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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臺灣地區清季臺灣涉外

關係史研究之回顧 (19屴一m%)
翁詩怡

*

￣̄
、 目lJΞ旨

清季臺灣的涉外關係頗為複雜 ,自 1858年清廷與英美俄簽訂

《天津條約 》以來 ,規定開放臺灣 (安平 )為通商 口岸 ,而後與法

國簽訂 《天津條約 》,除了臺灣之外另增開淡水一 口 ;18“ 年又開

放雞籠 (今基隆 )與打狗 (今高雄 )二港 。
l在

開港之後 ,海關 、

領事館 、洋行紛紛在通商 口岸設立 ,臺灣從此進入世界貿易體系之

中 。也由於開港的關係 ,與外人接觸的機會大增 ,所謂的 「涉外事

件 」亦開始增加 ,大至戰爭 、教案 ,小則有船難 、走私 、貿易糾紛

等等 。

近年來 ,關於 186U年代臺灣開港到 18竻 年馬關割臺此一期間

的臺灣涉外關係史研究 ,由於期 間兩次重大戰爭的發生一 日軍侵臺

(18π )與法軍侵臺 (1885)之役 ,因此研究成果在戰爭方面相當

豐富 。除此之外 ,關於走私 、買賣 、傳教等糾紛的研究亦有不少 。

總體來看 ,如林玉茹在 〈1945年以來臺灣學者臺灣史研究的回顧

一課題與研究趨勢的討論(1945∼ 2UUU)〉 一文 中指 出 :

涉外關係之研 究 ,自 1%U年代 以降 ,即 集中於與列強的交

*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歷 史研究所碩士生 。

I黃
秀政 、張勝彥 、吳文星著 ,《 臺灣史》 (台 北 :五 南出版社 ,2UU2),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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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涉外糾紛以及戰爭等項 。與列強的關係 ,主要是討論 台

灣與美國與英 國的關係 。涉外糾紛 1%U年代以前 集中於樟

腦糾紛或教案 ,煤務糾紛 亦略有觸及 。197U年代末至 198U

年代則集中於海難 事件的討論 。至 l”U年代末 才出現綜合

論述清末涉外糾紛的論著 。至於戰爭研 究 ,白 1%U年代以

降研 究甚 多 ,特別是 中法戰爭和牡丹社事件的成果最 豐富 ,

而研 究取 向主要是戰爭時期 台灣防務 問題 、戰爭對 台之影 響

以及個別將領參戰過程 。大抵上 ,清代 台灣戰爭 史具有代表

性 的學術論著並不 多 ,尚 有發展 空間 。
2

許毓良則在 〈紙上談兵一清代臺灣軍事史研究綜述 〉一文指出 :

在對外關係部份 ,臺 灣在清末 開港對外關係一時顯得熱絡 ,

不過 史學界對其研 究成果並不 多。1%U年代學者黃嘉謨利 用

美國國家檔案局 、國會 圖書館 、各學會等所藏 史料 ,探討 19

世紀末 美國與臺灣的關係 ,迄今仍為一上乘的佳作 。臺大政

治所研 究生黃順進 ,在 7U年代也 以“
英 國與臺灣

”
為題撰 寫論

文 ;不 過該文比較偏 向同治 9年 一大南澳事件前的陳述 。較

為特殊 的是王爾敏從該主題 思考 ,進而討論清末 中國與 外國

在涉外事務上的重要職 官一南 、北洋大 臣的建 置 ,則 是該議

題上可供參考的莋品 。
3

以 日軍侵臺 (臺灣事件 )而言 ,相關 日文著作十分豐富 ,4中文方

面則有藤井志津枝 、黃嘉謨等著有專書 ,論文方面亦有一些 ,但為

數不多 。
5這

些研究成果對於 中 、日兩 國實已做了許多詳盡的探討

與史實建構的工作 ,但是對於列強在其中的態度 ,研究成果卻較為

林玉茹 ,〈 1945年 以來臺灣學者臺灣史研究的回顧一課題與研究趨勢的討論(1。45∼

2UUU)〉 ,《臺灣史料研究》 ,21期 (2UU3.9),頁 9-1U。

許毓 良 ,〈 紙上談兵一清代臺灣軍事史研究綜述 〉 ,《 史耘》 ,6期 (2UUU.9),頁
131 。

可 以參考 吳 密察 ,〈 綜合評 介有 關 「臺灣事件 」 (1871-94)的 日文研 究成 果 〉 ,《 台

灣近代 史研 究》 (台 北 :稻鄉 出版社 ,199U.5),頁 219-282。

同上註 , 9訂 22U-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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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 。黃嘉謨的 《美 國與臺灣 》
‘
探討的對象是美國及李仙得 ;藤

井志津枝的 《近代中 日關係史源起 一1871∼ 18π 年臺灣事件 》
7對

於整個事件的中 日資料使用十分詳盡 ,尤其是 《日本外交文書 》及

當時 日本重要政治人物之書信集 ,十分具有參考價值 。黃順進的《英

國與臺灣 18” -187U》 8使
用 Γ.U.甚 多 ,探討間題也相當廣泛 ,在外

交 、通商 、傳教等問題均有論及 。王 曾才的 《中英外交史論集 》對

於 中外史料運用嫻熟 ,參考二手研究成果亦多 ,見解精闢 ,但沒有

特別論及臺灣部分 。戴天昭的 《台灣國際政治史 》
’
所跨時段極長 ,

lU對
於每個時期重大的涉外事件均有討論 ,於列強錯綜複雜的外交

關係有相當全面的掌握 ,所使用資料以 日文史料為主 、外文史料為

輔 ,旁徵博引為一鉅著 。葉振輝之 《清季臺灣開埠之研究 》
lI主

要

亦以 Γ.U.檔 案為主 ,對於臺灣開埠 、英國駐臺灣領事館設立之經緯

敘述甚詳 。其餘如林滿紅 的清季臺灣經濟研究 、黃富三的洋行研

究 、蔡蔚群的臺灣傳教 問題研究
12等 ,皆對於清季臺灣的經濟 、商

貿 、教案等 問題有所探討 。

本文擬對 19” 到 2U06年 間關於清季臺灣涉外關係之期刊論文

做一簡單扼要之研究回顧與探討 ,分析在這段期間清季臺灣涉外關

係史的研究趨 向及切入角度之特 色是否反映史學界 的趨勢 ?以及

還有什麼課題可以再深入探討 ?

‘
黃嘉謨 ,《 美國與臺灣》 ,14期 (台 北 :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中 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1979)。
’

藤井志津枝 ,《 近代 中日關係史源起一1871∼ 74年臺灣事件》 (台 北 :金禾出版社 ,

1992) 。
8黃

順進 ,〈 英國與臺灣 1839-189U〉 (台 北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〢996)。
’

戴天昭著 ,李明峻譯 ,《 台灣國際政治史》 (台 北 :前衛出版社 ,2°U2)。
m從

第一章大航海時代的台灣與列強到第二十一章陳水扁政權的內外和解政策及台灣

問題的田顧與展望 。
Il葉

振輝 ,《 清季臺灣開埠之研究》 (台 北 :標準出版社 ,19“ )。
12蔡

蔚群 ,〈 清季台灣教案研究 1859-18路 一以地方交涉為重心 〉 (台 北 :台 灣師範大

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8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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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戰爭部份 :以 日軍侵臺 、法軍侵臺 、甲午戰爭為主軸

從相關期刊論文的題 目上來看 ,戰爭史仍佔大多數 ,亦見清季

臺灣涉外關係 中 ,戰爭仍然是最受到關注的題材 。然而 ,由於前輩

學者研究成果不少 ,如何突顯舊題新意是必須面對的最大問題 。由

近幾年來的相關文章可以看出切入的角度迭有創新 ,或從古蹟的角

度出發 ,以之反映臺灣特殊的多政權交替統治之歷史變遷 ,或從 日

人從軍紀錄來重新審視牡丹社之役 ,並考察當地居民與原住民的觀

感 ,加上新史料陸續出版 ,使得舊有課題也展現新的意義與風采 。

同時 ,對於印象觀感的考察 ,也是新的探討角度 。如黃修文的

〈從中國看臺灣 :牡丹社事件與 中法戰爭 中的臺灣印象 〉,從 申報

來看兩次戰爭的中國方面的言論 ,歸納出中國人民對臺灣之印象 ,

許文堂的 〈清法戰爭 中淡水 、基隆之役的文學 、史實與集體記憶 〉

則以畫報來看清法戰爭中的文學 、史實與集體記憶 。兩文都是以前

少見的審視角度 。固然處理印象觀感方面的歷史確有其困難之處 ,

容易陷入作者 自身主觀情結 中 ,但提供了新的問題意識乃是值得參

考的 。

(一 )日 軍侵臺

黃修文撰 〈從中國看臺灣 :牡丹社事件與中法戰爭 中的臺灣印

象 〉,13是以清末的申報作為考察重心 ,探討牡丹社事件與 中法戰爭

期間 ,中 國對臺灣人 、臺灣原住民等的印象與其變遷 。作者想要以

這兩個具體的案例 ,來看媒體到底如何形塑和改造民眾對於國家和

領土的概念 。
I4在

結論 中 ,作者歸納出從牡丹社事件到中法戰爭之

間 ,媒體對於臺灣報導的確是一個去除歧異性的過程 ,而且是以人

物為 中心去凝聚全臺成為單純的意像 ;王學新撰 〈「風港營所雜記 」

之史料價值與解說 〉
15先

以 《風港營所雜記 》
1‘

來解說牡丹社事件之

I3黃
修文 ,〈 從 中國看臺灣 :牡丹社事件與中法戰爭中的臺灣印象〉 ,《 臺灣歷 史學

會會訊》 ,16期 (2UU3.5) ,頁 8U-93。
回 同上註 ,頁 8U。
15工

學新 ,〈 「風港營所雜記」之史料價值與解說 〉,《 臺灣文獻》,54卷 3期 (2UU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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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末 ,對於 日軍登陸臺灣瑯橋的情況與討伐原住民社的行動 ,有清

楚生動的敘述 ,也談到當地民情狀況 ,讓我們認識當時生活在恆春

的漢人及原住民 ,從而理解為何 日軍登陸時並沒有遭受到任何反

抗 ,甚至當地居民渴望 日軍能夠前去征伐原住民部落 ,可見民蕃之

間仇恨甚深 ,也可見清廷對於臺灣南路邊疆地帶確實沒有足夠的約

束力與保護力 ,以至於有民眾向 日軍求援之情況發生 ,這是值得注

意的部分 ;林呈蓉的 〈18π 年 日本的 「征台之役 」一以從軍紀錄

為 中心 〉
17以

日軍從軍紀錄史料分析著手 ,史料以水野遵 〈臺灣征

蕃記 〉與樺山資紀 〈日記 〉為主 ,其他相關的從軍經驗之紀錄 ,作

者認為除了戰 鬥人員外 ,尚包含記者 、醫護人員 、隨行商人等的口

述紀錄 。作者特別重視探討 日本如何進行征討動員 、戰事始末 、當

地居民和原住民部落對 日軍的態度 ,試圖呈現臺灣島上「征臺之役 」

的實像 。結語指出 日軍 「征臺之役 」的幾項特徵以供思考 :前近代

與近代 、國民國家與藩閥國家 、文明與野蠻 。

(二 )法軍侵臺

葉振輝的 〈中法戰爭澎湖之役 〉
18仔

細考察法軍侵臺中的澎湖

之役 ,最特別的是作者仔細查證此役每一個環節 ,附圖清楚 ,可清

楚檢視這場法軍精心策劃的戰役 ,同時也了解清廷在此一敗再敗之

真相 ;許毓良撰 〈「西仔反 」在臺灣一清法戰爭的基隆 、淡水 、澎

湖之役 〉,1’以大量史料呈現清 、法兩國在臺灣的三大戰役 ,作者認

為這是清 、法兩國現代化成果的對決 ,因此對於戰前清 、法兩國相

關軍事防務之發展 ,戰爭進行之過程與雙方使用戰略 ,皆有詳細的

敘述與比較 ;許毓良撰 〈清法戰爭 中的基隆之役一兼論民族英雄墓

頁 379-4U6。
1‘  《風 港 營所雜 記 》所 記為 18π 年橫 田部 隊駐 守風 港期 間與地 方 民蕃 問之 互動 情形 。
I7林

呈蓉 ,〈 18列 年 日本的 「征 台之 役 」一以從 軍紀錄 為 中心 〉 ,《 台灣風物 》 ,“

卷 1期 (2UU3.3) ,頁 23′ 9。

葉振輝 ,〈 中法戰爭澎湖之役 〉,《 澎湖縣文化局季刊 》,2U期 (2UUU.9),頁 “ -61。

許毓 良 ,〈 「西仔反 」在臺灣一清法戰爭的基隆 、淡水 、澎湖之役 〉,《 臺北文獻 》 ,

直字第 bU期 (2UU4.12),頁 299-3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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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來 〉,η談及 中法戰爭中方陣亡將士之 「民族英雄墓 」,(可與作

者另一篇 〈基隆法國公墓考 〉
21做

一對照 ),由此發現 中 、法之間對

於陣亡將士之重視程度不同 。本文使用大批清宮檔案 ,並參酌對紀

念碑的考證 ,努力還原百年前 中法雙方開戰前的準備 、砲臺位置及

戰場原貌 ,確定此墓非建於清 ,而是建於 日治時期 ;林 昌華的 〈「焚

而不燬 」一清法戰爭時期的馬偕牧師與 「耶穌聖教 」〉,” 「焚而不

燬 」的典故來 自舊約聖經 「出埃及記 」,上帝首次向摩西顯現時 ,

是以一株著火但不焚燬的荊棘形象出現 ,19世紀中葉以後這個聖

經典故成為加拿大長老會的標誌 。此典故也被馬偕用來形容經過清

法戰爭洗禮過的臺灣 「耶穌聖教 」,幻沒有因此被焚燬於戰火之中 ,

反而在之後更加茁壯 。本文先回顧相關研究 ,再介紹文獻史料 ,最

後敘述馬偕在臺傳 「耶穌聖教 」的進程 :從受排斥敵視 ,到戰爭爆

發後群眾對教堂和信徒的攻擊 ,以及馬偕對這些挑戰的因應 ,到最

後由於戰爭期間淡水偕醫館悉心救治病患 ,戰後北部地區群眾對馬

偕疑心盡去 ,傳教事業不但沒有因戰爭而終止 ,反而在戰後進一步

發展 。結論指出信仰基督教並非如同一般人所想的可以依靠 「番仔

勢 」,反而可能因為信教而必須面對諸多困難 ;許文堂撰 〈清法戰

爭 中淡水 、基隆之役的文學 、史實與集 體記憶 〉
x對

比清法兩國當

時的通俗讀物 一畫報所呈現給民眾的淡水 、基隆 「戰況 」,指出史

實與集體記憶的差異面相 。本文所引用之 中文畫報以 18辭 年 5月

創刊於上海的《點石齋畫報 》為主 ,法文畫報則採用 LaTerreillus竹芭e

(《 地球畫報 》)作為參考 。第一部分對清法戰爭作一概述 ,第二部

許毓 良 ,〈 清法戰爭中的基隆之役一兼論民族英雄墓的由來 〉 ,《 臺灣文獻》 ,弘

卷 1期 (2UU3.3) , 頁 2竻 -3%。

許毓 良 ,〈 基隆法國公墓考 〉 ,《 臺灣風物》 ,S2卷 2期 (2UU2.6),頁 lll-139。

林 昌華 ,〈 「焚而不燬 」一清法戰爭時期的馬偕牧師與 「耶穌聖教」〉 ,《 臺灣風

物》 ,55卷 3期 (2。U5.9) ,頁 43-79。

19世紀的英國 、加拿大宣教師所設立的 「基督教會」所共同使用的名稱 ,這個名稱

在臺灣使用到 1913年 ,南北聯合的 「基督長老教會臺灣大會」廢止這個名稱 ,改為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參見 〈「焚而不燬 」一清法戰爭時期的馬偕牧師與 「耶穌

聖教」〉 ,頁 43。

許文堂 ,〈 清法戰爭中淡水 、基隆之役的文學 、史實與集體記憶 〉,《 臺灣史研究》 ,

13卷 1期 (2UU6.6) ,頁 1巧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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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分析畫報為重點 ,分析 《點石齋畫報 》描述清法戰爭的圖片及

內文 ,指出有誇大戰果以迎合讀者的現象 ,甚至有不實之報導 。另

分析 LaTeIeillustr彥 e(《 地球畫報 》)連載的 〈孤拔元帥的小水手 〉,

發現相較於 《點石齋畫報 》,顯然此報較為可信 。第三部分則談到

淡水居民信仰中心的神衹清水祖師在淡水 、艋舺兩地輪流供奉之由

來 。作者認為神佛之際遇有可能因時空不 同而有所改變 ,對於人的

記憶與評價更易因時代變遷而有所不同 。作者並指出淡水「拜滬尾 」

習俗眾說紛紜正是代表了集體記憶 的混亂 ,對於沒有經歷過這段史

實的人們 ,這種集體記憶是移植的認同 ,不 問斷的祭祀活動則是重

複認同群體的動作 。本文嘗試從新的角度 (集體記憶 )與新材料 (畫

報 )研究清法戰爭 ,但是題 目提到的文學 、史實與集體記憶三者究

竟其連結性為何並沒有一全盤的解釋 ,其次 ,作者談到劉銘傳與劉

璈之爭時表示 「尤有可慮者 ,民族主義的迷霧成為別有用心之人裝

扮劉銘傳為完人的利器 ,進而驅使劉銘傳為 『統一大業 』的馬前卒 」
邠
似屬個人主觀評價 ,是否適合置於文 中有待商榷 ;紀榮松的 〈清

法戰爭孤拔提督的 「八野 」座艦 〉,℅貝j以中法戰爭期 間法軍主要人

物孤拔提督的座艦 「八野 」為主軸 ,穿插相關的孤拔事蹟與當代海

軍史實 。

(三 )甲 午戰爭

林君成撰 〈試論 中 日甲午戰爭前 日本之外交策略 〉
”
從發動 甲

午戰爭前的 日本國內背景談起 ,認為 19世紀 日本的 目標就是成為

「東方的不列巔 」,因而從 「防衛性戰略 」演變成 「攻擊性戰略 」,

導致後來走上破壞遠東和平之路 。從 「征韓論 」到 「大陸政策 」的

提出 ,日 本對於朝鮮 、中國之野心 ,昭然若揭 。適英國為阻止俄國

勢力南下 ,轉而與 日本示好 ,並簽下 《日英通商航海條約 》,默許

同上註 ,頁 45。

紀榮松 ,〈 清 法戰 爭孤拔 提 督 的 「八野 」座艦 〉,《 臺灣風物 》,52卷 4期 (2UU2.12),

頁 9-37。

林 君 成 ,〈 試 論 中 日甲午戰 爭前 日本之 外 交策略 〉 ,《 臺 北 市 立 師範 學 院學報 》 ,

33期 (2UU2.12) , 頁 4U5-4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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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出兵朝鮮 。而俄國巴不得中國衰弱以便攫取更多利權 ,亦縱容

日本 。結果造成 日 、英 、俄三國在東亞互相制衡 ,日 本逐步達成稱

霸東亞的 目標 。本文從 日本與英 、俄的交涉來分析 甲午戰前 日本的

外交策略 ,惜在資料使用上較為欠缺直接史料與外文 (日 、英文 )

資料 ;林文仁撰 〈派系因素與 甲午戰爭 一對戰前決策過程的觀察 〉
笻
從清廷中央決策者的派系問題 :「 帝后黨爭 」、「翁 (同龢 )李 (鴻

章 )對立 」,來重新審視 甲午戰爭開戰前清廷決策之過程 。馬幼垣

撰 〈甲午戰爭以後清廷革新海軍的嘗試 一以向外購艦和國內造艦為

說明之例 〉,”則以清季海軍史的角度 ,使用期刊報紙 、外國相關著

作等 ,討論 甲午戰爭前後清廷購艦與造艦決策的變遷 ,表示明 白兵

艦購買背景和建成狀況 ,以及採購行動的意義 ,有助於了解清季革

新運動甚至民初軍事活動之本質 。楊南郡撰 〈甲午戰爭前 日本探險

隊眼中的噶瑪蘭風貌 〉,JU以 18” 年樺 山資紀到噶瑪蘭地方進行偵

查的 日記與水野遵 《臺灣征蕃紀 》為史料 ,加上地理實查 ,呈現出

當時噶瑪蘭地方的風土民情及生活環境 ,並認為兩人其後成為臺灣

日治初期要人絕非偶然 ;權赫秀的 〈《馬關條約 》的中 日英文本異

同考 〉
Ⅱ
對照分析 《馬關條約 》之中 、英 、日三種文本異同 ,發現

三國的條約文本內容確實有一些不同之處 ,指出 《馬關條約 》的中

文本與 日文本約有十二處文句不相同 ,極可能在履約過程 中額外增

添義務負擔 ,對中國較為不利 。本文十分簡明扼要 ,但若能夠完整

附錄三種文本 內容 ,則能讓讀者更一 日了然地進行對照 。此外 ,作

者在進行比較過程 中所發現的文句差異 ,有些作者直接加以解釋 ,

有些則認為值得注意但未加以解釋 ,但無論解釋與否 ,都必須非常

慎重 。作者幾次在段末以 「應該說 」、「似在 」作結 ,亦未標註 ,略

林文仁 ,〈 派系因素與甲午戰爭一對戰前決策過程的觀察 〉 ,《 輔仁歷史學報》 ,5

期 (2UU4.7) ,頁 43-47、 49-82。

馬幼垣 ,〈 甲午戰爭以後清廷革新海軍的嘗試 一以向外購艦和 國內造艦為說 明之

例 〉 ,《嶺南學報》 ,新 1期 (1999.1U),頁 5U1巧 38。

楊南郡 ,〈 甲午戰爭前 日本探險隊眼中的噶瑪蘭風貌 〉 ,《 宜蘭文獻雜誌》 ,16期
(1995.7) ,頁 1U-33。

權赫秀 ,〈 《馬關條約》的中日英文本異同考〉 ,《 二十一世紀》 ,跖 期 (∞研.12),
頂Γ384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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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嚴謹 。

三 、教 案及 外交交涉部分

蔡蔚群撰 〈建省以前臺灣北部的教案 (上 )(18” -1885)〉 φ
與

〈建省以前臺灣北部的教案 (下 )(1872-1885)〉 ,“以中 、英兩國

資料相互對照 ,將複雜瑣碎的教案盡量還原到客觀的真相 ,詳述加

拿大長老教會在北臺灣宣教之特色與英國駐臺領事與臺灣地方官

員之互動情況 ;許毓良的 〈基隆法國公墓考 〉,以中法戰爭時期在

基隆之役法軍陣亡將士之公墓為案例探討清季 、日治乃至民國時期

與法國外交交涉之過程 ,從而觀察三個政府間國際地位之變遷 ,作

者細緻考察相關中日史料使這篇文章更加具有參考價值 。

四 、背景 :清季的臺灣

莊吉發撰 〈歷史與地理 :從故宮檔案看清代臺灣港 口的滄桑 〉,

田
利用故宮檔案探討臺灣各港 口在清代所扮演的角色 。作者從文獻

中爬梳出臺灣海 口 、海盜 、船難事件與港 口之變遷 ,時間從清初到

清代後期 ,詳實敘述分析臺灣港 口在清代各時期所扮演的角色與發

展情況 。尤其大量使用故宮檔案中的臺灣史料 ,並附有五張港 口示

意圖 ,值得參考利用 ;劉敏耀撰 〈基隆砲臺研究 〉,“作者出身建築

學界 ,以建築史的角度探討墓隆砲臺之功能 、位置 、種類等作清楚

地整理 ,並以表之方式呈現砲臺 、砲位 、砲台興築變遷 ,一 日瞭然 ,

並有附圖 。DavidUakl叩 著 、李維真譯 ,〈 高雄英國領事館 〉,鉑本

文是翻譯 DavidUakley的 TheB㎡IshCUnsulateatKaUhsiung,作 者

蔡蔚群 ,〈 建省以前臺灣北部的教案 (上 ) (18花 -1路5)〉 ,《 台北文獻 》 ,直 字

第 133期 (2UUU.9) ,頁 171-2IU。

蔡蔚群 ,〈 建省以前臺灣北部的教案 (下 )(1872-1885)〉 ,《 台北文獻 》 ,直 字

第
-34期 (2UUU.12) ,頁 231-255。

莊吉發 ,〈 歷 史與地理 :從故宮檔案看清代臺灣港 口的滄桑 〉 ,《 臺灣文獻 》 ,兒

卷 1期 (2UU1.3),頁 181-198。

劉敏耀 ,〈 基隆砲臺研究〉 ,《 台灣文獻》 ,兒 卷 1期 (2UU2.3),頁 153-18U。

DavidUakley著 、李維真譯 ,〈 高雄英國領事館 〉,《 臺灣文獻》,55卷 3期 (2UU4.9),

頁 23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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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歐美檔案資料 ,包括一些珍貴圖片 ,描述高雄英國領事館的興

建與變遷 。特別是這座英 國領事館不但是外 國在臺興建領事館之

首 ,更是臺灣第一棟洋樓 ,其意義十分特殊 。誠如作者所言 ,這座

領事館的歷史意義十分豐富 ,而這篇文章正是讓我們能夠一窺清季

英國駐臺領事的居所 、生活的一個側面 ;黃富三撰 〈新政與霧峰林

家一林家之際遇與紳權性格之轉變 〉,37探討清季臺灣外患 、建省後

新政 ,與下厝 、頂厝兩房霧峰林家之發展的關係 18拼 到 1885年法

軍侵臺 ,清廷號召臺灣紳民捐資抗法 ,霧峰林家積極回應 ,但是下

厝的林朝棟 、頂厝林文欽分別支持劉銘傳與劉璈 ,也造成了清代兩

房不同的發展 。林朝棟受到劉銘傳的重用 ,成為忠誠型士紳 ,重振

家聲 。林文欽則因劉璈的失勢而不得志 ,但也讓他漸漸蛻變為文教

型領袖 ,其後在 日治時期始能取代下厝而成霧峰林家之代表 ;黃富

三撰 〈林獻堂與三次戰爭的衝擊 :乙未之役 、第二次世界大戰 、國

共戰爭 〉,鉻林獻堂 (1881-1%6),出 身清代臺灣望族霧峰林家 ,學

識豐富 ,人格高超 ,是 日治時代以來臺人的社會領袖與精神象徵 。

其一生歷經 18%年乙未之役 、第二次世界大戰 、國共內戰三次戰

爭 ,對其命運產生重大影響 。作者認為其既身為臺灣的領袖人物 ,

又生活在三種不 同的政權下 ,所受的衝擊 自比一般人為大 ,體驗也

更深 ,值得深入探究 。本文細緻觀察林獻堂的一生 ,論述乙未割台

時林獻堂遭受家國之痛 ;日 本時期面臨文化和民族認同的危機 ,他

挺身而出領導政治 、社會運動 ;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對於戰爭之體驗

及回應 ;二戰後的境遇不順及晚年避居 日本的認 同徬徨 。主要參考

資料是林獻堂 日記 (《 灌園先生 日記 》),尤其作者掌握一些珍貴的

未刊稿 ,使本文更富參考價值 。不過即使透過分析這些史料 ,仍然

無法確定林獻堂晚年 的認 同究竟為何 ?這是還可以繼續探究的方

向 ;黃秀政撰 〈18%年 清廷割台與台灣命運的轉折 〉,”透過歷史

黃富三 ,〈 新政與霧峰林家一林家之際遇與紳權性格之轉變〉 ,《 故宮學術季刊》 ,

19卷 1期  (2UUl) , 頁 21-39、 297-298。

黃富三 ,〈 林獻堂與三次戰爭的衝擊 :乙 未之役 、第二次世界大戰 、國共戰爭 〉 ,

《臺灣文獻》 ,57卷 1期 (2UUt.3),頁 1-42。

黃秀政 ,〈 1895年清廷割台與台灣命運的轉折 〉,《 臺灣文獻》,57卷 1期 (2UU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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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考察 乙未割台後百年來台灣歷史發展的大勢 ,論述割台的經

過 、日本殖民統治以及 18明 年割台後海峽兩岸分合的轉折 。本文

跨越時段雖長 ,但作者簡單扼要說明在這段期間台灣的發展 ,可作

為此研究課題的基本參考資料 。惟第五部分 一割台 :台灣與大陸分

合的轉折 ,作者只談到 日治後期 ,未討論 日治之後一直到今 日的歷

史 ,與題 目所定時間斷限有所差距 。許毓良撰 〈清末臺灣的海防

(1861-18%)-以 湘 、淮系的人事互動為例 〉,4。臺灣在屢遭列強叩關

後 ,清廷才真正意識到臺灣地位的重要 ,積極加強臺灣之防禦 。清

季海防隱約形成的湘 、淮對立隨著官員的政治動向被帶至臺灣 ,本

文即在考察該情況對臺灣海防的發展影響 。

四 、結論

1987年是臺灣地區臺灣史研究的重要分水嶺 ,在此之前 ,臺

灣被視為是中國的一個地區來進行研究 ,同時又因為美國將臺灣當

作研究 中國的基地 ,所以也受到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社會科學發展的

影響 。
射
但是 1987年之後 ,由於政府的解嚴 ,開放黨禁報禁 ,新史

料的開發開放 ,臺灣史研究漸次興盛 ,強化了臺灣為主體的意識 ,

這是解嚴以後臺灣史學界最明顯的變化 。
42以 199U年代以來臺灣史

之碩博士論文來看 ,研究主題雖仍偏重政治 、經濟 、社會 、開發史

等項 ,但是其研究視野及切入點已能與史學潮流 同步 ,不斷觸及新

興範疇 ,而呈現擴大與深化的趨勢 。
芻
不過清季臺灣涉外關係因屬

於政治 、軍事 、外交等傳統課題的範疇 ,加上 「多語言 、多檔案 」

的研究能力需求 ,導致這個研究領域近年來呈現較為冷清的局面 。

由近年對臺灣史學界及 i945年以來臺灣地區臺灣史的史學論

頁 259286。
珘

許毓 良 ,〈 清末 臺灣 的海 防(1861-l渺5)-以 湘 、淮 系的人 事 互動為 例 〉,《 政 大 史粹 》 ,

1期 (l” 9.6) , 頁 “-8U。

工晴佳 ,《 臺灣史學 5U年 (195U-2UUU)》 (台 北 :麥 田出版社 ,2UU2),頁 98-99。

同上註 ,頁 139-141。

施志汶 ,〈 近十年歷史研究所臺灣史碩士論文之考察(1993-2UU2年 )〉
,《 臺灣史料

研究》 ,21期 (2UU3.9) ,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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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
44專

題 、博碩士論文及研究趨勢的整體研究回顧
甾
之文章來看 ,

可以發現 :歷史所博碩士論文部分仍舊以 中國近現代史為主 ,臺灣

史的比重則是解嚴後急起直追 。但是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 中 ,無論

是碩博士論文或學術期刊文章 ,在 「國際關係 」領域的數量上均有

「後勢看低 」、漸趨低落的現象 。
巧
箇中原因 ,雖然並不清楚 ,但這

是很值得吾人思考與注意的現象 。其次 ,在面對以往 曾有研究成果

之主題時 ,能有所突破的就是 「史料 」與 「切入角度 」的創新 。在

處理涉外關係時 ,必須把握住 「多檔案 ,多文字 」的原則 ,不能只

著眼在一國之檔案文書 ,近年來的研究大多 尚能秉持住這些原則 。

目前 ,從清季列強角度來審視中國 、臺灣的研究成果仍然缺乏 ,尤

其欠缺通論性質的作品 ,這應該是受限於語言文字與資料 ,但也標

示未來可以繼續努力之方向 。

范燕秋 ,〈 近十年國內 「臺灣史」通論著作研究回顧 〉 ,《 臺灣史料研究》 ,21期
(2UU3.9) ,頁 88-l14。

林 玉茹 ,〈 1945年 以來臺灣學者 臺灣 史研 究的 回顧一 課題與研 究趨 勢的討論

(1945挖 UUU)〉 ,《臺灣史料研究》 ,21期 (2UU3.9),頁 〦33。

彭明輝 、唐志宏 ,〈 臺灣地區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一以學術期刊與博碩士論文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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