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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歷史教育的目的 

 

「歷史是歷史學家與事實之間不斷交互作用的過程，現在和過去

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1卡爾這句膾炙人口的名句，道盡了歷史的

堂奧之妙，歷史不但是過去的事實本身，也是人們對過去事實的認知

和傳達的成果，既然所包含的不只一個面向，那麼，我們緣何學習歷

史？歷史教育的目的何在？ 
 
自古以來，以古為鏡的資鑑概念向來廣及於知識分子的心中。在

傳統中國的概念中，學習歷史的目的，多半是為了知曉興替，以前車

之鑑為後事之師，隨著時代演進，歷史教育被賦予更多層面的意義。

民族文化的傳承、集體記憶的保留，甚至個人邏輯思維的訓練，都被

包含在歷史教育的目的中，而基於這些積極、正面的目標，歷史教育

被完整的規劃進學生的學習歷程中，從小學、國中、高中到大學的通

識教育。各成體系，卻又環環相扣，從教育部在 85 年 5月公布的高
級中學課程標準裡面關於歷史課程的教學目標，2即可看出近代歷史

教育的核心目的。 
 
該課程標準中所列目標共有四項： 

 
一、啟發學生對歷史的興趣，俾能主動學習歷史，吸取歷史經驗，增

進人文素養。 
二、引導學生了解歷史知識的特質，使其認清歷史變遷對時代的重要

性，以強化其思考分析能力。 
三、引導學生思索人我、群我的關係，以培養學生對社會、民族國家

的認同感與責任心。 
四、培養學生具有開闊的胸襟及世界觀，使能以更寬廣的角度思索中

國歷史文化在世界歷史文化中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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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條教學目標，和自 37 年以來已經歷四次修訂，卻未曾改

動的教學目標已大不相同，但從中可見，「民族意識」與「愛國情操」

的培養，多年來一直都是歷史教育的主要目的。 
 

時至今日，民族大義的「萬年目標」終於遭受到了衝擊，由於台

灣本土意識抬頭，與原先中國化的民族意識產生激烈衝突，使原先作

為核心目的的民族意識和愛國情操反而變得模糊不清，加上教育改革

的實施、歷史科的地位愈行式微，在種種危機之下，歷史學者亦逐漸

開始反思，不再憑空畫起這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餅；而改

以學生的需求思考，回歸歷史教育最單純的目的，此一目的不是讓學

生去記誦更多歷史，而是培養學生認識歷史的能力，這些教育目的的

改革，反映在 92 年提出的「普通高級中學歷史綱要草案」3的教學目

標中： 
 
一、幫助學生就時間脈絡來了解現在。 
二、幫助學生理解自己文化的根源，建立自我認同感。 
三、建立學生對於世界上其他不同文化的基本認識和理解，養成包容

並欣賞多元文化的開闊胸襟。 
四、激發學生對歷史的興趣，以充實其生活的內涵。 
五、向學生介紹歷史學科特有的方法，藉由探究歷史問題的練習來訓

練學生的思維，啟發學生分析理解人類行為及人類社會的興趣及

能力。 
 

在上述的教學目標中，學生對知識的自我需求與滿足，取代了原

先的民族意識及愛國情操。歷史教育在此被提高到了一種終極理想：

透過歷史知識，讓學習者感知生命的流動與意義！ 
 

上述的目標與價值誠然宏遠，然而在現實中，我們卻只見歷史學

科在各級教育的地位上節節敗退，被我們認為高度趣味性的歷史，竟

然在高中生的心目中敬陪末座。4究其原因，乃是在於長久以來我們

的歷史教學並未真正實現這些歷史教育的價值，當這些圖騰般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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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實學生的需求狀況漸行漸遠時，如何在歷史教育中發揮這些被寄

予厚望的效果，就成了在歷史教學前必須先行思考的重點。 
 
雖然我們均認同「歷史絕非記誦之學」的觀點，然而，在傳統歷

史教育上，還是較著重於史實的傳遞與學習，此一觀點反映在教科書

上，就成就了台灣歷來以政治、外交、軍事等事件為主軸堆砌而成的

歷史教科書，彷彿「什麼都要交代，卻好像什麼都沒有交代清楚」。5

當然，史實知識的學習並非全無價值，這些學習主要著眼在歷史課程

中藉由傳遞選擇過的歷史事實，灌輸學生國族過去的榮耀與偉大傳

統，藉此引發學生心中的國族自尊心和認同感，以塑造出愛鄉愛國的

好公民，6這和我們傳統的教育目的，其實是大致相符的。 
 

此種灌輸歷史事實的授業方式，固然可以達到上述的目的。然而

以純粹事實的傳遞，讓學生往往將歷史劃入所謂的「背科」中，致使

無興趣者，於學習時索然無味、痛不欲生，應付完考試後課本隨即束

之高閣。如此，「歷史教育」成了探究歷史的票房毒藥，非但沒有引

發學生對歷史的興趣，反而使更多人從此避歷史唯恐不及！ 
 

事實上，「歷史事實」並不代表歷史的全部，這些歷史事實象徵

著「過去」，包含了所有發生過的事情；而「歷史」則是藉由種種被

遺留下來的史料，運用特定的研究方法和概念體系，將過去所發生的

事加以選取、編序、探究、解釋，並賦予意義而成。歷史並不只是那

些已經被認定的事實，在根本上，它應是一種有根據的判斷，學生們

真正要學習的「歷史」，而不是由一些理所當然的事實拼合而成的「過

去」。7唯有把學生由過去「知其然」的程度，帶向「知其所以然」的

理解，歷史教育的價值，才能更進一步的落實。 
 

依此概念，92 年提出的「普通高級中學歷史綱要草案」中，特

別提出四項「歷史科核心能力」，作為高中歷史教學的主要執行目標，

當中「時序觀念」讓學生將時間架構常記在心，進一步認識變遷、延

續、發展、進步等觀念的意義，「歷史理解」讓學生一步步進入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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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掌握敘述課本的重點，再設身處地認識過去，並做出重要與否、有

無意義的評價；「歷史解釋」讓學生分辨不同的解釋之中何以不同的

原因，進而發展出依憑證據提出解釋的能力。「史料證據」能力更是

學生理解過去，進行史料辨析時的主要依據。8 
 
利用一手史料的檔案來呼應輔助以此高中歷史教育核心，正是本

論文撰寫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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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高中歷史教育的發展 

 
我國歷史高中教育的發展，可以上溯至清末所頒布的中國新式學

制開始，當時的規定與成果，為日後民國的學制奠定基礎，民國成立

後，各種西方新式教育的理念大量引入中國，使得在民國以來幾次中

學歷史課程制度的修訂上，受過去日本教育影響甚深的情況，轉而漸

漸趨向美式學制，而一海之隔的台灣，由於當時受到日本殖民的影

響，實行的是另外一種日式體系的歷史教育。抗日戰後，隨著台灣重

回祖國懷抱，對於日治時期的教育也略作調整，而之後由於大陸淪

陷，政府遷台，基於現實環境的特殊情勢，我國歷史教育的制度也產

生大幅度的調整與改變。本節主要即針對這段特殊的時代，以分期介

紹的方式，對近五十年來高中歷史教育的發展作一分析。 
 
在分期之前，先對分期下歷史教育的橫切面作一分析。事實上，

即便時至今日，我國高中歷史教學的議題大體仍不出三大類： 
 
一、在制度面不出高中歷史的課程標準； 
二、在理論面不出課程標準下教學綱要的分析； 
三、在執行面也不出教科書編寫內容的探討。 
 

由此可見，歷史課程綱要的制定以及高中歷史教科書的編纂幾乎

整個影響了現今高中的歷史教育，本節各時期對當代的制度面、理論

面以及實際面的分析，就是以這兩項為主要依據。 
 
而在這五十年來的高中歷史教育，大致依照高中歷史課程標準的

十年一修、十年一改，在分期上，有研究者針對整個高中課程文理不

分、文理分組到現今選修代替分組的情況將歷史教育分為三期，9不

過本文不採用此分法，而是依歷史教學理念的改變，將之劃分為傳統

期、過渡期與現今的改革期加以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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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期 

 
傳統期包含了光復以來至民國 84 年課程標準修定前這段漫長的

時光。其中包含了民國 41 年、民國 51 年、民國 60 年，以及民國 72
年四次課程標準的修訂。這段將近四十年的時光中，關於教學時數、

教學內容等制度面雖然因為時間改變而多有修改，但大體上，高中歷

史教學的理念以及實際教科書編纂的執行是呈現著一種不變的保守

心態。 
 

本時期制度上的發展，主要又可分為「教學時數」與「教學內容」

兩個面向，歷史教學時數的增減，在某一方面也反映了歷史在社會價

值中的評價與地位，民國 41 年的課程標準中，高中教育仍是屬於文

理不分的階段，因此，所有學生所要上的歷史課程時間都一樣，三學

年共八節課，比較特殊之處是高一沒有歷史課程，而集中在高二、高

三教學；到了民國 51 年，高中教育採取了文、理分組的政策，學生

所要學習的教學時數也依組別的不同而有所出入，這段時間的規範

中，理組的歷史仍維持三學年八堂課，文組則增加為三學年 12堂。
到了民國 72 年，高中課程教育從文、理分組的格局中更進一步，強

調自由發展的選修來代替分組。這時，選修自然學科的學生，歷史課

程還是維持三學年八堂課。而選修社會學科的學生則又增加為 12-16
堂課。10整體來說，這段時期的歷史課程，隨著文理專業的劃分，自

然學科變動不大，不過社會學科的歷史比重是有逐年增加的態勢。 
 
而本時期歷史課程的內容，也是受到高中教育的影響而發展，由

於民國 51 年的文理分組，社會組的歷史課程也相應增加，文化史課

程開始出現，民國 51 年增加了「中國文化史」，民國 30 年增加了「西

洋文化史」。這些課程的出現與演進，顯見高中歷史教學，由原先偏

重政治外交的歷史，漸漸加入對於社會、文化的關懷，所著眼的，也

從原先的只注意中國，開始用更多的歷史教學比重來關懷世界的變

動。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11 -

表 2-1 傳統期課程標準歷史科課程時數分配表 
頒佈時間 組別 科目名稱 課程總時數 教學課程總時數 所佔百分比 

民國41年  歷史 8 186-188 4%-4.3% 
文組 歷史 12 190-208 5.8%-6.3% 

民國51年 
理組 歷史 8 192-210 3.8%-4.2% 

文組 
歷史 
中國文化史 
世界文化史 

12 200-206 5.8%-5.9% 
民國60年 

理組 歷史 8 200-208 3.8%-4% 

社會組

歷史 
中國文化史 
世界文化史 

12-16 202-218 5.5%-7.9%  
民國72年 

自然組 歷史 8 202-218 3.7%-4% 

※說明：「課程總時數」與「高中教學課程總時數」係指高中三年之課程時數總計。 

 

在理論面發展的探討，在此主要以高中歷史課程標準中的教學綱

要來做解析。之前提過，這段時間的教學理念大體未曾變動，這一點

從教學綱要中的教學目的就可一目了然。仔細對照，可以發現在民國

84 年以前中國史部分的教學目標都以民國 41 年為模範，除了民國

50 年略作調整外，歷來一字未改。沿用同樣目標四十餘年，這段四

十年不變的課程目標如下：11 
 
（一）明瞭中華民族之演進及各宗族間之融合與相互依存之關係。 
（二）明瞭我國歷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變遷的趨向，特別注

重光榮偉大的史實與文化的成就，以啟示復興民族之途徑及其

應有之努力。 
（三）明瞭世界各主要民族演進之歷史及其相互之影響。 
（四）明瞭世界文化之演進及現代國際大勢，確立我國對國際社會應

有之態度與責任。 
 

由此課程目標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或許出於當代特殊的政經背

景，此時的高中歷史教育強調的是史實的灌輸，不管所要學生「明瞭」

的理念為何，都是為了國家，培養出愛鄉愛國的好國民，學生個人的

人文精神，實非此時期的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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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材綱要的內容上，這段時期的編寫是以傳統通史的方式，

按時間先後、朝代順序編排課程，主要以章節為主，下分小節，大致

依照先談政治、再談對外發展，最後再談制度、學術思想、文化等順

序編排。大體偏重於政治面，對社會經濟較少涉及。雖然對社會組學

生而言，社會經濟史的不足，可以用分組後的文化史來彌補，但對歷

史作為一門必修的學科而言，太偏政治外交史，也影響到學生對於歷

史學習的興趣。民國 72 年的課程綱要，雖然又增加了民生經濟史的

敘述，使得歷史在必修課程上較為完整，但是因為篇幅的增加，教學

時間卻沒有改變，什麼都要提的結果，反而讓人有什麼都沒有提的感

覺，這也是傳統期高中歷史教育中，最廣為學者批評之處12。 
 

此外，在教綱中的台灣史比重，也是值得玩味之處。或許是出

於制定時的大中國思想，教綱中的章節細目，除了最後「三民主義模

範省的建設」一章外，完全找不到任何有關台灣史的章節。教綱中這

種不願面對現實的情況，一直持續到民國 84 年的修訂。 
 

而作為執行面的教科書，這時期的變動也並不大，其中四次課

程修訂，採取的都是由國立編譯館所統一編譯的教科書，俗稱「統編

版」。編輯者主要多為學有專精的歷史學者，但因為這些編輯委員多

半都是兼任的性質，平日都有繁重的教學與研究工作，難以對歷史教

科書作出太深入的規劃與修訂，在時間的壓力下，往往只能虛應一應

故事，甚至照舊課本一字不動。因此，歷史教科書內的章節、內容雷

同的情形所在多有，教科書未能與時並進的結果，也就造成高中歷史

教學漸漸與學生脫節，成為高中生習之無味，畢業棄之毫不可惜的背

誦知識，且在理、工領域逐漸抬頭的情況下，高中歷史教學，也漸漸

受到了嚴重的考驗。 

 
二、過渡期 
 

有鑑於高中歷史教學的困境，高中歷史教學的情況終於在民國

84 年的課程標準中做了大幅的修訂，這次的改革主要是在教綱內容

的理論方面，制度面的課程時間與教學課程方面，更動幅度並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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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的修訂中，歷史規範為自然組必修三學年 10堂課。社會組
則是三學年 16 堂課。13而科目和之前一樣，只是在比重上，原先只

有一冊世界文化歷史篇的比重提高，對世界歷史的重視程度，確實又

增加了。 
 

表 2-2 過渡期課程標準歷史科時間分配表 
頒佈時間 組別 科目名稱 課程總時數 教學課程總時數 所佔百分比

社會組 

歷史 
世界歷史篇 
中國文化史 
世界文化史 

15 204-214 5.5%-7.9%
民國84年 

自然組 歷史 9 204-214 3.3%-4.4%

※說明：「歷史課程總時數」與「高中教學課程總時數」為高中三年之時數總計。 

 
此次的修訂和之前四十年的高中歷史教學相較，在教學綱要的內

容中與教科書的編寫上，民國 84 年的高中歷史課程標準，可說是做

出了大幅度的改革。這份改革的理念改變，顯現在歷史科教學綱要中

的教學目標。這份目標內容如下： 
 
（一）啟發學生對歷史的興趣，俾能主動學習歷史，吸取歷史經驗，

增進人文素養。 
（二）引導學生了解歷史知識的特質，使其認清歷史變遷對時代的重

要性，以強化其思考分析能力。 
（三）引導學生思索人我、群我的關係，以培養學生對社會、民族國

家的認同感與責任心。 
（四）培養學生具有開闊的胸襟及世界觀，使能以更寬廣的角度思索

中國歷史文化在世界歷史文化中之地位。 
 

與之前的課程目標相較，這份大幅修訂的目標，採用啟發、引導

等字眼替代，顯見教育理念已經由傳統教師的單向注入式教學，轉變

為師生雙向共同參與歷史教學活動的方式，教學方法更趨向活潑與多

元。14歷史教育所關心的不再只是以歷史史實的灌輸，來幫助國家對

國民的塑造，而是針對學生個人本身，給予他歷史智慧的啟發以及歷

史經驗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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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的教綱內容反應此教學目的也有了大幅度的修訂，為了調整

之前「樣樣通樣樣鬆」的缺失，並避免與國中歷史教學內容重複，本

次教綱不再強求通史諸事俱談的方法，而改以專題的方式來編排，在

內容方面，政治史的比重大幅下降，思想、社會變遷等人文面取而代

之，並以加強對時代趨勢的敘述取代過多政治、軍事史的記憶，另外

在台灣史的部分，則順應近年來本土化的趨勢，增加許多台灣史的章

節，這些章節計有「台灣的發展與經營」、「台灣建省與乙末割台」、「台

灣經驗的建立」以及「台灣社會文化的變遷」共四章，雖然章節內容

並未連貫，無法達成一氣呵成的效果，但和之前趨近於零的比例相

較，台灣史的比重已經是前所未有的提高。 
 
除了教綱的改變，在教科書的編寫上，也做了一大變革。過去向

來由國立編譯館統一編寫的統編版教科書已不再使用，改由讓民間各

出版社依據高中歷史教學綱要自行委請專業人士編寫，最後再由國立

編譯館作審定，成為現今採行的審定版教科書。猶如歷史各人觀點的

多元性一樣，教科書不再單一化，讓教師能夠自由選擇，如此作法在

相當程度上，也是刺激著教師去思考：「到底要教給學生什麼東西？」 
 
由於以上的變革，國內已出現三民、正中、南一、建宏、龍騰、

大同等六個版本的教科書，高中歷史教科書邁入了百家爭鳴的新階

段，我國的高中歷史教學，也在這次變革中，開始有了較為大幅的改

變。 
 

三、改革期 

 
對我國的歷史教育而言，民國 84 年的改革無疑是五十年來前所

未有的大變動，然而對於憂心歷史教育的學者而言，這些改革只是治

標不治本，目標理念雖然訂的漂亮，但離實際的教育經驗還是太遠。

此外，在現實環境上，近年來多元入學模式的興起，對高中歷史課程

地位也產生極大的衝擊。許多社會組科系不採計史地科目成績，而只

以國英數三科計分，不但造成了自然組跨考方便，更造成社會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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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落的困境，致使部分社會組學生在升學主義的導向下，都不再關注

史地。歷史失去了大學聯考的保護傘，欲重新建立歷史教學之重要性

與價值，則須回歸歷史教育本身的意義，由此顯示歷史教育的再改

革，已是高中歷史教學所刻不容緩的議題了。 
 

因此，在民國 90 年開始的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的修訂中，高中歷

史的課程綱要，也隨著此次標準的修訂而有大幅度的更動，此次課程

標準草案於民國 92 年 7月公佈後，引起了社會大眾廣泛的討論，其

中歷史科課程綱要，在教學內容上更是爭議極大。此草案是否實行，

目前仍未有定論，不過可以確定的是，當下此刻，正是我國歷史教育

實施以來最重要的變革期。 
 

在制度面上，這次歷史課程的時間分配，也因教育體系的不同而

有所變動。現今高中課程仍是以所謂選修學分制替代之前的文理分

流。15而因應多元入學的取向，並配合「加強通識教育，順應大學延

後分化的趨勢」採取了高一、高二不分化的原則。16歷史被劃入必修

的社會領域之中，高一、高二每週兩節，合計必修二年 8學分，而原
來的中國文化史與世界文化史課程，則被列為高三的選修，一週 3小
時，合計 6學分。和之前相比，雖然因必修與選修的規範而有所出入，
但大體而言，時間的比重上相去不遠。不過在課程內容上卻有了極大

的改變，造成本次高中歷史課程的修訂，也成了此次教育改革中最大

的颱風眼。 
 

表 2-3 改革期課程標準歷史科時間分配表
17 

頒佈時間 屬性 科目名稱 課程學分數
畢業總
學分數 所佔百分比 

必修 歷史 8 144 5.5% 

民國 92 年 
選修

中國文化史 
世界文化史 

6 36-64 9.3%-16.7% 
6.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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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高中歷史課程最大的改變有二，一是台灣史的獨立成冊；一

是中國近代史被納入世界史的範疇。18此次高中歷史綱要的四學期歷

史課程中，遵循近年來廣為流行的同心圓理念，第一學期從最貼近學

生生活的台灣史部分講起；明代以前的中國古代史放在第二學期，之

後清代以降的中國近代史，則是因為當代與世界互動密切的原因，被

放入第三、第四學期的世界史中。如此改變的權衡考量，並非本研究

的重點，不過在此次的變革中可看出，台灣史的獨立成冊，是繼民國

84 綱要大量增加台灣史篇幅後，又一次台灣意識的展現，而以同心

圓理念將其放在第一冊，顯示其教學理念頗受到英、美近來歷史教育

理念的影響，至於把中國近代史放入世界史的範疇中，除了近代世界

互動密切的理由外，恐怕難免有點出於對 50 年來中國近代史趨近中

國國民黨黨史的反動吧！ 
 

與課程內容所受到的爭議相較，本次歷史課程綱要的修訂的教學

理念，似乎並未受到太大的質疑，不過在理念上，仍是出現相當程度

的改革，首先我們先以歷史必修課程的教學目標和之前的概念相比

較。此次「普通高級中學歷史科課程綱要草案」的教學目標如下： 
 
（一）幫助學生就時間脈絡來了解現在。 
（二）幫助學生理解自己文化的根源，建立自我認同感。 
（三）建立學生對世界上其他不同文化的基本認識和理解，養成包容

並欣賞多元文化的開闊胸襟。 
（四）激發學生對歷史的興趣，以充實其生活的內涵。 
（五）向學生介紹歷史學科特有的方法，藉由探究歷史問題的練習來

訓練學生的思維，啟發學生分析理解人類行為及人類社會的興

趣和能力。 
 

和 84 年的目標相比，本次教學目標更著重在學生個人。歷史教

育放下了國家興亡的大帽子，改為更注重學生個人思辨及素養的啟

發。從前述教學目標之第五點更可看出，現今歷史教育所最主要的關

懷，由過往的事實的教導，改為更進一步的去灌輸學生史才與史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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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在思考、判讀史料的過程中，去體驗史學家研究歷史的醍醐

味，從而真正理解到歷史這門知識。高中歷史教育要從記誦之學，漸

漸轉變為思辨之學。 
 
為此目的，本次歷史科教學綱要中提出了「核心能力」的概念，

這所謂的核心能力，就是學生在培養歷史思維時所必須具備的基本能

力，包括：「時序觀念」、「歷史理解」、「史料證據」以及「歷史解釋」

等四項，時序觀念的能力，可以幫助學生了解歷史事件的時序，比較

古今的變遷；歷史理解的能力則是將歷史事實的記憶，提升至理解的

層次，使學生進一步掌握史實的意義與脈絡；史料證據培養的則是學

生運用和蒐集史料的能力；歷史解釋則以史料證據與歷史理解為基

礎，有意識的對過去提出理性、系統的說法。這四項核心能力的規範，

可視為本次歷史綱要教學目標執行上的重心。 
 
不過，如前所述，以上所探討的課程綱要，仍是處在尚未拍板定

案的草案階段，支持的聲音不小，反對的聲浪也高，是否會有所修訂、

刪改仍未可知，但在教育理念上，此次的改變的確走出了過往的窠

臼，也為未來的高中歷史教育，指引出一條美好可行的路徑。 
 
總結來說，我國高中歷史教育的發展，從前的傳統係以「中國史」

為核心；教育方法則以「史實灌輸」為主體，近年來則呈現「台灣意

識提高」以及「教學方法活化」兩大趨勢，然而歷史教學從過去到現

今的改變，究竟孰優孰劣？下節將針對史料在高中歷史教學的運用，

作出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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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史料在高中歷史教學的運用 
 

對歷史學科而言，歷史有兩個層面的表達方式，一個是過去事實

本身；一個是人先對過去的認知和解讀，再傳達給大眾的知識19，二

者相輔相成，缺一不可，歷史學科的探究模式，就是讓學生與過去對

話，學習作史家的工作，歷史學科的基礎觀念，就是掌握並活用歷史

知識的這兩種類型。 
 
對於課堂教學來說，教科書無疑是相當重要的一種輔助工具，是

由各方專家學者所研議、編寫，意圖作為教師教學時憑藉的準則，然

而，教科書篇幅與課堂上教學時間同樣有限，僅依賴課文的敘寫，要

達到歷史知識的灌輸，恐將窒礙難行，更遑論要在歷史教學的過程

中，達成訓練學生思考的目標，因此，針對教科書的不足，以及歷史

教學理念的演進，歷史學科的研究核心—「史料」，開始被廣泛的運

用在歷史教學之中。 
 
史料運用在歷史教學上的適當時期，各界多有議論，從國小、國

中、高中乃至大學的通識教育都由人主張。不過，一般普遍同意經由

史料來做歷史思考的啟發，必須具備相當程度的歷史知識，因此，在

民國 92 年「後期中等學校共同核心課程歷史科課程綱要草案」中，

把國中、高中的教學重點，用「歷史事實」與「歷史思維」做一區隔，

而「史料證據」一項，更成為此次特別提出的「歷史科核心能力」之

一，顯見未來高中歷史的教學中，史料的使用將會越來越頻繁。 
 
史料，一般泛指歷史研究時所運用的各種材料，史料的種類包括

文字和非文字兩種，非文字的史料包含：地圖、繪畫、相片、簡圖、

現代重建圖等。而文字資料則包括了各種私人及官方的檔案紀錄以及

史學的成果。20這些包羅萬象的史料，在歷史教學上自然產生了不同

層面的應用，以下分為三點，逐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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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佐證」的目的來運用史料 

 
把史料作為課堂上「事實的例證」，是史料在傳統歷史教學中最

常被使用的層面。早在 20世紀初期，於英國歷史學會的出版品中，

便可見一些談論史料運用的小冊子。當時歷史課堂上運用史料的觀念

引申自片面蘭克式的史學觀，認為其主要作用是藉由呈現各個時代的

原始材料作為一種引證，來讓學生體會歷史敘述「如其所是」的真實

感，進而引起學生的興趣。21這種觀念運用史料的方式可見於 1919
年《英國歷史材料集》的前言：「一是放在一課的結尾，作為一種生

動的例證；另一種方式則是放在一課之先，在學生尚未讀到正文前作

為引線。」22由此看來，不論是在課文前還是課文後，史料的角色地

位都是附屬於課文內容之下的，只是幫助學生從歷史課本中學得「事

實」的附屬品，點綴於行文之間，使文字的敘述更為生動，這種運用

史料的方式，基本上也相當符合我國傳統歷史教學「傳授事實」為主

的理念。 
 

二、讓史料自己說話 

 
第二種運用史料的方法則是將史料視為說故事者，運用史料不是

為任何已存在的敘述作例證，而是要讓史料「自己說話」，這裡著眼

的是一手史料中能帶來二手敘述所難及的臨場感，因而著重讓學生透

過某件原始史料自己建構出過去的情境，此種方法傳達的不再只是一

種歷史事實，而是一種透過學生想像力所建構出的歷史情境。 
 
然而，如果說過去的歷史完全能從片面的史料中重建，則將有過

度簡化史料與歷史之間的關係之虞，這種讓史料說話的方法，必須建

立在學生對過去的歷史知識有相當程度的了解上，學生於理解上的不

足，必須由歷史教師課堂的講述來彌補，因此，這種史料運用方法，

需要配合教師神入、鋪陳和傳達歷史的功夫。鋪陳情境、傳達歷史，

最後再引導學生發揮歷史想像，神入歷史人物的內心世界，體驗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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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歷史背景、思想，或是歷史事件的過程、因果等關係。設身處地的

進入過去歷史的遙久時空中。如此，不但兼顧了歷史教學的趣味性，

使學生學到了較課本敘述更深入的歷史知識，學生在歷史思考的認知

能力也可隨之提升。 
 

三、用史料讓學生重建過去的歷史 

 
如果我們把「歷史視為過去遺留材料的集合，而史學家則是用這

些材料來作為關於過去的證據。」在這個意義上，歷史就是學生、教

師和歷史學家為重建過去而進行的一連串活動，而把這種歷史知識觀

運用在教學模式上，就是學生應該對各種一手、二手的史料進行探究

活動，這種用史料讓學生進行對歷史探究的活動的理念，反映在英國

於 1970 年代興起的「新歷史科」歷史教育哲學中。23 
 
新歷史科所主張的是在課堂上讓學生「學習做歷史學家所做的

事」。讓學生和透過面對和歷史學家同樣的史料，在課堂上進行「依

證據來重建過去」的歷史工作。這種教育目的並不是為了訓練學生成

為歷史學者，而是為了讓所有讓人們在面對歷史的時候，能清楚的明

瞭「歷史是如何被書寫的」。在此，史料是作為讓學生進行「歷史工

作實習」的素材而被使用的。 
 
在此理念運用下，歸納史料應用在歷史科實際教學時所採用的主

要方式如下：24 
 
（一）展現敘述與證據之間的關係。常見的提問形式是：「在這段資

料中可以得到什麼樣的證據來說明...。」 
（二）鼓勵學生分析史料的內容，從中引出推論，說明自己的觀點，

以及支持此觀點的證據，而不是只去重複或摘要史料的內容。 
（三）要求學生針對不同材料的證據，就內容和可信度作比較。 
（四）明確針對相互衝突的證據進行討論。 
（五）將同一件事之不同歷史論述加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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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選出一個主題，給予學生多段不同的材料，讓他們自己去對照

整理，並且解釋其中的差異，形成自己的推演與結論。 
（七）讓學生嘗試用自己的眼光去找出史料中帶來的問題，並用他自

己的方式去處理。 
 

由此可見，不論細部方法各自為何，運用多樣性的史料，來引導

學生的歷史思維，幫助他們掌握歷史科證據的概念與技能，正是教師

在歷史教學中，應當不斷思索的議題與目標。 
 
由上述三種史料的應用層面與所應用的史料作出評比，以佐證方

式所運用的史料，其價值主要在於圖像本身的作用，不論是非文字史

料的照片、地圖，還是文字史料的檔案，主要的目的都是輔助本身教

科書文字的理解層面。因此，這種運用史料的方法，非文字史料的應

用，顯然要比文字史料的運用機會大得多。 
 
而讓史料自己說話的「神入」層面，所偏重的就是同樣兩個層面。

文字史料中描述的情境可以觸發思考，而非文字史料中的繪畫、相片

同樣也可以給予學生最直接的歷史感，因此在這一層面上，二者的運

用是應當相輔相成，不能偏廢。 
 
第三種以重建歷史為目的的史料運用中，為了讓學生直接面對史

家處理的資料，作為一手史料的檔案和作為二手史料的史家研究被運

用程度就大大的提高了，相較之下，非文字史料中除了一些檔案意涵

較強的地圖、重建圖外，其他圖片運用的比重就大幅降低了。 
 
本研究所探討的檔案應用，主要就是以上述三種歷史教學的觀念

出發。藉由對現今歷史教學教材及教學現況的分析，實作出檔案運用

在高中台灣史教學的實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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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內台灣史資源網站的設置現況 

 

隨著網際網路的普及，將網路資源應用在教學，已成為不可遏止

的趨勢。在歷史教學中，同樣對於無遠弗界的網路資源產生莫大的憧

憬，然而網路資源浩如煙海，變動快速，使用者永遠無法窮一己之力

盡覽所有資源，因此，本節即針對現有查檢到的台灣史資源網站作一

選取，並各就其現況作一簡單的介紹。 
 
事實上，雖然網路無遠弗屆，但國內歷史相關的網路資源並不如

我們一般想像的豐富，不但數目不多，在應用上其實也並不便利，國

內現有的繁體中文歷史資源網站，較有系統建置規劃的幾乎全是香港

地區所建置，台灣本土的歷史資源網站主要是大學歷史系所或相關研

究單位所提供，內容多是主題式的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甚少有通史式

的介紹，也較無建置的規則可言。強調以歷史教學為目標的網站，主

要是一些中小學教師所提供的個人網站，然而受限於網路頻寬、網頁

空間等種種因素，這些網頁架構上也較無系統的規劃，內容多以簡潔

淺顯的文字敘述介紹某些單元主題，或是提供部分的網路資源連結，

無法對課程作深入的分析與討論，給學生當作參考與簡易查詢尚可，

對於實際的教學活動上，恐怕助益不大。25 
 
這些歷史教學為標榜的資源網站並不多，在台灣史的面向上更是

鳳毛麟角。不過，我們在上一節已經提過史料與歷史教學的關連。經

由網路所提供第一手的檔案、史料，同樣可以成為歷史教學中訓練學

生核心能力的極佳教材。而這些提供史料的歷史教學資源網站，大致

可分成四類，以下分別介紹： 
 

一、以輔助歷史教學為主要目的的網站 

 
以歷史教學為目的的網站為數不多。大多數都是位居第一線教師

為輔助自身的教學所製作的，而由於台灣史在歷史課程中所佔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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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來不多，因此這類的網站仍是以中國史為大宗，台灣史方面，以北

一女教師卓心美所設計的「台灣史教學網站」最具代表性。26  

 

 

 

 

 

 

 
圖 2-1 台灣史教學網站 

 

從網站內容上來看，台灣史教學網站的建置確實頗費心思，課程

設計包含「文化特色」、「歷史分期」、「台灣諺語」，以條列的方式簡

介台灣地區的文化特性和各歷史分期的發展要點，而提供的輔助教材

包含了與課程相關的歌謠、圖片與史料，此外網站還設計了諸如：「參

考書籍」、「連結網站」、「留言板」、「線上測驗」和「題庫」等各式單

元，頗能兼顧教與學兩者的互動關係，可說是一個相當用心的教學網

站，不過在文字介紹有點失之過簡，並未有深入的探討，此外，所使

用的圖片、史料，其實只能算是版面的點綴，或許可以做為教師本人

教學的輔助，但要作為一個廣為參考的歷史資源網站，本網站似乎還

力有未殆。 

 

二、提供檔案影像資料庫的網站 

 
這一類型的網站，主要是在線上提供數位化後的史料資料庫，包

含檔案、手稿、老照片等。大部分都由國內現行的檔案典藏機關所架

設。配合近兩年來的國家型數位典藏計畫，這些網站所提供的數位化

影像，也就越來越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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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些影像是以原件數位化而來，因此在台灣史教學的重要性

也就全看檔案內容是否與台灣重要的歷史相關。故宮博物院的宮中

檔、中研院史語所的內閣大庫檔、近史所檔案館的外交、經濟檔，到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所藏的台灣總督府檔案，乃至現今檔案管理局所數

位化的二二八事件檔案與美麗島事件檔案。這些檔案數位化後所建置

的檢索資料庫，都是現行台灣史教學中，最為重要的歷史資源。雖然

目前仍有許多網站的資料庫仍在建置中，但這些網站未來勢必成為輔

助台灣史歷史教學最大的利器。 

 

除了上述典藏檔案的機關外，文建會的國家文化資料庫也是相當

值得一提的教學資源網站。此資料庫建構的目標，在於整合全國文化

資源，提供全民共享，期使全民皆能參與文化詮釋與創造。此資料庫

的藏品內容，涵蓋表演藝術、視覺藝術、環境藝術、民俗生活與文物、

民間信仰、傳統工藝、傳統戲曲、傳統建築與聚落、村落歷史等，藏

品形式包含文字、圖片、聲音、影像、地圖等。為提供台灣文化發展

史料的重要資源。除此之外，其中也有許多老照片，對於教師在歷史

教學時的輔助說明也大有裨益。 
 
和上述史料資料庫相較，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數位化的台灣史網

路資源就顯得較為特別，分為「臺灣文獻叢刊資料庫」及「台灣研究

網路化」兩部分。27 
 
「臺灣文獻叢刊」下分「臺灣方志」、「臺灣檔案」、「臺灣文獻」

等五個資料庫，都是關於台灣史的重要文獻，不過和其他數位化檔案

的資料庫不同，台史所資料庫所提供的並非是檔案的原本數位品，而

是純粹的文字檔。 
 
「台灣研究網路化」則是將中央研究院有關台灣的研究，透過電

腦網路提供社會大眾參考利用，其下共分「文化」、「歷史」、「自然」、

「社會」四個子計畫。其提供學術界的歷史研究成果，也相當適合教

師在課堂上作為史觀對照的證據來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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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機關、學會的網站 

 
各機關與學會的網站，也是網路歷史資源的重要一環。不過由於

機關網站與上述的資料庫網站通常關係密切。因此主要以民間出於對

台灣史的責任感而組成的學會網站為重點。這些學會網站除了本身介

紹學會、傳達資訊的性質外，往往也會針對近現代台灣史上的重要事

件做出介紹。如吳三連台灣史料基金會、台灣歷史學會、新台灣研究

文教基金會都屬於此類。 

 

四、專題介紹的網站 

 
專題介紹的網站，由於範圍較小，製作較易，因此數量也是台灣

史教學資源中最龐大的一部份。由於範圍小，涉入深，對於台灣史單

一事件的內容往往能夠有深入探討的輔助效果。 

 
這些專題的取向又可分為三類，第一類是配合展覽活動，針對展

覽內容來作分類，如故宮博物院在舉行福爾摩沙等特殊展覽或是披荊

斬棘等專題展覽時，都會配合展覽製作網頁，網頁上也有許多展出的

歷史資料與資料簡介，在展覽結束後，這些依然純在的網頁仍然能持

續發揮展覽所要表現的效果。 
 

第二類是以地方史做為專題分類的取向。如關於台北一帶的淡水

河溯源（台灣大學）28、淡水憶舊（淡江大學）29，關於新竹一帶的

金山面（清華大學）30，關於嘉義一帶的嘉義市志（中正大學）31，

這些都是由在地學校的歷史系所建置，呈現當地歷史源流的寶貴資

源。 
 

第三類，則是以單一重大事件或文化的重要面向作區隔。這些網

站的製作單位各因主題而不同。如農委會漁業署製作漁業文化史的網

站，行政院衛生署架設台灣衛生博物館歷史映象。而單一重大的事件

的網站介紹，多以近五十年來白色恐怖的事件為主比較起來，這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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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雖有價值，然而再資料提供上往往流於主觀，因此教師在使用此資

源時，宜用其他資料加以參照。 
 
整體而言，國內台灣史資源網站隨著近年來台灣意識的高度發

達，可說是日漸增多，雖然這些網站的架設目的未必事出於配合歷史

教育而使用，但是其中許多內容資料都很適合我們應用在台灣史教育

上。以現今網路普及的情況，未來網路必將成為我們輔助教學的主要

管道。因此，不管是在網路上建構資源還是利用資源，都是教師所必

須努力的地方。 

 
表 2-4 國內台灣史資源網站一覽表 

性質 網站名稱 網址 

輔助教學 台灣史教學網站 http://www.fg.tp.edu.tw/~nancy/Taiwan/index.htm 
故宮清代檔案 
數位典藏子計畫 http://www.npm.gov.tw/dl/plan04/index.htm 

國史館典藏國家檔案及

總統文物數位化計畫 http://www.drnh.gov.tw/c_digital/c_digital.htm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典藏數位化網站 http://sotokufu.sinica.edu.tw/ 

近史所近代外交經濟 
重要檔案數位典藏計畫 http://dipeco.sinica.edu.tw/ 

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 http://www.ihp.sinica.edu.tw/%7Emct 
台灣大學文獻文物 
典藏數位化計畫 http://libftp.lib.ntu.edu.tw/project/default.htm 

二二八事件檔案 http://www.archives.gov.tw/228/ 
美麗島事件檔案 http://www.archives.gov.tw/formosa/ 
臺灣人權政府 
相關檔案線上展示 

http://near.archives.gov.tw/Human_Right/index.ht
m 

台灣國家文化資料庫 http://210.69.23.202:8080/cca/index.htm 
臺灣文獻叢刊資料庫 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ftmsw3 

檔案提供 

台灣研究網路化 http://twstudy.iis.sinica.edu.tw/ 
吳三連台灣史料基金會 http://www.twcenter.org.tw/ 
台灣歷史學會 http://twaa.nccu.edu.tw/THS/main/ 機關學會 
新台灣研究文教基金會 http://www.newtaiwan.org.tw/ 
淡水河溯源 http://mars.csie.ntu.edu.tw/tamsui/index.html 
淡水憶舊 http://www2.tku.edu.tw/%7Etahx/tamsui/ 
金山面 http://vm.rdb.nthu.edu.tw/gold/ 
漁業文化史 http://www.fa.gov.tw/history/show_catalog2.php 

專題介紹 

台灣衛生歷史博物館 http://www.doh.gov.tw/lane/histor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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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國內台灣史檔案典藏與出版現況 
 

在諸多史料中，本研究選擇了檔案作為輔助高中台灣史歷史教學

的主要資源。在此即針對國內台灣史研究的重要檔案，就其典藏現況

及出版情形作一介紹。然而，國內檔案林林總總，且典藏機構五花八

門，如以典藏機構所藏檔案區分，恐有見樹不見林之憾。因此本節以

民國 92 年「高中歷史科教材綱要」的台灣史分期，針對時代的區分

對各時期的台灣史檔案作簡要的介紹。 
 
在民國 92 年的「高中歷史科教材綱要」中，針對第一冊的台灣

史，作出了「史前時期與土著文化」、「荷、西時代與鄭氏王朝」、「清

朝的長期統治」、「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以及「戰後的台灣與世界」等

五個單元分期。各單元的相關檔案如下： 
 

一、史前時期的檔案 

 
一般而言，在文字記載出現以前的歷史，稱為「史前時代」。關

於台灣史的史前時期的斷限，各家看法不同。32在此則是將荷蘭統治

時期以前，全部劃歸為台灣史的史前時期。 
 
史前時期的台灣史，由於文獻無徵，因此他的研究主要是針對史

前遺址內的遺跡、遺物為主。此時期，許多地方都處於連文字都沒有

的狀態，如此更遑論檔案的產生，如果把範圍擴及到史料，史前時期

的史料，則大體不出過去的遺址，以及現代的田野工作紀錄及研究文

獻33。如果硬是要找出這時期的文字史料，明末陳第的《東番記》倒

是台灣史上第一份經過考察的文字紀錄，不過，基本上此時期的台灣

史中，是沒有相關檔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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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荷、西及明鄭時代的檔案 

 
本時期可以分成「荷蘭、西班牙統治時期」與「鄭家統治時期」

兩個部分。在荷、西的殖民統治時期，由於特殊的統治形式，當代檔

案多為外文寫成的，這些檔案又以荷蘭統治時期為大宗，西班牙佔據

北台灣時期的檔案資料，也有部分留存；至於鄭家統治時期的檔案，

或許是出於海外政權的克難性，當時並未留下太多的檔案，現今台灣

對此時期的研究，主要就是透過荷蘭與西班牙留下的檔案進行。 
 
當時荷蘭對台灣的經營，是以荷屬東印度公司為主體運作。因此

研究本時期台灣現況的檔案，主要就是現今典藏於海牙檔案館（Het 
Algemeen Rijksarchief, Den Haag）的荷蘭東印度公司檔案。這些檔

案主要分為三部分：34 （一）荷蘭本國總公司董事會及各經營管理

機構的檔案；（二）本公司寄發給巴達維亞的總督及亞洲各地的指令

或歐亞間之商情分析等，又名「發送檔案」；（三）總公司所收到自巴

達維亞寄回總督府的各種文書和總督府所會及亞洲各地諸文書，又名

「抵達檔案」。其中有關台灣的檔案，只其中一小部分，大致在發送

檔案和抵達檔案中。不過這些有關台灣的檔案，並沒有彙集成檔案

群，而是分散於各年份文書之中。 
 
由於原始檔案保存於國外，台灣國內現存的研究史料多為翻印或

翻譯的出版品，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所謂的「荷蘭文書」，這是日據時

期由台北帝國大學教授移川子之藏親赴荷蘭海牙檔案館拍攝有關台

灣之荷蘭資料 25,000 張照片，回國後加以放大，經整理後裝訂成約

兩百冊的「台灣史料」，也就是現稱的荷蘭文書。這批翻拍成相片的

檔案現存於台灣大學圖書館，大致可以分成日誌、決議錄、書信、帳

單以及其他雜類。35其中以《熱蘭遮城日記》與《熱蘭遮城決議錄》

最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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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來說，這段期間的歷史，國內並無現藏的一手檔案，即使是

荷蘭文書的原件，恐怕也會因為荷蘭文的障礙而使用不易。不過，近

年來少數重要的檔案，如《巴達維亞城日記》與《熱蘭遮城日記》已

有學者進行中譯的工作。如江樹生以中文翻譯當年「熱蘭遮城日誌」，

四大巨冊已完成出版了三冊；翁佳音註解荷蘭檔案及荷蘭人繪製的台

灣古地圖
36
。算是關於台灣荷蘭統治史料中較可供利用的部分。 

 
而和荷蘭所留下的檔案相較，西班牙人的檔案保存顯的分散而零

亂，這些有關台灣檔案被存於散見於西班牙、菲律賓以及墨西哥等不

同國家的檔案館中37，也連帶造成研究上的不易。所幸近年來西班牙

與台灣早期關係史研究的史料整理翻譯，已在鮑曉鷗、李毓中等研究

者的努力下，有了一定的成果38，也為讀者在使用相關檔案開啟了便

利之門。 
 

三、清代統治時期的檔案 

 
和前兩個時期相較，清代時期的檔案在現今台灣被大量的保存，

不只是官方的檔案，地方的私文書現在也是散見於各地的重要史料。

而典藏地點上，官方檔案主要以故宮、史語所及近史所檔案館為中

心；而私文書各地都有機關單位收藏，目前中研院台史所以及國史館

台灣文獻館是目前較有計畫典藏私文書的地方。 
 

清代有關台灣的官方檔案十分豐富，而大體可分為中央檔案與地

方檔案，而中央檔案的典藏保存又遠較地方檔案完備。現今分別典藏

於故宮、中研院史語所以及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以下分別介紹： 
 

故宮現今所典藏的清代檔案，包含了宮中檔、軍機處檔、內閣部

院檔以及史館檔四大部分，總計四十餘萬件。其中內閣部院檔主要為

詔書、誥命、起居注等等，有關台灣的資料幾乎沒有。39不過其他三

種檔案都包含了相當豐富的台灣史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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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中檔主要是清代歷朝皇帝御批及軍機大臣代批的奏摺及其附

件，其中閩浙總督、福建巡撫、福建將軍、台灣鎮總兵等治台官員的

奏章，對治台方針、土地開發、分類械鬥、會黨、中外交涉等議題的

研究，都是極具價值的資料。 
 

軍機處檔的台灣史料也不少，由於軍機處掌管了大部分的軍國大

事，如小刀會、乾隆年間的人口統計、偷渡等議題，以及沈葆楨請設

台北府的奏章、省會由台中一到台北的奏章都可以從其中查檢。 
 
史館檔則包括清代國史館及民國初年清史館的檔案。這些陸續編

纂的資料相當可觀，也有不少與台灣相關的資料，雖然不是第一手史

料，但對台灣史的研究相當有用。 
 

上述所提的一手檔案，故宮均已將其編印出版，現今配合「國家

型數位典藏計畫」，目前正積極進行將這批檔案進行數位化。此外，

針對裡面台灣史的部分，台大歷史系於民國 83 年所提出的「台灣史

檔案目錄出版計畫」中，委託許雪姬針對宮中檔、軍機處月摺包以及

月摺檔三部分編製目錄，成果目前已收入《台灣史檔案．文書目錄》

之第四至第九冊，可供使用者參考。40 
 

中研院史語所所藏的內閣大庫檔中，也有許多相關台灣的史料。

這批史料自民國初年至史語所遷台後持續整理，共編印為甲、乙、丙、

丁、戊、己六編，其中丁、戊、己三編大部分為有關台灣的史料。41

現今史語所與聯經合作，已出版明清檔案 370冊，使的這批檔案的使
用更廣為流通，現今史語所在「國家型數位典藏計畫」中，即以這批

珍貴檔案作為數位化的主要目標42。 
 

而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所現藏的外交檔，包含清末總理各國事務

衙門以及外務部的檔案中，大略可分為 26大類，其中有關台灣的檔

案，對清末台灣割日的經過始末等外交事件，也有相當研究價值。除

了有部分整理出版外，也是現今近年該館檔案數位化的主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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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台灣本身留存的清代地方檔案較少，以「淡新檔案」和「劉

銘傳撫台檔案」最為知名。「淡新檔案」是清乾隆四十一年（1776）
至光緒二十一年（1895）淡水廳、臺北府及新竹縣的行政與司法檔

案，為研究我國前清時代臺灣行政、司法、經濟、社會、農業等極有

價值之第一手資料，故對研究臺灣法制史、地方行政史、社會經濟史

等深具學術價值，彌足珍貴，也是瞭解傳統中國法律制度與司法審判

的重要憑藉，為世界有名的傳統中國縣級檔案，淡新檔案的原件現今

典藏於台灣大學圖書館，也有整理出版的複印本，目前也正在進行影

像數位化的工作。 
 
而國立台灣博物館所藏的有部分清光緒年間恆春、彰化的檔案。

其中大部分是劉銘傳撫台時期（光緒十一年至十七年），一般通稱為

「劉銘傳撫台檔案」。該黨以設防、撫番、建省、人事案居多，共計

檔案 160件，為研究台灣建省的重要史料。43其原文在台灣文獻叢刊

中以《劉銘傳撫台前後檔案》刊行，流傳很廣。現今國立台灣博物館

預計在民國 92 年 10 月重新開館時，以「中法戰爭」歷史資料展來

呈現該館中極具特色及價值的這批檔案。 
 

此外，民間的私文書也是史學界中關於台灣過去社會經濟及拓墾

開發的重要史料，由於這些文書頗能填補官方文書偏重政策、政績的

缺點，具體展現地方家族或聚落的拓展內涵，因而極具價值，然而由

於來源廣泛，私文書的典藏也分散在各地的研究機構及文史工作室

中。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現今陸續整理各地的古文書，而國史

館台灣文獻館（前省文獻會）除整理、出版原有的私文書外，也積極

廣收各地古文書。二者同為現今台灣古文書的典藏重鎮。 
 

四、日本統治時期的檔案 

 
日治時期的檔案管理工作，也依循這日本殖民政府的體制而有條

不紊的進行著。當時台灣總督府是台灣權力的中心，在各項建設及統

治上都扮演著主導性的角色。因此其所產生之檔案，也成為現存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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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統治時期的最重要的檔案。這些現存的台灣總督府檔案保存在國史

館台灣文獻館，由於保存相當完整，對日據時期的台灣史研究，裨益

極大。 
 

所謂的台灣總督府檔案，內容並不是單一的檔案群，而是由諸多

檔案群所構成。這些檔案原由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內之官房文書課保

管，其中最重要也最著名的，當屬「台灣總督府公文類纂」。「台灣總

督府公文類纂」為日本治台五十年間總督府所收發的公文，經過整

理，按年代分類裝訂成十六開本的線裝書，總數共 13855 冊，是歷

代台灣統治者保存最完整的史料。 
 
除了台灣總督府公文類纂外，現行的總督府檔案以「台灣總督府

專賣局檔案」和「台灣拓殖株式會社檔案」至為重要，「台灣總督府

專賣局檔案」為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專賣局執行業務產生之檔案，為

研究台灣專賣史及日本殖民地財產政策之重要史料。而台灣拓殖株式

會社則是一個半官半民的組織，為日本在戰時，未拓展對中國華南與

東南亞地區的經濟侵略所成立的組織，因此，「台灣拓殖株式會社檔

案」的年代從 1936 年至終戰為止。為研究日治末期殖民地經濟政策

以及日本對東南亞經濟侵略的重要史料。 
 
近年來，典藏這批檔案的國史館台灣文獻館，已經針對這批檔案

進行翻譯、出版等計畫，並針對上述的三套檔案製作光碟，提供檢索，

民國 90 年後，由於配合「國家型數位典藏計畫」的進行，這批檔案

的數位化工作也正在如火如荼的進行當中。 
 

五、戰後的台灣檔案 

 
戰後五十年，由於時隔不遠，檔案的保存與管理也較之前進步，

因此現今檔案的數量較之前可說是呈幾何級數的成長，但由於檔案管

理制度還未健全，現今許多檔案仍保存於各行政機關中。在檔案法通

過前，以官方檔案而言，中央各部會的檔案除了部分永久保存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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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歸國史館典藏外，其餘多留存於各部會檔案室。而檔案法通過、檔

案管理局成立後，雖然有了依法移轉的依據，不過因為檔案管理局典

藏空間的不足、各部會的檔案還是多留存原地，中央部會如此，更遑

論地方的檔案了。 
 
因此，在此僅就各檔案典藏機關關於本時期的重要典藏檔案作一

簡單的介紹。如前所述，國史館接收了這段期間大部分的行政檔案。

從五院到行政院各部會的檔案，都是國史館典藏的範疇，不過國史館

所典藏最著名的檔案，還是當屬我國歷任的總統檔案，其中的蔣中正

總統檔案（又稱大溪檔案）包含了他北伐、統一、抗戰、戡亂等各時

期所留下的函稿、日記、信件、影像資料及文物等個人資料。44是研

究近代台灣政治情況的重要史料，國史館除了將這些部分檔案整理出

版外，現今的檔案數位化工作也是以這些總統文物為主要目標。 
 
除了國史館本身外，國史館所轄的台灣文獻館也存有部份史料，

如台灣省行政公署檔案，是呈現戰後接收台灣及重建各項措施的重要

檔案。不過大體來講，國史館台灣文獻館的檔案以日據時期和台灣古

文書的典藏較為重要，戰後的台灣檔案並非其典藏重點。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所典藏的經濟檔案，檔案年代從清末一直到

民國八０年代。除了各國營企業的檔案外，「行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

檔案」以及「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檔案」都是戰後台灣經濟史極為

重要的史料。此外，近史所檔案館亦藏有一些當代知名人士所捐贈的

個人資料，各依個人的經歷在戰後台灣史中存有不同的價值，其中如

李國鼎的資料，反映了當時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歷程，雷震、傅正的

個人資料，則是當代白色恐怖的重要史料。而目前近史所檔案館的數

位化，主要還是以館藏的經濟與外交檔案為主要工作核心。 
 
至於近年來新近成立的檔案管理局，負有統籌未來全國檔案管理

之責。現今由於館舍空間的不足，因此目前主要是針對主題來做檔案

的徵集與典藏。不過這些檔案的選擇主要是配合現今台灣民主意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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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的情況，針對二二八事件、美麗島事件等民主議題作出徵集。這些

檔案中，二二八事件的檔案已開放線上進行檢索，並可經申請後於線

上閱覽。美麗島事件的檔案的網站雖已建置，但目前只有目錄提供檢

索，並未能提供線上閱覽，至於檔案管理局近來建置的人權檔案線上

展示，則是挑選部分人權檔案作為線上展示用，展覽及教育的意涵較

為濃厚，不過基本上檔案應用較趨近於配合史事作為輔助。 
 
整體觀之，我國的台灣史檔案，雖有小部分分散各地，但大部分

的檔案還是保存在少數典藏機構中，在此將各檔案與其典藏機構列

表，整理如表 2.5： 
 

表 2.5 國內台灣史檔案典藏情況45 
歷史分期 檔案名稱 典藏地 應用情況 

荷、西、明鄭 東印度公司檔案 荷蘭 原文複印，少部分翻譯

宮中檔 故宮 數位化中 

軍機處檔 故宮 數位化中 
史館檔 故宮 數位化中 
清末外交檔 近史所檔案館 數位化中 

中央檔案 

內閣大庫檔 史語所 數位化中 
淡新檔案 台大 複印出版 

清 
代 

地方檔案 
劉銘傳撫台檔案 國立台灣博物館 文字刊印 

台灣總督府公文類纂 台灣文獻館 部分翻譯數位化中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 台灣文獻館 數位化中 日據時期 

台灣拓殖株式會社檔案 台灣文獻館 數位化中 

總統檔案 國史館 部分出版數位化中 

各部會檔案 國史館 典藏 
行政公署檔案 台灣文獻館 典藏 
經濟檔 近史所檔案館 數位化中 
二二八檔案 檔案管理局 數位化後網站檢索 

戰後的台灣 

美麗島事件檔案 檔案管理局 提供目錄網站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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