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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任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並任教於台灣師範大

學及清華大學。

•	 曾任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主任，中研院台灣

史研究所副所長。並擔任日本東京大學，英國劍橋大

學及德國海德堡大學訪問學者，以及英國牛津大學臺

灣漢學講座。

•	 研究領域為台灣社會文化史、比較殖民史，史學史及

公眾歷史學。

•	 已出版研究專書《族群關係與鄉村台灣》，口述歷史

《坐擁書城》（合著），史料集《恩典之美》（合編），

以及中英日韓文學術論文多篇。

現職

學歷

•	 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

張隆志

講 者 簡 介 演講影音

探
索
台
灣
史
觀

從
曹
永
和-

台
灣
島
史
概
念
講
起



100

十萬

識臺灣
島文

輯一 

講題精采保留與延伸論述

　探索台灣史觀：從曹永和「台灣島史」
概念講起

關鍵詞：台灣島史、曹永和、史觀

一、前言：重訪台灣史觀

本次演講將以曹永和院士的學思歷程及台灣島史為例，與大

家重新探索認識我們島嶼土地和人民歷史的視角。所謂「史觀」

可以有很複雜的定義，但是最簡單來說，就是對於過去歷史的

觀點與看法。2005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目前已改制為

文化部）曾經以「換個角度看台灣」為題推出新系列的台灣地

圖，當時廣受注目並引發社會媒體熱議。「換個角度看台灣」

這套地圖是以台灣為中心重新觀看周邊的世界，包括不同的區

域與人群的歷史。過去歷史教科書是以漢人移民史為中心，把

焦點放在西部平原，從中國大陸的角度觀看台灣，將台灣看成

中國地方史的一環。而經過翻轉後的台灣地圖，則在傳統觀點

外加入了南島民族和海洋的視角，從太平洋的角度，讓我們更

注意到中央山脈、海岸山脈、台灣東半部。也從海洋的觀點，

重新觀看台灣島嶼與世界史的關連，尤其是過去常被忽略的東

南亞、南亞以及乃至澳紐等周邊區域。「換個角度看台灣」系

列地圖透過觀點的翻轉及多元的視野，讓我們看到台灣與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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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與人群的多元互動，這便是一種史觀的轉換。在當代民主

社會中，各種觀點差異的並存與競爭是正常的現象，而如何透

過對話溝通促進相互的理解，則是每位現代公民必須學習的重

要課題。就此意義而言，當代歷史學研究最有挑戰性，也是最

有魅力之處，就在於不同史觀之間的對話。以下就曹永和院士

的學思歷程及台灣島史概念做進一步介紹。

二、平民學者曹永和的學思歷程 

 曹永和院士是本人在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的指導教授。我

和諸位同窗們都習慣稱他為曹老師。曹老師是個自學成名的平

民學者。生於 1920 年，過世於 2014 年。於 1998 年當選中央研

究院院士。他畢業於日治時期的台北二中（今天的成功中學），

正式工作是台灣大學圖書館員。從 1947 年入館任職到 1984年正

式退休，四十七年間從基層館員到研究圖書館主任。他的台灣

史研究並未經過正式的學院訓練，而是經過數十年的自學而成。

他的學術成就則是先經由《通報》等國際知名學術期刊肯定之

後，直到 1980 年代才得到台灣主流歷史學界的重視。曹老師的

學術生涯，大致可分為以下四個時期：

（一）士林協志會及台大圖書館的自學啟蒙（1940s,1947）

1940 年代，金關丈夫、楊雲萍等帝國大學教授與台灣的知識份

子，組織了《民俗台灣》雜誌（也就是戰後《台灣風物》的前

身）。這本雜誌在皇民化時期提倡地方民俗研究，保留了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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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同時期，台灣的知識人在士林組成以「士林協志會」

為名的讀書會。曹永和老師是士林人，早年參與士林協志會並

且為《台灣風物》撰寫〈士林の古碑〉(1941)，以此為契機而進

入學術世界。

（二）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及東洋文庫的沉潛專攻（1965-

1966）

1965-66 年，曹老師得到前日本帝國大學岩生成一教授的賞

識，前往日本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每週一次在日本的東洋文

庫，與岩生教授一對一學習荷蘭文，研讀早期台灣史與東西交

通史的文獻。並協助他至各個相關機構及大學參訪，認識代表

性的研究學者，正式進入學術圈。曹老師回台後開始運用古荷

蘭文的文獻，進行台灣早期十七世紀歷史研究，並且逐漸獲得

國際學界重視。

（三）中央研究院及台灣大學的研究教學（1984-2010）：

1984 年曹老師得到中央研究院的肯定，以兼任研究員的身

份參與海洋史研究計畫，隔年又在台灣大學歷史學系任教，直

到 2010 年退休，培養了一整個世代的研究新秀，專長涵蓋台灣

歷史、文學及政治各個領域，其中多位學生並赴美國哈佛大學、

日本東京大學及荷蘭萊頓大學等國際知名學府深造。目前多在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及各大學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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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央研究院院士曹永和（1998-2014）：

自 1990 年代中葉起，曹老師開始得到一系列學術榮譽，包

括 1996 年獲得吳三連學術獎、1998 年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1999 年榮獲行政院文化獎、2002 年榮獲荷蘭女王碧翠斯頒授奧

倫治—拿騷勳章（Order of Orange-Nassau）、2012年榮獲日本政

府頒授旭日中綬章。曹老師在成為公眾人物後，除了維持其一貫

的讀書教學生活，更以個人資產在 1999 年成立曹永和文教基金

會，致力推動台灣史及海洋史的研究出版與教育工作，並參與台

灣歷史學會的公共學術活動。

三、曹永和院士的學術研究與代表作品

曹老師在學術生涯不同時期發表的代表作品，包括〈士林の

古碑〉(1941)、〈明代台灣漁業志略〉(1953)、《台灣早期歷史

研究》(1979)、《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及《中國海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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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近世台灣鹿皮貿易考：青年曹永和的學術啟航》(2011)。

〈士林の古碑〉(1941)，發表在《民俗台灣》，是以日文書寫

的台灣地方考察。曹老師雖然不是台北帝國大學的正式學生，

1947 年進入台大圖書館任職之後，曹老師有機會參與桑田六郎

等幾位前帝大教授的課程。但是因緣際會承繼了台北帝國大學

的學術脈絡。尤其是其恩師岩生成一教授的深遠影響。

曹老師第一篇正式的學術著作是〈明代台灣漁業志略〉

(1953)，而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學術專書，則是 1979 年的由聯經

出版的《台灣早期歷史研究》，這是曹老師早年重要研究成果

的結集。聯經同年還出版了陳紹馨與戴炎輝等前輩學者的重要

作品，這幾本著作目前都已

經成為台灣研究的經典名

著。2000 年聯經為曹老師出

版了《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

集》及《中國海洋史研究》

兩冊論文集。有趣的是，曹

老師於 1950 年代完成的學術

處女作，直到 2011 年才由遠

流出版為《近世台灣鹿皮貿

易考：青年曹永和的學術啟

航》。曹老師當時以日文書

寫本書初稿，再翻譯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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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自覺中文不夠通順，並希望增補新出土史料，直到晚年才同

意由學生整理出版。

整體而言，曹老師雖然出版著作不多，但是卻帶來很深的影

響。 1970 年代的研究典範是從漢人開發史的角度看待台灣。相

對於此，曹老師於 1979 年出版的《台灣早期歷史研究》收錄了

幾篇不同既有典範而相當有趣的文章，例如〈歐洲古地圖上之台

灣〉與〈明代台灣漁業志略〉。這本書有幾個特色：首先，過去

一般的看法認為第一批來到台灣的是為了移墾與開發而來的農業

移民。但是曹永和老師在〈明代台灣漁業志略〉指出，在大批華

南的農人之前，台灣有蓬勃的漁業貿易，因此第一批來到台灣的

很可能是漁民。這個研究不同於傳統看法，打破了刻板印象。其

次，鄭成功研究雖然相當多，但是在 1970 年代能夠運用古荷蘭

文檔案討論鄭成功的，並沒有太多人。第三， 曹老師在這個時

候就已經注意環境史，這個目前相當重要的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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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曹永和院士的台灣島史觀

「台灣島史」這個概念，首先出自 1990 年〈中央研究院台

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的專訪，原題為〈台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

徑：「台灣島史」概念〉。其後連同相關的演講紀錄，收錄於

2000 年出版的《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曹老師在書中的跋

表示自己的研究視野與史觀與 1979 年時相比有很大的改變。他

不再只是從政權與政治史分期的角度，或是從漢人這個優勢族

群的移民史角度來書寫歷史。台灣在 1980 年代政治民主化、社

會多元化本土化研究興起等社會潮流影響了曹永和老師，因此

在空間、時間、內涵上面都出現第一本書當中沒有的課題。曹

老師已經從區域及東亞海域史的角度看台灣和環中國歷史發展；

更從國際與全球角度強調台灣作為世界貿易轉運站的角色；指

出漢人移民至澎湖更早於漢人到台灣；並關切小琉球原住民史

的問題。

1986 年，已 故

的考古學者張光直

院士從美國回台推

動台灣史田野研究

計畫，結合中央研

究院四個人文社會

所的力量來提倡台

灣研究，並於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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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了台灣史田野研究室，也就是後來的中央研究院台灣史

研究所的前身。曹老師在〈台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訪談當

中首次提出台灣島史的概念。此後並在相關演講及座談場合繼

續發展這個概念，並加入多族群社會的面向，形成一個包含空

間向度與多元族群的史觀。曹老師的台灣島史雖然不是系統性

的理論，但卻是一個相當具啟發性的概念，並在 1990 年代發揮

了重要的影響，值得大家進一步探索和討論。以下試從空間概

念、當代社會與史學思潮等方面初步介紹台灣島史概念的三個

重要特徵：

（一）對於空間與歷史發展的洞見：

大家都知道歷史是人、時間、空間互動的產物，過去歷史學

家特別重視時間的脈絡，也有很多學者是從人的角度來看待歷

史，強調民族、政權、國家。但是曹老師在 1990 年提出台灣島

史的時候，不是從這些大家熟知的觀點出發，而是從空間為基

礎，將台灣島視為一個獨立的歷史單位，認為來到這個島上生

活的不同人群，其故事共同構成了台灣島史的具體內容。台灣

島史強調台灣地理的特性，包括商業貿易、地緣政治當中的位

置，主張台灣的發展從來不是完全由內部因素所決定，而是受

到各種外部的結構力量所制約與影響。台灣島史重視從外部的

角度來瞭解台灣歷史發展的背景，強調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結構

力量在影響著這個島嶼。此外，台灣有相當豐富多元的地景，

有三千多公尺的高山，也有平原、丘陵，也有各種不同類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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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相、氣候。人文與自然景觀豐富，是台灣史非常重要的部分。

生活在不同區域的人群，有極為不同的歷史與生活經驗。外部

力量變遷（台灣在東亞與全球脈絡中的位置）與內部多元差異

（環境、生態、種族、文化等）交互作用，是台灣史一個相當

重要的特色。

（二）對於主流台灣史論述的反省：

曹老師所提出的「台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是相對於面

對過去以統治政權或優勢族群為主流研究典範，以及當時泛政

治化的言論情境，主張以臺灣島史觀作為未來台灣研究解釋的

新方向。具體而言，戰後台灣史研究歷經了從邊陲禁忌到蓬勃

發展的階段，1990 年代以前台灣史的主流研究典範有二：一是

從政權變化或政治性的角度做歷史分期，把台灣分成四到六個

不同歷史時期。這是一種政治 / 國家 / 政權中心的解釋框架。二

是從漢人角度看台灣的發展。將台灣史視為中華民族向外擴張

的篇章，或是中國的地方史或邊疆史的環節。而 1990 年代以降

方興未艾的台灣民族主義與民族認同爭議，泛政治化的言論情

境也是另一個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曹老師的台灣島史概念，

和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乃至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論，雖然

都對於建構台灣主體性的歷史解釋產生了重要影響，但三者在

意義內涵、分析取向、尤其是現實效應上有著顯著的不同。台

灣島史概念，並不是以政策取向或政治運動作為主要著眼點，

而是以台灣為歷史舞台，從空間視角考察人群與土地的長期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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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歷程及意義。此一富有豐富潛力的台灣史觀，值得未來的研

究者加以深入探討及闡釋。

（三）對於當代史學思潮的回應：

曹老師雖然並未出國留學，但卻透過其多語言的天分及長

期廣泛的閱讀，理解當代歷史學最新思潮及動向。他的台灣島

史觀，也可視為對於以下兩個重要知識傳統的回應：

（1）法國年鑑學派：

布勞岱（Fernand Braudel，1902-1985）是作為戰後法國史

學界的巨擘，在《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提

出其著名的三層時間觀。布勞岱認為歷史的時間是複雜而多重

的，我們不能只從表層的政治事件或人物行動來瞭解，要理解

菲利普二世的個人的生涯或豐功偉業。必須放到地中海世界這

樣大的框架。在政治的時間之外，更深層的是社會經濟的時間，

不是用年來計算，而是五十年、一百年。譬如說討論資本主義

發展與景氣循環的時候，就不是以一兩年的單位，而是五十年

到一百年的長度。而在社會經濟之下，還有地理、環境、氣候、

生態的時間。三層時間是布勞岱學說當中對於後世影響深遠的

一個部分。曹老師受此影響，也強調長時間、多重時間的角度，

重視地理與環境的長時段變遷，接著再隨之探討社會經濟變遷

與政治事件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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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近代史學：

曹老師是在日本殖民時期受到學術啟蒙，台北帝國大學的東

洋史與南洋史傳統，如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及中村孝志等學

者的研究，都對於曹老師有深遠影響。東西交通史及東亞海域

史是也是戰後日本東洋史研究的重要環節，如濱下武志對於朝

貢體系的研究，從亞洲歷史的內在理路來重新理解東亞的長期

發展過程。以及從宏觀比較歷史的角度，來看待各個區域及網

絡的互動關係。都與曹老師的台灣島史論可相互參照。 

五、代結語：公眾史學與新台灣史的追尋

本次演講介紹了曹永和院士的學思歷程及其代表作品，他的

台灣島史觀從空間角度將強調台灣作為歷史舞台，並從東亞海

域史的視野理解台灣歷史發展動力和轉變軌跡，進而反省過去

以統治政權和優勢族群為主的泛政治化解釋框架。台灣島史觀

也從台灣史學的立場，吸收戰後以來歐洲與日本史學重要思潮，

並與世界相關區域及人群的歷史經驗相互參照及對話。從台灣

島史觀出發，新生代的歷史研究者對於台灣史的豐富內涵與多

元面向，開始能提出各種嶄新的研究及不同看法。值得注意的

是，自 1990 年代後期以來，公眾史學逐漸受到臺灣史學界的重

視。歷史學者、學校教師、博物館員、文史工作者，乃至政府

官員，均開始認識此一新興領域對於當代臺灣學術發展與社會

創新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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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區總體營造，文化資產保存，以及文化創意與觀光產

業的蓬勃發展，公眾歷史與相關論述及活動，不僅反映了 1987

年台灣政治解嚴後，社會民主化與本土化的主流趨勢，同時也

成為建構當代大眾文化與人群集體記憶的重要資源。而公眾史

學的基礎知識、核心能力及演習實作，亦成為台灣各歷史系所

教學規劃與人才訓練的嶄新方向。

在「人人都是史家」此一流行口號下，新世代的台灣史研究

者更注意台灣的多重殖民經驗、以及多元族群社會的互動過程。

也更重視學院歷史與大眾讀者的連結，以及歷史作為民主社會

公民素養的功能。從檔案館到博物館，從田野現場到數位典藏，

從文字器物到影音紀錄，近年來關於公眾歷史的研究討論與實

踐正方興未艾，並成為建構島嶼記憶與集體認同的重要取向。

在 21 世紀的台灣，透過對於台灣島史的認識、思考與努力，期

待人人都能成為自己的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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