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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一、 研究動機 

  綜觀中華民國現行「國定節日」1的內容，政治性節日所佔比例過高是其

特色之一，這是討論到相關問題的輿論和學者每每指出來的。2究竟中華民國

歷經了怎樣的歷史發展過程，使其政治性節日相較其他國家來得高？這是值

得討論的問題。國定節日的政策一方面攸關社會性時間的作息安排，一方面

是官定意識型態的象徵。該政策對日理萬機的統治者而言，在眾多更具實際

性、急迫性的政策雖然是「旁若末節」的，即便如此，這些節日、儀式政策

仍然是政治的範疇之一，是統治者心態的一種反映，是統治者與治下人民互

動的一個觸角，可以從中觀察國家權力如何藉此創造出一個社會共享的政治

文化。一個國定節日的樣貌、內涵如何？或其基礎是否穩定？在在取決於統

治者的治國理念、意向，也往往成為牽動社會大眾的注目焦點。 

 
1
本文所採用的總稱，是參考林美容《中華民國現行紀念日及節日緣由與意義之研究》的分類方式， 
 該研究報告將現行法定的國定紀念日、民俗節日和一般節日等，統稱為「節日」。參考：林美 
 容，《中華民國現行紀念日及節日緣由與意義之研究》（臺北市：內政部民政司委託計畫報告， 
 1996年），頁1。 
2
董孟郎，〈假日正常化 正本清源〉，《中國時報》民國86年2月26日，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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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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現行國定節日的基礎大抵是在中國國民黨統治時期確立的，

2000 年至 2008 年民主進步黨執政期間，固然種種施政作為都飽受批評，但

在國定節日這個「旁若末節」之政策領域上所引起的風波也不小。民進黨政

權先是在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相關儀式或論述中採取顛覆態度，進而廢除部分

不符合其治國理念的政治性節日，與之同時，一些符合其意志的政治性節日

也被建立起來。這些在本文將一一討論的，包括在國慶大典中虛應故事不

喊：「中華民國萬歲！」「三民主義萬歲！」、倡議改訂「臺灣青年節」取

代原有三二九青年節、討論孫中山相關紀念日時質疑「國父」應為複數、「去

蔣化」廢除蔣中正相關紀念日、制訂臺灣聯合國日等等作為，無一不引起社

會輿論的關心甚至攻防。或許是因為眾所周知民進黨向來訴求臺灣在政治上

應與中國劃清界限而建立主體性，反對的批評不外乎是：「搞臺獨」、「去

中國化」、「數典忘祖」等等。 

中華民國的國定節日歷經九○年代以來官方統治態度和大眾集體心態

的轉變，以及 2001 年週休二日制的正式實施，使得這些節日雖然在政策上

仍保有地位，但在「只紀念／慶祝不放假」的政策調整下，國定節日整體的

實質影響早就大不如前，除了部分節日仍然維持官方和大眾的注目外，就某

種意義而言，它們在現代社會中充其量只是過去留下來的「殘跡」之一。雖

然如此，官方在相關政策上調整所引發的種種風波，仍然證明了這些「旁若

末節」的節日政治、儀式政治在國政上仍佔有一定地位，因為這將牽涉到這

個共同體中的群眾如何想像他們的國家？在他們心目中理想的國家樣貌應

當如何？雖然這些事項在政治上確實「旁若末節」且與群眾的生活實際相涉

無幾，但卻是國家作為一個國家，在象徵、符號面向上的體現。 

基於以上時代背景與認識，社會近年來在國定節日相關變遷中所生的紛

擾，成為本文研究動機的源頭。但跳脫這些紛擾，透過忠於文獻的歷史學研

究方法之探討，追溯這些政治文化的創造過程，釐清相關政策的本質和意圖

乃至於變遷，則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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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題意識 

(一) 節日的傳統與現代 

節日在人類的歷史中由來已久，從原始社會型態中存在至今，它是社會

性時間的一部分，是人群生活在自然與社會中適應、協調之下的產物。關於

傳統節慶，我們可以用宗教、社會學的角度來理解，Emile Durkeim認為節慶

帶有宗教儀式的特徵，它可以將群眾召集起來，使群眾共同行動，激發一種

歡騰的狀態，使個體從日常事務和關注中解脫出來，因此節慶不僅會使群眾

帶來過激的行為，還會使人們暫時丟掉合法與不合法之間的界限。儘管宗教

儀式較集體尋歡更具嚴肅目的，但毋寧說它們所結合的嚴肅、歡騰兩種要素

的比例是不同的。3Mircea Eliade將節慶延伸理解為一種非日常、神聖異質時

間狀態的「聖與俗」概念。節慶時間是一種神聖時間，與日常生活中的凡俗

時間相對。每一個定期的宗教節慶都是再次實現這些發生於過去的神聖事

件，亦即發生於起初的神話性過去。4總之，他們都將節慶定義為一種社會時

間的制度性安排，以區隔出日常的生活作息。節慶與日常時間是神聖、集體

的領域與世俗、個人領域之別，其本身就帶有逾越性格，是日常生活的顛倒，

在平時所禁止的事反而成為可以做，或是必須做的事。另一方面它也是感性

的，透過集體的情緒宣洩、飲食享樂與身體經驗的感官刺激，以理解到彼此

之間的社會聯繫。5日本民俗學以「晴與褻」觀念來區別人類群體生活中的日

常時間與非常時間，6也是出於和上述學科解釋類似的看法。 

 
3 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eim）（著），渠东、汲喆（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年7月第1版），頁364。 
4 參考：伊利亞德（Mircea Eliade）（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臺北 

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年1月初版），頁115-116。 
5
何明修，〈革命的節慶、節慶的革命：Mona Ozouf對於集體行動研究的啟示〉，《教育社會學通

訊》34期（嘉義縣：南華管理學院教育社會所，民國90年12月），頁11-12。 
6
加藤秀俊，《余暇の社会学》（京都市：PHP研究所，昭和59年2月13日第1刷），頁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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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iday（假日）這個字的語源本來就可以解釋為Holy Day（神聖之日）。

現在為大家熟知的假日，在古代社會中是舉行神聖儀式的日子，在這天中有

各種儀式和戒律。但是往後隨著社會由宗教性轉為世俗化，Holy Day也演變

為Holiday，神聖感從假日中逐漸消失，當然在這之中還是有部分儀式被保留

下來，但是對社會絕大多數民眾而言，還是餘暇的成分較大。而過去這樣的

日子主要用來祭神。7 

  無論如何，節日與日常相異的概念是不可否認的。宗教學者李豐楙就曾

以這種「常與非常」的分析角度來解釋日常與傳統節慶，他在解釋中國古代

節慶中狂歡現象時，整合上述宗教及民俗學者提出的「聖與俗」、「晴與褻」

觀念，認為在「由俗入聖」的神聖時間、空間內自然會有許多非常的行為，

而「狂」也就是在非常時間、空間內的行為特質。對於官方、支配性的文化，

節慶祭典提供一種合法的、被允許的抗議方式與機會，在這一非常情境中，

踰越禮規的化裝表演、模仿笑鬧，反而被視為要角，這種顛覆、反動正是民

俗文化的狂亂本質。8 

要言之，節日為人類社會反覆單調的日常作息提供了刺激，人類透過群 

體的實踐去彰顯節日的意義，而這個意義是同時包含鬆弛／放縱和緊繃／嚴

肅兩個層面的。首先，在這個實踐過程中，群體短暫地從日出而作、日落而

息的辛勤工作中解放出來，藉由節日中人與人之間的各種交流、表演和遊戲

等行動，達到一定程度的娛樂休閒效果；此外，集體居住在部落、村莊、城

鎮或一國之中的人民，也透過節日期間慎重其事的事前準備、力求完美的祭

典及儀式之舉行、回歸日常的善後收拾等相同的集體作業、勞動，使得這些

人群能夠實踐共有的價值觀，並且進一步確認彼此屬於同一個共同體，強化

自我的認同與歸屬感。 

現代社會中的政治性節日，乍看之下雖然無涉宗教，但其中的運作、呈

 
7
加藤秀俊，《余暇の社会学》，頁127-128。 

8 參考：李豐楙，〈由常入非常──中國節日慶典中的狂文化〉，《中外文學》第22卷第3期（臺 
北市：中外文學月刊社，民國82年8月），頁134-135、頁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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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其實保留著相當的宗教神話性成分。節日在世界近代化過程的變貌，實與

國民國家的興起過程有關，這種與傳統節日相似卻又與之有別的節日新型

態，那就是現在為我們所熟知的，在各國之中與傳統節日並存的政治性節

日。這種由官方制定的新式節日可以說是國家權力彰顯社會控制能力的手段

之一，它同樣在社會性時間中刻劃標識，透過（通常是國家權力由上而下的

動員，而非常民習俗節慶中的民眾自發。）週而復始的集體實踐，向被這個

國家權力所統治的社會群眾灌輸由統治階層所決定的意識型態，以圖尋求群

眾對民族、國家甚而是政權的認同，以及形塑國家權力的統治正當性。 

  由官方所揀選認可的節日經由法律等正當性追認程序而成為國定節日

之一。透過休假、動員、集會、娛樂及獎勵等種種資源施與之政策性手段，

促使民眾接納、認同，確保這個國定節日體系的穩定。在現代國家權力的統

治策略中，運用法定化的節慶及紀念政策，為常民生活畫出「常與非常」的

時間界限，雖然這些國定節日對執政者而言具有強化國民認同的功能，但是

大眾對於假期的期待，以及社會上下為這些「非常」作出的各種回應，如：

遊行、表演、優惠拍賣，大眾媒體上呈現出來的歡愉氣氛，和特別製作播出

的文藝、電影、音樂、廣電節目等，從表面上來看亦可以理解為在這種非常

時間和空間中的「狂」現象。不過我們不能忽視，就以黨國威權統治時期的

戰後臺灣而言，在政治性節日中無論是節慶中的「狂」現象，或是紀念日裡

的神聖莊嚴氣氛，這些「非常」常常含有很高成分的政治力量在背後作用，

意圖呈現出萬眾一心、效忠國家的「常」。 

這些政治性節日通常是官方統治心態的反映，往往隨著政治權力的消長

和更迭，使得節日的表象或本質發生改變、萎縮，甚至消失。相對來說，傳

統民俗節日則因發自民眾底層慣習，往往表現出較長的生命力。 

(二) 黨國體制下的中國近代節日 

  如上所述，在古代社會中節日舉行的目的之一在於祭神，而現代國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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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官方制定之政治性節日中也保存了這種成分。從以下的研究中我們也可發

現，於國民黨建構的黨國體制國家中，在攸關民眾生活作息的國定節日中，

儘可能地灌輸了該政權所認知、創造的神聖性──，也就是黨國意識型態。

從許多源出官方的文字紀錄中，更多清楚的線索告訴我們：節日之最大目的

不在於休閒，而在於創造如：政治集會、遊行動員、效忠表態、思想灌輸等

等足以令官方宣示統治神聖性、正當性的時空場域。對此研究者的探討已指

出：民國時期的近代中國轉型階段中國民黨制定政治性紀念日成為傳統節日

的變體，使其由過去的以娛樂行為為主，轉變為以政治宣傳為主。9  

有關政治認同的相關研究，無論是在政治或是學術上，都是一個熱門的 

議題，已經有許多既有研究，從政治思想、文化建構、教育政策、族群關係，

甚至是地景意象等各個角度來分析探討。事實上，執政者利用國定節日來強

化民眾對民族、國家、政黨或偉人的認同，並非新奇的見解。例如：紀念日、

節慶及儀式，是在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建構過程中必定出現的沉積

物。10在國民黨建構黨國體制的過程中，他們不僅是在現實的政治權力結構

中確立一黨專政，在節日政策中也試圖貫徹一黨意識型態，透過對於故往歷

史的再詮釋，鞏固自己的主導地位。 

在中華民國至今近百年的歷史中，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黨國體制佔去近七

十年的歷史，過去國民黨在中國大陸試圖建立的黨國體制囿於自身統治缺失

和內外形勢不穩而淪為歷史。然而，該政權撤離來臺後，黨國威權體制就在

國家機器的全面掌握之下確立了。1950年7月正式開始的「中國國民黨改造

方案」一方面加強了蔣中正透過組織對黨的控制，另一方面則削弱了黨內原

有各派系的政治力量。意即原本蔣是透過黨內各派系對抗所達成的均勢，以

鞏固他個人的崇高地位，至五○年代後則越過各派系，更直接地掌握黨的組

織。國民黨也由原本的派系林立，轉化成以組織為核心的「革命民主政黨」，

 
9
伍野春等，〈民国时期的移风易俗〉，《民俗研究》2000年2期（济南市：山东大学，2000年），頁61。 

10 David Miller, On Nationality. Oxford et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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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實施「以黨領政」、「以黨領軍」的精神，進而提供蔣中正有效建立強人威

權體制的基礎。11早期這個體制的正當性是建立在兩個基礎上：○1 中華民國

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並以此為由建構使國民黨統治不致受到挑戰的強

制；○2 為了形塑「自由中國」形象以爭取國際同情與支持，在形式上強調「自

由民主」，舉行使人民擁有有限政治參與可能的選舉。這段時期由於中華民

國政府在共產與非共陣營對壘的冷戰結構中佔有一席之地，所以統治的外在

正當性高於內在正當性。到了六○、七○年代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

場合漸次接收了中國代表權，由於外在正當性的弱化，國民黨當局才開始在

臺灣推動「革新保臺」等大幅度改革以補強內在正當性，這個強人、黨國威

權體制因而發生變化。到了蔣經國執政晚期，在內外改革要求及弊案頻傳的

壓力下，解嚴、開放黨禁報禁，乃至於九○年代初李登輝總統終止動員戡亂

體制、進行憲政改革及國會全面改選，以及廢除「懲治叛亂條例」和修正「刑

法一百條」等，使得威權體制在一連串的改革中也成為歷史名詞。 強人威

權走入歷史，而國民黨長期維持的黨國體制也在九○年代中不斷受到挑戰、

弱化，直至2000年民進黨在總統大選中勝出完成戰後臺灣政治史上第一次政

權輪替，進一步消弱權力結構中的黨國因素。但縱觀民進黨八年執政，我們

不能說黨國體制這個架構已完全瓦解，事實上國民黨長期把持、滲透國家機

器所遺留下來的影響仍然是存在的。 

12

  這個黨國威權體制於一九五○年代在臺灣形成與鞏固，在這段時期，國

民黨政權的統治形成了國家機關對民間社會由上而下的控制與支配。表現在

政治上，是對人民基本人權與基本參政權的限制；經濟上是對經濟活動和市

場行為的管制與操縱；社會上是對人民團體和社會運動的動員與壓制；文化

 
11 薛化元，〈戰後十年臺灣的政治初探（1945～1955）〉，收入張炎憲等（編），《二二八事件

研究論文集》（臺北市：財團法人吳三連臺灣史料基金會，1998年），頁21-22。 
12
薛化元、楊秀菁，〈強人威權體制的建構與轉變（1949-1992）〉，收入李永熾（編），《人權

理論與歷史論文集》（臺北縣：國史館，2004年），頁31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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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則是對意識型態和教育、傳播體系的塑造與操控。13對於戰後的臺灣社會，

國民黨利用教育系統等國家機器的全面掌握，向民眾灌輸國民黨觀點的中國

歷史、文化知識，以及對黨國體制、領袖的忠誠意識，這都是國民黨將其外

來支配「正統化」的方式。14詮釋權為之掌握的國定節日政策，當然也是其

中一環。 

國定節日體系中的節日是一個看似快樂的場合，而紀念日則是莊嚴肅穆

的，無論如何，它們對於主事者或參與者而言都是一種有別於日常的時空體

驗，不過這通常是看似「非常」實則為「常」，千篇一律、了無新意，圍繞

在文化道統、黨國一體、領袖崇拜等官定意識型態四周，在強人威權示意干

涉之下，所展現的「非常」。本文將在此一認識基礎上，全面聚焦在這種具

週期性而非常的社會性時間中，觀察執政者對於節慶紀念的運用，以及大眾

社會的回應，所共同創出的黨國體制下之政治文化。  

(三) 戰後臺灣政治認同的外來移植 

承接上文，將彼一聯繫放在戰後臺灣歷史的脈絡之中來檢視，我們仍然

可以尋得屬於這塊土地的特殊性。那就是──國定節日的失去故土與外來移

植。這些國定節日在制訂過程中，絕大多數與臺灣這塊土地無關，其歷史淵

源是來自滿清帝國覆亡後的中國大陸，而當時的臺灣是處於日本帝國的殖民

統治之下，生活在臺灣的民眾，不存在於這些國定節日來由與建構時期的共

同體之中。然而，往後這些節日不僅被移入臺灣，生活在臺灣土地上的人民，

更代替原來慶祝／紀念的主要群眾成為唯一、並可能是最後的群眾。基於這

 
13 蕭全政，〈臺灣威權體制轉型中的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研究推動委員

會（編），《威權統治的變遷──解嚴後的臺灣》（臺北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2001年1月初版），頁67。 
14 若林正丈，〈台湾における民主主義体制の不定定な持続－エスニック．ナショナルな文脈 
と政治構造変動〉，收入恒川惠市（編），《民主主義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新興デモクラシー 
の形成》（東京都：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06年4月），頁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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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初步瞭解，本文盼能追溯這些由國民黨政權渡海攜來的國定節日，在中

國大陸被創造的過程，以及它們在中國大陸政權易主後，如何在臺灣移植、

嫁接，且被賦與不同的意義。 

  臺灣人民在日治時期首次體驗了近代國家型態下內含愛國精神等國族

主義要素的政治性節日。然而這個初體驗卻是缺乏主體性的，成為這些節日

參與群眾之一的臺灣人民並非慶祝的主體，而是日本帝國的次等國民。二次

大戰結束後臺灣為國民政府控制，以和國民形塑密切相關的文化政策為例，

統治初期國府採取的一切政策悉以「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為目的，建立

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新「文化體制」，將臺灣整合入中國文化圈。這段時期

的「文化重建」意指為了強固國家體制而以人為的力量建構文化，並非自然

形成而是自上層或外部強制產生的。15以三民主義為核心思想的文化運動也

是戰後初期臺灣文化重建的另一個方向，國府希望其政權的官方意識型態能

成為臺灣人國家認同的思想基礎，尤其戰後初期「二二八事件」等事件發生，

國府亦將此歸咎於共產主義蠱惑等因並加以防範。也就是說國府要求於臺灣

人的「國民化」已不只是要「中國化」，而且也要「國民黨化」。16即使內容

不同，但方向上與日治時期相同，皆是一種整合入大文化圈的建構。 

原來她只是整個國民黨所建構中國國家體制的一部分，但轉眼之間，失

去故土中國大陸的國民黨即自 1949 年將整個中國國家體制遷移來臺，使得

臺灣長期成為一個由少數外來集團統治多數土著，日後有政治學者稱為「遷

佔者國家」（settler state）的共同體。17日本學者若林正丈在其戰後臺灣史的

 
15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北市：麥田出

版，2007年12月15日初版），頁17。 
16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180。 

17  Ronald Weitzer, Transforming Settler State: Communal Conflict and Internal Security in Northern 
Ireland and Zimbabwes. Berkeley; Los Angeles;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32.

「遷佔者國家」的定義是：自外部移入的移住者集團相對於土著集團而言佔有優勢地位而構成

的社會中，這個移住者集團維持著自出身的母國法理上或事實上的獨立國家。遷佔者國家和傳

統殖民國家的不同之一，在於遷佔者已經自祖國分離，不得不作長久停留的打算。所以前者往

往較後者有更發達的高壓安全設計，因此，遷佔者政權幾乎也必定是威權政權。另外，日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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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論著作中使用了這個概念，並稱戰後臺灣的國家型態是臺灣史上初次的遷

佔者國家型態。在討論今日這個型態是否已完全解體時，他以“yes and no.＂

來回答。按在民主化和臺灣化的過程中，雖然外來移住者族群的優位已經瓦

解，但是由於有著可能引發中華人民共和國強烈反彈之外部因素等，因此這

個遷佔者國家的外殼（「中華民國」之國號及其表象）仍然無法去除。18作為

與中華民國高度相關的象徵之一，國定節日的內容就是由遷佔者政權自外部

移入的，而且與其母土已幾乎失去連帶關係。在政治節日的場合，臺灣人民

成為這個政權灌輸固有意識型態及尋求政治認同的對象。臺灣雖然已經是這

個節日慶祝與紀念實質的主要範圍，與日治時期的從屬地位不同，然而整體

而言，在抽象上卻仍然被定位於「復興基地」這樣一個缺乏主體性的角色。

換句話說，臺灣是這套國定節日體系執行的主要範圍，但這套國定節日體系

卻不以臺灣為主體，其內涵與臺灣歷史直接關聯性微乎其微。 

  由於歷史上臺灣統治權力的更迭，在時代的變遷中必然存在著相應的承

襲與斷裂，我們在進行研究時也必須同時關注到外來統治權力在其中心內部

的政策推行及所處的社會背景。舉戰後臺灣史研究為例，在政治體制、社會

結構、教育文化等各種領域之中，存在著社會內部傳承下來的縱向傳承因素

 
者若林正丈也使用這個概念來解釋過去臺灣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在中國內戰中敗北移住臺

灣，作為『武裝政治移民』的外省人處於結構性優勢」的國家型態。參考：張茂桂，〈羅那‧

維惹著《遷佔者國家的轉型》評介〉，《國家政策雙週刊》第63期（臺北市：財團法人張榮發

基金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1993年6月29日），頁14-15；吳鯤魯，〈遷佔者國家（SETTLER STATE）
的概念問題〉，《臺灣歷史學會通訊》第3期（臺北市：臺灣歷史學會，1996年9月），頁27-28；
按Weitzer原著旨在以辛巴威和北愛爾蘭等國為例討論遷佔者國家中國家安全部門與民主轉型

的關係，臺灣亦為其列入遷佔者國家中。當然國民黨政權在戰後臺灣的統治雖然事實上獨立於

中國大陸，且外來族群（外省人）在統治結構中亦相較土著族群（本省人）明顯處於優位，但

其主觀認定及內外宣傳都不自認為法理上或事實上獨立於母國，反而仍然宣稱正統欲重返母

國。本文並不涉及上述討論，僅想借用這種說法突顯國民黨政權將原來在中國大陸施行或欲施

行的官定意識型態，隨著該政權的遷佔狀態而移入臺灣，與母國斷絕大多數聯繫的歷史背景。

即便該政權在主觀意願上並不認為它自母國長久分離，或是遷佔了臺灣。 
18
若林正丈，《台湾の政治 中華民国台湾化の戦後史》，（東京都：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年6
月5日初版），頁80-81、頁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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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也存在著自外部橫向移植的因素。因此，本文主要關注的時空範圍雖

仍以戰後臺灣為主，但由於整個國定節日體系是自中華民國成立，特別是國

府在中國大陸所建構，是以進行討論時仍須自該體系的制訂過程開始，才能

較清楚地呈現其全貌。 

三、 研究回顧 

(一) 歐美相關研究 

關於政治節慶與紀念的研究，在歐美學界已有相當歷史，成果也堪稱豐

富，其中許多觀點的提示，是我們瞭解、解釋相關議題的有效概念工具。Eric 

Hobsbawm等學者於 1983 年出版的論文集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一書中，

對於節慶與儀式等議題，已經提出頗具深度的討論。19Hobsbawm在該書的序

論首先提示：那些看似歷史悠長的傳統，其實是「源自近代，而且是人為創

造的」。這些傳統與過去的關聯性是以人工接合，乃一種「以舊情境形式出

現的，對新時局的反應」。由於這種創造與民族國家的成熟密不可分，若不

著眼於這些「被創造的傳統」，就無法深入研究支撐著現代世界的民族概念。

並且，這個研究必須是跨人類、社會及其他人文等學科的。20他在另文中順

此脈絡，繼續檢視 1870 年至 1914 年在歐洲的法國、英國、德國等地大量創

造出來的傳統，他所關注的人為傳統，包括政治／社會、官方／非官方等層

面，觀察的事物涵蓋國定節日、紀念活動和各種象徵，例如：國旗、國歌、

建築物。21該書另外一篇值得一提的論文，是David Cannadine對於禮儀的脈

絡、表演與意義之闡述，他對英國王室禮儀制訂的過程，提出十個值得本文

 
19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等（著），陳思仁等（譯），《被發明的傳統》（臺北市：城邦文 

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年8月初版）。 
20 霍布斯邦，〈導論：創造傳統〉，收入霍布斯邦等（著），《被發明的傳統》，頁11-26。 
21 霍布斯邦，〈一八七○至一九一四年歐洲大量創造的傳統〉，收入霍布斯邦等（著），《被發

明的傳統》，頁32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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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法的觀察面向，即：○1 君主政治權力；○2 君主個人特質和威望；○3 君主統

治時期國家的經濟、社會結構之性質；○4 媒體的類型、程度與態度；○5 有關

技術及時尚普及狀態；○6 國家自我形象；○7 首都中的王室禮儀活動；○8 祈禱

文、音樂與組織工作擔當者之態度；○9 禮儀活動實際進行時的性質；○10商業

效益。 這些面向有權力面、技術面和結構面等多角度的觀察面向，有助於

本文對國定節日研究課題的深入瞭解。 

22

還有一位不能不提及的，就是法國年鑑學派史學家 Mona Ozouf。其著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在處理政治節日的課題上，是以文化史的

研究方式來取代傳統的政治史研究方式，針對在法國大革命十年期間（1789

－1799）許多用種種節慶來表示的社會／政治集體行動進行分析工作。Ozouf

在該書提起法國研究大革命時期的史學家多將該時期節日視作一種政治性

產物，視之為政治的附屬，是一種激發愛國精神的權宜計略，因此，當政治

找到另一種更適當的工具之後，節日就可能遭到荒廢。但作者認為這些解釋

都不足以囊括全面，她提出疑問：「如果節日是附屬於政治的，那為什麼這

麼多不同的政治策略，卻都創造出如此相似的節日？」反映節日中那些由創

造它們的人所施予的政治意圖，無疑是重要的，但是這仍然不足以理解節

日。Ozouf 在研究法國大革命時期大量出現的政治節日時，重視的是節日的

一般特徵而非具體節日的政治意涵。23根據以上的敘述，我們得到兩個觀察

政治節慶的角度，一為官方政治的角度，一則為重視集體的參與心態。這兩

個角度可以幫助我們更全面地瞭解政治節慶，而它們並不互相牴觸。 

  另一位法國學者Pierre Nora也曾提出「記憶場域」（lieux de m’emoire）

 
22 康奈迪恩（David Cannadine），〈禮儀的脈絡、表演與意義：英國君主政治與「傳統的制訂」〉

收入霍布斯邦等（著），《被發明的傳統》，頁133-213。 
23 參考： Mona Ozouf,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et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3-32.另外，關於臺灣學者對於該書的討

論，參考：盧建榮，〈評：Mona Ozouf , Festivals and French Revolution〉，《新史學》第5卷第

1期（臺北市：新史學雜誌社，1994年3月），頁163-167；何明修，〈革命的節慶、節慶的革命：

Mona Ozouf對於集體行動研究的啟示〉，頁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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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點出節慶紀念的功能性。此概念將那些成文、集約化國家記憶的具體

事物加以集中解釋，它包含大型建物、紀念日、儀禮、紀念碑、手冊及標語

等等，諸如此類，都是一種有助於使民眾追想、紀念國家歷史、偉業，及未

來可能之象徵性物質存在。他指出：產出記憶場域以及供給其能量的，是所

謂「自然的記憶已經不存在」的意識。正因為放置不管就不存在或可能消失，

若不加以留意紀念則歷史將一掃而盡，所以才有特意地留下紀錄、維持紀念

日、組織儀式、舉行追悼演說之必要。記憶場域可說是支撐著我們自己的基

盤。若是沒有被威脅而消失之虞，那麼也就沒有創造記憶場域的必要了。若

是在記憶場域中收藏的記憶真的存在，記憶場域就會成為一個無用的存在。

24 這個見解指出記憶場域的功能性：它是保存歷史記憶的媒介，正因為歷史

記憶不是一種自然記憶，隨著時日漸久有消失之虞，基於這種危機感才要創

造一個專供保存的場域，而紀念日、紀念碑等皆是記憶場域的一種。 

上引著作都引領我們從概念去看節日或紀念日，Eric Hobsbawm 指出這

些習為人知的傳統具有被創造、建構的成分；Mona Ozouf 注意到這些節日或

紀念日中的集體心態的重要性；Pierre Nora 則告訴我們它們皆是保存歷史記

憶的一種媒介。這些概念都有助於本文對研究主題的認識。 

西方世界對於節日紀念的個案研究已有許多，25其中從政治文化角度重

 
24 Pierre Nora, Realms of Memory. Trans by Arthur Goldhamm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6-7. 
25  例如：George L. Mosse,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 Political Symbolism and Mass 

Movements in Germany from the Napoleonic Wars Through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Howard 
Fertig, Inc., 1975.一書勾勒德國的歷程，分析從拿破崙戰爭到第三帝國時期的政治符號及群眾

運動，與本文相關的考察對象有國家紀念物及政治性節日等等；John Bodnar, Remaking America: 

Public Memory, Commemoration, and Patriot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一書討論的是二十世紀美國國內的公共記憶、節慶紀念與愛國主義； 

James Von Geldern, Bolshevik festivals, 1917-19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以俄國十月革命發生後兩年間的節慶為主題；John R. Gillis, ed., Commemoration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收錄的論文範圍及於英國、伊拉

克、以色列、德國、法國及美國等地的集體記憶、政治文化及政治認同考察的各種案例；Lyn 

Spillman, Nation and Commemoration: Creating National Ident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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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檢視民國成立初年中國近代歷史而與本文相關者為Henrietta Harrison所著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一書，關心的是辛亥革命發生後到國民黨完成北伐統一近

二十年間中國的新政治文化，其門徑是禮儀與象徵。據其見解，一九一○年

代到一九二○年代初期，政治與國家象徵是處於較離散的狀態，自 1925 年

孫中山逝世到 1928 年國民黨北伐成功後，國民黨的意識型態則成為這個國

家象徵的唯一標準，如：國民黨主導的國歌、國旗選定等。作者以報刊為主

要史料，欲論證人民作為行動者在政治文化中的角色，及對於政治權力打造

新政治認同的回應。然而，有研究者亦對其見解提出質疑，指她對於國民黨

傳播意識型態的過程過於樂觀，忽略中國社會內部的異質性，意即國民黨塑

造的政治文化，未必如此順利地為所有群眾接受。26無論如何，該書仍然在

某種程度上反映了官方及大眾心態。其中與本文較相關者為她對於國慶大典

和孫中山形象塑造的觀察，在該書第三章The Republican State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中，集中地觀察民國初年的國慶日和其中符號，包括：

國旗、致祭忠烈、閱兵及國旗等，解讀它們在共和國家脈絡中的意涵。除此

之外，她亦論述國慶是異質群體進行同質認同的場合，例如即使是割據地方

不受中央節制的軍閥，也在地方的國慶大典中宣揚愛國精神，藉以強調統治

正當性。而其他各階層的群眾也藉由參與國慶，展現各自在共和國家的角色

定位。27 

 
Austral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從美國與澳大利亞慶祝建國一百及二

百年的相關活動，比較兩國建構政治認同過程的異同。 
26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關於本書的討論，見：何淑宜，〈評介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近代中國》第147期（臺北市：近代中國雜誌社，民國91年2月），頁

190-197。 
27 參考：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pp.9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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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相關研究 

也有日本學者針對日本政治象徵及儀式、節慶紀念與國民統合或大眾宣

傳的關係進行討論。例如：T．フジタニ的《天皇のページェント──近代

日本の歴史民族誌から》，就綜合性地運用Pierre Nora「記憶場域」和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等概念，論述明治時期日

本向西方民族國家借鏡，利用天皇及皇族的形象、國歌、國旗、帝都等等構

築，產出大量「記憶場域」，將這種官方意識植入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強化

國家向心力的過程。在明治初期，國家向民眾展示天長節、皇族婚禮等國家

慶典時，也延續傳統祭典的慶祝模式，使民眾易於接受。而在印刷資本主義

日漸發達之下，也使得民眾藉由各地資訊的迅速傳播，生出一種共有空間、

共有時間的一體感。甚至，作者在最後也提及一個和本文密切相關的問題，

也就是：「這些傳統是誰的傳統？」在多元性受到重視的當代，當天皇的喪

祭儀、即位禮被舉行時，這種傳統對北海道的愛奴人、沖繩的琉球人、部落

民以及在日朝鮮人和中國人等等，可能是沒有意義的。T．フジタニ本書最

大的重點，即在解構這種日本長期以來不證自明的「國民共同體」觀念。28

將此與源自於中國大陸之國定節日體系在戰後臺灣的發展來看，我們也可以

試問相同問題：「這些傳統是誰的傳統？」。 

其他與本文相關的研究有：首先，小野寺史郎關注中國近代從晚清到民

國初年到國民政府期間，包括國旗和節日等政治符號課題。29參照他至今發

表的數篇文章，其中處理到節日的專題研究如：〈南京國民政府的革命紀念

 
28  T．フジタニ（著），米山リサ（譯）《天皇のページェント──近代日本の歴史民族誌から》

（東京都：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4年11月30日第1刷）。 
29
 例如：小野寺史郎，〈中国最初の国旗──清朝．黄龍旗について──〉，《中国研究月報》

第57卷第10号（東京都：社団法人中国研究所，2003年10月25日），頁21-31；小野寺史郎，

〈南京国民政府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ル．シンボルの再編──青天白日満地紅旗をめぐって─

─〉，《史学雜誌》第113編第11号（東京都：史学会，2004年11月），頁69-89；小野寺史郎，

〈清末民初の国旗をめぐる構想と抗争──青天白日旗と五色旗について──〉，《歴史学研

究》第803号（東京都：歴史学研究会，2005年7月），頁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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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政策與國族主義〉一文是透過黨官方文獻、檔案的爬梳探討，詳細地呈現

出國民政府在成立之初乃至於全面對日抗戰以前「革命紀念日政策」的形成

與轉變過程，偏重的是統治階層決策面向，對於施行時與民間社會的互動實

情則較少論及。30另外一篇已公開發表的研究成果〈抗戦期‧内戦期におけ

る国民党政権の国民統合政策──政治シンボルと政治儀式の再編をめぐ

って──〉，則是接續上述問題意識，繼續就國民政府在對日抗戰及國共內

戰期間從「革命紀念日政策」到「國定紀念日政策」的發展變化進行研究，

也觀察戰後初期在臺灣的施行情況。除此之外，還擴及黨旗／國旗、黨歌／

國歌、國父遺像遺囑等政治符號問題。據其研究，相關政治符號等儀式在訓

政過渡到憲政階段之際，統治階層的決策過程中其實一度存在著將黨國象徵

兩相分離的討論方向。雖然就結果而論均未實現。31有別於上述研究整體探

討國定節日政策，〈民国初年の革命記念日──国慶日の成立をめぐって〉

一文則同樣從官方決策過程探討一個單一節日在民國初年的具體制定過程，

施行主體及政治思想脈絡等等問題。32 

上述各文可說是承繼了 Harrison 的問題意識，又拓展出決策部門的研究

面向。由於小野寺氏在研究中大量地使用臺灣、中國兩地所庋藏或出版之民

國初年乃至於國民政府時期的黨官方檔案及文獻等等，可以說已詳細地呈現

出中國大陸在中華民國國體下中國大陸統治階層在紀念日、節日上的歷來決

策過程，由於其研究主題與本文既高度相關又各有聚焦，是以提供本文相當

程度的研究基礎，對本文在早期制訂過程上知識和資料的認識有所助益。 

另外，丸田孝志〈陜甘寧辺区の記念日活動と新暦．農暦の時間〉曾研

 
30
小野寺史郎，〈南京國民政府的革命紀念日政策與國族主義〉，收入彭明輝、唐啟華（編），《東

亞視角下的近代中國》（臺北市：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系，民國95年9月初版），頁83-115。 
31
小野寺史郎，〈抗戦期‧内戦期における国民党政権の国民統合政策──政治シンボルと政治儀

式の再編をめぐって－〉（臺北市：2005年度財団法人交流協会日台交流センター日台研究支

援事業報告書，2005年9月）。 
32 小野寺史郎，〈民国初年の革命記念日──国慶日の成立をめぐって〉，《中国――社会と文

化》第20号（東京都：中国社会文化学会，2005年6月30日），頁20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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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國共產黨在1937年到1947年間以陝甘寧邊區為根據地的時期，如何與當

地民眾生活節奏調和，在推行新曆時間觀念及政治性節日的同時，與作為民

眾生活依據的農曆時間及相關活動，又發生什麼樣的折衝。其研究指出：中

共統治陝甘寧期間，於1942年整風運動後發展出不強加限制人民進行農曆節

令活動，反而加以利用強化政治宣傳，並使之與新曆時間調和滲透的方針。

蓋雖然共產黨曾欲藉由新曆來達成邊區社會的組織化，但若不依據農曆則動

員有事實上的困難，從中可見中共盡其可能利用資源的現實主義。33另一篇

〈華北傀儡政権における記念日活動と民俗利用――山西省を中心に――〉

以山西省為中心，討論日本侵華期間華北傀儡政權紀念日的慶祝活動，論證

華北傀儡政權在日本統治與戰爭遂行之下，成為政權正統性根據之「傳統的

復興」問題、與繼承國民政府意識型態與新曆政策的汪精衛政權之間的關係，

和為了戰時動員之時間規律滲透等問題互相糾纏而構成之紀念日活動。34〈抗

日戦争期・内戦期における中国共産党根拠地の象徴 国旗と指導者像〉一

文考察抗日戰爭期到內戰期，中共在意識到統一戰線與中華民國結構下於根

據地所進行的象徵操作。該文以報紙為主要史料，以國旗和領袖肖像在紀念

日等重大場合中的出現作為分析對象，觀察中共在國共合作到決裂間對於象

徵的操作有何變化。抗日戰爭期間的陜區，以國共兩黨旗以及孫中山像、蔣

中正像及毛澤東像象徵國共合作。其中國旗和孫中山像代表革命正統，而蔣

中正像在國共決裂後就被詆毀，取而代之的是毛澤東像在整風運動後確立為

中共政權最高地位的象徵，將之與國旗並用，以強調中共的權威。35 

小野寺史郎和丸田孝志等學者都以一致或相似的問題意識，系統性地陸

 
33 丸田孝志，〈陜甘寧辺区の記念日活動と新暦．農暦の時間〉，《史学研究》第221号（広島県：

広島史学研究会，1998年7月31日），頁16-39。 
34
丸田孝志，〈華北傀儡政権における記念日活動と民俗利用──山西省を中心に──〉，收入曽

田三郎（編），《近代中国と日本―提携と敵対の半世紀》（東京都：御茶の水書房，2001
年3月30日初版），頁291-326。  

35
丸田孝志，〈抗日戦争期・内戦期における中国共産党根拠地の象徴 国旗と指導者像〉，《ア

ジア研究》第50卷第3号（東京都：アジア政経学会，2004年7月），頁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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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從幾個角度完成了與政治性節日、象徵相關的專題研究，小野寺史郎是將

研究重心放在民國時期居於中心之政權的政策制訂、調整，而丸田孝志則注

意到在中心邊緣的共產政權或親日傀儡政權，從節日儀式活動的角度，呈現

出當時中國大陸上地域間因政權互異而形成的離析、混雜與交會之實況。 

在前引之外，以下再舉數篇悉從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發起之抗日紀念日為

題的專題研究，如：山本忠士〈「国恥記念日」に関する一考察〉設定近代

中國史上的「國恥紀念日」為焦點，追探其歷史及考察對於中日關係的影響。

36川島真〈「抗日勝利日」－歴史記念日の揺らぎ－〉考察中國抗戰勝利紀念

日的制定，及其日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華民國兩個分立政權中的變遷。

他認為紀念日背負著神話，但這神話並非絕對，而是蘊藏著改變的可能性。

37田中仁〈「抗戦建国記念日」に関する三大新聞「社論」言説分析〉依據1938

年到1945年《中央日報》、《大公報》、《新華日報》的「抗戰建國紀念日」的

社論，檢討在中日全面戰爭下中國陪都重慶的抗日媒體空間上，此戰爭究竟

如何被瞭解。38 

(三) 中國相關研究 

在中國學界，由於對民國時期中國近代史的關懷加深，近年來也看到愈

來愈多與節日相關的政治文化研究問世。由於孫中山長期是國共對立下各別

推崇的政治認同符號之一，近年來有特別針對這個面向進行歷史考察者，李

恭忠是其中之一。李氏對於民國時期國民黨將孫中山作為一個符號的政治運

用有深入研究，特別是在孫中山逝後的奉安大典方面，其博士論文《丧葬政

 
36
山本忠士，〈「国恥記念日」に関する一考察〉，《日本大学大学院総合社会情報研究科紀要》

第2号（東京都：日本大学大学院総合社会情報研究科，2001年），頁107-116。 
37
川島真，〈「抗日勝利日」－歴史記念日の揺らぎ－〉，《中国研究月報》第690号（東京都：

社団法人中国研究所，2005年8月），頁1-2。 
38
田中仁，〈「抗戦建国記念日」に関する三大新聞「社論」言説分析〉，《近きに在りて》第51
号（東京都：中国現代史研究会，2007年6月30日），頁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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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与民国再造──孙中山奉安大典研究》可說已完成了此一課題的研究。39

其後所發表的數篇論文也以專題方式各別呈現出一些問題意識，40其中與本

研究關懷較密切者：一為〈孫中山崇拜與民國政治文化〉，該文綜合性地從

形象的物化、主義的獨尊、符號的聖化、儀式的推展等各種角度談國民政府

對孫中山的領袖崇拜，國民黨為孫中山打造的紀念節日也在討論之列。41結

論指出這種崇拜是屬於「系統的領袖崇拜」，是政治領袖或集團在擴大政治

影響，增進政治權威的目的下，有意識、計畫地進行宣傳或公共行動，以樹

立至高無上的政治形象。這也造成了權威自命、內涵僵固、形式空洞等三個

特徵，民眾的自發性和主動性在此缺席。42本文對其觀點基本上同意，但在

後文中也將就孫中山和蔣中正兩種偉人紀念日的比較，提出個人意見作為補

充。43李氏另一篇〈“总理纪念周＂与民国政治文化〉，則集中焦點論述總理

紀念週是國民黨推行儀式政治的集中反映及典型案例，影響一度及於政治、

社會生活等各方面。國民黨大張旗鼓地推行該儀式，目的即在灌輸、貫徹孫

中山的主義和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意識型態。該論雖以總理紀念週為主，但在

內文實際探討中也旁及孫中山誕辰和逝世等紀念日。44總而言之，李恭忠至

今所發表有關孫中山的一系列文章，可說是同一個主題下不同面向的呈現，

 
39 李恭忠，《丧葬政治与民国再造──孙中山奉安大典研究》（南京市：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

论文，2002年6月）。 
40 例如：李恭忠，〈开放的纪念性：中山陵建筑精神的表达与实践〉，《民国研究》2004年3期（南

京市：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年），頁90-96〈中山陵征地考〉，《江苏社会科学》2004年第4
期（南京市：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2004年）頁200-205；〈“党葬＂孙中山：现代中国的仪

式与政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1卷第3期（北京市：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年），頁61-69。李恭忠，〈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述略〉，《历史档案》2006年1期（北

京市：历史档案杂志社，2006年1月），頁119-124等等。 
41
李恭忠，〈孫中山崇拜與民國政治文化〉，《二十一世紀》第86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

化研究所，2004年12月），頁101-111。 
42
李恭忠，〈孫中山崇拜與民國政治文化〉，頁109。 

43 參考本書第五章小結。 
44
李恭忠，〈＂总理纪念周“与民国政治文化〉，《福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年第1期（福

州市：福建社会科学院，2006年），頁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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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種觀點豐富了民國時期政治文化史的研究視野，對於本文研究的進行也

多所助益。 

上面所介紹的是比較系統性的，環繞著以孫中山為主的政治文化研究，

其他專論還有如：田海林和李俊领合撰的文章〈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

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則從奉安紀念、逝世紀念等週期性追思節日

活動，討論國民政府自視為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與事業的合法繼承者，在「後

孫中山時代」對其政治遺產的利用與運作。45該文的述事風格可嗅出濃厚的

中國國族主義情感。至於张海鹏的〈50 年來中國大陸對孫中山的紀念與評

價〉，該文內容實際上是回顧當代中國大陸「黨官方」近五十年來對孫中山

的紀念與評價。他強調中國黨官方始終給與孫中山很高的評價，時常舉行大

規模的紀念活動，也指出其主張及人格仍影響當代中國和兩岸關係。張氏非

常忠實地詳列出歷年中國官方紀念孫中山或辛亥革命時發表的相關論述，雖

然歸納出紀念意義及變遷，也對中國官方給孫中山的歷史地位作了解釋，46

但比較可惜的是該文並未明確指出官方運用政治符號往往存在著政治目

的，而很多時候這才是紀念的真諦所在。例如：給孫中山安上「革命先行者」

或是「資產階級革命家」等稱號，都是帶有特定觀點、立場或目的的教條化

詮釋。在這方面其分析顯然不如上引兩位研究者精采。  

在其他相關研究方面，可以舉出的是李俊领的碩士論文《中国近代国家

祭祀的历史考察》，其著關注中國國家祭祀活動在大清帝國晚期－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斷代的演變過程，包括：祭天、孔子祭祀、帝王及國

父祭祀（該著將清廷帝王與民國孫中山的祭祀放在同一章節討論）、黃帝陵

祭祀、關羽岳飛和文昌祭祀、忠烈祭祀等儀式。47由於節日往往是各樣儀式

 
45
田海林、李俊领，〈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史学月刊》2007
年第4期（郑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年），頁29-38。 

46 張海鵬，〈50年來中國大陸對孫中山的紀念與評價〉，收入曾一士（編），《第四屆孫中山與

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北市：國立國父紀念館，民國90年5月16日），頁313-323。 
47 李俊领，《中国近代国家祭祀的历史考察》（济南市：山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学位论文，

2005年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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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的時間，因此其研究與本文有所重疊而提供了許多寫作材料的線索。該

書徵引資料堪稱豐富，唯某些解釋觀點仍囿於特定意識型態，例如：慣稱民

國時期官方祭祀活動是資產階級的，而 1949 年後官方祭祀活動則是無產階

級的、人民民主的，48過度受限於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又如：將 2005 年來自

臺灣的國民黨人士至中國祭拜中山陵或黃帝陵之行動，視其代表了臺灣人民

的共同嚮往，49這是將個別人士行為擴大解釋為一個共同體的想望，偷渡了

政治意圖；再如：對 1949 年後祭黃陵的描述一瞬間跳躍到 2004 年國家級的

盛大祭典，對文革期間祭黃陵所遭到的冷落卻隻字不提，50事實上文革變局

對國家祭祀的影響應該是值得一書的。上述姑舉一二，但若拋開意識型態等

解釋觀點的問題不提，該書仍對中國近代國家祭祀這個主題完成相當程度的

綜合性研究。 

晚近，中國民俗學會出版的《节日文化论文集》中收錄了許多專題論文，

廣泛地討論了中國傳統節日與法定假日的當代問題、中國歷史上的時間觀念

及其節日制度，以及跨文化視角下的時間制度。就集中收錄的論文比例而

言，很明顯地是偏向討論傳統節日的神話敘事、歷史形成，以及在現代社會

的調整適應或是官方干預情況等等。51這些文章部分或整體地論及民國時期

的國定節日政策，有助於本文對歷史背景的瞭解。在此姑舉其中與本文相關

者如：左玉河〈从“改正朔＂到“废旧历＂──阳历及其节日在民国时期的

演变〉，就是專注於民國時期新曆舊曆節日的變化，比較特別的是該文運用

了地方志去檢視官方推行的新曆節日是否在廣大的下層農村社會中獲得迴

響，也呈現出官民之間如何彼此適應妥協，在欲推行的新曆制度和慣用的舊

曆法中取得平衡。52 

 
48
李俊领，《中国近代国家祭祀的历史考察》，頁191。 

49
李俊领，《中国近代国家祭祀的历史考察》，頁194。 

50
李俊领，《中国近代国家祭祀的历史考察》，頁180。 

51 中国民俗学会、北京民俗博物馆（編），《节日文化论文集》（北京市：学苑出版社，2006年1
月第1版）。 

52
左玉河，〈从“改正朔＂到“废旧历＂──阳历及其节日在民国时期的演变〉，收入中国民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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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中國國內研究者所發表的關於民國時期節慶相關的研究，還有

谢世诚等人的〈民国时期的体育节、音乐节、戏剧节与美术节〉，53該文從上

述文藝體育活動出發，觀察國民政府在對日抗戰時期認識到這些活動具有號

召、動員民眾的社會功能，而企圖利用和控制大後方的文藝體育活動，以鞏

固其統治，制定上述節日就是重要指標。54伍野春等〈民国时期的移风易俗〉

55廣泛地討論了民國時期的節日、曆法、剪辮、放足等移風易俗，該文指出

民國時期是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階段，在國民黨政權制定紀念日方

面，實際上是以節日形式進行政治宣傳，使紀念日成為傳統節日的變體，使

其由娛樂行為為主，轉變為政治宣傳為主。56 

以上所引介的研究成果，大體上是針對歷史上的政治文化課題作具體討

論，對於西方相關理論少有引述或對話。香港學者洪長泰撰寫的《新文化史

與中國政治》一書，不僅整理了政治文化史新視角的幾個思想來源，對於其

新穎的觀點、方法及資料亦有評述。在該著收錄的專題研究中，分別以圖畫、

文學、歌曲、表演、報章、節日及紀念碑等立體空間作為材料，探討中華民

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等時期的中國大陸政治文化。57在節日這一論題上，洪

氏並不特別將眼光放在某一節日或整體，只從秧歌舞和祭祀烈士兩項節日中

主要的活動、儀式，廣泛地去看政治節日中生與死的課題。他認為秧歌舞代

表新生，用以慶祝新政權的誕生；而後者一方面是紀念死亡，一方面又有歌

頌永生的意義，是鼓勵後者繼續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58該書以新的角度，

著眼政治文化之間的交互影響，既有理論的引介，亦有具體研究示範，這對

 
会、北京民俗博物馆（編），《节日文化论文集》，頁284-306。 

53 谢世诚等，〈民国时期的体育节、音乐节、戏剧节与美术节〉，《民国档案》1999年1期（南京

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9年），頁105-109。 
54
谢世诚等，〈民国时期的体育节、音乐节、戏剧节与美术节〉，頁105。 

55
伍野春等，〈民国时期的移风易俗〉，《民俗研究》2000年2期（济南市：山东大学，2000年），

頁59-70。 
56
伍野春等，〈民国时期的移风易俗〉，頁61。 

57
洪長泰，《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臺北市：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3年5月25日初版）。 

58
洪長泰，〈生與死的節日：中共的通俗政治文化〉，收入氏著，《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頁26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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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極具啟發性及參考價值。  

(四) 臺灣相關研究 

在臺灣學界方面，關於日治時期歷史已有一些研究探討新式時間在近代

化過程中導入臺灣的適應過程，如：呂紹理《水螺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

的生活作息》59、顏杏如〈二つの正月──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時間の重層

と交錯（1895 年－1930 年）──〉60等著作，對於作為社會性時間單元之一

的節日皆有論及。此外，戴振豐〈日治時期臺灣「建國祭愛馬行進」、「愛馬

日」、「軍馬祭」的形成與進行〉61、蔡錦堂〈「紀元二千六百年」的日本與臺

灣〉62則是從慶祝紀念等儀式活動角度切入。近年來戰後臺灣政治文化研究

的課題也持續受到重視，在此本文僅就節慶紀念論題進行回顧，相關研究目

前雖不甚多亦不完整，但是在各項單一研究中，已經點出政治權力對節慶紀

念活動進行特定立場的詮釋，甚至加以挪用之核心問題。 

張瑞德〈紀念與政治──臺海兩岸抗戰勝利五十週年紀念活動的比較〉

一文，是就 1995 年臺灣、中國兩地面對紀念活動的態度進行比較，張氏將

觀察點放在「七‧七」、「八‧一五」、「九‧三」、「十‧廿五」等具象徵意義

的日期，比較臺灣紀念派、反紀念派及中國官方的論述重點及生產過程，不

僅如此，張氏還運用報章雜誌，比較臺灣、中國兩地民眾的反應，他認為兩

地之中各派的紀念活動，都充滿國族主義等政治色彩，且在商業化、多元化

 
59
呂紹理，《水螺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北市：遠流出版社，1998年初版）。 
該書近年改譯成日文重新出版，見：呂紹理，《時間と規律 日本統治期台湾における近代 
的時間制度導入と生活リズムの変容》（東京都：財団法人交流協会，2006年3月31日）。 

60
顏杏如，〈二つの正月──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時間の重層と交錯（1895年－1930年）──〉，

《日本台湾学会報》第9号（大阪府：日本台湾学会編集委員会，2007年5月31日），頁1-21。 
61
戴振豐，〈日治時期臺灣「建國祭愛馬行進」、「愛馬日」、「軍馬祭」的形成與進行〉，《政

大史粹》第6期（臺北市：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系，民國93年6月），頁61-94。 
62 蔡錦堂，〈「紀元二千六百年」的日本與臺灣〉，《師大臺灣史學報》第1期（臺北市：國立臺

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2007年12月），頁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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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許多面向上都未如西方後現代社會所呈現的活络。而民眾對於官方及各團

體所舉辦的紀念活動，也未必全盤接受，而是出現自我的參與方式。63 

相對於此，林桶法〈抗戰勝利紀念的活動與詮釋──九三軍人節的觀察〉

僅集中在戰後臺灣的「九三軍人節」上作長期觀察。九三軍人節是自原來抗

戰勝利紀念日改訂而來，該文探究現行軍人節的由來，並歸納整理歷年的紀

念慶祝活動和總統、軍政首長談話，勾勒出該節日在不同時代中呈現出來的

面貌，此外也兼談中、臺雙方對抗戰勝利的不同詮釋。64林氏又有一文〈逐

漸模糊的偉人塑像──國父誕辰紀念日相關報導的分析（1950－2004）〉，討

論「國父誕辰紀念日」紀念情況在戰後臺灣的變遷。林氏先述國民黨塑造孫

中山偉人形象的過程，再述戰後臺灣官方、民間的各種紀念方式。最後，他

整理計算《中央日報》、《聯合報》、《中國時報》等報在 1950 年到 2004 年間

於國父誕辰紀念日發行時的社論、特刊等篇目，從量的變化來解釋這個偉人

塑像的逐漸模糊。65本文單從社論、演說、特刊之標題進行分析，卻未深入

內容，不免過於浮面。林氏在兩篇論文中都引述了人類學者Victor Turner提

出的「濃縮性符號」（condensation symbol）概念指出：一旦軍人節與抗戰勝

利脫勾或孫中山與國父脫勾，社會認知的抗戰意義或政治認同將出現危機。 

黃克武的〈一二三自由日：從一個節日的演變看當代臺灣反共神話的興

衰〉，考察了自由日因反共旗張而起，在不自由的「自由中國」中聲稱自由，

以對比共產世界的不自由。被政治力量推動著的全國上下環繞這個節日創造

諸多反共文本，書寫反共神話。在時代改變中，自由日的意義也因反共焰消

 
63 張瑞德，〈紀念與政治──臺海兩岸抗戰勝利五十週年紀念活動的比較〉，收入盧建榮（編），

《文化與權力──臺灣新文化史》（臺北市：麥田出版，2001年11月27日初版），頁147-206。 
64  林桶法，〈抗戰勝利紀念的活動與詮釋──九三軍人節的觀察〉，《近代中國》第163期（臺

北市：近代中國雜誌社，民國94年12月），頁116-131。 
65  林桶法，〈逐漸模糊的偉人塑像──國父誕辰紀念日相關報導的分析（1950－2004）〉，收入 

曾一士（編），《第八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臺北市：國立國父紀念館，

民國94年11月30日），頁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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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改變，從單一的意涵中解放出來。66 

有別於上述兩位學者將焦點置於完全由政治權力附會歷史創造出來的

政治節日，蔡佩娥的〈國家與民俗節日的關係──以清明節為例〉從民俗節

氣、國定節日、國定紀念日等三種層次，論述漢人傳統習俗清明節在近代國

家權力之下，經民族掃墓節到先總統蔣公逝世紀念日的歷史變遷過程，除此

之外，她也探討國家權力如何影響常民生活，而一般民眾又如何回應？67 

以國定節日為題的學位論文，其學科性質都是較偏向傳播學或社會學

的。紀慧君《我國元首論述中價值觀之呈現與轉變──民國三十九年到八十

三年元旦文告之語藝分析》68是以 1950 年至 1994 年間中華民國元首在開國

元旦所發表的文告作為分析文本，參酌了Richard Weaver的「語藝理論」

（rhetorical theory），以文本中呈現的論述內容，探討元首如何藉元旦文告呈

現價值觀、自我合理化及回應社會變遷。69廖漢騰《從開國紀念日到跨年狂

歡：論新興的臺灣大眾文化國族主義》70，將焦點放在 1994 年到 2003 年的

跨年活動，以大眾文化的角度檢視戰後臺灣新集體感的形成，陳水扁自 1994

年當選臺北市長後，立即以跨年活動創造一種政黨輪替的嶄新感，2000 年當

選總統後，跨年活動更提升至國家層級。相對觀之，過去最受重視的國慶日、

開國紀念日集體活動則逐漸消寂，為跨年活動取代其勢。廖氏指出新的政治

權力以新的手段創造出新的集體感，以及其他引述觀點，對本文有相當啟發。 

 
66
 黃克武，〈一二三自由日：從一個節日的演變看當代臺灣反共神話的興衰〉，收入國史館（編），

《一九四九年──中國的關鍵年代學術討論會論文集》（臺北縣：編者，民國89年），頁643-677。 
67  蔡佩娥，〈國家與民俗節日的關係──以清明節為例〉，《臺灣風物》第57卷第1期（臺北市：

臺灣風物雜誌社，2007年3月），頁101-123。 
68
紀慧君《我國元首論述中價值觀之呈現與轉變──民國三十九年到八十三年元旦文告之語藝分

析》（臺北縣：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83年7月）。 
69
紀慧君《我國元首論述中價值觀之呈現與轉變──民國三十九年到八十三年元旦文告之語藝分

析》，頁3-6。 
70 廖漢騰，《從開國紀念日到跨年狂歡：論新興的臺灣大眾文化國族主義》（臺北市：國立臺灣 

大學新聞學系碩士論文，民國92年）；廖漢騰，〈從開國紀念日到跨年狂歡：以媒體事件觀點 
分析1994－2003臺灣跨年晚會〉，《中華傳播學刊》第3期（臺北市：中華傳播學會，民國92年
6月），頁3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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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文範疇最相近者，當為薛佩玉所撰《臺灣 1950－2004 年國定假日

的社會學分析》一書。71薛氏以歷史社會學的角度，對戰後臺灣 1950 年至

2004 年的國定假日加以分析，不僅運用相關社會、宗教、人類學等理論進行

解釋，也以報紙紀事為主，兼顧歷史事實的變化，頗有值得借鏡之處。該文

不僅從各角度分析節日在人類社會中的功能性，也指出政治權力、經濟需求

及宗教團體等等各力量在該場域角逐之現象。從歷史學的觀點評論，就資料

而言，該文過度偏重報紙紀事，忽略了相關黨政部門的檔案，及其他一般刊

物及時人回憶錄、日記等，容易流於物事表象的觀察，而無法呈現相關活動

背後的策畫過程，及大眾心態的回響反應。掌握核心一手史料是解釋歷史現

象的關鍵，而該文在此方面實有欠缺，導致在史事的爬梳上難免出錯。此外，

該文雖然從歷史社會學觀點出發，希望對戰後臺灣國定節日的變遷進行較全

面性的分析，但卻未能追溯到它們在中國大陸時期的創出來由，導致無法突

顯這些節日在戰後臺灣慶祝內涵及象徵意義之形塑與轉變；甚至對於節日制

訂改訂的歷史背景和官方決策上的討論亦有不確之處，雖以「歷史社會學」

觀點立論，但部分論述實際上是有「脫歷史化」傾向。本文將進一步放寬視

野至 1945 年的二次戰後初期和這些節日在中國大陸的早期面貌，盼能以歷

史學觀點，在既有研究「俯視」國定節日在社會結構中功能性的基礎之上，

進一步「深描」其實質的決策過程、政治宣傳、歷史詮釋等課題。 

前文引述的各項研究雖然已經指出節慶紀念與政治之間的一些核心問

題，但是：○1 這些研究大多屬於單一個案的觀察，雖然有關節慶紀念的一些

基本概念是通同的，唯不同的節日還是有各別的意義，而這些意義的總合，

在國家權力統治中的整體象徵意義為何？國定節日的慶祝、紀念，在國民黨

政權塑造官定意識型態的氛圍中又發揮何種功能？有關這些問題，恐怕還是

要透過全面性的觀察，才能較充分地掌握政治權力在強化凝聚政治認同、領

 
71 薛佩玉，《臺灣1950－2004年國定假日的社會學分析》（高雄市：國立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 

所碩士論文，民國93年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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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崇拜上對於節慶紀念的運用，以及此一集體記憶在大眾社會中的長期樣

貌。○2 即使少數研究已對節慶紀念進行全面性的歷史考察，但這些研究對於

戰後臺灣特殊的歷史脈絡還是未能充分詮釋。二次戰後臺灣人歷經「再中國

化」的過程，國民黨政權對於教育、媒體等機器完全控制，臺灣人在這種被

國民黨化約為「國家（中華民國）－主義（三民主義及反共）－國父（孫文）

－領袖（蔣中正）」的中華民族主義籠罩之下，在文化上再度被周緣化，受

到「大中國意識」的灌輸。 而這些在臺灣社會中長期且大規模被慶祝的節

日，就是這些意識以各種形式例行展演之媒介，是一「記憶場域」，這些展

演透過媒體傳播，亦相當程度強化Benedict Anderson所謂「想像的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y）之形成。將戰後臺灣的節慶紀念經驗放在這種中國國

家體制的移入、虛構及延續來加以考察，將更具意義。

72

○3 現行臺灣的中華民

國國定節日體系源自近代中國，因此我們討論相關課題時絕對不能忽視中國

大陸時期之發展。有鑒於國外學界均於針對各該國甚至中國大陸在國民黨統

治時期之節日政策陸續累積一定研究成果，但這些研究或囿於意識型態、或

限於關懷焦點，皆未針對這個節日體系「轉進」 臺灣後的發展繼續探討，

而臺灣目前對於黨國體制下國定節日亦缺乏一部較具歷史縱深視野的研究

著作，基於本土研究的深化與提升，建構一套自我省察的綜合性論述，似乎

刻不容緩。 

73

 
72  若林正丈，〈臺灣的兩種民族主義──亞洲的區域與民族〉，收入若林正丈（著），臺灣史日 

文史料典籍研讀會（譯），《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臺北市：播種者出版有限公司，2007年
3月初版），頁461-462。 

73 「轉進」原為1949年國民黨政權自中國大陸全面撤退來臺後慣用的曖昧修辭，然而國定節日體

系的遷移本身應不存在著「敗退」與否問題，是故這裡所用的「轉進」並非純然的諷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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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方法 

(一) 理論觀點 

本文是一項關於「政治文化」的研究，所謂「政治文化」意涵包含甚廣，

在不同學科、研究著作中的定義亦不甚相同，歷史學者潘光哲曾以寬鬆認知

指出：關於政治領域裡的行為／論述的表達，皆可視為政治文化的表現樣

態。74本文所稱的「政治文化」並非實際的政治體制、事件或菁英間的權力

鬥爭等等，而是上層政治影響日常生活的一種機制，討論的是政治如何透過

這個機制去形塑一般群眾的生活。75採用的是「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徑。從

事相關研究的學者洪長泰認為「文化史」是研究大眾認同的價值觀念及共有

的符號信息，而「新文化史」則進一步在方法學上運用新觀點和新資料來探

討文化問題。76在觀點上，傳統文化史大都集中研究菁英文化、側重文化的

製作（production），新文化史則把文化活動看作是動態的，除了文化製作之

外，還關注其傳播（dissemination）、接受（reception）和挪用（appropriation）

等不同過程。77在資料上，也開拓了包括圖像藝術、立體空間及政治符號等

新方向，例如在政治符號方面，新文化史家研究政治文化，並非如傳統政治

史學家般只關注上層少數菁英的權力鬥爭和政策施作，著重統治階層及政治

架構正規運作的分析；而是從廣義的角度去關注其社會關係與文化互動，包

括：儀式、符號、政治語言、權力分布、宣傳技術和選舉文化等，注重權力

 
74 潘光哲，〈關於政治文化的歷史研究的一些認識〉，收入自由學術思想基金會（企畫），《《自

由中國》選編（選集6 黨國體制的批判）》（臺北縣：稻鄉出版社，2003年11月初版），

頁XXXVI。 
75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p. 6. 
76 洪長泰，〈新文化史的探索〉，收入氏著，《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臺北市：一方出版有限

公司，2003年5月25日初版），頁i。 
77
洪長泰，〈新文化史的探索〉，頁vii-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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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下達及意識型態透過什麼渠道傳播，再者亦特別注意下層群眾的參與及

反應，官方與群眾如何互動。78因此，我們可以說新文化史觀點下對於政治

符號作為研究材料的重視，也另闢了一條「新政治史」的研究蹊徑，有別於

傳統政治史研究。 

本文基於上述研究角度，從歷史研究法出發，著重報刊、檔案及日記等

一手史料，從較具歷史縱深的視野加以分析，就國家權力與大眾社會間互動

焦點之一的官方政治性節日試作觀察，解明政治權力如何透過節日來自我表

述、介入大眾，及其中反映出來的統治心態。除此之外，對於宗教、政治和

社會等各個學科的理論觀點亦將試圖對話，援引為解釋工具，以求深入瞭解。 

在理論與觀點的說明上，基於對於國定節日的基礎認識，本文分為兩個

層次來探討：一為國定節日的結構性問題，一為功能性問題。 

關於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結構，在此想借用文化人類學上對「宇宙論」

（cosmology）的解釋來說明。宇宙論原來是指天文學上如何認識、掌握宇宙

的解釋體系，在文化人類學上的宇宙論則不是這種科學角度，指的是與各個

部族或民族形成相關的神話、象徵性宇宙之解釋，79反映了不同部族或民族

的世界觀。宇宙論的體現無法透過一般的手段來達成，儀式是必要的。國家

無法單單根據權力手段執行作為國家的統合，其中需要作為印證之用的宇宙

論。不斷地向人民昭示這個宇宙論的存在，是統治之要旨。在此一場合，國

家儀式就成為展現所謂國家這個共同體本質的文本。若是沒有這個文本，所

謂國家這個共同體或許將不成立。無論如何以權勢自誇的政權，只要其正當

性沒有獲得宇宙論層次的保證就不能安定，其基礎之脆弱性就會明顯化。我

們可以說國家是透過儀式來體現實體，透過儀式來確認存在。與之同時，對

於在此國中居住的人民而言，在超越眼目可及之現實中的宇宙論存在著國家

 
78
洪長泰，〈新文化史的探索〉，頁ix-x；洪長泰，〈生與死的節日：中共的通俗政治文化〉，收入

氏著，《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臺北市：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3年5月25日初版），頁298。 
79 村武精一，〈宇宙論〉，《文化人類学事典》（東京都：株式会社弘文堂：昭和62年2月10日初

版），頁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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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立基礎，而這個基礎是透過盛大的儀式來彰顯，這個過程與其說是單純

自上而下被賦與的行事，不如說可以自身感覺到安心、興奮，體驗到中心的

確實存在，而且標識出祈求生活安定的證明。在此存在著以儀式為媒介的國

家與民眾的相互作用。這是不能否定的。80 

儀式是節日活動的主體，與其他因應節日出現的論述、演藝等構成了節

日的風景。如果說作為國家成立基礎的宇宙論是必要的，而儀式是體現這個

宇宙論的方式，且不斷地向人民昭示這個宇宙論的存在又是統治之要，那麼

我們或許可以說節日週而復始的性質就是讓這個儀式不斷執行、也就是可以

讓這個宇宙論定期體現的機制之一。在中華民國長期作為國民黨執政之黨治

國家的場合中，統治者同樣在此創造了一個與其意志相應的宇宙論，創造了

一個類似過去部落、宗教時代創世神話的政治神話，並且在統治過程中透過

各種方式令人民認識到這個宇宙論，形塑共同體群眾作為黨國之民的意象。

回到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體系結構裡，正如在下文「研究範圍」項內將進一

步說明的，本文將從三個與宇宙論攸關的面向來理解國定節日。這三個面向

分別是：○1 國定節日中的傳統與文化：解釋中華民國這個現代型態國家與固

有歷史傳統文化的關係及延續性，而國民黨是民族血緣或文化道統等歷史遺

產的守護者和發揚者；○2 國定節日中的國家與國民：強調中華民國之成立、

壯大與國民黨密不可分的關係，形塑中華民國是黨國之國，以「國民革命」

等政治神話論述構築國族的新歷史，而生活在黨國中的群眾皆是革命的群

眾；○3 國定節日中的偉人與強人：突顯國民黨特定領袖型人物與國運的關

係，強調孫中山作為國父在奠定中華民國立國基礎的角色，以及蔣中正作為

民族救星在國族面臨現況與未來時的重要性，形塑若無偉人則國家基礎將不

成立、若無偉人則國族命脈將無以為繼的政治神話。 

Benedict Anderson曾經指出民族（nations）是一個想像的政治共同體，

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它是想像的，

 
80 青木保，《儀礼の象徴性》（東京都：岩波書店，1998年7月6日第1刷），頁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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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不可能認識他們大多數的同胞，和他們相

遇，或者說曾經聽說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連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

的心中。81這種解釋某種程度也可和這裡談的「作為黨治國家的中華民國之

宇宙論」相連結，在國民黨官定意識型態的形塑之下，生活在這個共同體中

的群眾皆是黨國之民，不斷向治下人民展現這個宇宙論，就是提供他們想像

我群作為一個共同體的材料。或許這些整合性解釋彼此之間的連結不見得那

麼精確，但是透過這些角度來勾勒中華民國國定節日體系的結構，在瞭解政

治權力如何藉此宣示統治正當性，對下層民眾訴求政治認同等問題上，仍具

有一定程度的有效性。 

接下來，應該再談的是國定節日的功能性問題，如果我們將國定節日理

解為政治權力形塑共同體的工具之一，那麼節日作為政治權力用以塑造歷

史、促進認同的工具、舞臺場景等等主從關係就極為清楚了。 

首先，論及節日與社會的關係，我們亦可以借助社會學上「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y）理論加以解釋。該理論認為：一個社會之中成員的身分

認同要得到維繫，需要許多集體記憶的綿密建構。而社會學上所謂的集體記

憶，指的就是一個社會團體或組織所具有的獨特記憶。在集體記憶的形成過

程中，必然涉及到人、事、物的篩選和去留，因此它並非天成，而是關係到

政治、經濟或文化勢力的鬥爭，此競逐過程也就經常導致社會的認知和記

憶，產生某種系統性的偏向。建構此理論的Maurice Halbwachs認為，每個個

人的身分認同和團體之間的界域劃分，很多時候是倚恃在這種記憶的存在和

建構上。也就是說，集體記憶是提供團體或社會一個形塑「命運共同體」的

基本條件。而集體記憶建構所依賴的媒介，通常有教科書、歷史神話、紀念

物或節日等方式。82借用Pirre Nora的話來說，國定節日是官方所創造的記憶

場域（也是屬於媒介物的解釋），由此觀點來看，紀念日、節日可以說是一

 
81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

的起源與散布》（臺北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年4月26日初版），頁10。 
82
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社會學與臺灣社會》（臺北市：巨流圖書公司，2003年第2版），頁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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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兼具「時間」和「空間」性質的記憶場域。節日的制定，其本身即是在傳

播了某種被儲存的歷史記憶，在週而復始的社會性時間中，由政治權力劃下

它的定點，每當重返這個時間點，許多展演舞臺空間就會被搭建出來。集體

記憶是具有可塑性的，因為其認知常須依賴物質來傳達，如果控制了這些文

化媒介，也就控制集體記憶。建構人們對歷史共同的理解，涉及這些文化媒

介的生產與重組。正因如此，使得集體記憶容易被操縱，對於傳達與保存集

體記憶的文化媒介之分析，是研究集體記憶不可或缺的一部分工作。83當然，

媒介不見得能完全影響人們的記憶，但是媒介上呈現的詮釋取向，無疑仍有

效地保持集體記憶的穩定程度。  

Maurice Halbwachs在集體記憶理論中曾指出歷史記憶（ historical 

memory）和自傳記憶（autobiographical memory）之間的差異。前者是藉由

書寫或其他類型的記錄才能觸及者，紀念活動或國定節日等等也是它得以存

續的媒介之一，也就是說我們對於一個歷史記憶的回憶並非直接的，而是需

要這個儲存和解釋歷史記憶之社會機制的激發；反之，自傳記憶則是我們在

過去親身經歷的記憶，這需要共有這些記憶的人們週期性的交流，才能強化

這些記憶，節日中等定期儀式行為可以說就是一種強化記憶的週期性交流。

84無論是前者或後者，都需要週期性的強化，聚集與這個集體記憶相關或是

願意接受的參與者，使這個記憶不斷地「再確認」。而集體記憶會隨著其所

屬的社會框架（collective memory social framework）改變，藉由這個框架所

回憶的意象，往往是與現下的主流思想相一致的。85吾人可以瞭解節日及其

中的相關紀念慶祝活動，可以說就是造就大眾集體記憶之社會框架的一部

分。節日是這些獲得官方認可之歷史記憶得以不斷展演的場合，大眾經由參

 
83
蕭阿勤，〈集體記憶理論的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思與言》第35卷第1
期（臺北市：思與言雜誌社，1997年3月），頁254。 

84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p23-24.      

85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pp. 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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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節日，目睹歷史記憶的再現，親歷這些自己未曾真實參與過的歷史。 

歷史學者王明珂將相關論者主要論點整理為：○1 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行

為，人們從社會中得到記憶，也在社會中拾回、重組這些記憶；○2 每一種社

會群體皆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藉此該群體得以凝聚及延續；○3 對於過去發

生的事來說，記憶常常是選擇性、扭曲或錯誤的，因為每個社會群體都有一

些特別的心理傾向，或心靈的社會歷史結構，回憶是基於此心理傾向上，使

當前的經驗印象合理化的一種對過去的建構。歷史記憶的建構過程必定伴隨

著歷史失憶；○4 集體記憶賴某種媒介，如文物、圖像或集體活動來保存。86 

社會學者蕭阿勤曾在相關討論中則將英語世界中對集體記憶的研究取

向區分為「解剖」和「拯救」兩種面向，前者的研究取向認為：人們記憶中

的過去受到當前的關懷、利益、期望所左右，而且他們對過去的意象，也容

易受掌權者的操縱，而研究者的主要工作，就在分析權力的結構，以及檢視

各種建構和傳遞歷史意象所憑藉的文化媒介。簡言之，這類研究的目的，在

揭露人們所記憶的過去是「社會建構」的，在本文中所引用的Maurice 

Halbwachs「集體記憶」理論、Eric Hobsbawm等學者「被創造的傳統」等研

究取向皆屬之。九○年代以來，本土學者大致使用這些研究取向來進行研

究，焦點大多集中在認同（identity）的變化，及其對社會、政治行動的意義

及影響。認同的變化往往涉及對過去歷史的重新省察，因此對這個問題的回

答，事實上就構成認同的一部分重要基礎。另一種取向則認為「過去」仍然

存在於「現在」，而且「過去」對社會生活是重要的。這種研究取向使我們

注意到集體記憶的歷史延續性。87本文在取向上可能較偏向蕭氏所說的「解

剖」，用意未必在於要將現在完全和過去切割，只是過去黨國體制統治下建

構的「傳統」存在著刻意的強調與遺忘，若是不加以解構、重新認識，那麼

 
86 王明珂，《華夏邊緣──歷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北市：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94年5月初版），頁50-51。 
87 蕭阿勤，〈集體記憶理論的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思與言》第35卷第1

期（臺北市：思與言雜誌社，1997年3月），頁24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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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研究就會失去應有的批判精神。 

節日是一種維持、強化集體記憶的媒介物，而文化人類學上所說的「通

過儀式」（rites of passage）概念則有助於吾人瞭解節日有何種特質，得以達

到維持、強化的目的。所謂的「通過儀式」意即從一個地點轉換到另一個地

點時，或從一個階段轉換到另一個階段時，所發生的一種人類行為模式，這

在世界各地都可普遍看見。而所有通過儀式都具有隔離、中介、整合等三個

階段，其中中介狀態的特徵是，參與者處於脫離時間感的，介於隔離與整合

之間的中間模糊地帶。88節慶及紀念中的儀式，也就是一種通過儀式，它的

完成就意味著參與者凝聚力的增進、個人自我意識的變化等等，在在攸關著

共同體的集體認同。 

承接上述，節日這項外觀上的社會、文化活動，其實也是一種權力運作

的集中呈現。Michel Foucault的「微觀政治說」（micropolitics）認為權力是存

在於人類的各種關係之中，權力與規訓無所不在，不論是在醫院、監獄或是

家庭裡。89此一概念提醒我們對於社會中隱隱存在著的權力關係之重視，權

力之檢視不是只能在政治場域尋得。掌握此一概念，將有助於對於政治節日

本質的認識。集體記憶是不穩定的，要培養、維持人們對過去的共同意象，

有賴不斷的注意和警覺，這種記憶工程有賴於對文化媒介的控制權，其目標

則是詮釋歷史的權力，權力與利益是「記憶政治」（memory politics）的要素，

因此研究集體記憶時也不能忽略權力結構的探討。90官方掌握集體記憶媒介

的主導權，在各種儀式中的演出是權力的一種展現，下層民眾受到動員以各

種形式參與節慶，更是規訓的一項寫照。節日中的儀式政治本身就是在塑

造、展演權力的統治正當性，它透過對於傳統的再現與再製、對於歷史的重

 
88 科塔克（Conrad Phillip Kottak）（著），徐雨村（譯），《文化人類學──文化多樣性的探索》

（臺北市：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年10月初版），頁330-331。 
89 彼得‧柏克（Peter Burke）（著），江政寬（譯），《歷史學與社會理論》（臺北市：麥田出 

版，2002年8月30日初版），頁163-169。 
90
蕭阿勤，〈集體記憶理論的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頁25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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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與篩選，在週而復始的社會性時間裡不斷演出，在這個演出的集體行動之

中，政治權力是導演及主角，而大眾則是觀眾及配角，前者運用權力建構出

神聖性的時間和空間，要帶領群眾回到那個神聖性的原點，雙方就在這身體

的反覆參與互動之下不斷確認彼此之間的關係。  

總之，節日的舉行是人類社會的集體行動之一，因此上引各種觀點皆有

助於增加這項研究的深度，不過本文仍將是立基於一手史料上的歷史學研

究，不欲遵循任何一個特定理論進行立證，而是期望適當將這些相關概念作

為一種解釋歷史現象的工具。  

(二) 資料來源 

就歷史文獻而言，報章雜誌是掌握各時期節日概況最易入手的材料，因 

為它往往最靈敏而立即地反映出社會脈動，但新聞報導仍因報導觀點、死角

或關注差異等因素，使它與「真實」仍有一段距離，讀者接受到的往往是媒

體所呈現的真實，而非真正的真實。生活在當代的我們只要對媒體生態稍有

認識，對於《聯合報》、《中國時報》或《自由時報》報導呈現的差異相信都

有某種程度的既定認知。儘管讀者所認識到的真實容易為媒體所矇蔽，但正

如因此，我們也可以透過特定立場的媒體摸索它以什麼樣的觀點去呈現社會

真實，例如：《中央日報》、《臺灣新生報》等黨官方立場的媒體所反映出的

社會脈動往往是主流政治權力詮釋下的概況，另一方面也最迅速、貼切地傳

達了政治權力的意向。在官方嚴格的新聞管制政策下，黨公營媒體享有諸多

特權，是政府學校等各機關常態性訂閱的主流媒體。91且一九五○年代以後

的官方媒體，由於政府明顯地在扶植黨政軍經營的各家報社，民營報社生存

空間更加萎縮，上述兩報成為長期瓜分臺灣報業市場的兩大報。92是以以之

作為本文的基礎材料，應具有相當的代表性。除此之外，作為瞭解民國時期

 
91 陳國祥、祝萍，《臺灣報業演進四十年》（臺北市：自立晚報，民國77年6月2版），頁41-61。 
92
王天濱，《臺灣報業史》（臺北市：亞太圖書出版社，2003年4月初版），頁22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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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現況的材料，《民立報》、《順天時報》、《申報》、《大公報》、《國聞

週報》、《民國日報》、《新華日報》等報刊，亦是參考的重要資料。至於戰後

臺灣九○年代以後的歷史發展，則另外參照了當時較居市場主流的《聯合

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等大報。93 

  其次，本文引用的中國國民黨文獻包括黨務部門的檔案、紀錄彙整如：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行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錄》，定期出版的黨務刊物有：

《改造》、《中央半月刊》、《中央月刊》、《宣傳週報》、《時事週報》等亦是重

要參考資料。其中，《改造》、《中央半月刊》、《中央月刊》是由國民黨中央

改造委員會及中央委員會自遷臺初期的黨務改造起先後出版、改組的一系列

刊物，原本是供黨內流通訊息之用，自《中央月刊》以後轉為開放的學術、

思想及文藝之綜合性刊物，黨內就節日工作相關討論的內部訊息資料、配合

節日編輯出版的特刊，均有助吾人較具體地瞭解黨國如何再現歷史。94《宣

傳週報》創刊於 1952 年 8 月，當時正值國民黨改造接近完成，在某次由中

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召開的宣傳會議中，決議創辦一份專給各級宣傳幹部閱

讀的刊物，用以指導各級宣傳幹部工作、供給宣傳資料。該刊自 1960 年 10

月起改以《時事週報》為名繼續刊行。95這份刊物發行期間基本上皆限於黨

內流通，對外界保密。這一系列刊物包含大量的、為不同節日設計製作的宣

傳資料，包含：指導綱要、標語、插播稿、壁報、巨幅圖畫、宣傳列車、牌

樓等節日宣傳的技術性、策略性指示等等，反映出國民黨宣傳機關如何針對

國定節日進行相應的政治宣傳，雖然它不對外發行，但可知應是黨務系統人

員必讀的宣傳資料，從黨國體制下國民黨對臺灣內部公私部門的滲透情況來

看，仍能推知該份資料對施策方面應有一定影響，具有參考價值。另外如：

刊載國民黨海外黨務訊息的《海外黨務通訊》、或是與國民黨關係密切的中

 
93 本文對這些報刊的引用，以紙本發行或復刻縮印的版本為主，必要時則擷取自各該報社建置的 
 網站、電子報或新聞全文資料庫。相關資訊請參考本書「參考書目」部分。 
94 張寶樹，〈卷頭語〉，《中央月刊》第1卷第1期，民國57年10月31日，頁11。 
95 說什麼怎麼說，〈本報發行十週年〉，《時事週報》第4卷第18期，民國51年8月3日，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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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青年反共救國團《團務通訊》、《幼獅》等資料亦有相應的利用。 

再次，是政府部門的資料。有關官方在國定節日上的決策情況，我們必

須參考政府官方的出版品及檔案。這一部分的資料，包括政府歷年來公布的

法令規章相關資訊，如：《臨時政府公報》、《政府公報》、《國民政府公報》、

《總統府公報》、《行政院公報》、《內政部公報》、《教育部公報》、《臺灣省行

政長官公署公報》、《臺灣省政府公報》或是政績回顧等。至於檔案的利用，

由於行政院內政部是規畫國定節日政策的主管機關，本文集中利用內政部所

藏的國定節日相關檔案，以圖爬梳官方決策的變遷。另外，本文亦部分參考

了國史館庋藏的《國民政府檔案》、《蔣中正總統文物檔案》及各機關移交的

檔案。同樣是政府部門的資料，現藏於國立編譯館，由官方主導編纂的各級

學校教科書留下統治階層如何藉教育達到國民統合，國定節日意義的教育也

是其中之一。 

在其他資料方面，作為大眾娛樂方面的參考資料，有中國廣播公司的機 

關誌《廣播月刊》、《空中雜誌》等，臺灣電視公司出版的雜誌《電視週刊》、

中國電視公司的《中國電視週刊》等。在統治階層的對立面，有：戰後初期

在中國上海創刊的《觀察》、由中國大陸來臺自由主義知識份子雷震等人主

導的《自由中國》、解嚴前後民進黨機關誌《民進報周刊》等，提供同時期

異議份子批判黨國威權體制的史料。96另外，傳記、日記及訪談回憶錄的運

用，也提供了非官方觀點的詮釋。這些資料不僅是客觀的史料，也是主觀的

歷史，97這同時意味著民間觀點的記錄，可以是反映出個人心態的研究史料。

也許在這些資料中可見的關於節日之記述過於瑣碎，但亦是本文掌握時人心

態線索之一，可以作為考察有別於政治權力運用節日所持觀感的參考依據。 

 
96 上述報紙期刊的出版資訊皆詳列於「參考書目」中，本文引用時將不再詳列出版地和出版者。 
97 許雪姬，〈近年來臺灣口述史的評估與反省〉，《近代中國》第149期（臺北市：近代中國雜誌

社，民國91年6月25日），頁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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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範圍 

  廣義上的「國定節日」98應包括國定紀念日及民俗、一般節日，本文認

為所謂「國定」即指被官方所認定具有紀念或慶祝意義及必要，在節日相關

法令規章上明白制定者，範圍上首先可包括官方政策制定的節日即政治性節

日，其次是民俗節日，最後則是其他人民團體發起的節日或國際性節日等

等。我國現行國定節日相關事項的規定尚未法制化，條例草案仍在審議階

段，目前原則上是根據行政院內政部2007年10月3日修正公布的「紀念日及

節日實施辦法」此一行政命令來施行。99內政部在該辦法中即將「國定節日」

分為三類：○1 「紀念日」：當天全國必須懸掛國旗，各級政府大都會舉行紀

念儀式。該項目中的節日，是屬於國家定義之下必須舉國紀念的層次；○2「民

俗節日」：以傳統常民習俗作為分類標準；○3 「一般節日」：由有關機關、團

體和學校慶祝。  

官方政策制定的節日是國家權力對社會控制在時間上的一種展現，現行

我國國定節日中如：開國紀念日、二二八和平紀念日、國慶日、臺灣光復節

等等均屬之，這些依官方意向而制定的節日在數量或內涵上皆可能會依政策

改變或統治力量的消長而增減伸縮，其生命週期較民俗節日短且變化大。100

民俗節日則是地方社會人民透過長期適應自然環境及群體生活的集體實

踐，所凝現出來的傳統民俗活動，其聚集人群的生活習慣和文化特色，反映

出人與自然、超自然或人群本身的關係。除民俗節日外，農時節氣或神明節

誕等等均屬之。這些民俗節日具有其傳承性及穩定性，即使會因應社會文化

 
98  本文所採用的總稱，是參考林美容《中華民國現行紀念日及節日緣由與意義之研究》的分類方

式，該研究報告將現行法定的國定紀念日、民俗節日和一般節日等，統稱為「節日」。參考：

林美容，《中華民國現行紀念日及節日緣由與意義之研究》（臺北市：內政部民政司委託計畫

報告，1996年），頁1。 
99
  內政部令臺內民字第0960155673號，〈修正「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2條、第3條條文〉，

《行政院公報》第13卷第191期，民國96年10月8日，頁30733-30734。 
100 黃世明、劉維公，《臺灣全志（卷九 社會志‧文化與社會篇）》（南投縣：國史館臺灣文獻

館，2006年12月初版），頁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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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而有所變遷，但往往仍留有傳統習俗的痕跡。戰後國民黨治臺時期，這

些民俗慶典在軍事反攻的時代背景之下，曾有一段時間受到相當程度的壓抑

或簡化。九○年代以後隨著臺灣本土文化受到政府、學者和民間人士日漸支

持，其促進人際交往、提供休閒娛樂、彰顯地方文化特色，且能發展觀光產

業等功能日漸受到重視，也促成民俗節慶的活絡化及在社會活動中的地位提

升，甚至官方亦配合地方產業及人文地理等觀光特色而發展出各種新興節

慶。101其他節日有人民團體節日如：婦女節、護士節及鐵路節等；以及全球

性節日如耶誕節、佛誕日等。102必須說明的是，官方政策節日或人民團體及

全球性節日雖然在概念上可以清楚歸類區別，但就實際的發起或發展過程而

言是無法明確分隔的。103有些節日乃人民團體及全球性質兼具，如：勞動節

及母親節；有些節日在性質上雖屬人民團體，但其背景來由卻又難脫官方政

策影響的因素，如：青年節、教師節均屬之，在本文中亦將有個案的研究。

104 

根據中華民國行政院內政部公布的「98年紀念日及節日與中央各主管機

關核定活動日」，臺灣社會各界於內政部登記在案的紀念日和節日範圍，及

於官方制定、民間習俗和各行各業的節日，數量很多。105本文雖以國定節日

為研究對象，但由於我國現行列於法令之中的節日繁多，亦不可能一一探

究，是故為使研究焦點更加集中，有進一步揀擇之必要。況且本文旨在透過

 
101

黃世明、劉維公，《臺灣全志（卷九 社會志‧文化與社會篇）》，頁49-53。 
102

黃世明、劉維公，《臺灣全志（卷九 社會志‧文化與社會篇）》，頁116-121。 
103

 近年相關官方出版品亦有分類錯誤的情況。如上引官方編纂史志《臺灣全志（卷九 社會志‧

文化與社會篇）》中將司法節、郵政節等劃歸為官方政策制定節日，又將母親節歸入人民團體

節日。事實上，司法節和郵政節都算是分別為司法及郵政領域或人員所制定的人民團體節日；

而母親節於5月第二個星期日慶祝的習慣，更是受到外來文化影響而與國外同步的節日，可稱

得上是全球性節日。參考：黃世明、劉維公，《臺灣全志（卷九 社會志‧文化與社會篇）》，

頁115、117-118、119-121。 
104 參考：第三章第二節、第四章第二節等。 
105   參 考 ： 「 中 華 民 國 98 年 日 曆 資 料 表 」 。 網 站 ： 內 政 部 民 政 司 網 站

http://www.moi.gov.tw/dca/law.asp?cls_id=13（資料取得時間：2008年6月24日）。表1-001。 

http://www.moi.gov.tw/dca/law.asp?cls_i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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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歷史縱深的視野，試圖解明黨國體制下的權力者如何透過節日對人民再

現歷史，形塑、追求民眾的政治認同及鞏固強化統治正當性，換句話說，本

文主要目的在突顯居中華民國國定節日主要成分的黨國因素。因此，透過一

定程度的篩選，集中討論較能呈現黨國體制宇宙論的節日，將使本研究更具

代表性。 

  根據現行「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106「紀念日」項中依時序列有：○1

中華民國開國紀念日、○2 和平紀念日、○3 國父逝世紀念日、○4 反侵略日、○5

革命先烈紀念日、○6 佛陀誕辰紀念日、○7 解嚴紀念日、○8 孔子誕辰紀念日、

○9 國慶日、○10臺灣聯合國日、○11國父誕辰紀念日、○12行憲紀念日。其中除和

平紀念日、佛陀誕辰紀念日、反侵略日、解嚴紀念日及臺灣聯合國日等皆是

解嚴乃至政黨輪替以來陸續制定的節日外，其餘皆是國民黨政權在黨國體制

嚴密時期所制定的節日，具有較長久的歷史。本文欲在這些黨國紀念日的基

礎上，剔除實質上節日意義較未被突顯、紀念規模較不盛大的「行憲紀念

日」；此外節日意義與國慶日相近的「中華民國開國紀念日」將併於國慶日

相關章節中一起討論。增加方面則有2007年遭民進黨政權撤廢的先總統 蔣

公逝世及誕辰紀念日。針對這些紀念日的討論將是本文的主要部分。 

在「民俗節日」項中，現行節日共有：○1 春節、○2 民族掃墓節、○3 端午

節、○4 中秋節、○5 農曆除夕。其中民族掃墓節實際上並非這個民俗節日的原

有名稱，該名稱是國民政府於一九三○年代統治中國大陸時期附會舊曆節令

清明而創造出來的新節日，是觀察政治權力如何影響傳統民俗節日的一個個

案，況且於戰後臺灣該節日在蔣中正總統逝世後又進一步與偉人紀念日相結

合，可說是受到了政治權力的充分運用。本文將之列入探討對象之一。 

最後，在「一般節日」項中有：○1 道教節、○2 婦女節、○3 青年節、○4 兒

童節、○5 勞動節、○6 軍人節、○7 教師節、○8 臺灣光復節、○9 中華文化復興節

等。觀察這些節日的性質，它們和紀念日有特定歷史人物或事件作為紀念對

 
106 參考：第二章。表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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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不同，大部分都是官方或人民團體挑選某些日期（如：婦女節、勞動節。），

或附會其他特定節日（主要是紀念日，如：青年節附會革命先烈紀念日、軍

人節附會抗戰勝利紀念日等。）而制定或發起的。在這些節日中，婦女節、

兒童節、勞動節等皆較單純地屬於國際性的人民團體節日， 道教節為宗教

性節日，政治權力介入的色彩較不鮮明。其他節日則都經過黨國體制統治者

主導下的附會而成，如：青年節附會了革命先烈紀念日、軍人節改訂自原抗

戰勝利紀念日、教師節附會了孔子誕辰紀念日、中華文化復興節附會了國父

誕辰紀念日，顯然受到了政治權力介入的較大影響。這些節日中的青年節、

教師節和中華文化復興節等皆將配合原有紀念日一併探討，至於軍人節則一

方面因慶祝規模限於軍人，另一方面相關紀念日又不在本文主要討論範圍

中，是以在此不擬進行深入分析。最後，本文針對臺灣光復節將闢一專節討

論，臺灣光復節為特定歷史事件而訂，和其他一般節日稍有不同而性質近於

「紀念日」 且它在過去黨國體制所制定的政治性節日中，可說是唯一一個

與臺灣歷史直接有關的節日，重要性不能忽視。 

107

108

本文針對這些國定節日進行分類如下：○1「國定節日中的傳統與文化」：

民族掃墓節、孔子誕辰紀念日；○2 「國定節日中的國家與國民」：國慶日、

革命先烈紀念日／青年節、臺灣光復節；○3 「國定節日中的偉人與強人」：

國父誕辰／逝世紀念日、先總統 蔣公誕辰／逝世紀念日。這樣的分類方式

一方面便於集中討論，一方面也結構性地體現了中華民國黨國體制的宇宙

論。它們分別象徵這個黨治國家對於過去歷史的理解和詮釋，對現在處境、

未來理想的自我表述，以及重視領袖崇拜的統治性質。不過，應該加以注意

的是，這些節日雖可按其性質略加分類如上，但有些節日意義在政治操作中

是交互使用的，如：訂國父誕辰紀念為中華文化復興節，以及合併先總統 蔣

 
107

林美容，《中華民國現行紀念日及節日緣由與意義之研究》（臺北市：內政部民政司委託計畫

報告，1996年），頁33、38 、42。 
108 早期臺灣光復節並非國定節日，只是臺灣省官方公告的省級節日，戰後初期文獻中亦可見「臺

灣光復節」、「臺灣光復紀念日」等等未經法定統一的名稱通行。參考：第四章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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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逝世紀念日與民族掃墓節等是。本文主要以「紀念日」為研究範圍，旁及

在發展過程中亦不時遭統治權力交相運用的其他民俗或一般節日，雖然對於

其他節日不擬深入探討，但這些節日在國定節日體系中可以說都是受到黨官

方充分運用的，是國定節日體系中的主要部分，對於瞭解中華民國國定節日

中的黨國因素及歷史變遷，應具有一定代表性。 

(四) 章節架構 

雖然過於繁瑣，但本文採取的並非單純將國定節日視為一個整體觀察其

歷史變遷，而是各別針對所篩選的國定節日就其緣起、制定、祀念／慶祝及

變遷一一探討。  

第一章是說明本文的問題意識及研究回顧、方法、資料等。 

第二章以歷年國定節日法規的制定刪減增修為本，嘗試呈現出我國現行

國定節日政策整體的歷史變遷。 

第三章至第五章針對國定節日進行分類，以「國定節日中的傳統與文

化」、「國定節日中的國家與國民」、「國定節日中的偉人與強人」等項目，比

較詳細地談國定節日各別的歷史發展過程。在談論的時間序列上大體可粗分

為：○1 中國大陸時期、○2 戰後初期的臺灣、○3 黨國威權體制時期的臺灣、○4

解嚴後 黨國威權漸形消弭乃至於 2000 年首次政權輪替後民進黨執政時期

的臺灣等四個階段。本文基本上仍以探討戰後臺灣黨國體制下的國定節日為

中心，因此在論述比例上將特別偏重第三階段而輕其他，除了呈現第三階段

節日中儀式、活動的形式概況以圖瞭解當時政治文化和社會集體感外，亦在

節日作為一個歷史記憶或政治表述之媒介的認識基礎上，針對這個時期的歷

史再現、詮釋等問題進行比較深入的敘述探討。在其他階段的呈現仍以概要

109

 
109 國民黨政權在戰後臺灣曾經三度宣布戒嚴令，分別是二二八事件期間、1948年12月10日依據臨時

條款所頒布並於日後延續的接戰地域戒嚴令，以及1949年5月19日的臺灣省戒嚴令。前述第三次戒

嚴令期間長達三十八年，本文所指的「戒嚴」、「解嚴」一概指涉第三次戒嚴。參考：薛化元等，

《戰後臺灣人權史》（臺北市：國家人權紀念館籌備處，民國92年12月初版），頁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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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 

第六章結論的部分則再拉高視角看整體國定節日在歷史變遷中呈現的

共同趨勢。也會針對國定節日的政治、社會功能及意義進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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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001 2009 年中華民國紀念日及節日與中央各主管機關核定活動日 

1月1日 中華民國開國紀念日 4月1日 主計節 8月27日 鄭成功誕辰紀念日 

6日 獸醫師節 4日 兒童節   

11日 司法節  清明節（民族掃墓節）9月1日 記者節 

15日 藥師節 5日 音樂節 3日 軍人節  

19日 消防節 7日 衛生節  全民國防教育日 

23日 自由日 28日 工殤日 9日 體育節 

25日 戊子年除夕   21日 國家防災日 

26日 己丑年春節 道教節 5月1日 勞動節 28日 孔子誕辰紀念日  

  2日 佛陀誕辰紀念  教師節 

2月4日 農民節 4日 文藝節 牙醫師節   

9日 觀光節 10日 母親節 10月3日 中秋節 

15日 戲劇節 12日 護士節日 10日 國慶日 

19日 炬光節 15日 兒童安全日 21日 華僑節 

28日 和平紀念日 28日 端午節 詩人節 24日 臺灣聯合國日 

    25日 臺灣光復節 

3月1日 兵役節 6月 3日 禁煙節 26日 老人節 

5日 童子軍節 6日 工程師節 水利節 31日 榮民節 

8日 婦女節 9日 鐵路節   

12日 國父逝世紀念日 15日 警察節 11月1日 商人節 

 植樹節   11日 工業節 地政節    
14日 反侵略日 7月1日 公路節 漁民節  全民健走日 
17日 國醫節  稅務節 戶政日 12日 國父誕辰紀念日 醫師節 
20日 郵政節 4日 合作節    中華文化復興節 
21日 氣象節 11日 航海節 21日 防空節 
25日 美術節 15日 解嚴紀念日   
26日 廣播電視節   12月25日 行憲紀念日  
29日 革命先烈紀念日  8月1日 原住民族紀念日 27日 建築師節 
 青年節 8日 父親節 28日 電信節 

 
 
註：本表紀念日及節日包括「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所定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非

國定節日。 
資 料 來 源 ： 「 中 華 民 國 98 年 日 曆 資 料 表 」 。 網 站 ： 內 政 部 民 政 司 網 站

http://www.moi.gov.tw/dca/law.asp?cls_id=13（資料取得時間：2008年6月24日） 

http://www.moi.gov.tw/dca/law.asp?cls_id=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