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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以上，本文分為兩大部分探析了中華民國成立以來，主要是以國民黨政

權黨國體制時期為主的國定節日。首先是從比較大的角度，以相關法規為

主、時代背景為輔觀察民國成立以來，乃至於戰後臺灣的國定節日政策之整

體變遷。其次是從既有國定節日體系中，擇要篩選數個較具代表性的節日，

並將之歸納為三個面向加以進行較為細瑣的討論，即：○1 「國定節日中的傳

統與文化」，包括：民族掃墓節／清明節、孔子誕辰紀念日等，焦點集中在

觀察黨國體制下的統治階層如何在國定節日中選擇性再現國族歷史的傳統

與文化，藉由「復興」的自我宣稱，強調該政權之於過去光榮歷史的延續性；

○2 「國定節日中的國民與國家」，有：國慶日、革命先烈紀念日／青年節和

臺灣光復節等，主要在討論統治者如何藉國定節日表述與國家、國民的關

係，並且勾勒出該政權預設、理想的國家圖像與國民形象；○3 「國定節日中

的偉人與強人」：國父誕辰／逝世紀念日、蔣總統華誕日、先總統 蔣公誕

辰／逝世紀念日等，為特定人物打造專屬的慶祝、追憶場域，藉此強調偉人

對民族、國家的勳業，將之（或自我）神化成為國民統合的象徵之一，認為

這種符號化的結果有助於強人威權、黨國體制的統治。無論是上述三種面向

的哪一種，都為統治權力視作有助於宣稱統治正當性，也向大眾形塑政治認

同，藉此提供共同體群眾自我想像為「我群」的材料，塑造黨國之民。 

在此，首先仍想討論國定節日的結構性問題。中華民國長時期作為一個



．500． 第六章 結論 

黨治國家，是以國定節日也充分地體現了黨國體制的宇宙論。這個宇宙論所

理解的自我處境是：中華民國雖然是一個現代國家，但它的立國基礎乃傳承

自過去光榮的歷史傳統文化，每一個國民都是具有相同民族血緣的黃帝子

孫，而支撐著這個國家的精神力量則是自古聖先賢綿延不絕傳承而來的文化

道統。國民黨則是這個國族歷史遺產的守護者。在此一基礎上，國民黨在國

民革命的各個階段中創立、壯大了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的歷史就是國民黨的

歷史，每一個國民都是黨國的子民，都是革命的國民，而這個國民革命的最

終目標就是完成反共復國的最終聖戰。在執行革命使命的過程中，不可或缺

的是偉人領袖的領導，偉人的命運與國運相繫，中華民國的基業由國父孫中

山一手奠定，而它的最終完成要透過民族救星蔣中正來完成。每一個國民不

僅是黨國的子民，也是領袖的子民。作為統治者有心打造的政治神話，此一

歷史敘事基調當然未必符實，但它們卻長期在本文討論中的國定節日相關儀

式和論述中一一呈現，形塑了中華民國這個共同體的樣貌。 

從歷史變遷的角度來看，經由上述探討發現，過去長期為黨國體制宣稱

具有悠久傳統，並與中華民國認同具有高度相關性、不可輕易改易的國定節

日，作為一種政治權力創造出來的符號象徵，它們不是為因應一時的情境所

創造，就是根據古老材料的再製。無論如何，它們在歷史變遷和政治操作下，

都曾經過一定的挪用、形塑，時日既久就成為我們現在所認知的「傳統」。

民國成立以後，在孫中山帶領下的革命勢力將北洋政府治下的中國視為悖離

共和理念的脫軌現象，在南方另立根據地重起革命。孫中山在北上和談期間

病逝後不久，國民黨將原有革命組織改組為國民政府，此後數年間蔣中正領

導的國民革命軍透過軍事和政治手段排除了革命阻礙，北伐成功完成了中國

的形式統一。於此同時，國府按照孫中山在《建國大綱》中設定的建國程序，

公佈「訓政時期約法」進入「以黨領政」、「以黨領軍」的訓政時期。就在一

國政治權力為一黨控制的設計開始時，國府也透過國家機器將黨國官定意識

型態灌輸至全國上下，「革命紀念日」體系的成立即其一環。該體系雖然因

應戰事需要等現實情況有所更動，但基本上黨國色彩是未曾稍減的。不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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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初年即有的國慶、孔誕等紀念日受到再製，使之合於其意識型態，其中增

加了更多關乎國民黨「國民革命」光榮歷史的史蹟紀念。作為統治者，國民

黨在打造這個政治神話的過程中，雖然整個過程本質上是黨治國家宇宙論的

體現，但是該政權往往不採用「黨國」這個偏向相對意義的宣稱，而是每每

採取「中國」、「中華」等具有絕對意義的全稱。儘管國民黨確實在某段時期

擔當中國大陸的統治者，不過由該政權所詮釋的「中國」並不是沒有遭到任

何國內輿論的反對，也未必充分發揮了正面積極的效果，在本文的探討中已

經舉出許多例子，包括：定孔誕為國定節日在內等具有封建意味的尊孔政

策、藉由總理／國父相關紀念日欲將孫中山偶像化、制定三二九黃花崗之役

紀念為中國青年節、或是在民族掃墓節中宣揚炎黃子孫等民族血緣觀念等

等，皆是。國民黨統治在這裡自我正當化為一個繼承革命正統的整體，即使

邁入憲政之後仍未正式進行黨與國脫勾的修正。然而，這個透過週而復始的

節日被實踐的儀式政治，不出二十年就隨著國民黨在政治權力上的失勢，在

中國大陸上消聲匿跡或為後起革命政權重新詮釋。 

整體而言，二次戰後國民黨在臺灣長期的強人威權統治，才真正在文

化、儀式政治上實踐了黨治國家以偏稱的「黨國」作為全稱的「中國」之政

治意圖。將國定節日體系移入臺灣的繼受過程中，歷經日本五十年殖民統

治，原來只是作為這個意識型態版圖上邊陲的臺灣，卻由於1949年國民黨政

權全面敗退來臺，使得臺灣成為這個意識型態傳播的唯一、可能也是最後的

主要範圍。作為遷佔者國家型態的國民黨政權，將其黨國意識型態及歷史記

憶攜入臺灣。就以國定節日作為一個觀察對象，其中內含的歷史記憶或意識

型態幾乎與臺灣這塊土地幾乎沒有直接相關，而它們卻是與其母土中國大陸

絕緣了。然而，由於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長久而安定，這套儀式政治反而得

以不斷、穩定地實踐，使其在黨國宣傳中長時間被作為歷史悠久的「傳統」。

況且，這個黨國價值裡還隨著蔣中正個人權力的集中化，而增加了強人威權

的因素，這也影響了戰後臺灣國定節日體系的發展。 

  經過數十年的威權統治，臺灣社會陷入相當程度的集體失憶狀態，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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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政權對中華民國體制的深度介入，共同體群眾對於「黨國」或「中國」

產生相當的混淆，有心維護這套意識型態者不時將「黨國」與「中國」等同

視之，意圖顛覆者在行動過程中的訴求亦時常未將兩者釐清。民進黨執政期

間將三二九青年節視為「中國青年節」，發起另訂「臺灣青年節」所引發的

爭議；或是「去蔣化」廢除蔣中正相關紀念日導致的「取消清明」、「去中國

化」等誤解，是明顯例證。以精確話語來說，上述行動或紛爭的核心問題皆

不在「中國」，而存乎「黨國」。過去國民黨在中國大陸形塑的「中國」未必

得到中國大陸所有輿論、勢力或群眾的認同，遷臺以後該政權卻自我形塑為

「正統中國」的代言者，將偏稱的「黨國」塑造成全稱的「中國」。即使黨

國威權統治實質上已經結束，但從民進黨執政時期的種種紛爭看來，不能不

說黨國體制下建構的宇宙論仍在群眾心中留下一定的影響。 

  在討論國定節日的結構性問題後，繼續要談國定節日的功能性問題。探

討國定節日是否具有紀念或慶祝意義？誰才擁有紀念慶祝或詮釋的正當

性？並非本文所期望處理的問題，本文想呈現的是政治權力（在本文中當指

黨國體制下的國民黨政權）如何創造國定節日、如何使用國定節日，藉以進

行國民統合、正當性宣示、政治動員、造神運動等行為。而其治下人民又如

何受到影響、如何回應？在前者的探討上是比較系統性的，而群眾回應的集

體心態問題則是比較零星的。由於資料和觀點有限，當然本文亦不期望翔實

地呈現集體心態，比較大成分還是在討論官方這邊的面向。經過前述探討，

我們可以說這套長期由國民黨政權所建構，創立緣起與臺灣的連帶幾希，卻

又長期在臺實踐、有著緊密關係的國定節日體系，對於在戰後臺灣維持長達

數十年的黨國威權體制而言，至少有以下三種功能。 

首先，這個國定節日體系提供了一個記憶場域或是幫助集體記憶建構的

媒介，使合於國民黨正面價值的歷史記憶得以在以臺灣為主的共同體中，透

過社會性時間的斷裂、重覆特質而不斷再現。這個再現相當程度地對這個共

同體供給集體記憶的素材，從國定節日各別或共有的歷史意義中獲得想像國

族的因素。當然，作為國定節日體系，它必定是與國族的歷史相關的，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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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到這個意義，也就造成認同國族的可能。然而，我們仍然不能忽略戰後

臺灣在這個世界共通現象下的特殊性，這個國定節日體系是在國民黨建構黨

國體制中形成的，在戰後臺灣強人威權體制的結構下，國定節日與國、與黨

的聯繫被更加混淆、簡化，在歷史記憶鞏固的同時，也造成了歷史失憶。戰

後臺灣，國民黨在長期穩定的強人威權、黨國體制統治結構下，塑造出一套

為自己量身訂作的國族歷史，使近代中國史上每一件光榮的事蹟都與其產生

關係，國定節日就是一個縮影。掌握國家機器的國民黨政權，在國定節日這

個記憶場域上，不斷地對群眾明示黨與國家、人民的關係是榮辱與共、密不

可分的，同時也暗示該黨對於政權的獨佔是具有高度正當性的，群眾在信服

這一套體系的同時，將國家認同混淆為黨國認同，亦不足為奇了。正如一位

德國歷史學家Michael Sturmer所言：「在一個沒有歷史的國度裡，誰提供記憶、

塑造概念、詮釋過去，誰就贏得了未來。」歷史往往被賦予「公共用途」，

具有強大的文化－政治功能：○1 歷史為一個共同體提供了自我意識、自我認

知與發展方向的軌跡、一套選擇去路的資源；○2 歷史塑造了其中成員的身分

認同。 在黨國體制下，相關的主要提供者、塑造者或詮釋者都是這個威權統

治。對照統治者對古遠的孔子誕辰正確日期慎重其事地考據，卻又在日期明

白可查的革命先烈紀念日上含糊因襲的態度，這更簡明地顯示了歷史記憶

「重要的不在於真實是什麼，而是你選擇相信什麼。」而決定「我們應該相

信什麼」者，有很長一段時間是這個黨國體制，同時這背後往往有現實需要

的折衷考量。 

1

  其次，這個國定節日體系是執政者維持反共意識和愛國／黨精神的工

具。國定節日中的種種論述、表演，一方面再現歷史、遙想故往，強調現代

與過去的相繫；另一方面也是共同體檢視現在、展望未來的場合。總之，節

日創造了整個共同體將過去、現在和未來相與連結的特殊時空。自往昔以

 
1 錢永祥，〈歷史的公共用途：認同與批判的殊途抉擇〉，《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7期（臺北

市：臺灣社會硏究季刊社，2005年3月），頁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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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國民黨政權在國定節日場合中，一一完成了北伐、剿共、抗日等展望。

中央政府遷臺後，反共復國長期成為全國軍民必須共同追求的唯一未來。即

便軍事反攻在客觀環境上已不允許，但我們在黨國體制在此所欲創造的集體

興奮中仍然看到以各種形式被激化的反共情緒。正如第二章提到的，這些由

官方主導的各種動員必須放在「脫動員化」的結構下來看，也是「（準）戰

時體制」中精神動員的一部分。統治者在國定節日等各種場合對內外表達堅

定立場，要求人民不當輕言放棄，須隨時保持戰備心態，以等待不知何時降

臨的機運。黨國體制標舉的「反共復國」時代任務，「開始是斷然的決定，

接著昇華為熱切的希望，然後變成神話，最後則變為祈禱文。」2黨官方部門

在國定節日中發布、宣讀的文告即是。   

  最後，國定節日體系也是展示權力與規訓的舞臺。節日的儀式是修飾強

人威權領袖「卡理斯瑪」人格特質的一個舞臺。統治者在節日中發表文告、

詮釋歷史是一種權力展現，以身體演出進行檢閱、祝禱亦是一種權力展現。

在國家機器能及之處，被動員的軍政機關、學校團體等群眾，配合政策演出

的報章廣電等媒體，都是受到規訓的對象。九○年代以前，官方明定的國定

節日慶祝方式是集會，有集會就有上層的訓示和下層的動員，因此節日中的

儀式、活動就是權力與規訓的集中展示。在國家機器掌控之下的群眾皆具有

被動員的義務，可以說節日中的休假並非在於餘暇休閒，而是在於政治性的

動員集會，由統治者到被統治者，每個人為了回到神聖性原點，為節日合力

投身演劇，其意義不僅是完成通過儀式然而強化集體記憶，也藉由這個過程

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在身分上的相對關係再一次得到確認。 

  上述功能性在蔣中正執政時期處於最巔峰，蔣中正個人對各種節日的重

視反映在親自出席、發表冗長文告等態度上，並且同時期發動的中華文化復

興運動等官方政治運動也助長了國定節日的盛況。這些盛況即使面臨國際地

 
2
 若林正丈，《臺灣──分裂國家與民主化》（臺北市：新自然主義股份有限公司，2004年3月2

版），頁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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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危墜仍不見有所憾動，就算 1972 年以後蔣中正由於健康因素不再出席

這些場合，然其代表仍然以他的名義繼續著冗長文告的發表、接受群眾熱烈

歡呼，維持了強人不在現場而危機漸現的盛況。進入蔣經國總統時期後，國

民黨政權的執政態度才真正開始一個新階段的盤整，國定節日中政治運作在

形式上的弱化也反映在以節日談話、祝詞取代〈告全國軍民同胞書〉的變化

上，文告中的措辭和篇幅亦有顯著不同。比較特別的是 1982 年以後，蔣經

國作為國家元首在國定節日中的舉止更加消極了。不再出席於省府舉辦的臺

灣光復節官方儀式、停止出席國父逝世紀念日暨植樹節植樹儀式、將例於國

父紀念館舉辦的國父誕辰紀念日或先總統 蔣公誕辰紀念日中樞典禮場地

移回總統府大禮堂等等，皆是印證。這與蔣經國自 1980 年以來，因前列線

腫大、眼疾和糖尿病的疾患使身體每下愈況或許不無關係，到了 1987 年 8、

9 月間蔣經國的體調已惡化至不得不使用輪椅進出。3國家元首基於其他考量

而在某些儀式政治表演中採取消極的作法，同樣改變了國定節日的風景。不

過，在特定需由元首親自主持的節日如開國紀念和國慶日，或是蔣中正相關

的紀念日中，蔣經國仍然堅持其義務及孝道，在其晚年即使是坐著輪椅都要

出席國慶大會，帶領群眾為國運祝禱。抑或，寫出較節日文告更加費心的追

念父親蔣中正之紀念文。另一個可以作為旁證的是他對學生在集會中排字幕

的態度，早期他對於學生排字曾經表示感動，認為是萬眾一心的愛國表現，

曾經去函予以勉勵。41987 年 1 月在中央常務委員會的講話中卻表示：個人

雖不覺得學生表演打字幕有何不好，但不希望學生為了參加某些活動表演打

字幕，而花費學生反覆排練的時間，躭誤他們的正當課業或影響教師作息。

他以此為例要求黨務從事民眾工作時不能只重形式。 5這已經是其執政尾聲

 
3 伊原吉之助，《台湾の政治改革年表‧覚書（1943－1987》（東京都：帝塚山大学，1988年）， 
頁243、頁263、頁353；本田善彦，《台湾総統列伝 米中関係の裹面史》（東京都：中央公論新社， 
2004年5月10日），頁111。 
4 本報訊，〈國慶閱兵大典排字表演 蔣院長非常感動 致函兩女中五千位同學 稱讚是萬眾一心的 
表現〉，《中央日報》民國64年10月21日，版3。 
5 蔣經國，〈為民服務要旨應避免形式〉，收入行政院新聞局（編），《蔣故總統經國先生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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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總而言之，蔣經國時期即便在形式上可以見到階段性的改變，但我們可

以說在內容中所宣稱的意識型態還是差不多的。 

  解嚴以來經過九○年代的發展，在這個社會框架的變遷之下，國定節日

的風景也呈現出一定的變貌。在九○年代初，當時意外成為新任總統的李登

輝在黨內權力基礎仍然薄弱，早期在節日中的發言仍可看到過去黨國價值觀

念的遺緒。日後，身為第一位臺灣人總統的李登輝一一回應了反對勢力及民

間的政治改革要求，在幾次憲改以後人民的政治參與範圍大為提高，李個人

權力基礎也得以直接訴諸民意，鞏固其權力基礎。在整體政治社會環境轉變

的過程中，元首的節日發言也轉為以臺灣為主要的思考對象。於此同時，在

統治階層外或反對勢力對節日表述、參與、理解的自主程度也有所提高。呈

現與解嚴前相當不同的變貌。 

首先在歷史記憶的詮釋上，隨著言論自由的開放，反對力量的集結壯

大，一套有別於過去黨國觀點，以臺灣為主體出發的新論述，其認同基盤正

在擴張。在集體記憶形成的同時，必定涉及到記憶的篩選、剔除及保留，某

些歷史記憶被記得了，就有某些歷史記憶被遺忘。在解嚴之前，國民黨政權

藉由對國家機器的強力控制，迫使人民記憶，也迫使人民失憶。解嚴之後，

臺灣社會走向民主自由，異議開始得以被聽見，過去長期被冷落打壓的歷史

記憶，也漸漸被喚起。這個改變是受到臺灣國族主義勢起的影響，盧建榮曾

舉英、美等國之例指出：各該國的國定節日皆以傳統民俗為主，與「國家」

相關的節日較之臺灣明顯極少，但九○年代以來臺灣國族主義者批判黨國節

日時不從民主價值著眼，反而是以另一種族群論述進行抗爭。6盧氏之語似乎

不無批評之意，但是其意見似乎將臺灣的國家情境與英美等國等同視之，蓋

英美等國不存在著國家認同問題，國定節日與政治相關者幾希，不難理解。

但過去國民黨在黨國體制中架構了一套極度政治化的國定節日體系，本來就

 
六及七十七言論集》（臺北市：行政院新聞局，民國77年6月），頁19。 

6 盧建榮，《分裂的國族認同 1975-1997》（臺北市：麥田出版，1999年2月15日初版），頁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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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著強化特別政治認同的意圖，解嚴以後的民主化造成相當程度的本土

化，在過去被壓抑的本土認同隨之高漲的趨勢下，在國定節日中產生這樣的

競奪應不足為奇。 

  其次，在國定節日的集體感上也呈現變化。九○年代以來，過去統治者

藉此場合強勢進行政治動員的文化漸次走入歷史，除了國慶等大型慶典，一

般而言，官方的動員意圖萎縮到極小規模的形式化儀式。比較解嚴以前執政

官方在國定節日中的活動策劃、發動有絕對優勢，解嚴以後九○年代由民間

力量對抗官方，在國定節日中進行的「以小搏大」衝撞行動，到政黨輪替後

近幾年來朝野政治勢力號召群眾遊行集會在國定節日場合中的出現，可以發

現解嚴以來臺灣社會蓄積已久的力量隨著政治環境的變遷漸次得到解放。此

外由於社會性時間的重新調整，週休二日制實施後國定節日改為只紀念／慶

祝而不休假，在紀念規模趨小、對民眾又缺乏誘因的情況下，國定節日作為

一個記憶場域的功能也急速消失。即便新的政權陸續創定了符合另一種價值

的新節日，但它們在強制共同體記憶的力量上已減弱許多。反倒過去受到壓

抑的傳統民俗節慶，在尊重慣習的考量上仍然維持休假，而且大多數的社會

群眾是自發地藉這些民俗節日維持著集體記憶和社會人倫聯繫，顯然更具存

在感。就此而言，國定節日體系的演變仍然有朝英美等國發展的趨勢。 

九○年代以來至少有兩個關鍵改變了國定節日的面貌：一是週休二日制

大部分取代了國定節日休假制；一是統治階層本身已不積極在此場合進行高

度控制，許多節日的舉行僅流於簡單形式化的儀式舉行。然而，我們如果以

此評價黨國體制寄生在國定節日上的價值觀就此崩解，那無疑是言過其實

的。國定節日表面上的面貌改變了，但其影響某種程度仍深植人心。客觀條

件的改變造成國定節日大減盛況，不過一旦有摧毀這些價值的動向出現，仍

然存在著驚恐傳統即將被毀壞而起身大喊捍衛傳統的人。民進黨政權在國定

節日大舉的拆解、改建行動所引起之大小風波即為顯例。威權解體、黨國體

制瓦解的過程中，許多人仍然懷念過去威權時代建立的種種，本文無意判斷

是非對錯，但是，在他們挺身而出捍衛「傳統」的當頭，可曾反思這些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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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歷經統治者的建構，在過去亦曾在政權的更迭交替中改變過面貌。這些傳

統之所以成為傳統，只不過時日一久深植大眾認知耳，而那些倡議破壞傳統

的主張，亦不過意味著另一次改變罷了。雖然旁若末節無關實際，但意識型

態就是透過這些皮不痛肉不癢的，具有社會性、文化性外觀的政治活動，叫

人耳濡目染、潛移默化，進而深植人心。 

過去在國民黨統治一元化的壟斷下，在公共領域中對國定節日的理解似

乎只能有一種答案，這個節日體系過去在中國大陸時期種種與國民黨無關、

相違的因素都被消音，彷彿中華民國的國定節日就是國民革命史或國民黨黨

史各個場景的一種精華呈現，這種壟斷再配合威權統治造成的言論自由限

制，可以說相當程度扼殺了群眾理解國定節日真正歷史意義及發展過程的可

能。然而從另外一個角度來看，社會大眾對於國定節日背後實際的歷史意義

及發展的認識不足似乎也不能全從黨國意識型態再詮釋的影響來觀察。過去

在黨國體制的社會框架中，有所需求的民眾或團體為了謀求自我利益可能在

諸多場合中有迎合上意的行為，例如：在青年節徵文比賽中為了得到獎金而

寫出反共復國的八股文章，或是商號在國定節日中刊出歌頒統治者的廣告，

這些行為或許有相當比例是出於自發，但也不能否認其中存在著「迎合」的

策略運用。他們的目的不見得在於積極瞭解國定節日的表面意義或背後真

實，可能只是想得到獎賞或營利。解嚴以來一般民眾、商號廣告對國定節日

這個符號象徵可見有各自的顛覆、挪用，誠然這些挪用在某些觀點來看是「誤

用」，但是這不能不說在某種程度上亦顯示政治權力以外的社會大眾對於國

定節日的詮釋仍有相當的自主性。在過去黨國威權時期，民間的創意要迎合

國家權力期望否則將會受罰，但解嚴以來這個高高在上凝視的威權消失了，

社會蘊藏的多元力量也就獲得解放。也許從政治權力的知識觀點來看，這些

挪用是誤用錯用、是認識不清，但從另一個角度來看，或許統治階層在意的

那些意識型態不見得對這個共同體的每一份子來說都那麼重要，社會大眾對

政治符號的挪用也只不過是利用現成的素材，重新加以詮釋組合來表達自我

價值、追求利益的一種行動罷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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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在這個黨國體制政治文化下表態的個人或群體如此，而另一些選擇

沉默的人們並不因此失去力量。蓋一個共同體中的集體記憶絕對不是只有一

個，雖然過去媒體所呈現出來者都是同一調調，只有一個主流，但這只是證

明統治者運用權力佔據可見的發言空間，並非意味他們完全勝利。無法認同

這個政治價值的個人或族群仍然可以透過口傳、日記、流亡、沉默等各種方

式，將有別於官方標準的另一套詮釋觀點低調地保存下來。就如同周婉窈探

討在日治末期戰爭期中成長茁壯的臺灣人到了戰後卻成為失落世代的歷史

現象所言：「沈默也是一種言說。」這個世代以沈默的方式對歷史作出尚待

估量的影響，他們的沈默有些是真的一言不發，有些則是在可以安全「發聲」

的場所偷偷出聲，這些有聲或無聲的沈默從各種層次抵銷了國民黨統治下學

校和社會教育的成效。7或許過去統治者長期在類似國定節日這樣的公共論述

場域佔據發言權，或許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的某些時刻，曾經幾度受到節日

所帶來的這種歡騰或肅穆氣氛所感動，但某些人仍然可能藉其他方式得到異

於當時主流的歷史記憶或現實認識，為政治解嚴以後的反撲留下火種。 

  綜觀當下臺灣社會，許多歷史包袱的解決，都因現實政治的干涉而爭執

難解，黨國意識型態的影響仍然深植某些族群的觀念裡。雖然發掘過去被威

權長期封印禁制的歷史，是「轉型正義」中不可或缺的，但另一方面解構過

去被統治階層長期建立、維護，並視為不可挑戰的舊價值，當亦有助於轉型

正義的推動深化。 

 

 

 

 

 

 
7 周婉窈，〈「世代」概念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代序）〉，收入氏著，《海行兮

的年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論集》（臺北市：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92
年2月10日初版），頁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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