裂呢？以下就渠之〈獨立紀〉續

為分析。 

〈獨立紀〉開章明義寫道：「光緒二十一年(1895)夏五月朔，臺灣人民自立

為民主國，奉巡撫唐景崧為大總統。」而篇盡之語則為：「[九月]初四日辰刻，

日軍入城，海軍亦至安平，[劉永福部所]遺兵二十餘人被殺，而臺灣民主國亡。」

〈獨立紀〉所記敘者，不過百餘日之史事，但所佔之篇幅，竟相埒於所記敘逾兩

百年之〈經營紀〉；而且，如論起記事之詳贍，〈獨立紀〉甚至較〈建國紀〉尤

有過之。由是，當可推知連橫強調「史者，民族之所依憑也」的治史態度：在轉

換之際，臺民「誓不服倭」的抗日活動，最能表彰國族意識與氣節。同時，從其

內容，亦足論斷：連橫以為乙未抗日係以「獨立」、「建立臺灣民主國」為主軸

線進行的國族抗爭行動。 

然則，此一臺灣民主國的「國」之本質為何？有論者以臺灣民主國之成立，

與其說是臺灣人民抗日的開端，不如視為中日馬關條約議和交涉的延長：亦即一

種臺灣與中國的官紳企圖透過外交的干涉、來達到從日本手中挽救臺灣之目的的

政治設計。102且參照其他可得之史料。當時，臺民與官紳云「臺灣屬日，萬姓不

服；既為朝廷棄地，惟有死守，據為島國」、103且盼「各國仗義公斷，能以臺灣

歸還中國」。104故所謂「自主」，不得已也，實無獨立之真意：不過「為拒倭計，

免其向中國饒舌，如有機，自仍歸中國」105而已。此節可以由被臺民公推為「臺

灣民主國總統」的唐景崧的函稿中再窺知一二。唐景崧曾代表臺灣的官紳士庶電

告清廷曰：「臺灣士民，義不臣倭；願為島國，永戴聖清」。106同時，渠嘗電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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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吳密察，〈1895年「台灣民主國」的成立經過〉，《台灣近代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 

pp. 1~50。 
103 〈署南洋大臣張之洞來電〉，《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p. 871。 
104 《臺灣民主國自主宣言》。引自連橫，《臺灣通史》，〈獨立紀〉。 
105
 〈前署臺灣巡撫唐景崧來電（五月初五日到）〉，《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p. 872。 

106《中日戰輯》，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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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直省大吏曰： 

 

「當此無天可籲、無主可依，臺民公議自立為民主之國；以為事關 

軍國，必須有人主持。於四月二十二日，士民公集本衙門遞呈，請

余暫統政事，經余再三推讓；復於四月二十七日相率環籲，五月初

二日公同刊刻印信，文曰『臺灣民主國總統之印』，換用國旗『藍

地黃虎』，捧送前來。竊見眾志已堅，群情難拂；不得已，為保民

起見，俯如所請，允暫視事。即中議定，改臺灣為民主之國。國中

一切新政，應即先立議院，公舉議員，詳定律例章程，務歸簡易。

惟是臺灣疆土荷大清經營締造二百餘年，今雖自立為國，感念列聖

舊恩，仍應恭奉正朔，遙作屏藩；氣脈相通，無異中土。」107 

 

又曰：「臺倘倖存，自仍歸命國家；印、旗係為交涉各國結援而設，免中國受牽

累。」108顯然，唐之接受臺灣民主國總統大印，實係不得已的從權之舉，無怪乎

並無與臺民共存亡之決心。109尤甚者，臺灣民主國年號為永清，就是示臺民「遙

戴皇靈」、「永戴聖清」之意，110即使自主，仍「恭奉正朔」，並以臺灣遙作「南

洋之屏障」，與中土「氣脈相通」，而自主之臺灣民主國和清廷所代表中國實猶

一體也。 

由以上所引用的史料，應足論證：當時臺灣民主國之成立，並非回應一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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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同前著，pp. 67~68。 
108 〈署南洋大臣張之洞來電 (五月六日到)〉，《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p. 873。 
109 唐景崧實亟思自當時之亂局中脫身，而且亦極力向當朝撇清僭越之罪。渠電曰： 

「台民聞割台後，望有轉機，未敢妄動。今已絕望，公議自立為公議自立為民主之

國，於五月初二日齊集衙署捧送印旂，印文曰「臺灣民主國總統之印」、旂為藍地

黃虎，強臣暫留保民理事，臣堅辭不獲。伏思倭人不日到臺，臺民必拒；若砲臺仍

用龍旂開仗，恐為倭人藉口，牽涉中國。不得已允暫視事，將旂發給各砲臺暫換；

印暫收存，專為交涉各國之用。一俟布告各國並商結外援，嗣後臺灣總統均由民舉，

遵奉正朝，遙作屏藩。俟事稍定，臣能脫身，即奔赴宮門，席橐請罪。」 

   見《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臺北：文海出版社景印本，1963, p. 871。 
110 「遙戴皇靈」語出〈全臺紳民電稟總理衙們、南洋大臣、閩浙總督、福建藩臺暨全臺憲官文〉，

引自王炳耀，前揭書，p.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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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臺灣國族有建立一個屬於臺灣的國族國家(nation-state)的需求。考諸臺灣民

主國成立前後的史料，當時臺灣人民已然自稱「臺民」，111並且自覺為受遺棄的

一群——例如，臺灣紳民有電奏清廷力爭不可割臺者，曰：「割地議和，全臺震

駭。自聞警以來，臺民慨輸餉械，固亦無負列聖深仁厚澤，二百餘年之養人心、

正士氣，正為我皇上今日之用，何忍一朝棄之？」112這種同屬「棄民」的心態，

正好作為動員抗日的情感工具。舉隅而言，當時幫辦臺灣軍務的劉永福，就有以

下布告曰： 

 

「為開誠布公、激勵軍民，共守危疆事。照得倭寇要盟，全臺竟割。

此誠亙古變異，為人所不忍聞、所不忍見；更何怪我臺民髮指眥裂，

誓與土地共存亡，… … 嗟乎！積忿同深，自可挽回造化；厚德載福，

諒能默轉氣機。願合眾志成城，制梃勝敵」。113 

 

又如，在《臺灣民主國自主宣言》則謂： 

 

「日本要索臺灣，竟有割臺之款·事出意外。聞信之日，紳民

憤恨，哭聲震天… … 嗚呼！慘矣。查全臺前後山二千餘里、生靈千

萬，打牲防番，家有火器；敢戰之士一呼百萬，又有防軍四萬人，

豈甘俯首事仇！今已無天可籲、無人肯援，臺民惟有自主，推擁賢

者權攝臺政」。114 

 

雖然，此休戚與共、敵慨同仇的感覺，在事後經過適當的詮釋，成為當時臺民共

同的歷史經驗，進一步變成一種有可能造成邊界浮動的國族想像來源— — 當然， 

《臺灣通史》就是一種詮釋。從這個角度來看，臺灣民主國對於「臺灣國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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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從連橫在〈獨立紀〉中所引用的史料，可以很明顯看出此節。例如，1895年三月，臺灣紳民
上電曰：「割地議和， 全臺震駭。自聞警以來，臺民慨輸餉械，固亦無負列聖深仁厚澤⋯⋯」。
又，五月的《臺灣民主國自主宣言》亦謂：「臺民惟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臺政」；又謂：「設
以干戈從事，臺民惟集萬眾禦之」。 

112 連橫，《臺灣通史》，〈獨立紀〉。 
113 引自王炳耀(清)輯，《中日戰輯》，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選編本，1969，pp. 74~75。 
114 連橫，《臺灣通史》，〈獨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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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啟發，有其意義。例如，學者吳叡人就指陳，因為「臺民」作為一個「前民族

的」(pre-national)想像，很快地在之後的抵抗活動中變成了一個動員的象徵，而

此看似空洞的象徵，被更後期的反殖民運動「奪佔」後，具體地被想像成現代臺

灣人國族國家的起點。115但是，若溯及臺灣民主國之成立，當時顯然尚無一輪廓

清晰的「臺灣國族意識」來作為抗日的理論憑藉。相反地，在《臺灣民主國自主

宣言》中，甚至出現以下文字：「臺民皆籍閩、粵」。說明了當時臺民依據自己

的祖源，把自己想像成與中國福建、廣東之民相同之人；而之所以起而抵抗日本，

固有濃厚保家衛土的性格外，其實是沿著「中國人/日本人」這條國族對抗的邊

界，而非「臺灣人/日本人」這一條邊界。再試讀以下劉永福在臺灣民主國成立

後的文告中所言：「何以天無厭亂之心，而使民遭非常之劫！自問年將六十，萬

死不辭；獨不思蒼生無罪，行將夏變為夷！」116說穿了，當時以「臺民」為中心

所遂行的國族對抗，理論基礎仍近似明末儒生抗清的前現代(premodern)思想格

局，117即華夏民族不受異族統治，其邊界就是沿著傳統中國的「夷夏之辨」而行

──尤其，在晚清的知識份子在飽經西方帝國主義攻堅下之變局後，這條邊界早

已經一再被作為「啟蒙與救亡」的動員工具。 

既然「臺灣民主國」無獨立之真意，且非當時已經有了一個事實的臺灣國族

所建立國族國家，那末，連橫以〈獨立紀〉為篇名記之，是否妥適？筆者以為：

臺灣民主國的政權亦從未有效控制臺灣所有的土地與人民，政府機器與官僚體系

亦從未真正運作，也從未獲他國外交之承認，終未成事實之獨立國家；即使如此，

自一八九五年五月至九月，「臺灣民主國」作為一臺民公認之政權，確有短暫的

「事實自主」曾經存在— — 就算其生命週期短若蜉蝣。以史料看來，無論當時的

中國官方、抑或是臺灣的官紳，稱臺民據臺為國的行為為「自主」、或「自立」，

而未見「獨立」用詞。「獨立」與「自主」在「不受他者的約束或協助，可由自

我的本體為主張或行為」之意涵上，雖然可以共通，但「民族獨立」一詞在二十

世紀初已經普遍於中文被使用，並往往與「民族革命」相聯繫— — 顯然地，二十 

 
                  連橫《臺灣通史》中的國族想像                          35 

                                                                       

 
                                                 
115 吳叡人，〈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收入林佳龍、
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臺北：新自然主義公司，2001，pp. 43~110。 

116《中日戰輯》，p. 74~75。 
117 陳昭瑛，《臺灣與傳統文化》，臺北：臺灣書店，1999，p.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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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初期，中國主張民族革命者就是主張「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因此，「獨立」

在《臺灣通史》之用，不但有標舉臺民「誓不服倭」、及日本佔臺的侵略本旨以

外，118亦有正「臺灣為中國」、並舉「清非中國」的國族恢復之義。且進一步探

討連橫〈獨立紀〉之筆削。渠所擇取之文件，重點在強調乙未轉換之際，臺灣人

民由聞割臺時「不甘俯首事仇」、轉而「誓死守禦」，並「惟臺灣土地政令，非他

人所能干預。設以干戈從事，臺民惟集萬眾禦之。願人人戰死而失臺，決不願拱

手而讓臺」之故事。是以，根據以上這種價值而效死者，如吳彭年、吳湯興、徐

驤、姜紹祖、及林昆崗等官員或諸生，都獲得連橫在列傳中的高度讚揚。119相反

地，最後關頭棄臺內渡的丘逢甲、唐景崧等人，連橫則頗輕之；即如於臺南城破

前才因議和不成倉皇逃遁的宿將劉永福，連氏則亦不免有所微詞。120連橫特別在

卷卅六— — 〈列傳八〉，專傳乙未抗日相關人物— — 提出「夫史者，天下之公器，

筆削之權，雖操自我，而褒貶之旨，必本於公」的原則，121但似乎贊詞之書寫顯

得隱晦，如贊吳湯興等人時，曰： 

 

「乙未之役，蒼頭特起，執戈制梃、受命疆場，不知其幾何人。而

姓氏無聞，談者傷之。昔武王克殷，殷人思舊，以三監叛，周公討

之。讀史者以為周之頑民，即殷之義士，固不以此而泯其節。晉文 

定王，王賜陽樊，陽人不服，晉師圍之。倉葛大呼曰：『德以柔中

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之不服也』。晉師乃去。讀史者以為倉葛之

知義，而晉文之秉禮，復不以此而諱其言。」122 
36                         通識研究集刊  第四期 
                                                                      

 

值得推敲的是，我們若單看連橫《臺灣通史》的〈獨立紀〉，可能只會得到如此
                                                 
118 關於日本侵臺的本旨，連橫處理起來頗為小心，後借劉永福答樺山資紀的信函道出：「中日兩
國同隸亞洲之土，講信修睦，載在盟府。不意貴國棄好尋仇，侵我疆域。」見連橫，《臺灣通
史》，〈獨立紀〉。 

119 如在《臺灣通史》卷卅六〈列傳八．吳彭年列傳〉，連橫贊曰：「如彭年者，豈非所謂義士也
哉？見危授命，誓死不移，其志固可以薄雲漢而光日月。⋯⋯吾望八卦山上，猶見短衣匹馬
之少年，提刀向天而笑也。烏乎壯矣！」 

120 在《臺灣通史》卷卅六〈列傳八．丘逢甲列傳〉，連橫贊曰：「逢甲既去，居於嘉應，自號倉
海君，慨然有報秦之志。觀其為詩，辭多激越，似不忍以書生老也。成敗論人，吾所不喜，
獨惜其為吳湯興、徐驤所笑爾。」又，同卷〈列傳八．吳彭年列傳〉，連橫則另有贊曰：「乙
未之役，臺人建國，奉巡撫唐景崧為大總統，布告內外，一時豪傑並起，枕戈執殳，慨然有
衛桑梓之志。洎景崧逃，臺北破，南中又奉劉永福為主。永福固驍將，越南之役，以戰功著；
至臺以後，碌碌未有奇能。」 

121 連橫，《臺灣通史》，〈列傳八．吳、徐、姜、林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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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臺灣紳民對於將淪為殖民地的義憤、以及以臺灣歸還中國的呼籲與祈求。

然而，我們看不到臺民「願作聖朝之赤子」、以及「戀戴皇清」之忱，甚至在〈獨

立紀〉未提及臺灣在自主後仍「恭奉正朔，遙作屏藩」的作法— — 對連橫而言，

清非正朔，已如前述；此不書於本紀乃有正「臺灣民主國」所奉著乃為中國之正

朔、非滿清之朔；對照此節，以〈獨立紀〉名之，亦有喻在清併鄭氏之臺後，所

亡之中國正朔得而復立之義。同時，連橫把這類臺民「願為島國、永戴聖清」的

心聲，刻意地置於〈唐[景崧]、劉[永福]列傳〉中，暗喻此節僅屬清廷駐臺官方

之見，隱有「禮失求諸野」之義。當然，為了遮掩臺民或真有擁戴滿清政權之意，

連橫並改動了《臺灣民主國自主宣言》內的文字，原先「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

朝，作何辦理」中之「朝」字，被改為「國」，成為「當再請命中國」。一字之微，

如果不是連橫有意地讓讀者以為「當時臺民所欲擁戴之中國，非清廷耳」之義，

又何必改之。 

當然，連氏敘史，容易令「感情」壓住「理性」，而此感情就是由國族精神

所左右，並因此刻意更動、捏造史料去塑造特定的歷史結論；關於此節，前輩學

者已多有論述。是以，渠對該《自主宣言》中的更動，不過其中又一例爾。 

相和於連氏以歷史凝聚國族精神的急切、甚至不惜因此扭曲史料，厥為渠剛

性的國族想像論述。如果「中國」被認知是一個國族，那麼，透過傳統史學「正

統論」的框架，所想像出來的中國國族邊界，並不是取決於政治主權歸屬、亦非

取決於特定的領土範圍，而重點在於一揉雜有種族條件的文化先決論，也就是「文

化主義(culturalism)體系」的這條邊界。但過去無論是以傳統的「中國」或「華

夏」作為體系的核心，這條表面上的文化邊界，並非一成不變的，反而是經常浮

動的；至於這條邊界能否穩定，常有賴於霸權的維繫。所以，即使連史家皆以為

凜然不可犯的「正統論」，其內涵其實也會隨著歷史現實的發展，而有所變遷。

連橫在《臺灣通史》所揭示的正統觀，其實是非常剛性的，仍然死守「夷夏之辨」

的國族正義。之所以如此，當與其身處的歷史情境有關：在日本殖民統治深化下，

臺灣人已經愈來愈日本化，至少愈來愈不像中國人。回首故國過去兩百年來的歷

史，隨著滿清政權的深化，滿漢之間在文化上的矛盾與歧異，逐漸地已經被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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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健忘掉。例如，過去被漢人深惡痛絕的薙髮結辮，在晚清反而變成許多保守



 177 

者共同衛護的對象。當連橫撰寫《臺灣通史》時，日人治臺已逾廿載，許多在臺

灣的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間的文化歧異，亦隨政治的動員，有逐漸發生結構性健忘

的可能；「同化」政策與風俗改造的後遺症，讓連橫到憂心忡忡，有很大的危機

感。122故渠之所以撰臺灣史、並致力推動臺灣語文的保存工作，其目的也在阻止

這種結構健忘的發生。因此，藏在其對滿/漢之間界限分明的堅持，其實就是他

對於中國人/日本人之間國族界限應分明的堅持與提醒。 

 

五、「臺灣人」的本質 
 
     連橫嘗謂：「余，臺灣人也」。連橫既以「臺灣人」作為一個範疇去認同「自

我族群」，那麼這個「我族」指涉為何呢？筆者首先嘗試就連橫的《臺灣通史》

文本中，耙梳以下資料： 

 

「洪維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為子孫萬年之業者，

其功偉矣。」123 

 

「臺灣為荒服之地，我先民之來居聚者，耕漁並耦，無詐無虞，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124 

 

「臺灣為海上荒土，其田皆民之所自墾也。手耒耜，腰刀槍，以與

生番猛獸相爭逐，篳路藍褸，以啟山林，用能宏大其族，至於今是

賴。」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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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固土番之地，其田皆番之田也。我民族拓而墾之，以長育子

姓，至於今是利。然其成也，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胼手胝足，出生

                                                 
122 這種憂慮可以從連橫給其子連震東的家書窺見。其一(寫於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一日)：「… … 此
間青年毫無生氣，所謂大學生者，娶妻生子，前途已絕，其活動者，則呼群集黨，飲酒、打牌、
跳舞而已，墜落如此，可憐可憐。」其二(寫於一九三二年四月五日)：「⋯⋯余居此間，視之愈
厭，四百萬人之中，幾於無一可語，生計既絀，信義全無，可痛可憫。嗚呼！奴隸之子，永為奴
隸，⋯⋯」 
123 連橫，《臺灣通史》，〈鄉治志〉。 
124 連橫，《臺灣通史》，〈刑法志〉。 
125 連橫，《臺灣通史》，〈田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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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死，而後得此尺寸地，如之何而不惜也。先是我族以入墾番地，

遠及內山，… … 」126 

 

由以上文本所述可知，連橫所稱的「我族」，指的是渡海來臺進行開墾的移民，

而「我族」和臺灣的原住民族是處於一種競爭的關係；因此，連橫的「臺灣人」，

是不蘊涵臺灣的原住民族的。 

    特值得一述的是，這些原住民族在連橫的文本中，常是以野蠻、原始的負面

形象出現，例如，在〈獨立紀〉開宗明義即道：「臺灣固東番之地，… … 荒古以

來，不通人世，土番魋結，千百成群，裸體束腰，射飛逐走，猶是游牧之代。」

127又如〈農業志〉：「然土番狉榛，未知耕稼，射飛逐走，以養以生，猶是圖騰之

人爾。」128又如〈吳鳳列傳〉：「阿里山者，諸羅之大山也；大小四十八社，社各

有酋，所部或數百人、數十人。性凶猛，射獵為生，嗜殺人，漢人無敢至者。」

129〈撫墾志〉亦有「夫臺灣之番，非有戎狄之狡也；渾沌狉榛，非有先王之教也；

巖居谷處，非有城郭之守也；射飛逐走，非有砲火之利也；南北隔絕，互相吞噬，

非有節制之師也；故其負嵎跋扈… ...」云云。130 

不僅如此，〈開闢紀〉，連橫對有關原住民歷史、生活風俗的考證，亦不嚴謹，

甚至僅依據傳說就逕為文章；131同時，對原住民風俗的蒐羅與記載，也全然不若

之前幾本官修臺灣府志書來得重視。132渠所重視者，乃在漢人如何透過與原住民

族的鬥爭，而擴大其活動的空間。因此，這些漢人的拓荒英雄，如林鳳、林圯、

吳沙、姜秀鑾、周邦正等人，都獲得了高度的讚揚。如贊吳沙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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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沙匹夫爾，奮其遠大之志，率其堅忍之氓，以深入狉榛荒穢之

域，與天氣戰，與猛獸戰，與野蠻戰。勇往直進，不屈不撓，用能
                                                 
126 Ibid. 
127 連橫，《臺灣通史》，〈開闢紀〉。 
128 連橫，《臺灣通史》，〈農業志〉。 
129 連橫，《臺灣通史》，〈列傳三．吳鳳列傳〉。 
130 連橫，《臺灣通史》，〈撫墾志〉。 
131 楊雲萍，〈史家的連雅堂和詩人的連雅堂〉。 
132 如高拱乾、范咸、余文儀主纂及續修的府志，都有「番俗」一節，甚至有通考；而《臺灣通
史》的〈風俗志〉全載漢人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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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其壯志，以張大國家之版圖；是豈非一殖民家也哉？」133 

 

又如贊姜、周二人曰： 

 

「新竹為北臺沃壤，⋯⋯而沿山一帶，草萊未啟，番害靡寧，地利

之興，猶有待也。姜、周二子，協力一心，前茅後勁，以張大版圖，

其功偉矣。顧吾聞之西人，每以拓殖公司併人土地，而濬其利。若

英之經營印度，荷之侵略爪哇，則其策也。金廣福受開疆重大之權， 

以攘除蠻族，而肇造田功。比之西人，何可多讓？孰謂我臺人而無

堅毅遠大之志也哉！」134 

 

由是，開拓者所代表的意義，又不僅止於開疆拓土，連橫將其比附西方殖民的先

行者，則又有發皇國族價值與榮光、增益國族自信之義。可再舉贊林圯之詞佐證： 

 

「⋯⋯而昔日跋扈之番，竟降伏於我族之下。日月也由我而光明，

山川也由我而亭毒，草木也由我而發揚，則圯應又歎其成矣。大雅

之詩曰：『立我蒸民，莫非爾極』。我同胞其念哉！」135 

 

先祖「艱難締造之功，亦良苦矣」，在連橫筆下，遂成為「我族」值得感念的共

同的經驗與記憶，是有助於凝聚自我族群的內在想像與認同。136因此，透過論述

先民在開闢經營期間與原住民鬥爭的過程，我族的界線也更為明確。連橫贊吳鳳

「為漢族而死爾」、「如鳳者，漢族豈可少哉？」所以，連橫自揭「我族」即「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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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之義，而這本《臺灣通史》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以漢人為本位所撰寫的歷史。 

如細剖連橫對於我族與原住民族之間邊界的論述，無疑的，文化的差異，仍

然是重要的區分。 
                                                 
133 連橫，《臺灣通史》，〈列傳二．吳沙列傳〉。 
134 連橫，《臺灣通史》，〈列傳二．姜、周列傳〉。 
135 連橫，《臺灣通史》，〈列傳一．林鳳、林圯列傳〉。 
136 誠如前節所引述連橫之言：「洪維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為子孫萬年之業者，
其功偉矣。追懷先德，眷顧前途，若涉深淵，彌自儆惕。」(連橫，《臺灣通史》，〈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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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本中，連橫多次提到從中國大陸漸次來臺的漢人移民為「華人」。舉〈開

闢紀〉為例證之，先有云：「[明代之時]中國閉關自守，不知海外大勢，而華人

之移殖南洋者已數百萬。」又云：「當[西班牙人據淡水]是時，雞籠、淡水均為

荒穢之地，華人亦少至者。」又云：「[明天啟]」十年，荷人… … 歸而整理臺灣… …

數年之間，地利日闢。厥土黑壤，一歲三熟。而華人來者日多，有一萬五、六千

人。」137渠並標舉郭懷一之亂，為「華人」反抗荷蘭人的鬥爭：「是役華人誅夷

者千數百人」，故荷人戒嚴，囚殺有嫌疑之華人，使「華人含恨，遂洶洶欲動」，

當鄭師按兵時，自有華人為內應，「請急攻，陷其南隅」。138 

「華人」本指有文明、教化之人，其實即中國之人也。相對地，「番」相當

於夷，原本指文化低下的族群；來臺的漢移民稱原住民為番，自有輕視其低俗無

文之意。惟「華/番」之間，一如「華/夷」，是「相對」的關係，而非「絕對」的

關係。唐朝韓愈的〈原道〉就指陳：「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

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就是透過教化，雖夷狄，亦可為中國也。有關這種華夏族

群想像邊界的浮動、攀附、與擴張，可參考王明珂的研究，已見前述，此處不再

贅言。而清廷將原住民區分為「生番」、「化番」、以及「熟番」，亦即就是確認這

種文化的「相對性」存在，並假設透過教化，可使「番人」進化— — 傳統的中國

知識份子稱這種進化的過程為「漢化」，但清廷既非漢族政權，官方的用語為「歸

化」；但比較合宜而準確的用法，應該還是「華化」或「華夏化」，139也就是文明

化。 

但清廷是否鼓勵這種「華化」，是有疑問的。當然，處於一個統治族群在人

數落居絕對少數的歷史情境中，清廷在其主政近三百年的期間，不可避免地會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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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漢族的儒家文化的持續影響。140但日裔美籍的艾芙琳．羅斯基(Evelyn K. Rawski)

                                                 
137 以上三則引言俱見連橫，《臺灣通史》，〈開闢〉。 
138 Ibid. 
139 何炳棣就提醒，雖然中國人一般稱呼這種向受中國教化而文明的過程— 即英文的 sinicization
一詞— 為「漢化」，但並不完全正確，因為這種文明的驅力早於漢代一千年前就開始了。See Ho, 
Ping-ti,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 February 1998, pp. 123-155. 

140 Ho, Ping-ti. 
   按：何炳棣原本於 1967年發表”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一文，
對於西方漢學界過去有所啟發；近卅載之後，Evelyn S. Rawski對清朝歷史的重要性重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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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認為滿清之能?維繫其政權，不是靠「漢化」，而是有效地利用了中亞的非漢

族群建立的文化聯繫；她以滿族雖然利用了儒家的很多東西，但一直保有諸多自

身的特點，也就是強調「清」與「中國」不是合二為一，並強調清廷的統治者有

一個滿族中心觀點。141羅斯基並指陳，清廷在邊疆的經營，對於漢人與其他的少

數族群是採取隔離政策，以避免少數民族因而漢化，而使滿族人少數統治的不均

衡情況更加惡化。至少，在臺灣，這樣的隔離政策是存在的，但這無疑造成對漢

人生活空間的限制，所以連橫輒一方面批評「越界之令，以時頒行」是「清廷守

陋，不知大勢」；142另一方面，則對那些冒險越界，以「剪除荊棘，備嘗辛苦，

以闢田疇，成都聚」、為「為子孫百年大計」者，大加讚揚，視之有不可泯滅的

功業。143相對而言，連橫就那些在漢番鬥爭中所犧牲的原住民們，就顯得毫無憐

憫，其情較之官方之志書尤甚；同時，在連橫的文本中，吾人也看不到前述的文

化「相對性」及可融合性，取而代之的，則是一種界限分明的種性偏見。試讀以

下兩則： 

 

「連橫曰：吾過曾文溪，輒臨流感歎。追懷鄭氏興亡之跡，未嘗不

扼腕也。溪源自內山，水大勢急，奔流而西，以達於海。其旁平疇

萬畝，禾麥芃芃，皆我族所資以衣食長子孫者。苟非鄭氏開創之功，

則猶是豺狼之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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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蛤仔難番地爾，勢控東北，負隅固險，得失之機，實係全局。使

非[吳]沙有以啟之，則長為豺狼之域矣。然則沙之功不更偉歟？」

                                                                                                                                            
價，其中，對於何文先前強調滿人在清代大量接受儒家價值體系的漢化傾向，有所批判。何
則為文辯護，即使少數民族在進入華夏世界後，仍多少留住自身的一些特點，但就長期的趨
勢看來，滿人在潛移默化接受「華化」的此一過程，是與時俱進，有持續性影響，這是事實。 

141 Rawski, Evelyn S.,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L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 November 1996, pp. 829-950. 
按：本文原是 Rawski擔任全美亞洲研究協會主席時，在年會的專題演講稿。 

142 夫連橫，《臺灣通史》，〈撫墾志〉。類似的批評，如〈鄭勒先列傳〉贊詞曰：「埔里社既為我
臺之沃壤，又經我族之經營，設官撫番，亦易事爾。而清廷臣工猶以甌脫視之，何其昧也？

烏乎！彼固以臺灣為不足惜，何論乎此？」 
14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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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這是把原生的土著比附於「豺狼」，顯見連橫有強烈而偏狹的、以漢人為本位「我

族中心主義」觀點。 

當代的臺灣學者陳昭瑛，曾嘗試以同理心，來解讀連橫的這種偏狹的史觀。

首先，陳昭瑛以為連橫處於日據時國族結構較複雜的臺灣社會，不似明清時只是

「原/漢」二元結構，而是日人以統治者對被統治的漢民族與原住民族；所以，

她推論：基於同為受害者、受壓迫者的意識，連橫「不再似明清文人以優勢地位

去擁抱原住民」；質言之，日據時代的特殊情境，使連橫以保存漢族文化為己任，

此漢族本位主義反而成了難以克服的知識論困境。其次，陳昭瑛以為，連橫只是

「還原」歷史情境而已。緣漢人之拓殖，原住的土著的確如猛獸、瘴癘、以及荊

棘般，係開拓之障礙；而障礙之克服，必然充滿血淚，若以漢人之立場忠實刻劃，

難免會模糊了原住民族的血淚生活。145 

陳昭瑛的論證，不無瑕疵。例如，臺灣社會在明清兩代所有的族群結構，並

非如她想像的那麼簡單，除了原住民族是否能以單一群體觀之顯是疑問外，亦牽

涉到荷蘭人、西班牙人、以及女真人等，此其一也。而且，若連橫真有與原住民

族「基於同為受害者、受壓迫者的意識」的實感，為什麼不能以同理心來理解原

住民的血淚？如果真的有同為被壓迫者之自覺，被陳昭瑛頌為儒者的連橫，又怎

會不感同身受，並且躬身反省漢人過去在漢番衝突中的角色是否過於自私呢？此

其二也。 

當然，假使說漢人對於「番人」進化的預期與假設，果如陳昭昭瑛所指陳，

是要等漢人知識份子要有「優勢地位」後才去「擁抱原住民」的話，那麼儒家所

謂「近悅遠來」的「以德服人」之道，則不過是文明人對野蠻人之間的偽善而已。

這一點，正如英國學者馮客(Frank Dikötter)研究傳統中國的族群論述時所觀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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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方面，基於文化主義的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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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精英份子又動員種性之區別去攘

                                                 
144 連橫，《臺灣通史》，〈列傳二．吳沙列傳〉。 
145 陳昭瑛，《臺灣儒學：起源，發展與轉化》，臺北：正中書局，2002，pp. 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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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因此，中國傳統的族群論述，本來就是充滿曖昧與矛盾的。146但若回歸到陳

昭瑛的論證，她所強調者，乃在：連氏身處國族存亡危機，國族之存續為其念茲

在茲的責任。那末，如同筆者前節所總結的，正是感受到有遭到他族同化的危機

存在，驅使了連橫透過撰史、推動保存語文，來動員國族精神以對抗危機；此固

何以渠之國族想像充滿了根基式的種性條件。例如，被連橫拿來與獸類比附者，

還有「如犬豕」的滿清。似可由此結論，應和前敘陳氏之第一論點。 

至於陳氏所提之第二論點，則是筆者以為則甚具啟發性的。陳昭瑛指陳：「《通

史》完成於 20 年代之前，其中原住民論述的侷限性乃是時代所造成的。台灣即

使在 20年代步入了文化啟蒙運動的階段，知識精英對原住民的認識仍然不足。」
147這一點頗為中的。之所以在連橫的筆觸下產生了原住民的負面形象，除了是由

先祖開闢時期共同經驗經相傳後所形塑、以及直接觀察下漢人與原住民文化程度

的高度落差可以感受到，而發乎筆端外，最關鍵的還是反應了當時漢人社會集體

性地對於原住民族的偏見。正如馮客所指陳，傳統的中國人對外夷的想像，本來

就植基於種族偏見；要從古籍中找到他族被中國人與其他獸類混而為一的證據，

比比皆是。148同時，馮客還強調，這種以偏見為核心所衍生而成的的種族國族主

義(racial nationalism)，仍然是廿世紀中國新興的國族主義論述中，重要的成份。
149所以，與其說這是連橫個人對他族的偏見，毋寧說是當時受過傳統教育的知識

分子所共有的集體偏見。因此，若以現今廿一世紀的知識與眼光來非是連橫，則

是「以今薄古」，有失厚道。 

    以上，筆者已從相互糾葛的文化與種族兩個條件，初步探究連橫的「我族」

想像，但可構成連橫我族想像之內涵者，當不止於以上兩項。且再試讀以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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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民族生斯長斯，聚族於斯，而不知臺灣之名義，毋亦數典而忘

其祖歟？… … 當明中葉，漳、泉人已有入臺僑住者，一葦可航，聞

見較確。或曰：臺灣原名『埋冤』，為漳、泉人所號。明代漳、泉
                                                 
146 Dikötter, Frank,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10. 
147 Ibid. p. 193。 
148 Dikötter, Frank,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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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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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入臺者，每為天氣所虐，居者輒病死，不得歸，故以埋冤名之，

志慘也。其後以『埋冤』為不祥，乃改今名。是亦有說。延平入處，

建號東都。經立，改名東寧。是則我民族所肇造，而保守勿替者。

然則我臺人當溯其本，右啟後人，以毋忘蓽路藍縷之功也。」150 

 

「臺灣之人，漳、泉為多，約占十之六七；粵籍次之，多為惠、嘉

之民，其來較後，故曰『客人』；亦有福建汀州。而閩、粵之分，

每起械鬥；漳、泉亦然。今則息矣。」151 

 

「夫臺灣之人，閩粵之人也，而又有漳、泉之分也。」152 

 

「臺灣之人，中國之人也，而又閩粵之族也。閩居近海，粵宅山陬，

所處不同，而風俗亦異，故閩之人多進取，而粵之人重保存。唯進

取，故其志大、其行肆而或流於虛；唯保存，故其志堅、其行肆而

或近於隘。是皆有一偏之德，而不可以易者也。緬懷在昔，我祖我

宗，橫大海、入荒陬，臨危禦難，以長殖此土，其猶清教徒之遠拓

美洲，而不忍為之輿隸也。故其輕生好勇，慷慨悲歌，十世之後，

猶有存者。此則群德之不墜… … 。」153 

 

以上引言四段，可以歸納出三項重要的族群想像。 

第一，臺灣人為閩粵移民的後裔。 

這指涉對原鄉的認同；研究這類原鄉認同的學者，已經指出，在邊疆或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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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組成的漢人社會中，會有以祖籍地緣或移殖性的宗族作為人群的認同標的的傾

向。154這類由遷入移民對原鄉產生持續性認同、而且會將這種認同傳遞到子孫輩

                                                 
150 連橫，《臺灣通史》，〈開闢紀〉。 
151 連橫，《臺灣通史》，〈戶役志〉。 
152 連橫，《臺灣通史》，〈宗教志〉。 
153 連橫，《臺灣通史》，〈風俗志〉。 
154 代表性的意見如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出版社，1997，p. 126。西方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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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除了臺灣外，在清代其他新興的移民社會，亦常見及。155這種原鄉認同

的形成，除了反應中國人安土重遷的性格外，也與移民社會中的依附原鄉地域所

組織的團體常與經濟團體是平行的有關。156在臺灣，雖然絕大多數的移民仍然從

事農業，但聚居的模式又以原鄉相同者為主，少有混居，就對於原鄉認同意識特

重的觀念的形成有關；157因此，臺灣在移民社會初建立的期間，聚落之間的利益

衝突往往就等於不同原鄉團體之間的衝突。這些原鄉認同的層級，則以具體的行

政單元省、府為標的，大者為閩、粵之分，小至泉、漳之分；而之所以縣、村等

層級的祖籍認同在連橫的文本中晦而不彰，除了過於繁細以外，方言群影響很

大，而方言一直被視為是國族想像形成的重要條件。 

當然，臺灣的漢人移民在早期對原鄉認同意識的強化，也與宗教的崇奉、和

械鬥有關。學者以為寺廟神的信仰可以作為移民祖籍的判別依據，而且可以用以

團結相同祖籍者的象徵，158此由連橫的文本，亦可見端倪： 

 

「連橫曰：宗教之事，各地俱有，所處不同，即所祀之神亦異。是

故山居者祀虎，水居者祀龍，陸居者祀牛，澤居者祀蛇。則不得以 

祀虎者為是，而祀龍者為非。跡其所以崇奉之者，莫不出於介福禳

禍之心，而以此為神也。夫臺灣之人，閩粵之人也，而又有漳、泉

之分也。粵人所至之地，多祀三山國王，而漳人則祀開漳聖王，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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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則祀保生大帝，是皆其鄉之神，所以介福禳禍也。」159 

由是，連橫筆下的臺灣人，可區分成不同的次團體，這些次團體會各有認同的標

                                                                                                                                            
者如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見 G. William Skinner, ‘Introduction: Urban Development in 
Imperial China”, in G. William Skinner (edits),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32. 

155 例如西方學者對上海、漢口這兩個移民都會所做的研究，都可以看出此一趨勢。See: Honig, 
Emily,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Also see: Rowe, William T.,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y Press, 1984.  

156 G. William Skinner, “Introduction: Urban Social Structure in Ch’ing China”, in G. William Skinner 
(edits), pp. 521-554. Also, Golas, Peter J., “Early Ch’ing Guilds”, in G. William Skinner (edits), pp 
555-581. 

157 陳其南，前揭書，p. 102；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臺北：正中書局，2000，pp. 4~5。 
158 陳其南，前揭書。 
159 連橫，《臺灣通史》，〈宗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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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且會因認同的不同，發生內部的衝突，比如說械鬥。所以，閩/粵之間、

漳/泉之間的想像與認同，不但是臺灣人對於族群組成內涵的定義，也可以說是

自我族群內部再切割的邊界。160要再說明的是，連橫在此並非強調族群內部的再

切割，在策略上，是透過指陳臺灣人為「閩、粵之人」、「漳、泉之人」的事實，

來確認臺灣人在華夏中國內部；可以說，這種策略就是事實上的「攀附」，即在

解釋這個族群從起源到現代之間，所有特殊時間與空間上的連續性。 

同時，這些作為族群想像的內涵，無論是「祖籍」、「神祇」，大都是以在中

國內地所形成的「符號」為主。隨著土著化的過程，「臺灣」作為一個「符號」，

不論是代表「省」、或是「島」的地理名詞，已經變成一個族群— — 在連橫的文

本中，其主體就是由漢人移民所構成— — 依附的對象；也就是一種本土性的原鄉

認同。連橫曰：「余，臺灣人也!」這句話所指涉的，就是一種本土性的原鄉認同。

至少到了晚清，在臺灣漢人移民或其後裔以「臺灣人」認同自居者，已經相當普

遍；由前章從連橫的文本中所引述有關「臺灣民主國」的文獻，應該已經可見一

般。但是，這並不代表當時的「臺灣人」已經完全放棄其父祖的祖籍認同。質言

之，當時的臺灣人既對自己出生地產生認同感、並由於於此地成長而產生一種鄉

愁式感情，也同時認同他父祖輩的出生地認同。這種在移民後代間產生的雙元性

的認同(duel- identity)與多元性的認同(multi- identity)，其實亦出現在其他的漢人移

民社會中，美國學者羅威廉(William T. Rowe)對十九世紀的漢口所作的研究，就

揭露了此一趨勢。161至於連氏一再提及的「臺灣之人，閩粵之人也，而又有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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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之分也」，所表現者，亦是一種多元性的族群認同與想像。 

第二， 臺灣人有特殊的行為價值：進取、重保存、不為輿隸也。 

                                                 
160 西方學者受到費正清所建立的文化主義、或華夏體系論述模式影響者，可能會強化這種出生
地認同(birthplace identity)或祖籍認同的重要性。對費正清而言，中國就應比附為是中古的基
督教歐洲，是一個文明體，涵容許多更次等級、可以再切割的族群單位，而不應以現代國族
主義的原則逕視之為一個國族國家(nation-state)，(See Fairbank, John King,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p. 45 & p. 117.) 在這個預設下，艾茉莉‧夯妮就認為漢人內部也會有
少數族群的問題，而出生地認同，一如歐洲內部族群區分的種族認同，是劃分漢人內部次族
群的重要條件。(See Honig, Emily,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 

161 Rowe, William T.,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y Press, 1984, pp. 283-285. 



 187 

對族群內涵的想像，可以用具體的、客觀的內涵為之，例如前述之祖籍或出

生地認同有地緣的範疇可資依附；此外，也可以是一種主觀的、抽象的、為群體

所共有的價值判斷。例如，連橫指福建來的移民，因其原鄉近海，故有「進取」

的特質；又指廣東來的移民，因其原鄉靠山所以有「重保存」之特質。在主觀的

認知上，「近朱者赤，近墨著黑」是「想當然爾」的，所以吾人似不能否認以下

推論：生長環境對於個人或群體的人格特質，可能有一定的影響。連橫對論證就

是建立在上述的簡單邏輯上。試讀以下文本，可以證之：「是故食稻者其人柔，

食麥者其人剛，食稷者其人狹。所食不同，而秉氣異焉。」但是，這樣的邏輯論

證，並不健全，因其並非絕對也。進一步言之，以個人的出身或祖籍來推斷其個

人的特質，通常取決於主觀經驗的累積；既然是主觀的，當然含有既定的成見或

偏見。在漢人的移民社會中，基於不適當的偏見而對特定祖籍的移入者貼上價值

的標籤，往往引起不必要的階級意識，成為社會隱藏的衝突來源。162但是，連橫

為臺灣人貼上行為價值的標籤時，其目的不在劃分族群，而在求族群的內在聯

繫；筆者權先引以下文字，再行分析： 
 

「延平立法嚴，而愛民如子，勸之以忠，勵之以勇，使之以義，綏

之以和。閩、粵之民，聞風而至，拓地遠及兩鄙。臺灣之人，以是

大集。」163 
 

「[鄭成功]克臺後，任賢使能，詢民疾苦，民亦守法奉公，上下輯

睦，奸宄不生，而訟獄幾息矣。經立，遵用成法，民樂其業。閩粵

之人，至者日多，… … 臺灣之人，以是大集。」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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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氏因之，… … 其時航海而至者十數萬人，是皆赴忠蹈義之徒，

                                                 
162 例如，艾茉莉‧夯妮對廿世紀初期上海移民的族群意識作研究，她指出在上海居於少數的蘇
北人(指從江蘇於長江以北各地移入上海的移民 )，就被認定是貧窮無文的一群人，所以蘇北
人原來是地緣認同，因主觀經驗累積後，反而也變成階級認同。一但這些蘇北人的階級意識
被動員，就引發社會的衝突。See Honig, Emily,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pp. 13~15 & 78~91. 

163 連橫，《臺灣通史》，〈職官志〉。 
164 連橫，《臺灣通史》，〈刑法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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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忍為滿洲臣妾也。故其奔走疏附者為主戶，而商旅為客戶。肇

啟土宇，式廓版圖，以保持殘局。漢族之不奴者僅此爾。永曆三十

四年，嗣王經棄金、廈，來者尤眾。華人之在呂宋者，久遭西人之

暴，前後戾止，皆撫拊之，給其田疇，樂其生業，故有久居之志。

使得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後，可以光復故國，抑且奄有

海邦。而南風不競，以至於亡。痛哉！」165 

 

從以上文字可說明連橫有以下論證：其一，移民是在鄭氏時代大量移入，而且非

是被動的移民，而是主動來臺；其二，移民的動機，不外是受到鄭氏匡復精神之

感召，或以鄭氏治下之臺灣為避秦之樂土。而以上論證又涉及價值之假設：不附

異族是一正向的價值；所以，在連橫看來，「不忍為之輿隸也」、「不忍為滿洲

臣妾也」，都是「忠義」之事，值得鼓勵的行為。所以，在連橫的敘事下，這些

「忠義」的行為，同「篳路藍褸、以啟山林」一樣，都成為「我族」先民的共同

經驗，應代代傳遞成為臺灣人的集體記憶。當然，連橫的敘事，逕以片面之事實

做整體推論，在邏輯的健全性上，失之草率，也不盡符歷史的事實。例如，大部

份入臺的移民，其實是在鄭氏奉表入版後，少數經特許、多數經偷渡陸續來臺的，

即如連家先世，亦復如此；但此節在連文中，反而晦而不彰。然而，就以國族主

義為導向的觀點來看，連橫在敘事中會強調移民奉行「忠義」的共同經驗，其策

略並非僅止回溯到一個「理想而真實的過去」，來得出其道德意義而已，而是渠

對於當代或來未來的臺灣人所應具之群體價值觀的一種隱喻— — 透過遵奉這種

共通的價值觀，臺灣人有了一個內在的聯繫，得而就被想像成一個群體。連橫在

文中自舉連家為例，其先祖對明朔之亡，深感左? 之痛，故「長懷隱遯，遂去龍

溪，遠移鯤海，處於鄭氏故壘」，且昭示子孫「誓不仕清」、「死後以明服斂」；由

是，雖然並非依附鄭氏而來臺灣，但是在國族正義上，與鄭氏子民價值一致，從

而成為連橫所想像出的臺灣人族群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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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臺灣之人，中國之人也」。 

    筆者在前一章，已經詳細地說明連橫如何利用敘事去論證臺灣是中國，但論
                                                 
165 連橫，《臺灣通史》，〈戶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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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直接與痛快，當還是「臺灣之人，中國之人也」一言。 

就族群想像的本質而言，「臺灣人」在連橫的文本中，作為一個符號象徵，

用於標定受一地理範圍所束縛的人群時，還是同「閩、粵之人」、「漳、泉之人」

的內涵一樣，屬於一種祖籍或出身地認同；至於在「國族認同」這個層次，連橫

把臺灣人想像為從屬於「中國人」的一個部份，而想像的邊界，仍是取決於傳統

的文化主義。 

有學者嘗從日據前期在臺灣發行之善書上的英雄敘事進行文本分析，作出以

下結論：「在日本占領台灣二十年後，支持漢人上下階層的認同基礎，仍然來自

固有的、源自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大傳統的孔孟之道，及小傳統的三教合一教化。」

166筆者從分析連橫史學文本所觀察到者，亦若合符節。大體上，連橫的族群認同

基礎，還是來自於中國儒家所固有的「夷夏之辨」大義；同時，透過《臺灣通史》，

渠為臺灣人這一群體建立了內在聯繫。其中有客觀的種性、祖籍條件，也有主觀

的文化等條件。雖然透過這些內在的聯繫，「臺灣人」的主體性被想像與建構出

來，但「臺灣人」的內涵卻也因此顯得龐雜而多元，尤其在祖籍與出生地的雙重

認同，多少也反應出移民社會的複雜。然而，由於連橫的敘事結構又有強烈的價

值傾向，因此，渠所想像出來的「臺灣人」的族群邊界，其實是相對封閉的，且

「臺灣人」作為族群的概念也是排他的。這種封閉性與排他性，從而終於無法涵

容也在臺灣這個島上活動的其他非漢族群，亦使得移民、原住民族— — 特指平埔

族群— — 在十八至十九世紀透過婚媾、教育逐漸融合的歷史事實、及其對「臺灣

人」種性內涵的實質影響，無由呈現在讀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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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若從廿世紀的臺灣或中國知識份子眼中看來，《臺灣通史》在國族想

像上所楬櫫的封閉性、排他性，以及對特定文化和種性價值的堅持，可能是「想

                                                 
166 方孝謙，《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臺北：巨流圖書
公司，2001，pp. 2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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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爾」；但連橫以這些國族想像原則所構築的歷史論述，因為經過刻意的選擇、

加上些許的虛構，使其終究只能作為一種族群起源的片面迷思(myth)，而無足以

成為一部完整的族群史。 

 

六、結論 

 

    最近，致力研究日據時期臺灣國族主義的學者吳叡人指陳，現代化的臺灣國

族主義論述，從一九二○年代起透過「反殖民運動」的理論辯證後，逐漸成型。

這個論述，將臺灣人民想像成「一個擁有民族自決權以及未來的國家主權的被壓

迫的弱小民族」。167如果將連橫所謂「臺灣人，中國人也」的國族想像內涵與後

起者對照比觀，確有風馬牛不相及之感。這兩套論述都是以臺灣人為主體，但是

前者— — 即連橫的文本— — 把臺灣人想像為居住在臺灣這個地理空間上的特定

族群，而且強調這族群的依附性與從屬性；後者則把臺灣人想像為一個未來的獨

立國家的準公民，兩者全然不同。此外，連橫既認為臺灣人是中國人，所以他在

論述臺灣人的本質之時，也同時在想像中國國族的邊界，並視兩者為一體之不同

面向；相反地，後者，如吳叡人的預設，「現代臺灣民族主義與現代中國民族主

義，是從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場』(political fields)」之中發生的兩個平行(parallel)

而各自獨立存在的民族主義」，168也就是說，兩者無因無涉。從以上的觀照看來，

連橫的《臺灣通史》出版後不久，一套和連橫觀點有相當落差的臺灣人想像論述，

已經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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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論述的產生，並不代表類似連橫所持的這一套想像論述，就此被埋進歷史

                                                 
167 吳叡人，〈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 
168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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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煙塵中。相反地，兩者長期並存，並相互辯證。169這種在一九二○年代起在臺

灣「具有現代性的社會運動」中，二元國族觀點的曖昧與矛盾，對戰後「臺灣人」

想像的形成，影響很大。當然，像連橫這種視「臺灣人」、「漢人」、及「中國人」

三位一體，藉相同的文化、血胤、語言、以及種性等根基式條件，以指陳「臺灣

民族就是中國國族」170的國族想像觀，在日據中、後期臺灣社會運動中，仍具有

相當的主導性。171 在國府接收臺灣後，「臺灣人也，中國人也」的國族想像，

又正肆應政治之需要，連橫其書、其人、其事、其言，皆受大力之吹捧，用以塑

造歷史記憶的憑藉。172 

    若進一步比較，這兩套臺灣人的想像間的落差不只一處。例如，在連橫的論

述中，吾人的確看不到「民主自決」、「國家主權」等現在流行的國族主義概念。

雖然，連橫認為他的著作有助於「民族主義」的提升— — 對當時的知識份子而言，

不論「民族」、或是「民族主義」，都是新的詞彙，甚至以為這些國族主義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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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舶來品、是西方現代文明的產物之一。但是，連橫的國族想像，還是循傳統

                                                 
169 有關日據時代中後期臺灣菁英份子在國族想像的二元性，可以參閱以下論文或專書。日本的
若林正丈將當時臺灣的抗日思想以「中國座標」、和「臺灣座標」標定活動的意識型態，並認為
這種國族意識上的分裂，在戰後成了臺籍知識份子思想上的結。[若林正丈，〈臺灣抗日運動中的
「中國座標」與「臺灣座標」〉，《當代》，臺北，第十七期，1987，pp. 40~51。]臺灣的陳翠蓮則
以為當時的臺灣人在中國與日本兩種民族主義的對峙、拉扯之下，臺灣人的國家認同趨向兩極。
[陳翠蓮，〈在中國與日本之間：臺灣人的國家認同〉，收入中華民國史料中心編，《中國現代史專
題研究報告》，第二十二輯，臺北：國史館，2001，pp. 231~294。]社會學者方孝謙則以為日據時
期的臺灣人在國族認同上，是從與「唐山」千絲萬縷的傳統認同，到走入不同位置的分歧。渠以
為一九二○年代勃興的政治運動中，國族認同其實是眾聲喧嘩，知識份子遊移在「臺灣人」、「中
國人」、與「日本人」的認同之間；不過，到了戰爭結束前，一般庶民固守生活消極抗日，而知
識份子受皇民化的影響卻心向日本，成為兩極化認同。[方孝謙，《殖民地台灣的認同摸索：從善
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pp. 11, 177-186。] 
170 語出張深切之〈在廣東發動的臺灣革命運動史略〉，收入張深切著、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
集》，臺北：文經社，1998，Vol. IV，pp. 90~95。 
171 試舉「臺灣文化協會為例」。據日本殖民當局收錄當時文協的宣傳要旨，有以下文字：「漢民
族是保有五千年光榮文化的先進文明人，不應屈服在異民族的統治下… … 我們要喚起漢民族的自
覺，以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而自己統治」。並指文協「高倡島民之自覺奮起；舞弄臺灣是臺灣人
的臺灣、我們中國或我們中華民族等言詞，慫恿排斥內地人」。臺灣總督府警務處編，翁佳音譯
註，《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編— 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pp. 161~162。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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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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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華夷之辨」立說，即使敘事的結構，都是套用老舊紀傳體和正統史觀。但筆

者不因此否定連橫國族史觀的具有某種的「現代性」。誠如本文前面所指陳，中

國傳統的我族認同觀點、以及政治現實，對於形塑具現代性的中國國族主義、或

言華人社會之國族主義有重要的影響；傳統社會中的文化主義或華夏中心主義的

原則，都可以是一套可資轉換的「原型國族主義」，緣此所形成的文化條件、共

同歷史經驗、與客觀政治邊界的重合，為現代中國國族的想像提供了最原始的邊

界。從晚清到民初的中國國族主義先行者，無非都是透過國族歷史的重新詮釋，

以建構具現代意義的中國國族。連橫的國族論述策略不外如是。只是，他的方法

陳舊的多，這可能是因為他所接受的是傳統教育，加上臺灣與大陸的孤絕，使他

不容易獲致已經勃發的相關新知識的滋潤。同時，他所面臨的挑戰，也遠比單純

論述中國國族者多。其一，他面臨渠之敘述主體— — 臺灣— — 與其依附主體— —

中國— — 在客觀的政治邊界不能重合的窘態；所以，他只好以強調文化與種性的

根基式原則來縫補歷史時空的罅隙。其二，日本殖民雖然帶來壓迫的痛苦，但也

的確為臺灣代來的現代化，相較起來，中華文化的最優越性備受質疑— — 這個中

華文化的最優越性，正是架構文化主義和華夏中心主義最核心的假設。如此一

來，連橫很快地發現，他的族群想像所依附的最重要的原則已不足恃。所以，從

一九二○年代開始，他陸續地感受到臺灣人已經耽於日人之統治，雖然他斥之為

「文化逐漸墮落」，但仍禁不住生不如歸去之感。這種落入邊陲、「離開中國」之

痛，是使連橫驚覺「臺灣人」內涵的突變，也因此雅不願其子再為臺灣人。因此

一九二○年代後經「反殖民運動」所新生的國族論述，之所以發生質變，除了新

觀念— — 如「民族自決」是在一九一八年後的新概念— — 的產生以外，主要還是

政治與文化的現實條件轉換之故。但是，連橫構築「臺灣人」作為一個族群主體

的模式，就典範的意義而言，不能不說是已初具現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