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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檔案教學利用實作 
 

本章主要內容為檔案教學利用之實作，為使本研究教案設計內容

能更符合目前高中歷史課程教學需求，於教案實作前，先以二位具備

實際教學經驗之高中歷史教師為對象，進行深度訪談，藉以瞭解現今

高中歷史教學之實際情況與檔案應用於教學時之需求程度，以作為檔

案教學利用實作設計的參考。本章共分二節，第一節為實地訪談結

果，將二位老師之意見與看法予以呈現，並以研究者觀點加以分析；

第二節則為檔案在歷史教學的利用實作，試著在整理分析後，實際設

計出最適合老師教學時參考取用的檔案資料提供模式。 

 

第一節  歷史教學經驗的深度訪談 

 

本節的訪談對象為北一女中的單兆榮老師與中山女中的陳榮聲

老師，訪談重點包括：一、課前教材準備（備課）方式；二、課堂教

學的經驗；三、對檔案設計的需求共三部分，訪談結果分述如下： 
 

一、課前教材準備（備課）方式 

 

此部分訪談重點主要為瞭解歷史教師有關課前教材準備之方式

以及所應用之相關參考資料。 
 
    受訪對象針對「請問您在教學前之備課方式？」、「備課時之參考資料有

哪些？」與「所應用之資料包含哪些類型？」等問題作出回答，大致而言，

兩位老師在教學前的準備都會先以課本內容為作基本架構，再另外根

據主題，尋找參考資料來設計講義或是教學的主題內容，不過單老師

使用課本的情況較少，而以自己額外去找的補充教材為多，至於在備

課參考資料的來源上，兩位老師表示因為現成資料不夠豐富，故還是

比較傾向自己去尋找補充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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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老師： 
我自己的備課方式會先把課本看過，然後去抓大重點。然後會參考

別的課本，和綜合版的參考書。把我們學校用課本裡面基本的內容

當作”骨頭”，如果有些不足的地方，就會需要一些資料來做”肉”的部

分。並不是說要把資料包山包海放進來，而是要知道有哪些概念是

重要的，應該要提到的。大致就是利用課本先建立起重點來。最後

整理出一張大概的講義，這也就是我上課時的核心。 
 

單老師： 
尋找資料靠的是個人教學經驗中的日積月累，本人教書二十多年，

我就用檔案建檔。分中國史、台灣史、世界史。每一年把我的分類

重新整理。看到新的資料就把他影印下來。你看的書多，你的素材

也就會多。這是種要養成的職業病。當然，課本有提供資料就可以

使用現成課本，不過大部分要還是自己去找。像龍騰課本，主動把

參考資料和設計題目放進去，對教書就相當方便，有些教科書版本

只有資料而沒有題目，感覺效用就不大。 
 

二、課堂教學經驗 

 
此部分訪談重點主要為瞭解歷史教師之教學方式、補充資料使

用、課程相關活動與討論方式，以及檔案應用情形。 
 
（一）教學方式 
 

針對「課堂教學主要方式為何？」此一問題，兩位教師展現了不同

的教學方式，陳老師的教學主軸以自己整理的講義配合課本為主體；

單老師則提出了較為活潑的教學經驗，他針對主題自由補充素材，並

藉由與學生提問的互動，來幫助學生掌握課本所提供的主題重點，課

本內容僅供參考，並非教學的主要素材。從此也可看出，教師教學的

方法因人而異，在幫忙設計時還是以盡量提供資源，讓教師自行選擇

使用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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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老師： 
講義就是我講課的大脈絡，如果覺得課本的編排很好，那就按照課

本的編排也無妨，通常課本寫的東西也不一定是你想要的，不過大

架構是可以拿來用的。小部分的內容再做些調整就好，講義都設定

有字數限制，（通常是不超過三頁），把講義做完後，留些空格，像

綱目體一樣用小字補些說明，還有空白的部分再選些相關的東西把

他補滿。 
 

單老師： 
我上課的進度永遠比別人快，因為我只抓主題重點來講，如果掉入

很多的細節裡，不但學生會陷入知識泥沼，連老師都會忘了自己要

的教學目標何在。其實教材一綱多本給我一個很大的後盾，課本不

用教完，而且可以很自由的補充素材。當然，有學生會覺得沒教完

不行，我的方法是讓他們作課前閱讀，事先預習過了，上課時就不

會覺得偏離課本…上課時以互相發問的方式，在問答間把課程內容

的主旨綱要抓住，簡單描繪出時代背景，然後我就可以開始運用我

的素材了…這種教學的目的在於，教學上如果只是照課本講，那就

等於沒有講，感覺好像很有結構，但是其實對學生而言其實是枯燥

且沒有意義的，所以我在教書時我只是提一下課本裡面我覺得比較

重要的部分，就交代完畢了。 
 

（二）補充資料使用情形 

 

補充資料方面，針對「有關課內或課外補充教材之文字資料比重情形如

何？」此一問題，兩位老師均表示，會針對課程內容，在上課時播放

自己製作的簡報（PowerPoint）作為補充，單老師的資料是每一堂課

播放，運用自己依據不同單元所蒐集的資料作為輔助；而陳老師則是

會特別空下一整堂課，專門來播放自己設計的主題簡報，其內容與課

程並無直接相關性，而是盡量以較具趣味性的素材來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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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老師： 
PPT會用，不過大部分還是聲音影像為主，文字很少，因為裝設備

要花時間，而上課時間也不一定夠，所以我通常會獨立一節課專門

來放這些東西…可能是一個時代（像中國近代史），也可能是一個專

題，（像世界名畫），看情況來調整。專題的話，在世界史有做過一

個嘗試，給他們看 Time從 1920 年到現在的封面（選 100張）。這

樣一放就是一節課，主要是設計學生可以接受的，上學期也做過民

初上海的廣告，或是日本明星雜誌五十年來的封面，這些都有很多

東西可以深入解釋的，通常這樣學生的反應也都會很好。所以我也

會有時間盡可能的使用。 
 

單老師： 

如果我們平常上課只照課本的話，那就很容易被課本牽著走，所以

我後來上課用 PPT，以單元來設計，自己重新思考插入主題。等於

自己來設計…至於所用的資料類型，其實並沒有特別拘束，圖片、

檔案、地圖都有，以中國文化史為例，我上古就用考古資料，用一

些像是三星堆展覽或是我上網找的一些資料，用這來證明當時文化

的多元發展；而像秦漢時講羌，我就用到王明珂華夏邊緣的圖，說

明這些族群的流變，這時候你也可以對課本錯的觀念作修正。那也

可以表示史家說法的多元，這樣教學，我還是沒有偏離主題啊。 
 

（三）課程相關活動與討論方式 

 
針對「課堂上討論與活動比重情形與設計形式為何？」此一問題，單老

師較常使用；而陳老師幾乎沒有使用。單老師則強調「討論是和學生

互動最直接的方式」，主要方式就是「先讓學生預習，上課時與學生

互相發問，在問答間把這課的主旨綱要給抓住。」二者雖然在教學時

對討論的使用雖然不盡相同，不過都認為對高中生而言，「討論就是

最好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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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老師： 
我的互動比較少。課本的問題要看情況，像世界史中有些內容太抽

象，比較難答出來；中國史就比較好點，但有些內容還是蠻難的，

一定要有人帶，這種討論理論上是需要的，不過實際上執行少，…

有時候真的是覺得上面的問題太難，事實上，學生也未必有興趣。

另外，時間的掌握也是個考量。問題問的少而精會比較好，其實高

中生的活動設計，不用像國中那樣多元，討論就行了，活動的話，

有時候學生本身並沒有這個歷史情感和氣氛，若要讓他們感受的到

這些，效果可能還比不上讓學生直接看影片來的好！ 

 
單老師： 
上課時，我很注重討論，畢竟那是和學生互動最直接的方式，先讓

學生預習，上課就以互相詢問的方式，在問答間把課程內容的主旨

綱要給抓住，若是學生不會，就必須要作引導，最淺的層次就是這

段話是什麼意思？抽一個學生起來問，被抽到的人不得不回答，如

果讓大家主動舉手發言，大家一定都說不會，要慢慢引導，學生答

不出來，就一點一點的引導他，千萬不能讓學生直接說我不會回答

就算了，否則放了一次水就沒有辦法收拾了。對高中生來講，不要

用太多沒水準的活動，否則他們也會覺得無聊，討論對他們而言就

很有趣了，我就曾經把傅樂成書中對太平天國兵制的記載，讓他們

每個人在紙上用圖畫畫下來，每個人的解讀都不同，效果很好，這

是一種彼此間的互相學習，教學重點在於我們要讓他們培養一種把

知識載著走的能力。給學生學習的鑰匙！ 
 

（四）檔案應用情形 

 
針對「檔案原件之使用程度如何？還是著重於檔案之內文資料？」與「某

些文言文資料，是否會將其轉化成白話文？」等問題，兩位老師雖然都有

實際使用檔案的經驗，但比重並不高，其中關鍵在於檔案的解讀對於

現今高中生的閱讀程度還是太難，因此都認為在學生無法閱讀的情況

下，把檔案適度改寫成白話文是有必要的，他們提出了「讓高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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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從翻成白話的檔案開始讀起」和「針對檔案中較短的字句來讓學生

解讀」兩種方法，此外，單老師認為，「保持文言，用括號標明生難

字詞」也是一個文白折衷的好方法。整體來看，他們都認為檔案的使

用還是要配合學生的程度，不能一廂情願提供過於艱深的資料。 
 

陳老師： 
有用過檔案的經驗，像我曾經向學生說明八股文怎麼寫，還有當時

人用小楷寫字，不過通常也只會放以圖片方式，放上原件，其實重

點通常不是原件內的文字，因為看不清楚…。如果要說檔案內容的

話，用文言文還是白話文，主要是看學生的理解情況，如果學生能

理解，自然不必，如果學生不能理解，這個功夫就是必要的了。以

龍騰版中的「大明慈悲國文告」來說，可能還是要挑幾個 KEY 

WORD給他們抓，現在學生對文言文都有些本能式的排斥，所以太

難也不行…。 

 
單老師： 
其實檔案的使用比重可能未必很多，不過也是有，我就用過聯合國

的決議案，就是當時退出聯合國，只要上聯合國的網站找出文獻，

讓學生明白明白當時為何做出這樣退出的決定，究竟是退出來，還

是被踢出來？此外，像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綱，就會引一些資料，

我們剛好可以使用，裡面就有說明像「璦琿條約」的時候，黑龍江

將軍奕山，為什麼這麼輕易就割讓的原因。…檔案的文言與白話，

要看學生程度，高一可能是有必要的，高一你給他文言文，他是真

的不會！本身史料就不容易。…在教高一時，我會把文字改寫成白

話，不要一開始就既要教他史學方法，又要教他讀文言文，而是讓

他覺得歷史有用，有用在哪裡？就是自己個人的邏輯推理，以及在

判斷人物評價的時候，會有種比較客觀公正的理念。講回來，我反

而不太贊成完完全全的使用檔案，真的要用時，可能要把這些檔案

解讀一下，或是挑比較短、簡單的句子來使用，如果要保持文言，

至少可以用括號標明生難字詞。這樣學生解讀也會比較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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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檔案設計的需求 

 
此部分訪談重點主要為瞭解歷史教師之對於檔案資源需求以及

檔案提供運用模式之看法。 
 
針對「如果設計提供檔案作為教學資源，運用形式以何者為宜？」與「希

望檔案館提供哪些檔案資源？」等問題，兩位老師提出可以針對不同主題

設計檔案應用方式，並表達對於檔案館或是其他單位幫助設計檔案的

需求。綜合二位老師觀點，史料彙編是種可行的應用教材，但實際使

用上仍應選取重要性高、簡單且可親近性的檔案，以獲得較佳之學習

效果；而在型態需求上，有關教學問題設計、檔案內容解讀，或是檔

案原件呈現方式都很重要，不過最重要的還是需要配合良好的檔案解

讀，以減少檔案對學生的不可親近性，如此在檔案應用性與教學效果

上始能相得益彰。 
 

陳老師： 
檔案應用的話，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資訊貧乏。我會建議能做

成史料彙編之類的東西，假設我們今天要介紹奏摺，當然也不可能

有那個時間去找什麼宮中檔、所使用檔案的來源一定都是現成可以

取得，如果一些歷史書或論文剛好引到那一段，就把它拿來用…這

些如果有別人幫我們做好的現成資料當然很好阿！至於這些選取的

檔案可以使用主題的形式，一個配一個，檔案也要選有代表意義的，

有時在一般史料彙編會出現好像有用，但是又不夠特別到讓你把它

拿出來講的情形，很可能只是一些「知道就好」的東西，但因為怕

浪費時間，所以你不會去用，所以檔案一定要有代表性，用不好不

如不要用，運用檔案的輔助教學資源中，我比較傾向檔案中的重點

提要。檔案要用，一定要有說明，不然太專業了！比如說地契或是

敦煌文書，實際上不是每個人都看的懂，所以資料的說明應該是最

重要的，不能把所有人當成歷史學者，都能看懂檔案的原件，也不

能把老師當成講故事專家…，檔案的可親近性高，人家就願意用。

因為同樣的時間我可以做別的事，那我為什麼一定要用到這個？這

種東西絕對不是一個人就做的起來，一定要有人幫你做好。如同坊

間教科書出版社也會附上圖片，事實上，我認為檔案只要好用、夠

有代表性，大家一定都會用！ 



檔案在高中台灣史教學運用之研究 

 - 92 -

單老師： 
檔案的運用形式要看資料，這種沒有一定。為什麼說教學是門藝術，

其奧妙就在此。即使方法好，素材不合適也有可能，所以我認為還

是要看每份資料的性質何在，當然如之前所言，學生的程度也是必

須考慮的。 

 
總結兩位老師的意見，在下面檔案教學利用的實作設計上做出調

整，增加檔案解讀的部分，除了選擇原件時，主要是選取內容可閱讀

的檔案，每件檔案並設有檔案解讀與問題設計兩欄，以作為教師在使

用檔案時的輔助，檔案原件選取數量從該主題的相關檔案中選取，僅

作為提供教師的補充參考資料，在下一節中，將選擇以「台灣民主國」

為主題，呈現調整過後的實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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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檔案教學利用實作：以「台灣民主國」為例 
 

一、背景介紹 

 
台灣歷史的特色就是統治政權的更迭頻繁，台灣民主國便是上迎

清朝統治與下接日本殖民的一個重要歷史事件，甲午戰爭後的 1895
年，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與日本，台灣官民為求自保，遂

在 5月 25日於台灣成立「台灣民主國」，以「永清」為年號，以「藍

地黃虎」圖樣為國旗，推舉巡撫唐景崧擔任總統，試圖引起國際輿論

的介入，此一組織雖然在成立十三天後，就因日軍攻入台北而導致總

統出走，而在同年的 10月，也因日軍攻入台南而正式宣告該政權的
結束，雖然只是在歷史上的曇花一現，不過作為該時代台灣重要的歷

史轉捩點，其成立的背景與後續引發的影響，都值得針對該時代的台

灣歷史作一詳細的探討。 
 

現今高中歷史教學中，台灣民主國的主題，屬於中國史下冊第十

四章第二節的「乙末割台與台民抵抗」的內容，而各教科書中，除了

龍騰版將該主題劃歸第十二課「日據時期」中的「武裝抗日」一節外，

其他課本都依照教綱的規劃。現今「普通高級中學歷史科課程綱要草

案」中的教材綱要，則將此事件歸於單元四主題一「統治政策與台民

反應」的內容中，茲將上述相關主題，整理如表 5-1。 
 

表 5-1 台灣民主國在教科書的對應章節 
版本 章節名稱（章） 章節名稱 

84 年教綱 台灣建省與乙末割讓 乙末割台與台民抵抗 

龍騰版 日據台灣 武裝抗日 

建宏版 台灣建省與乙末割讓 乙末割台與台民抵抗 

南一版 台灣建省與乙末割讓 乙末割台與台民抵抗 

三民版 台灣建省與乙末割讓 乙末割台與台民抵抗 

康熙版 台灣建省與乙末割讓 甲午戰爭與乙末割讓 

正中版 台灣建省與乙末割讓 乙末割台與台民的抗日活動 

92 年教綱草案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統治政策與台民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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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檔案分析 

 
關於「台灣民主國」議題的相關檔案，最重要的當屬故宮現藏「軍

機處檔」與「宮中檔」，以及近史所檔案館典藏「清末外交檔」中所

包含的相關檔案，這些官方檔案中都存有原件，其中關於乙末割台前

後的奏章、電報等檔案，有助於對當時台灣民主國成立的背景與當時

台灣的社會情勢作一初步瞭解，針對這批檔案的原件，兩個單位都有

將其整理，並進行翻印出版的動作。故宮將其選輯整理為《清宮洋務

始末台灣史料》以及《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料》」；近史所檔案館則將

其整理為《清季中日韓關係史料》出版，以上的出版品都屬於原件翻

印出版的形式。 
 

除了原件翻印出版之外，有許多檔案都經過重新整理、排版的工

作而公諸於世，這些檔案雖然已不復見原件之貌，但其經過整理後的

檔案內容對歷史教學而言功用更大，有王彥威所編的《清季外交史料

（光緒朝）》，以及台灣文獻叢刊中的《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料選輯》、

《清季外交史料選輯》，都是屬於將前述的原件史料整理選輯後的出

版品。 
 

除了上述介紹匯集到中央的檔案，在李鴻章與張之洞這些當時與

割台密切相關的重臣的書信、電報中，也可以找到許多台灣民主國關

連的文獻，這些同樣屬於一手檔案的文獻，被選錄在《李文忠公選輯》

與《張文襄公選輯》中，其中由於張之洞與唐景崧兩人過從甚密，因

此兩人此時的往返書信，在台灣民主國此一議題之研究上具有高度價

值。 
 

在這些清朝政府的官方檔案外，目前國立台灣博物館亦藏有許多

台灣民主國的相關文物，其中不乏相關檔案，包含唐景崧的諭告文、

日本樺山總督的諭告文以及樺山和劉永福之間的書信往返；而國史館

台灣文獻館所藏的總督府公文類纂中，也有部分與台灣民主國相關的

檔案可供利用。這些檔案作為台灣民主國後期以及日軍攻台的一手史

料，可補清廷官方檔案部分的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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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充資料說明 
 

在教學時，由於前述的官方檔案較為偏重清廷官方態度，因此在

台灣民主國實際的運作情況可以一些官方檔案以外的補充資料作為

佐證。此時期，許多事件的當事者在事後都有針對當時的情況寫下回

憶性質的史籍，較為著名的有思痛子的《台海思慟錄》、洪棄生的《瀛

海偕亡記》、俞明鎮的《台灣八日記》、陳昌基的《台島劫灰》、以及

易順鼎的《魂南記》等書，其中俞明鎮和陳昌基同為台灣民主國政府

的高官，兩人手記的《台灣八日記》及《台島劫灰》二書同為北部民

主國成立經過及潰敗過程的重要史料；而易順鼎曾在南部與劉永福共

事，其《魂南記》也是呈現南部劉永福抗日經過的重要史料，如果要

參考第三者的觀點的話，由美國記者 Davidson記載，經蔡啟恆翻譯
的《台灣的過去與現在》一書，也可提供外國人對當時情況的觀點與

相關記錄。 
 

四、檔案教學利用的模式說明 

 
本檔案實作中，除了盡可能附上檔案原件外，所提供的檔案包含

名稱、出處、日期、內容、解讀介紹、問題設計、對應主題等資料，

整理如表 5-2。 
 

表 5-2  檔案教學利用實作內容說明 
項目 內容說明 

檔案名稱 該檔案在原件目錄中的名稱 

檔案出處 該檔案的出處，包含原件出處與經過整理後的內容出處 

檔案日期 檔案的產生日期 

檔案內容 
檔案原件的實際文字內容，附上以方便學生直接閱讀。重點

部分以粗體表示，避免學生閱讀資料過多的困擾。 

檔案解讀介紹 
針對檔案內容重點作解讀，說明該檔案的重要意義。並補充

可以相關對照的史料資源。 

問題設計 針對檔案內容設計問題，以供教師參考使用。 

對應主題 檔案在本教學中所對應的小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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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檔案的選錄與利用 

 
有關檔案的選錄與利用，研究者在此共選錄 20件檔案作分析實

作，內容包含有原文、解析以及問題設計，以供教師在教學時選擇參

考，教師不需全部使用，就時間及需求選擇使用即可。茲將該所有檔

案清單整理如表 5-3。 
 

表 5-3 選用檔案清單 

 
 

檔案編號 檔案名稱 

1 臺撫唐景崧致軍務處報澎湖失守電(附旨) 

2 
臺撫唐景崧致軍務處報臺民憤駭謂北省停戰臺獨向隅懇飭所有兵輪並

粵省鎗彈運臺援應電(附旨) 

3 臺撫唐景崧致軍務處臺民呈稱願效死勿割臺地電 

4 全權大臣李鴻章奏中日會議和約已成摺 

5 中日馬關條約 

6 臺撫唐景崧致軍務處請廢約再戰並商各使公斷速罷前議電(兩件) 

7 臺撫唐景崧奏陳臺民萬眾一心請歸英保護電 

8 臺撫唐景崧致軍務處臺民不願歸日擬與劉永福留臺為民作主電 

9 
臺撫唐景崧致軍務處據紳民血書稱誓不從日請照公法以民意為從違電

(兩件) 

10 署江督張之洞致總署臺灣民變正合西例可冀西洋各國動聽電 

11 署江督張之洞奏據臺灣紳民公稟堅留唐撫劉提仍理臺事電 

12 全權大臣李鴻章奏唐撫不遵旨撤兵橫生異議請朝廷勿為所惑電 

13 臺撫唐景崧致總署報臺民強留攝行民主國總統事請代奏電 

14 台民佈告 

15 台灣民主國獨立宣言 

16 台灣民主國總統告諭 

17 辜顯榮敘勳 

18 陳法的賞賜獎案 

19 劉永福激勵抗日諭告文 

20 劉鎮來電（劉永福發給張之洞的求援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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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1】 

檔案名稱 臺撫唐景崧致軍務處報澎湖失守電(附旨) 

檔案出處 
‧ 清季外交史料選輯（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 
‧ 清宮洋務始末台灣史料（四）頁 2456~2457（原件） 

檔案日期 光緒二十一年三月初四 

檔案內容 

據各路電報，澎弁勇來云：賊用氣球登岸，人執一鐵板，

聚成砲臺；手砲開花，砲彈極猛速。二十八日，統將朱知府上

泮短兵相接，中五傷倒地，恐陣亡。賊逼廳城，周鎮振邦、分

統林福喜、通判陳步梯力擊，賊退。二十九日，賊以兵輪環攻，

使我處處受敵；復登岸攻進東門。周鎮巷戰帶傷，左右盡死，

傳聞登山自盡；俟續查。賊據金龜頭尓臺，哨官陳德興並勇百

餘人力抵，亦俱死。林福喜受傷，不知下落；其軍最奮，傷亡

尤多。陳步梯帶團助戰，亦受傷；不知下落。惟盧彥梯一軍守

西嶺，是日但見賊，發尓遙擊之；尚未查知確耗。三日血戰，

澎軍頭目傷亡殆盡。臣明知澎湖孤懸絕地，無兵輪，無以策應；

負此將士，悲痛曷極！請代奏。 
 

三月初四日，奉旨：『電唐景崧：澎湖力戰三日，竟至不守；所有各

官下落，查明具奏。唐景崧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臺灣情形更緊，

上年據奏招一萬四千人聽調；能否得力？楊岐珍現紮何處？日若分路來

犯，亟須聯絡抵禦』。 

檔案解讀介紹 

此檔案在歷史內容的重要性比較不重要，不過其中有一點值得

一看。「賊用氣球登岸，人執一鐵板，聚成砲臺；手砲開花，

砲彈極猛速。」這段話，用現在高科技部隊的觀點看來，仍然

相當神奇。其奏電上報道聽塗說之誤，可以由俞明鎮在《台海

八日記》所附的臺灣唐維卿中丞電奏稿中，對這段奏章內容的

評論來說明： 
 
此電倉卒據各路探報之言，實在情形全不相同。中國人無識，有專造

謠言者，有隨口演說者，有人云亦云、一犬吠影百犬吠聲者。所遣偵探亦

不過傳述若輩之言而已，可為痛恨。電中所言「氣球」，後始悉係在海水淺

處用礬布船登岸，一人乘一船；遠望之，若「氣球」然。後聞總署以「氣

球」登岸之語行知各處，豈非大笑話？又「人執一鐵板，聚成砲臺」之說，

尚待考；大約亦誤認也。 

問題設計 

Ｑ：在奏報中，唐景崧形容敵人「用氣球登岸，人執一鐵板，

聚成砲臺；手砲開花，砲彈極猛速。」的這段話，你覺得

合理嗎？為何他會在奏章中作這樣的形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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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2】 

檔案名稱 
臺撫唐景崧致軍務處報臺民憤駭謂北省停戰臺獨向隅懇飭所

有兵輪並粵省鎗彈運臺援應電(附旨) 

檔案出處 
‧ 清季外交史料選輯（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 
‧ 清宮洋務始末台灣史料（四）頁 2463（原件） 

檔案日期 光緒二十一年三月初七 

檔案內容 

  密。電旨悉。停戰臺灣獨否，敵必以全力攻注。孤臺當巨

寇，其危可知。他方既停戰，懇飭所有兵輪均赴臺灣聽用；崧

一面激勵將士，誓以死守。澎湖之失，以無兵輪援應；前車不

遠，可為寒心。崧不惜死，總期於國事有益。迫切。請代奏。

(三月初七日) 
 
旨：『唐景崧電奏均悉。向來兩國議和，先定停戰日期；如議不定，仍即開

戰。此次議定停戰自初五日至二十六，亦只二十一日；日不允臺、澎。李

鴻章據公法與之力爭，而彼堅執如故。此節權自彼操，凡在臣民，皆當共

喻。況停戰並無多日，彼兵之在奉天與游弋津、沽各海口依然不減，並非

他處盡撤而以全力攻臺也。朝廷注意該處孤懸海外，援應維艱，宵旰憂廑；

自去歲至今，無時可釋。然自開戰以來，屢為該處備兵增餉、不遺餘力者，

亦正慮有今日。該署撫應將以上所諭剴切宣示，激勵將士、開導紳民，敵

愾同仇，力圖捍禦。其有損資納餉立功者，必優加獎擢，不次酬庸；慎毋

惑於愚論，藉口向隅，致守備有疏，自貽伊戚。該署撫所請由廣東撥濟鎗

械，已飭李瀚章照辦；並諭知張之洞、譚鍾麟酌量協濟。至調用兵輪一事，

北洋無船；南洋各船前令協助北洋，因張之洞聲稱船舊行遲、不能出海，

遷延不調。本日雖諭李瀚章、張之洞酌籌辦法，第恐不能應手耳』。(三月

初八日) 

檔案解讀介紹 

本檔案主要重點當時中日約定停戰，獨台、澎不停戰的實際情

況。在於本奏章所回的御旨中粗體部分的文字也說明了當時何

以台灣、澎湖並未停戰的實際情形。也已造成台灣紳民不滿的

的前因。此段文字可與命令交割時的相關文電作一對照。 

問題設計 
Ｑ：在朝廷的回旨中，台灣沒有停戰的理由何在？而朝廷對台

灣有哪些援助辦法？ 

對應主題 ‧台灣人民的態度（台灣民主國的成立背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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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3】 

檔案名稱 臺撫唐景崧致軍務處臺民呈稱願效死勿割臺地電 
檔案出處 清季外交史料選輯（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 
檔案日期 光緒二十一年三月二十四 

檔案內容 

  據工部主事統領全臺義勇邱逢甲率全臺紳民呈稱：『和議

割臺，全臺震駭！自聞警以來，臺民慨輸餉械，不顧身家，無

負朝廷。列聖深仁厚澤二百餘年，所以養人心、正士氣，為我

皇上今日之用；何忍棄之。全臺非澎湖之比，何至不能一戰！

臣等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撫臣誓死守禦。設戰而不勝，

請俟臣等死後，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對祖宗、下對百姓。如

日酋來收臺灣，臺民惟有開仗。謹率全臺紳民痛哭上陳』等因。

乞代奏。(三月二十四日) 

檔案解讀介紹 

本段電報為乙末割台反映台民心聲的重要文件，重點在於反應

丘逢甲等全台紳民不願割台的心情。可與清末各大臣反對割台

的奏章一起對照。 

問題設計 

本檔案屬於重要的檔案，可讓學生針對檔案原件本身做理解。
 
1. 認識文件 
 
本檔案的文件種類是？（在適合的一項內打√） 

 
□ 信函   □ 備忘錄     □ 報告    □ 電報 
□ 剪報   □ 會議記錄   □ 其他 

 
2. 檔案的背景資料 
 
這份檔案是因為什麼活動或事件而產生的？ 

 
3. 內容與脈絡分析 
 
（1） 檔案的產生者是誰？ 
（2） 檔案在什麼時候產生？ 
（3） 檔案的讀者是誰？ 
（4） 本檔案主要的目的何在？ 
 

對應主題 ‧台灣人民的態度（台灣民主國的成立背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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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4】 

檔案名稱 全權大臣李鴻章奏中日會議和約已成摺 

檔案出處 
‧ 清季外交史料選輯（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 
‧ 清宮洋務始末台灣史料（四）頁 2495~2509（原件） 

檔案日期 光緒二十一年三月二十八 

檔案內容 

全權大臣直隸總督李鴻章奏：為中、日會議和約已成事。 
 
  竊臣奉命馳赴日本，自抵馬關以後，歷將議約情形詳細電

奏；屢蒙訓誨，得有遵循。計自二月二十四日以後，迭與日本

全權大臣伊藤、陸奧等會議。初商停戰，要挾甚多；繼索約章，

又靳不與。二十八日，臣由會議處歸途被刺。三月初三日，陸

奧面交節略，允即停戰；二十一日要挾之款已噤不提。嗣後屢

催約款，始於初七日交到；臣一面電請訓示、一面備文駁詰。

伊藤等覆文，持之甚堅；謂係戰後約款，與尋常議約不同；其

意隱以同治年間德、法成案為根據。美律師科士達深慮決裂，

恐難力爭；臣仍力與堅持，多方開導。直至十六日會議，伊藤

交到改定約章；較之原約，頗有刪易。越日，專函申言「此為

末尾盡期辦法」，竟似西例所稱「哀的美敦書」；若不允行，

勢將決裂。臣仍令臣子經方迭赴伊藤處緩與磋磨，但期爭回一

分，即免一分之害；而伊藤堅執之至，直云「無可再商、無可

再改」。且十七、十八、十九等日已派運船六十餘艘載兵十萬，

分起由馬關出口，駛赴大連灣、旅順一帶聽候小松親王號令，

必須直犯京畿；停戰期限將滿，既不肯展，更圖大舉，勢殊岌

岌。臣查二月初七日王大臣等會奏，以「宗社為重，邊徼為輕」。

當此危險間不容髮之時，臣未敢一意駁斥，以貽君父之憂；又

不敢率意逕行，以從敵人之欲。正在萬難處置之際，旋奉二十

日諭旨：『如竟無可商議，即遵前旨與之定約。欽此』。二十

一日，臣又赴公所會議，竭力與爭，幾於唇焦舌敝；彼雖堅執，

而讓地劃界、賠款利息、內地租棧、日銀納稅各節，尚勉從刪

改。當即訂定二十三日，兩國全權大臣公同簽畫。二十四日，

臣即展輪回津。  
 
  伏維皇上灼知時局，許息戰爭；簡畀微臣，任以專使。臣

何暇為一身之計，以重君父之憂。惟是漢劉敬之赴朔北，當時

本屬從權；宋寇準之盟澶淵，同朝或以為辱。臣適當事機棘手

之際，力爭於驕悍不屈之廷；既不免毀傷殘年之遺體，復不能

稍戢強敵之貪心。中夜以思，愧悚交集。所最疚心者，賠款雖

減，尚有二萬萬兩；奉天迤南雖退出數處，而營口至金、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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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不肯稍讓。臺灣兵爭所未及，而彼垂涎已久，必欲強佔。或

有為之解者，謂鳳、岫、金、復、海、蓋一帶，宋、明以來本

朝鮮屬地，我朝未入關以前所得；臺灣則鄭成功取之荷蘭，鄭

本日產，康熙年間始歸我版圖。今日人乘勝據朝鮮，遂欲兼併

其地，事非偶然；然而敵燄方張，得我鉅款及沿海富庶之區，

如虎添翼，後患將不可知。臣昏耄，實無能為。深盼皇上振勵

於上，內外臣工齊心協力，及早變法求才，自強克敵；天下幸

甚！ 
 
  謹照鈔畫押條約並威海衛暫行留軍專條、校正文義另款及

日本改劃奉天界圖，恭呈御覽。並將和約原本專員齎送軍機

處，敬候批准，早日派員互換，以便兩國停戰撤兵， 共圖休
息。再，伊藤等原約第十款「批准互換日起按兵息戰」，不肯

更改；必須於畫押後二十日辦結。臣與辨爭至再，僅允展至二

十一日在煙臺互換。又畫押與商，亦應展期停戰二十一日；議

立另條，附約本之後，一併畫押。合併陳明。謹會同全權大臣

臣李經方繕摺，謹奏。 
 
光緒二十一年三月二十六日，奉硃批：『依議。單、圖併發。該衙門

知道。惟聞俄、德、法三國現與日本商改中、日新約，將來如有與此約情

形不同之處，仍須隨時修改』。 

檔案解讀介紹 

本檔案為李鴻章在簽訂馬關條約後向朝廷的回報奏摺。內容說

明馬關條約談判的大致過程，其中也可看出談判的壓力與簽約

的原因。原檔有附「附馬關條約、議訂專條、另約、停戰條約、

停戰展期專條及李鴻章咨文、伍廷芳呈文」等文獻。建議本檔

案可與「馬關條約」相互參照。另台灣文獻叢刊第四十三種《馬

關議和中之伊李問答》可用來對比談判過程，教師可以從中選

擇一段念給同學聽，用以加深同學對談判過程的理解。 

問題設計 

Ｑ1：丘逢甲有詩云：「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力可回天」在

這份檔案中，你能否說說這位宰相在割地時的大致經

過？ 
Ｑ2：李氏父子在馬關條約的簽訂上被視為喪權辱國，從這份

奏摺中，你能否找出李鴻章最終簽約的形勢或理由？ 

對應主題 
‧ 馬關條約的簽訂（台灣民主國成立背景） 
‧ 李鴻章的人物評價（歷史人物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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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5】 

檔案名稱 中日馬關條約 
檔案出處 故宮博物院，內文引自李鴻章奏摺所附 
檔案日期 光緒二十一年三月二十三 

檔案內容 

中日馬關條約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與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為訂定和

約，俾兩國及其臣民重修平和、共享幸福且杜將來紛紜之端，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特簡大日本帝國全權辦理大臣內閣總

理大臣從二位勳一等伯爵伊藤博文、大日本帝國全權辦理大臣

外務大臣從二位勳一等子爵陸奧宗光，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特

簡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北洋通

商大臣直隸總督一等肅毅伯爵李鴻章、大清帝國欽差全權大臣

二品頂戴前出使大臣李經方為全權大臣，彼此較閱所奉諭旨，

認明均屬妥實無闕。會同議定各條款，開列於左：  
 
第一款：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為完全無缺之獨立自主，故凡有虧

損獨立自主體制─即如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禮，嗣

後全行廢絕。 
 
第二款：中國將管理下開地方之權並將該地方所有堡壘、軍

器、工廠及一切屬公物件，永遠讓與日本。 
 
   一、下開劃界以內之奉天省南邊地方從鴨綠江口溯該江以

抵安平河口，又從該河口劃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而

止畫成折線，以南地方所有前開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劃

界線內；該線抵營口之遼河後，即順流至海口止，彼

此以河中心為分界。遼東灣東岸及黃海北岸在奉天所

屬諸島嶼，亦一併在所讓界內。 
 

二、臺灣全島及所有附列各島嶼。 
 

三、澎湖列島─即英國格林尼次東經百十九度起至百二十

度止及北緯二十三度起至二十四度之間諸島嶼。 
 
第三款：前款所載及粘附本約之地圖所劃疆界，俟本約批准互

換之後，兩國應各選派官員二名以上為公同劃定疆界

委員，就地踏勘，確定疆界。若遇本約所訂疆界於地

形或治理所關有礙難不便等情，各該委員等當妥為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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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更定。各該委員等當從速辦理界務，以期奉委之後

限一年竣事。但遇各該委員有此更定劃界，兩國政府

未經認准以前，應據本約所定劃界為正。 
 
第四款：中國約將庫平銀二萬萬兩交與日本，作為賠償軍費。

該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萬兩應在本約批准互

換後六個月內交清、第二次五千萬兩應在本約批准互

換後十二個月交清；餘款平分六次遞年交納，其法列

下：第一次平分遞年之款於兩年內交清、第二次於三

年內交清、第三次於四年內交清、第四次於五年內交

清、第五次於六年內交清、第六次於七年內交清，其

平分均以本約批准互換之後起算。又第一次賠款交清

後，未經交完之款按年加每百抽五之息。但無論何

時，將應賠之款或全數、或幾分先期交清，均聽中國

之便。如從條約批准互換之日起三年之內能全數清

還，除將已付利息或兩年半、或不及兩年半於應付本

銀扣還外，餘仍全數免息。 
 
第五款：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限二年之內，日本准中國讓與地

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便變賣所有產業，

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均宜視為日本臣

民。又臺灣一省，應於本約批准互換後，兩國立即各

派大員至臺灣，限於本約批准後兩個月內交接清楚。
 
第六款：日、中兩國所有約章，因此次失和自屬廢絕。中國約

俟本約批准互換之後，速派全權大臣與日本所派全權

大臣會同訂立通商行船條約及陸路通商章程。其兩國

新訂約章，應以中國與泰西各國現行約章為本。又本

約批准互換之日起、新訂約章未經實行之先，所有日

本政府官吏臣民及商業、工藝、行船船隻、陸路通商

等，與中國最為優待之國禮遇護視一律無異。中國約

將下開讓與各款，從兩國全權大臣畫押日起，六個月

後方可照辦。 
 
 第一，現今中國已開通商口岸之外，應准添設下開各處立為

通商口岸，以便日本臣民往來、僑寓，從事商業工藝

製作。所有添設口岸，均照向開通商海口或向開內地

鎮市章程一體辦理；應得優例及利益等，亦當一律享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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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湖北省荊州府沙市； 
   二、四川省重慶府； 
   三、江蘇省蘇州府； 
   四、浙江省杭州府。 
 
日本政府得派遣領事官於前開各口駐紮。 

 
 第二，日本輪船得駛入下開各口，附搭行客、裝運貨物。 
 
   一、從湖北省宜昌溯長江以至四川省重慶府； 
二、從上海駛進吳淞江及運河以至蘇州府、杭州府。  

 
日、中兩國未經商定行船章程以前，上開各口行船，務依

外國船隻駛入中國內地水路現行章程照行。 
 
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國內地購買經工貨件若自生之物或 

 
將進口商貨運往內地之時欲暫行存棧，除毋庸輸納稅鈔、

派徵一切諸費外，得暫租房棧存貨。 
 
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便從事各項工藝

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便裝運進口只交所訂進口

稅。日本臣民在中國製造一切貨物，其於內地運送

稅、內地稅鈔雜課雜派以及在中國內地沾及寄存棧房

之益，即照日本臣民運入中國之貨物一體辦理。至應

享優例豁除，亦莫不相同。嗣後如有因以上加讓之事

應增章程規條，即載入本款所稱之行船通商條約內。
 
第七款：日本軍隊現駐中國境內者，應於本約批准互換之後三

個月內撤回；但須照次款所定辦理。 
 
第八款：中國為保明認真實行約內所訂條款，聽允日本暫行佔

守山東省威海衛。又於中國將本約所訂第一第二兩次

賠款交清、通商行船約章亦經批准互換之後，中國政

府與日本政府確定周全妥善辦法，將通商口岸關稅作

為剩款並息之抵押，日本可允撤回軍隊；倘中國政府

不即確定抵押辦法，則未經交清末次賠償之前，日本

應不允撤回軍隊。但通商行船約章未經批准互換以

前，雖交清賠款，日本仍不撤回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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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款：本約批准互換之後，兩國應將是時所有俘虜盡數交

還。中國約將由日本所還俘虜並不加以虐待或置於罪

戾，中國約將認為軍事間諜或被嫌逮繫之日本臣民即

行釋放；並約此次交仗之間所有關涉日本軍隊之中國

臣民概予寬貸，並飭有司不得擅為逮繫。 
 
第十款：本約批准互換日，應按兵息戰。 
 
第十一款：本約奉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 

陛下批准之後，定於光緒二十一年四月十四日(即明
治二十八年五月初八日)在煙臺互換。 

 
為此兩國全權大臣署名蓋印，以昭信守。 

 
  大清帝國欽差頭等全權大臣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北

洋通商大臣、直隸總督、賞戴三眼花翎一等肅毅伯爵李鴻章(畫
押)。  
 
大清帝國欽差全權大臣二品頂戴前出使大臣李經方(畫

押)。 
 
  大日本帝國全權辦理大臣內閣總理大臣、從二位勳一等伯

爵伊藤博文(畫押)。 
 
  大日本帝國全權辦理大臣外務省正大臣、從二位勳一等子

爵陸奧宗光(畫押)。 
 
  光緒二十一年三月二十三日、即明治二十八年四月十七日

訂於下之關(繕寫兩分)。 

檔案解讀介紹 

本檔案為在中國歷史上亦為相當重要的歷史檔案，但由於內容

龐雜，解讀不易，建議在解讀使把他單純作為一份重要檔案來

讓學生加以分析。詳細分析問題可參考檔案文件分析工作單。

問題設計 

1. 認識文件 
 
本檔案的文件種類是？（在適合的一項內打√） 

 
□ 信函   □ 備忘錄     □ 報告   □ 電報 
□ 剪報   □ 會議記錄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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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檔案的背景資料 
 
這份檔案是因為什麼活動或事件而產生的？ 

 
3. 內容與脈絡分析 
 
（1） 檔案的產生者是誰？ 
（2） 檔案在什麼時候產生？ 
（3） 檔案的讀者是誰？ 
（4） 請列舉出本檔案與當時台灣相關的內容要點？ 

對應主題 ‧ 馬關條約的簽訂（台灣民主國成立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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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6】 

檔案名稱 
臺撫唐景崧致軍務處請廢約再戰並商各使公斷速罷前議電(兩
件) 

檔案出處 
‧ 清季外交史料選輯（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 
‧ 清宮洋務始末台灣史料（四）頁 2489、2510（原件） 

檔案日期 光緒二十一年三月二十七 

檔案內容 

大局敗壞一至於此，廢約再戰，拚孤注以冀轉機。否則，

各國紛起，宇內立見分裂，雖欲苟安而不可得。即各國無事，

而賠款太鉅，何處枝柱；要害全失，財窮地蹙，斷難自立。臣

非故作危言，皇太后、皇上聖明熟思，必能洞鑒。割地之議，

不敢遽定；且臺中紳民哭聲震天，亂民又起，無可撫慰、無可

禁止。臣與各官，惟日以淚洗面；即欲辦理收束，為眾所劫，

無術可施。臣八旬老母，誓共守臺。和議成，本可內渡；乃為

民遮留，其慘可知。明知屢瀆罪重，而為目下計，惟戰有生機，

割地賠款實成絕路；敢冒斧鉞、犯忌諱再請。倘有變局，伏乞

電旨以固人心，不勝迫切待命之至！祈代奏。(三月二十七日)
 
  密。棄臺大眾嘆嗟，亂民已起。本日午刻，省城搶劫，砍

斃撫標中軍方良元、鎗斃平民十餘人。現距交割之期尚遠且未

撤營，亂已如此；撤營後，必至全臺糜爛，官員恐難保全。臣

愚不知所措，恐無死所矣；迫切上陳。乞代奏。(三月二十九日)

檔案解讀介紹 

這兩份文件都是唐景崧上奏的電報，其內容主要反映了當時全

台治安敗壞的程度，以及唐景崧本人無奈的狀況與心情。「臣

與各官，惟日以淚洗面；即欲辦理收束，為眾所劫，無術可施。

臣八旬老母，誓共守臺。和議成，本可內渡；乃為民遮留，其

慘可知。」大體可以說明唐景崧當時身不由己的處境。此段文

字可以與其他唐景崧在電報、奏章中表露心情的文字相對應，

瞭解理解當時唐景崧的處境與心情，並用以理解他日後「不戰

而走」的行為。 
 
而第二份文件中，「省城搶劫，砍斃撫標中軍方良元、鎗斃平

民十餘人。」的形容，遠不及實際情況來的嚴重。這一事件由

於唐景崧的處理不當，同時也導致了將士離心的後果。實際情

形可參照補充《割台三記》中的《讓台記》（頁 2），以及 Davidson
著，蔡啟恆譯的《台灣之過去與現在》（頁 191~192） 

問題設計 
Ｑ：你覺得本檔案中，哪些文字反映了唐景崧當時的處境，他

當時的處境為何？ 

對應主題 
‧ 簽約後的台灣情況（台灣民主國成立背景） 
‧ 唐景崧個人的心情（台灣民主國成立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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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7】 

檔案名稱 臺撫唐景崧奏陳臺民萬眾一心請歸英保護電 

檔案出處 
‧ 清季外交史料選輯（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 
‧ 清宮洋務始末台灣史料（四）頁 2528（原件） 

檔案日期 光緒二十一年四月初二 

檔案內容 

  密。欽奉三十日電旨，近日臺灣情形，敬瀝陳之。二十五

日，臺民知臺已屬日，臺北紳民男婦日來署向臣母及臣環泣，

並電知臺南、臺中各紳士留臣固守。當將朝廷不忍臺民塗炭之

意，剴切開導；無如義憤所激，萬眾一心，無從分解。次日，

即鳴鑼罷市。適英領事金璋來臣署，紳民環請設法，擬以臺歸

英保護，將煤、金兩礦並茶、腦、磺各稅酬之；懇其轉達公使。

臣見此情形，不能禁止，而防營仍未敢撤；莠民遂乘機欲亂，

有二十六日劫司庫械局之謀，以有備而止。二十八日，竟在市

中劫搶，中軍方元良出彈壓，倉卒被戕。亂民闖入臣署，親兵

閉門抵拒，臣與刑部主事俞明震、府經彭恆祖親出喝散；提臣

楊岐珍亦率隊彈壓，諭重卹屍主、嚴拿兇手。去後忽聞有各國

公論，歡聲雷動，安堵如恆。果有轉機，不難立定。若仍照前

約，軍民必立變；現已抗繳釐金，謂臺仍屬中國則繳，並禁各

鹽館售鹽、餉銀不准運出、製造局不准停工，皆稱應留為軍民

戰日之用。臣恐為軍民劫留，無死所矣！(四月初二日) 

檔案解讀介紹 

本文件的解讀重點有三： 
 
第一段劃線文字顯示當時台灣紳民欲以利酬之，引英國介

入的方法。反應當時台灣紳民的心情。 
 
第二段劃線文字則和上一檔案的部分內容相同，都是說明

當時的暴亂情形，不過叫上一段為詳細，可與上段史料對照或

澤一引用。 
 
第三個重點則在最後一句話，反映了唐景崧心中的不安及

擔心，也映證了他此時身不由己的處境。 

問題設計 
Ｑ1：這份檔案提出了哪些重點？ 
Ｑ2：當時台灣危機的情形反映在檔案中哪些文字？ 

對應主題 
簽約後的台灣情況＆唐景崧個人的心情(台灣民主國成立背景)
＆ 唐景崧的人物評價（歷史人物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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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8】 

檔案名稱 
臺撫唐景崧致軍務處臺民不願歸日擬與劉永福留臺為民作主

電 

檔案出處 
‧ 清季外交史料選輯（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 
‧ 清宮洋務始末台灣史料（四）頁 2540（原件） 

檔案日期 光緒二十一年四月初四 

檔案內容 

  臺民不願歸日，尤慮亂起。朝廷一棄此地，即無王法，不

能以尚未交接解之；文武各官，不能俟日人至而後離任。官既

離任，民得自逞；不獨良民塗炭，各官亦斷難自全。鹽為養命

之源，無法管理，萬民立困；此一事，即萬難處。現在各署局

幕友、書吏、僕役，辭散一空；電報、驛站亦將無人，勢必不

通，無從辦事。立撤勇營，尤為難事。愚民惟知留臣與劉永福

在此，即可為民作主，不至亂生；劉永福亦慷慨自任。臣雖知

不可為，而屆時為民挽留，不能自主，有死而已。伏泣瀝陳，

跪求聖訓！請代奏。(四月初四日) 

檔案解讀介紹 

本檔案的重點在於唐景崧自陳與劉永福留台的使命，也可看出

唐對於自己留台，雖然多少有點無奈，但多少也有點自命的使

命感的。 

問題設計 
Ｑ：從檔案中看來，你覺得唐景崧自己認為他留台的使命為

何？ 
對應主題 ‧唐景崧個人的心情（台灣民主國的成立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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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9】 

檔案名稱 
臺撫唐景崧致軍務處據紳民血書稱誓不從日請照公法以民意

為從違電(兩件) 

檔案出處 
‧ 清季外交史料選輯（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 
‧ 清宮洋務始末台灣史料（四）頁 2541（原件） 

檔案日期 光緒二十一年四月初四 

檔案內容 

臺民食毛踐土二百餘年，一旦棄之。昨日閉市，紳民入署

呼籲，慘不可言。民心忠義如此，若不設法籌救，勢必別出大

變，愈難收拾。按公法有「均勢」一條，又眾民不服者，其約

可廢。此事賠款則可，割臺則斷斷不可。為此籲請貴署會請駐

京各國公使從公剖斷，速罷前議，救度斯民；迅賜回電！(三
月二十七日) 
 
臺民洶洶，屢請代奏，未便瀆陳。前聞各國阻緩換約，謂

「有機會可乘」，劫以不得不奏之勢。茲據紳民血書呈稱：『萬

民誓不從日，割亦死、拒亦死，寧先死於亂民手、不願死於日

人手。現聞各國阻緩換約，皇太后、皇上及眾廷臣倘不乘此時

將「割地」一條刪除，則是安心棄我臺民；臺民已矣，朝廷失

人心，何以治天下？查「公法會通」第二百八十六章有云：「割

地須商居民能順從與否」；又云：「民必順從，方得視為易主」

等語。務求廢約，請諸國公議，派兵輪相助；並求皇上一言，

以慰眾志而遏亂萌。迫切萬分，哀號待命。乞代奏』等因。請

代奏。 
 

四月初四日，奉電旨：『連日紛紛章奏，謂臺不可棄，幾於萬口交騰。

本日又據唐景崧電稱紳民逞遞血書，內云「公法會通」第二百八十六章有

云：「割地須商居民能順從與否」；又云：「民必樂從，方得視為易主」

等語。臺民誓不從日，百方呼籲；將來交接，萬難措手。著李鴻章再行熟

察情形，能否藉三國阻緩之詞，與伊藤通此一信、或豫為交接地步；務須

體朕苦衷，詳籌挽回萬一之法，迅速電覆』！ 

檔案解讀介紹 

本檔案主要的重點在於呈現當時確定割台後，清朝官員或是台

灣方面所交相討論提出的辦法，意圖依據「公法會通」的國際

法來對日本造成輿論的壓力，在皇帝的回旨中顯見此方法有受

到三國干涉還遼的激勵與啟示。而這提出的辦法，也正式日後

推動成立台灣民主國最大的動力。 

問題設計 
Ｑ：在本檔案中所提出讓外國得與干預的方法為何？這方法的

提出是否是因為受到其他事件的影響？ 
對應主題 ‧台灣民主國成立的原因（台灣民主國的成立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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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10】 

檔案名稱 署江督張之洞致總署臺灣民變正合西例可冀西洋各國動聽電

檔案出處 
‧ 清季外交史料選輯（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 
‧ 清宮洋務始末台灣史料（四）頁 2554（原件） 

檔案日期 光緒二十一年四月初七 

檔案內容 

初三日電奏，計已進呈。頃王使之春江電云：『頃赴外部，

極言「德向助日，因俄、法牽制，復忌其強，遂有壓日之舉。

惟日電稱彼邦屢勝，礙難相讓；若照所請，恐激民變云。假如

中國臺、閩、粵民變，何以處之？或足牽制」。當稱謝，因請

設法相助。隨問「奉旨否」？對「未」。但不便再問。若從民

變著想，尚有權衡』等語。查路透電報：日拒俄、法諸國，確

係以恐激民變為詞；正與法外部之言相同。日既藉民變以拒諸

國，我更可藉民變懇諸國以拒日。昨臺撫唐江電稱：『臺民不

願歸日，欲劫留崧與劉永福在臺同守，僅許送出老母而家屬不

准行。乘機欲亂，有劫司庫、械局之謀，以有備而止。二十八

日，砍死中軍、鎗傷平民。旋聞有各國阻止批約之信，目前稍

定；倘無轉機，各官及良民均無生理矣。軍火萬難收回，存局

恐百姓不准提出。不知各國究竟有切實辦法能阻割地否？批准

期到，大亂立起。電報、驛站人俱逃散，必至信息不通』等語。

是臺灣民變，其勢已成；遼民亦必不服，毫無虛假。竊思「恐

激民變」一說，正合西例，可冀西洋各國動聽；且措詞又得體。

仰懇朝廷熟籌全局，一面飭總署迅速與各公使商；一面電許、

龔兩使迅與俄、德、英商，電王使迅與法商，或有轉機。再，

英袖手不管，必有隱情；上海傳言，日與英約分與利益：情形

種種可疑。此說如確，我更宜與英商；日餌英以利，我亦能為。

我許英者較厚，英自舍日助我矣。即不相助，亦免助日為患；

似甚緊要。英若作梗，則大局處處窒礙矣。恭候聖裁！請代奏。
 

四月初七日，奉旨：『張之洞電奏已悉。即派王之春將來電所言各節，

速與法外部切實商辦。如有頭緒，即電覆』。 
 
『電張之洞：來電悉。王之春所商各節已告法使電其外部，尚無回信。

該督著即電知王之春，仍探問法廷如何辦法？並令慶常幫辦；此事切須秘

密。龔照瑗仍即回英京，以免兩使之疑』。(四月十三日)  

檔案解讀介紹 

本檔案南洋大臣張之洞上書朝廷，意圖為保台尋求有利之法。

事實上，其方法不外乎以夷制夷。而其中亦可看出各國因利益

而互相勾結的外交環境。 
問題設計 Ｑ：檔案中，張之洞提到了什麼保全台灣的辦法？ 
對應主題 ‧台灣民主國成立的原因（台灣民主國的成立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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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11】 

檔案名稱 署江督張之洞奏據臺灣紳民公稟堅留唐撫劉提仍理臺事電 

檔案出處 
‧ 清季外交史料選輯（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 
‧ 清宮洋務始末台灣史料（四）頁 2630（原件） 

檔案日期 光緒二十一年四月二十二 

檔案內容 

  『全臺紳民敬電稟者：臺灣屬日，萬姓不服。迭請唐

撫院代奏臺民下情而事難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慘曷極！

伏查臺灣已為朝廷棄地，百姓無依，惟有死守據為島國，遙戴

皇靈，為南洋屏蔽。惟須有人統率，眾議堅留唐撫暫仍理臺事

並留劉鎮永福鎮守臺南。一面懇請各國查照「割地紳民不服」

公法，從公剖斷臺灣應作何處置，再送唐撫入京、劉鎮回任。

臺民此舉，無非戀戴皇清，圖固守以待轉機。情形萬緊，伏乞

代奏！全臺紳民同泣叩』云云。  
 
四月二十二日，奉旨：『電李鴻章：二十一電悉。茲據全臺紳民電稟云：

臺灣屬日，萬姓不服；既為朝廷棄地，惟有死守據為島國。並據唐景崧電：

臺民堅留該撫與劉永福，不聽開導，求死不得云云。是臺灣難交情形，已

可概見。該大臣熟籌辦法，以問伊藤；回電如何？速即電覆』。 

檔案解讀介紹 

該檔案亦為台灣紳民請託大臣上書的文件，表達台灣人民不願

割台的想法，可與「台民佈告」等重要台灣人民發佈的檔案文

獻相參酌，以瞭解當時人民的想法。 

對應主題 ‧台灣人民的態度（台灣民主國的成立背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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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12】 

檔案名稱 
全權大臣李鴻章奏唐撫不遵旨撤兵橫生異議請朝廷勿為所惑

電 

檔案出處 
‧ 清季外交史料選輯（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 
‧ 清宮洋務始末台灣史料（四）頁 2649（原件） 

檔案日期 光緒二十一年五月初二 

檔案內容 

  昨奉寄閱唐撫電，語多隔膜；實有不能已於言者。美國向

例不預外事；即美商肯估押，該國不能助兵，豈非空語！俄、

法、德與日廷言：不准日佔中國大地。大地，猶言平地也；故

只索遼東而不及臺島。法初意欲保臺，因俄、德不從，乃止。

未定約之前，英且不肯押臺；豈定約後，美肯越俎！南洋及臺

撫皆不明洋情，憑虛臆造者也。至李經方手無兵權，自不可冒

險輕進，致失國體。臺北人來謂：『前次殺死中軍，乃兵變，

非民變；哥老會弁亦欲乘機劫庫耳』。唐撫不遵旨內渡撤兵，

橫生異議，幸朝廷勿為所惑！(五月初二日) 

檔案解讀介紹 
此為李鴻章上報的電報，要求朝廷命令唐景崧儘速交割。其中

略可窺知當時各國的意向。 

對應主題 
‧ 台灣民主國成立的原因（台灣民主國的成立經過） 
‧ 李鴻章的人物評價（歷史人物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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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13】 

檔案名稱 臺撫唐景崧致總署報臺民強留攝行民主國總統事請代奏電 

檔案出處 
‧ 清季外交史料選輯（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 
‧ 清宮洋務始末台灣史料（四）頁 2651（原件） 

檔案日期 光緒二十二年五月初三 

檔案內容 

  四月二十六日奉電旨，令臣景崧欽遵開缺，應即起程進京

陛見。惟臣先行，民斷不容；各官亦無一保全。只合暫留此，

先令各官陸續內渡，臣當相機自處。臺民前望轉機，未敢妄動。

今已絕望，公議自立為民主之國，於五月初二日齊集衙署，捧

送印旗前來；印文曰「臺灣民主國總統之印」、旗為藍地、黃

虎，強臣暫留保民理事，臣堅辭不獲 。伏思日人不日到臺，

臺民必拒。若尓臺仍用龍旗開仗，恐為日人藉口，牽涉中國。

不得已，允暫視事，將旗發給各尓臺暫換；印暫收存，專為交

涉各國之用。一面布告各國，並商結外援。嗣後臺灣總統均由

民舉，遵奉正朔，遙作屏藩。俟事稍定，臣能脫身，即奔赴宮

門，席卧請罪。昧死上聞。請代奏。(五月初三日) 

檔案解讀介紹 

1. 此為唐景崧就台灣民主國總統前上告清廷的文電，內容表
達其不得已的心情，從中亦可看出當時台灣民主國並非真

正尋求獨立自主的立國態度。 
2. 這份佈告同時也反應了台灣民主國成立時的景況，內中描

寫的略嫌平淡，可參照陳昌基的《台島劫灰》以及 Davidson
的《台灣之過去與現在》（頁 199~200）中的描寫。 

3. 而唐景崧當時的作為，在江山淵的《丘逢甲傳》中，有「朝
服出，望闕九叩首，旋北面受任，大哭而入」而入的作為，

或可與前面唐景崧表示無奈的奏章，讓學生想像這位歷史

人物當時的心情。 

問題設計 

Ｑ1：在唐景崧就任之前，你覺得他寫此文告的目的為何？如
果你是他，在「俟事稍定」後，你會「即奔赴宮門，席

卧請罪」嗎？ 
Ｑ2：唐景崧的不戰而走，無疑是歷來台灣史談到台灣民主國

時的反面人物。從他「雖知不可為，而屆時為民劫留，

不能自主，有死而已」以及「留臣與劉永福在此，即可

為民作主，不至亂生」的奏章，對照他總統就職時「朝

服出，望闕九叩首，旋北面受任，大哭而入」的舉動，

你覺得他是當時是怎麼樣的心情？對照劉永福評價其

「雖飾詞為民所強，其實自為之事」。你有何看法？ 

對應主題 
‧ 台灣民主國成立的經過（台灣民主國的成立經過） 
‧ 唐景崧的人物評價（歷史人物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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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14】 

檔案名稱 台民佈告 
檔案出處 《中日戰輯選錄》中〈台灣自主文牘〉 
檔案日期 光緒二十一年四月二十一 

檔案內容 

臺民布告曰： 
 
竊我臺灣隸大清版圖二百餘年；近改行省，風會大開，儼

然雄峙東南矣。乃上年日本肇釁，遂至失和。朝廷保兵恤民，

遣使行成；日本要索臺灣，竟有割臺之款，事出意外。聞信之

日，紳民憤恨，哭聲震天。雖經唐撫帥電奏迭爭，並請代臺紳

民兩次電奏懇求改約，內外臣工俱抱不平，爭者甚眾；無如勢

難挽回。紳民復乞援於英國，英泥局外之例，置之不理；又求

唐撫帥電奏，懇由總理各國事務衙門商請俄、法、德三大國並

阻割臺，均無成議。嗚呼！慘矣。 
 
查全臺前後山二千餘里、生靈千萬，打牲防番，家有火器；

敢戰之士一呼百萬，又有防軍四萬人，豈甘俯首事仇！今已無

天可籲、無人肯援，臺民惟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臺政。事平

之後，當再請命中朝作何辦理。倘日本具有天良，不忍相強，

臺民亦願顧全和局，與以利益；而臺灣土地政令，非他人所能

干預。設以干戈從事，臺民惟集萬眾禦之；願人人戰死而失臺，

決不拱手而讓臺。所望奇材異能，奮袂東渡；佐創世界，共立

勛名。至於餉銀、軍械，目前儘可支持，將來不能不借資內地。

不日即在上海、廣州及南洋一帶埠頭開設公司，訂立章程，廣

籌集款。臺民不幸至此，義憤之倫，諒必慨為佽助；洩敷天之

恨，救孤島之危！並再布告海外各國：如肯認臺灣自主、公同

衛助，所有臺灣金礦、煤礦以及可墾田、可建屋之地，一概租

與開闢，均霑利益。考公法：讓地為紳士不允，其約遂廢；海

邦有案可援。如各國仗義公斷，能以臺灣歸還中國，臺民亦願

以臺灣所有利益報之。 
 
臺民皆籍閩、粵，凡閩、粵人在外洋者，均望垂念鄉誼，

富者挾貲渡臺，臺能庇之，絕不欺凌；貧者歇業渡臺，既可謀

生，兼可洩忿。此非臺民無理倔強，實因未戰而割全省，為中

外千古未有之奇變。臺民欲盡棄田里，則內渡後，無家可歸；

欲隱忍偷生，實無顏以對天下！因此搥胸泣血，萬眾一心，誓

同死守。倘中國豪傑及海外各國能哀憐之，慨然相助；此則全

臺百萬生靈所痛哭待命者也。 
 
特此布告中外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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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解讀介紹 

「台民佈告」與「台灣民主國自主宣言」以及「台灣民主國總

統告諭」為關於台灣民主國自身最重要的三樣文獻。「台民佈

告」的產生背景為光緒二十一年四月二十一日，丘逢甲率台灣

士紳與唐景崧會談後，發表「台民布告」，此佈告最主要的內

容在表明台灣自主的意圖，期望能因此減少清廷與日本和談的

壓力，以及給予外國介入的正當性。本檔案可參照之前所錄四

月二十二由張之洞代為上奏之電報。 

問題設計 

Ｑ1：在「台民佈告」中，提出了哪些誘因，讓外國支持台灣

自主？ 
Ｑ2：本檔案中的「台民」，真的代表台灣全體人民的民意嗎？

還是哪些身份特殊的代表呢？ 
Ｑ3：以現今民主的觀點，你怎麼看待這篇佈告所表現的思想？

對應主題 
‧ 台灣民主國成立的經過（台灣民主國的成立經過） 
‧ 第一時期的北部地方（台灣人民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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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15】 

檔案名稱 台灣民主國獨立宣言 

檔案出處 
本檔案原文以亡佚，在此錄 Davidson的記載，收錄於蔡啟恆

所譯《台灣的過去與未來》一書 
檔案日期 光緒二十一年四月二十九 

檔案內容 

日寇強橫，欲併台灣，台民曾派代表，詣闕力爭，為蒙俞

允。局勢危急，日寇將至。我如屈從，則家鄉將淪於夷狄；如

予抗拒，則實力較弱，恐難持久。業與列強迭次磋商，僉謂台

灣必先自主，始可予我援助。 
台灣同胞，誓不服倭，與其事敵，寧願戰死。爰經大會議

決，台灣自主，改建民主國，官吏皆由民選，一切政務秉公處

理，但為禦敵及推行新政，必有一元首，俾便統率，以維持秩

序而保安寧。巡撫兼總司令唐景崧素為萬民所景仰，故由大會

公推為民主國總統。 
 
總統之官印業已刻成，將於五月初二日巳時由全台士民恭

獻總統。凡我同胞，無論士農工商，務需於是日黎明齊集東方

會館，隆重舉行開國典禮，幸勿遲誤！ 
 

全台人民公告

檔案解讀介紹 

本檔案主要的公告對象為台灣人民與西方諸國。其中也針對台

灣民主國的「民主」政體作一公告。而從「業與列強迭次磋商，

僉謂台灣必先自主，始可予我援助。」中，也可看出台灣民主

國的成立原因。事實上，台灣民主國的民主，只是虛應故事，

只是虛應故事，教師可參考相關論述於上課加以說明。 

問題設計 
Ｑ：在本檔案中聲明建立「官吏皆由民選」的台灣民主之國，

你怎麼看待台灣民主國的「民主」？ 

對應主題 
‧ 台灣民主國成立的經過（台灣民主國的成立經過） 
‧ 第一時期的北部地方（台灣人民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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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16】 

檔案名稱 台灣民主國總統告諭 
檔案出處 《中日戰輯選錄》中〈台灣自主文牘〉 
檔案日期 光緒二十一年五月某日 

檔案內容 

    臺灣民主國總統、前署臺灣巡撫布政使唐，為曉諭事。照
得日本欺凌中國，大肆要求。此次馬關議款，於賠償兵費之外，

復索臺灣一島。臺民忠義，不肯俯首事仇，屢次懇求代奏免割，

總統亦奏多次；而中國欲昭大信，未允換約。全臺士民，不勝

悲憤！當此無天可籲、無主可依，臺民公議自立為民主之國；

以為事關軍國，必須有人主持。於四月二十二日，士民公集本

衙門遞呈，請余暫統政事，經余再三推讓；復於四月二十七日

相率環籲，五月初二日公同刊刻印信，文曰「臺灣民主國總統

之印」，換用國旗「藍地黃虎」，捧送前來。竊見眾志已堅，

群情難拂；不得已，為保民起見，俯如所請，允暫視事。即中

議定，改臺灣為民主之國。國中一切新政，應即先立議院，公

舉議員，詳定律例章程，務歸簡易。惟是臺灣疆土荷大清經營

締造二百餘年，今雖自立為國，感念列聖舊恩，仍應恭奉正朔，

遙作屏藩；氣脈相通，無異中土。照常嚴備，不可稍涉疏虞。

民間有假立名號聚眾滋事、藉端仇殺者，照匪類治罪。從此臺

灣清內政、結外援、廣利源、除陋習，鐵路、兵輪次第籌辦，

富強可致，雄峙東南，未嘗非臺民之幸也。特此曉諭全臺知之。
 

永清元年五月某日。

檔案解讀介紹 

本檔案為唐景崧就任總統後發行的佈告，其中對年號和國旗都

有所闡明。不過就內容來看，此文件表明台灣民主國與清朝的

關係甚深。其觀點可讓學生自行觀察發揮。 

問題設計 
Ｑ：有歷史學家說台灣民主國是「斷不了奶的民主國」，可以

從檔案中哪些地方看出？ 

對應主題 ‧ 台灣民主國成立的經過（台灣民主國的成立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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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17】 

檔案名稱 李春生辜顯榮敘勳 
檔案出處 總督府公文類纂 
檔案日期 明治二十八年十二月二十日（光緒 22 年） 

檔案內容 

台灣縣鹿港促良局長辜顯榮，年三十歲。 
 
自幼業儒十八年，光緒十年往上海、南京、漢口、香港

等處開張嘉成嘉益兩字號商業糖行，光緒十四年秋季彰化縣

土匪施九段便亂正值辜顯榮回里，因招撫良民蒙巡撫劉銘傳

賞五品軍功，嗣又招撫台中府生番，光緒十八年仍到上海寧

波商業，兼運售基隆煤炭事業。 
 
    大日本明治二十八年四月，聞台閩各島割讓歸入帝國版

圖，辜顯榮由上海回台灣到基隆。日本軍隊到基隆，清曆五

月十二晚，巡撫唐景崧遁走，維時辜顯榮適在台北探知即赴

基隆迎請軍隊入台北府城，安民倡議設保良局安撫百姓，又

自請到台中府並鹿港一帶招撫紳富。 
    明治二十八年七月二日隨同軍隊克台中府全境，辦理鹿

港保良局事務。日本軍隊攻取台南委辜顯榮承辦糧食配運，

平台南之軍隊大功告成。十二月二日蒙台灣民政局長官辦理

公使水野，帶由基隆行到東京，明治二十八年十二月二十日

辜顯榮履歷呈。 

檔案解讀介紹 

1895 年，台灣總督府對協助日軍有功人員辦理敘勳，本件及

為辜顯榮和李春生，上面的檔案內容取其辜顯榮履歷書的部

分。此次敘勳原本由民政局人事課檢附兩人履歷書，擬案敘勳

五等呈判，但是總督府內參謀認為太過優厚，因此由民政局長

帶辜顯榮及公文赴東京，改敘勳六等。 
 
實際上，本檔案的內容並不重要，不過辜顯榮作為引日軍進城

的代表人物，其作為的評價是很值得和下面農婦陳法一起討論

的。教師在介紹時，不妨參酌 Davidson對當時台北城內情況

的描寫，來對辜顯榮做為士紳代表的行為加以評估。 

問題設計 

Ｑ：辜顯榮和陳法都是引日軍入台北城的關鍵人物。以民族史

觀的觀點來看，他們無疑應該受到批評。然而，辜顯榮曾

辯駁他的作為是為了台北城人民的安危。你認為呢？對於

他們兩人作為的評論，可有不同？ 

對應主題 
‧ 引日軍進城的是與非（台灣民主國的崩潰） 
‧ 辜顯榮及陳法的歷史評價（歷史人物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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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18】 

檔案名稱 陳法的賞賜獎案 
檔案出處 《台灣治績志》 
檔案日期 明治二十八年七月五日（光緒 21 年） 

檔案內容 

賞賜獎案 
 

台北府北門外農婦陳法
 
談名於去明治二十八年六月初七日，當我官兵進入北門，門扉

緊鎖之時，汝陳法敢冒敵彈，攜階梯來佇立攻打。本師團長深

嘉汝以一婦身，有此美事，其功可賞，茲賜銀五圓以賞其美，

並獎案□授，日報無誤。 
 
明治二十八年七月五日 

 
近衛師團長 能久親王

檔案解讀介紹 

這份檔案是日軍對陳法的褒揚令。裡面比較有意思的是所謂

「敢冒敵彈，攜階梯來佇立攻打。」這段文字，陳法只是一介

農婦，和辜顯榮作為商人的未來發展大不相同，何以他會冒著

槍林彈雨為日本人放下階梯呢？對照當時台北引日軍入台士

紳的態度，以及 Davidson當時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到，陳法
的作為是有其城中治安大亂，人民需要穩定秩序的力量之背景

存在。和為來成為御用商人的辜顯榮相比，陳法的作為是可以

對比所謂「漢奸」的反思的。 

問題設計 

Ｑ1：從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陳法作為一個賣芋圓的農婦，
冒著槍林彈雨為日本人放下階梯。你覺得是什麼原因促使

他如此作？ 
Ｑ2：辜顯榮和陳法都是引日軍入台北城的關鍵人物。以民族

史觀的觀點來看，他們無疑應該受到批評。然而，辜顯

榮曾辯駁他的作為是為了台北城人民的安危。你認為

呢？對於他們兩人作為的評論，可有不同？ 

對應主題 
‧ 引日軍進城的是與非（台灣民主國的崩潰） 
‧ 辜顯榮及陳法的歷史評價（歷史人物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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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19】 

檔案名稱 劉永福激勵抗日諭告文 
檔案出處 國立台灣博物館現藏 
檔案日期 光緒二十一年六月某日 

檔案內容 

欽差幫辦台灣防務劉示： 
 

照得倭犯台北，係與土匪勾通。 
土客軍民混殺，倭亦徒苦無功。 
現在民心不服，四面大軍圍攻。 
鄰邦已護民主，恨倭無故與戎。 
使倭首尾難顧，立見鬼穴全空。 
台中台南一體，防禦共誓和融， 
即率福軍協辦，定復台北基隆， 
告爾軍民知悉，屆時一道從風。 

檔案解讀介紹 

本告示是 1895 年 6月台北基隆被日軍攻下後，劉永福為喚起

全島台民的敵愾之心，於各要處所公佈的宣傳文告。並為使文

字易讀易誦，更費心將文字以六字一句斷句，便於讀誦。 
而本檔案的內容並非重點，只是讓學生看看檔案，感受一下當

時的歷史情境。其檔案或可與當時台灣民主國的戰地海報相互

參照。 

活動設計 
讓學生針對檔案的內容加以朗誦，並參照「劉大將軍擒獲倭督

樺山斬首全圖」，讓學生說說對這份檔案和這張海報的看法。

對應主題 
‧ 第三時期的南部地方（台灣人民的抵抗） 
‧ 劉永福的歷史評價（歷史人物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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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20】 

檔案名稱 劉鎮來電 
檔案出處 《張文襄公全集》 
檔案日期 光緒二十一年七月初三、七月初五 

檔案內容 

諭福守二月，俄即出援。今兩月有餘，南中幸無恙，今

仍未見俄，欺公乎？福不負命，今餉械俱絕，民兵將亂，何

以戰守？福死奚惜，孔屏藩一棄，各國狡然生心。天下仰我

公一人，乞為大局計，痛哭流血，乞速設法救援。守走死生，

望公一言為定。為守為走，總祈代設善法，俾軍民相安無事。

如不能接濟以設法救福，亦請以一言為斷。 
 
俄助係五月間賴鶴年奉工命蔡穀嘉轉台，無論如何乞為

天下後世計，若難接濟，亦乞寄餉散五六十營弁勇。福奉命

來台，未奉命而往，民又苦留，進退維谷。乞公始終成全設

法，並賞輪船，俾福安然內渡，則生啣環，死結草，斷不忘

公前後大德。 

檔案解讀介紹 

這兩份選自《張文襄公全集》的劉永福來電，主要反映了劉永

福自認留守台灣的使命。也可看出劉永福其實並無全力死戰的

決心。事實上，劉永福自認留守台南的使命，就是「堅守待援」，

等待清廷或國際的際入，在抗日的過程，他對黑旗軍的主力其

實有所保留，遠不及中部士紳、民兵的努力抵抗。在此可以對

劉永福作鎮台南的貢獻與學生共同討論。 
 
延伸檔案：初期樺山的勸降文、劉永福的拒絕信。以及劉永福

之後的請和書、樺山的拒絕信，或可拿來作一對照。 

問題設計 
Ｑ：你覺得劉永福發此電最大的目的為何？他當時應該是怎樣

的想法？和你之前印象中的劉永福有否不同？ 

對應主題 
‧ 第三時期的南部地方（台灣人民的抵抗） 
‧ 劉永福的歷史評價（歷史人物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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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教案設計實作 

 
單元名稱 台灣民主國 設計者 張凱迪 

教材來源 本章所選錄之二十件檔案 教學時間 2節課(100分鐘) 

教材研究 

本單元屬「清領時期」與「日據時期」的過渡，主要目的是藉由檔案內 
容的解讀，來進行歷史教學。重點除了歷史事件本身之外，同時也著重 
於對當代人物的進行評價，希望讓學生利用檔案，對寓褒貶於其中的 
史筆能有更進一步的瞭解。 

教學方法 講述法、問答法、比較法 

教學資源 

1. 洪安全總編輯 《清宮洋務始末台灣史料》（台北：故宮，1999） 
2. 李淑惠等人編《黃虎旗的故事—台灣民主國文物圖錄》（台南：台灣史

博館籌備處，2001） 
3.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編印《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日治與戰後之檔案圖

錄》（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2） 
4. 鄭天凱著《攻台圖錄》（台北：遠流，1995） 
5. 黃昭堂《台灣民主國之研究》（台北：稻鄉，1993） 
6. 楊家駱《中日戰爭文獻彙編》（台北：鼎文，1973） 
7. 許佩賢譯《攻台戰記》（台北：遠流，1995） 

教學主題 教具 時間 評鑑

一、台灣民主國成立的背景 檔案 ＆ 補充資料 

1. 台灣人民的態度 檔案 2、檔案 3、 
檔案 11 

2. 馬關條約的簽訂 
檔案 4、檔案 5 

3. 簽約後台灣情況的混亂 檔案 6、檔案 7 

4. 唐景崧個人的心情 檔案 6、檔案 7、 
檔案 8、檔案 13 

20分鐘 

二、台灣民主國成立的經過 檔案 ＆ 補充資料 

  1. 台灣民主國成立的原因 檔案 9、檔案 10、 
檔案 12 

教學目標 

2. 台灣民主國成立的經過 檔案 13、檔案 14、 
檔案 15、檔案 16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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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民主國的崩潰 檔案 ＆ 補充資料 

1. 台北城內的混亂 補充資料 

2. 引日軍進城的是與非 檔案 17、檔案 18 

15分鐘 

四、台灣人民的抵抗 檔案 ＆ 補充資料 

1. 第一時期的北部地方 檔案 14、檔案 15 

2. 第二時期的中部地方 補充資料 

3. 第三時期的南部地方 檔案 19、檔案 20 

20分鐘 

  五、歷史人物的評價 檔案 ＆ 補充資料 

1. 唐景崧的評價   檔案 6、檔案 7、檔案 8 
檔案 13、問題 1 

2. 辜顯榮及陳法的評價 
檔案 17、檔案 18、 
問題 4 

3. 李鴻章的評價 檔案 4、檔案 12 

4. 劉永福的評價 檔案 19、檔案 20 

教學目標 

5. 丘逢甲的評價 
補充資料、問題 2、 
問題 3 

30分鐘 

 

網路參考資源 

以下補充與本主題較為相關的網站，其中台灣博物館與故宮為本主題相關 
檔案的典藏所在，而文建會國家文化資料庫中台灣老照片的部分提供些許 
的照片影像，台灣文獻叢刊資料庫則是提供了檔案與補充資料中文字內容

的檢索，南瀛抗日人物誌則為現今網路上針對台灣民主國之主題，在圖文 
上整理的較為清楚的網站。這些網站資料其實還談不上資料豐碩，在此補

充列舉，期待未來這些網站能提供更為豐富的線上資源。 

 
‧ 文建會國家文化資料庫，http://nrch.cca.gov.tw/cca/ 

‧ 國立台灣博物館，http://www.ntm.gov.tw/ 

‧ 故宮清代檔案數位典藏計畫，http://www.npm.gov.tw/dl/plan04/index.htm 

‧ 台灣文獻叢刊資料庫，http://www.sinica.edu.tw/ftms-bin/ftmsw3 

‧ 南瀛抗日人物誌，http://naes.tnc.edu.tw/~nanying/book/book(1)/book(1)-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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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案內容說明 

 
以上提供了 20件的檔案與其內容說明，以下針對這些檔案與「台

灣民主國」此一教學主題的關係，此主題在教學上的議題，依據研究

者觀點提出一整體設計方案。就台灣民主國此一歷史事件的重點來

看，大約可以分成四個主題：（一）成立的背景、（二）成立的經過、

（三）崩潰的情況以及（四）最後台灣人民的抵抗，依此四個主題，

加上最後額外加入的歷史人物評價單元，將本主題的教學分為五個部

分，以下分別說明： 
 
（一）台灣民主國成立的背景 
 

此一主題為台灣民主國成立的背景，除了當時與割台密切相關的

馬關條約外，當時台灣人民對割台的態度、台灣情況的混亂都屬於此

一範圍，在此所引之檔案大部分為唐景崧發給中央的電報檔，從中看

出唐景崧作為這個台灣民主國的關鍵人物身處的局勢，經由老師引導

讓學生共同體會歷史人物面對大局的心情，不過限於素材有限，所使

用的都是官方檔案為主，對地方士紳的扮演的角色並未多加著墨，因

此在背景說明上，可以承接之前台灣史教學主題，對當時以士紳為主

體的社會力量作一介紹，以補檔案內容之不足。 
 

此外，在說明當時台灣人民不滿的情緒以及清朝割讓台灣的原

因，可引用俞明鎮在《台灣八日記》中所記總理衙門所發之電報，該

電報在宮中檔及總理衙門檔中並無原件，僅有此書中有所描寫，附於

下以為教學時參考： 
 

「是日辰刻，接總署「割臺灣」電，大致謂割臺係萬不得已之舉：臺灣雖重，比之

京師則臺灣為輕；倘敵人乘勝直攻大沽，則京師危在旦夕。又臺灣孤懸海外，終久不能

據守。貴撫前奏，一則曰：『臺營雖多，分布則少，一、二仗後即無營接仗』；再則曰：

『臺無兵輪，絕地坐困』。不可因一時義憤，遂忘以前所陳種種患害於不顧也云云。又

言：交割臺灣限兩月，餘限二十日；百姓願內渡者聽，兩年內不內渡者作為日本人，改

衣冠；並令臺撫出示曉諭。來電甚長，節錄大略如此。惟「割臺」事僅總署一電，並無

電旨；故臺民於此節，尤憤恨也。」 
（引自俞明鎮《台灣八日記》） 



檔案在高中台灣史教學運用之研究 

 - 126 -

表 5-4 「台灣民主國成立背景」運用的檔案 

主題 使用檔案 
台灣人民的態度 檔案 2、檔案 3、檔案 11 
馬關條約的簽訂 檔案 4、檔案 5 
簽約後台灣情況的混亂 檔案 6、檔案 7 

主題一 

唐景崧個人的心情     檔案 6、檔案 7、檔案 8、檔案 13 

 
（二）台灣民主國成立的經過 

 
台灣民主國的成立，可以把他分為成立的原因，以及成立的形式

兩部分，在成立的原因上，可以從檔案 9、檔案 10、檔案 12三份資
料中略窺一二，大體不外期望許外國重利，引外國以三國還遼的形式

介入台灣問題。而檔案 13、14、15、16是屬於台灣民主國在歷史上

所留下較為重要的史料，裡面除了表達台灣人民的心聲，從裡面體現

出的一些話語和制度，也可看出台灣民主國與清廷藕斷絲連的現實情

況（如年號「永清」，用旗「藍地黃虎」）。不過，值得注意的是這幾

份檔案中不管是「全台紳民」也好，是「台民」也罷，都只是丘逢甲

等一部份台灣士紳藉「台灣住民全體的意見」而發，這點在與學生共

同閱讀時須特別說明，另外，在講述民主國成立經過之時，不妨補充

一些當時留下的文物圖片給學生參考，如當時的藍地黃虎旗或是之後

劉永福在南部發行的貨幣與郵票，這些實際的歷史文物的輔助，可以

帶給學生更深刻歷史感覺。 
 
總結本主題的檔案，約可得出台灣民主國本身的性質所在，此性

質可依吳密察教授的一段話來說明： 
 
「宣告成立台灣民主國的思考是；清國已在和約中割讓台灣，除非不惜在開戰爭而

撕毀和約，否則已無救回台灣的可能；搶救台灣免於淪日的辦法，是引來西方列強的干

涉；引誘西方列強干涉的作法，一是將利權開放給列強，使台灣問題國際化，一是以台

灣民意（以此來表示與中國無關），呼籲國際援助；於是，便必須有一個代表台灣民意，

且於中國無關的設計。台灣民主國便在這樣的要求下，在三國還遼運動展開後迅速出

現。因此，台灣民主國並不是一個具有實質內涵的國家，而只是一個虛有其表的外交設

計。」 
（吳密察，「台灣民主國始末」，引自《黃虎旗的故事—台灣民主國文物圖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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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台灣民主國成立經過」運用的檔案 
主題 使用檔案 

台灣民主國成立的原因 檔案 9、檔案 10、檔案 12 
主題二 

台灣民主國成立的經過 檔案 13、檔案 14、檔案 15、檔案 16

 
（三）台灣民主國的崩潰 
 

關於台灣民主國的崩潰，指的是台灣民主國從成立到日軍進台北

城短短的十來天。關於與日本作戰的情形，在此不加論述，主要可以

針對唐景崧出走後的台北城的混亂情形與台北士紳迎日軍入城的決

議來加以探討，因為情況混亂，導致台北城內的情況檔案無徵，補充

資料可以參考俞明鎮的《台灣八日記》以及美國記者 Davidson的相
關記錄，從下面附上一段 Davidson的記載，顯見傷害人民最大的還

是自己人： 
 

「知道了總統已經逃亡的士兵縱火總統衙門在家屋燃燒聲中轟響著暴徒的叫喊聲

與被害人的哭喊聲，來福槍的槍聲震耳欲聾。清兵襲擊司庫，貪婪的士兵用布頭兒把銀

幣包起來，能拿走多少就拿走多少，在沿途灑的滿地都是銀幣。數百名強盜從灰燼中拿

走為燒掉的東西，連椅子、壞時鐘也不放過。在路邊，美金二元就可以買到精巧的克虜

伯山炮一門。數萬的清兵如今以從事於更有賺頭的職業，於是以美金幾分就賣掉他們的

來福槍，舊槍枝責備扔掉。」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pp.301~304，引自黃昭堂《台灣民主國之研究》） 

 

在介紹當時台北城內的背景後，教師可以試著利用辜顯榮和陳法

的褒揚檔案，和學生對這兩位人物的作為進行評價。這評價是正是負

並無定論，只是希望能讓學生對歷史的正反兩面都有所瞭解。 
 

表 5-6「台灣民主國的崩潰」運用的檔案 
主題 使用檔案 

台灣城內的混亂 無檔案，可參酌資料補充 
主題三 

引日軍進城的是與非 檔案 17、檔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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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人民的抵抗 
 

台灣人民的抵抗時期，從日軍進台北，到日軍攻佔台南，總共約

五個月的時間。在此可以連同之前台北淪陷前的抵抗，把台灣人民抗

日的時期作個總結區分。第一個時期從 5月 29日日軍登陸開始，至

6月 7日台北陷落為止，地區集中在淡水河以北；第二個時期是從日

軍從台北大舉南進的 6月 19日開始，到 9月 7日在彰化停止南進為
止，是屬於濁水溪以北的抵抗運動。最後的第三個時期是從日本軍再

度南進的 10月 3日開始，至 10月 22日大部分部隊進入台南為止，
在地理位置上屬於濁水溪以南。 
 

第一個時期的武力抵抗幾乎毫無成果可言，而對抗的主體勢力，

就是台灣民主國政府統治下的軍隊，他們不但是烏合之眾，也沒有作

戰的心思，在和日軍的放對，可以說是一戰即潰，而地方上具有實力

的北部士紳們，最關心的不過是如何保持自己身家的安全，在社會動

亂危害到他們的利益之時，他們反而寧願迎接日本軍來維持他們的利

益，或是寧願逃到大陸。對照之前「宣言」、「佈告」所反映出來的鬥

志。他們「高昂的志氣」似乎只不過是躍然於紙上而已。建議在教學

時，可以回頭參照之前的檔案 14與檔案 15作一簡單比對。 
 

第二個時期抗日的主體勢力，則是以各村落、街鎮之士紳為首，

由當地居民組成的小集團，其中領袖以吳湯興、徐鑲、姜紹組最為出

名。他們多半屬於當初丘逢甲所統合招募的義民軍，在丘逢甲逃亡之

後，毅然的扛下保鄉衛土的重任，雖然最初與台灣民主國政府有關，

不過對他們而言，守衛鄉土的精神更為堅強；而在作戰上，他們也不

再與日本硬碰硬的正面對決，而是用游擊戰的方式抵抗，由於出身於

鄉里，他們甚至可以在日軍大隊到來時舉白旗歡迎，但對零星的日軍

卻加以襲擊。 
 

這種游擊性的抵抗，使日軍不辨敵我，疲於奔命。但也激起日軍

的怒火，挾征服者的優勢兵力開始進行了殘暴的「無差別掃蕩」，大

肆殺戮的結果，就是使的台灣人民的抵抗更行劇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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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是台灣人民抵抗最長、最激烈的時期，不過由於散見鄉野，

所以也難以見到相關檔案，不過教學時可以引用連橫《台灣通史》中

對此時期義軍領袖吳湯興、徐鑲等人的評價，與丘逢甲等人的評價對

比，來肯定他們在這段時期抵抗的貢獻。日軍「無差別掃蕩」的後果

可在之後章節來加以回顧，在此詳細征戰情形不必花太多篇幅，可引

用 Davidson對這些游擊戰的生動描寫來簡單介紹，這些介紹可以幫

助我們瞭解當時抗日的組織型態、行動模式、心態以及戰鬥方式： 
 

「日軍在台灣所遭遇到最大障礙是面帶笑容的人民，他們站在懸掛白旗的家門口，

眼看著日軍的隊伍走過去。日軍起初還親切微笑與之交談。然而，當村民感覺日軍兵力

較少，本身安全無虞時，日軍行列還沒走完，槍彈便從同一個門口朝這支不幸的隊伍飛

過來了。隊伍回身時，但見四肢不全的同胞倒臥在街道中，而附近的民房的門窗裡，魔

鬼還是同樣露齒微笑，象徵和平的白旗也同樣迎風飄揚在這些分明有罪的人們頭上。」 

 
「…。抗日統領所發佈的文告傳播四方，宣稱日軍要求所有的人都必須捐獻，不但

猪、犬、貓、鵝、雞都無法倖免於稅；而且漢人必須門戶洞開，聽憑征服者取所欲取，

就連婦女也要讓日本士兵為所欲為。民眾毫不遲疑的相信文告所說的一切，這也驅使民

眾急速動員起來，於是，連日軍平日據守佔領的區域，不時都會受到襲擊。」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引自吳密察〈《攻台戰記》與台灣攻防戰，收錄

於許佩賢譯《攻台戰記》，遠流出版〉 

 
第三個時期的抗日主力與第二期相同，都是民軍。勉強說來劉永

福本人也包含在這抗日勢力之中。不過實際上講，劉永福的軍隊並不

如大家所期望的勇敢，他們似乎並未對日軍做太大的抵抗就撤退了。

不過以劉永福在安南大破法軍的名聲之響，他的存在確實也給予唐景

崧逃亡後的各地勢力很大的鼓勵與安定感。因此，對劉永福在台灣的

這段期間，也是必須要肯定其高度貢獻的。此段時期可以利用檔案

19 和檔案 20 來說明，檔案 19 重其歷史體會的趣味性，檔案 20 則
可看出劉永福在當時堅守台南的心態，此外，劉永福與樺山資紀間招

降與求和的書信，也可作為此時期的延伸檔案來閱讀。 
 

最後，在此單元可針對北、中、南不同的抵抗來作比較，理解何

以北部士紳多選擇合作或出走，而中部士紳多選擇抵抗。試著去瞭解

其不同的原因及心態，以啟發學生對歷史事實的原因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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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台灣人民抵抗情況」運用的檔案 

主題 使用檔案 
第一時期的北部地方 檔案 14、檔案 15 
第二時期的中部地方 無檔案，可參酌資料補充 主題四 

第三時期的南部地方 檔案 19、檔案 20 

 
（五）歷史人物的評價 
 

「疾風知勁草，板蕩見忠臣」，台灣民主國處在清日交接時刻的

動盪時代，映照出許多歷史人物在危局時的作為，藉著之前提供的檔

案，可以與學生共同把自己代入到當時歷史的情境中，來理解歷史人

物處在大時代的心聲。藉由對人物評價感受執歷史之筆的快意，藉由

閱讀檔案來增加歷史理解。運用檔案不必強求高遠的理想，試著把檔

案趣味的融入歷史教學中，便是檔案運用最大的成功。 
 

在本主題歷史內容結束後，教師可以試著用一點時間，和學生對

歷史人物的作為評價，在上面的檔案中，唐景崧、劉永福、辜顯榮、

陳法以及李鴻章都是很好的人物素材，此外丘逢甲作為台灣民主國的

重要人物，雖然所留下的相關檔案不多，但是其激昂的詩文集對照他

當時離台的情形也是個值得思考的對比，教師可以補充部分資料來探

討其人。這些人物評價所運用檔案整理如表 5-8。 
 

表 5-8「歷史人物評價」運用的檔案 

主題 使用檔案 
唐景崧的評價 檔案 6、檔案 7、檔案 8、檔案 13 
辜顯榮及陳法的評價 檔案 17、檔案 18 
李鴻章的評價 檔案 4、檔案 12 
劉永福的評價 檔案 19、檔案 20 

主題五 

丘逢甲的評價 無檔案，可補充資料 

 
最後將檔案利用設計中有關人物評價的問題加以整理說明，分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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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景崧的不戰而走，無疑是歷來台灣史談到台灣民主國時的反面

人物。從他「雖知不可為，而屆時為民劫留，不能自主，有死而

已」以及「留臣與劉永福在此，即可為民作主，不至亂生」的奏

章，對照他總統就職時「朝服出，望闕九叩首，旋北面受任，大

哭而入」的舉動，你覺得他當時是怎樣的心情，為什麼會大哭呢？

對照劉永福曾經評價其「雖飾詞為民所強，其實自為之事」。你有

何看法？ 

解析： 

本評價主要是針對唐景崧的歷史評價而發。作為台灣民主國不戰而走的首腦

人物，一般再看待唐景崧時多半以負面的角度加以評價。透過檔案的選錄、

解讀，我們發現原來唐景崧的留守台灣，未必全是他個人意願所在。歷史人

物的評價，向來有正有負，難以定論。不過透過檔案中所反映，希望至少能

帶給學生對於唐景崧個人立場神入的瞭解。 

 
2. 
資料一： 

「逢甲月支公費數百金，兵則食數軍之半餉。器接取給於官，或聽民

自捐。不立營壘，無事安居，有事候徵調。數月之間，逢甲領去官餉

銀十餘萬兩，僅有報成軍之一稟而已。」（思痛子《台海思慟錄》） 

資料二： 

「十三日（6月 5日），日軍迫獅球嶺，景崧未戰而走，文武多逃，

逢甲亦挾款以去，或言近十萬云。」（連雅堂《台灣通史》） 

資料三： 

「連橫曰：逢甲既去，居于嘉應，自號倉海君，慨然有報秦之志，觀

其為詩，詞多激越，似不忍以書生老也。成敗論人，吾所不喜，讀惜

其為吳湯興、徐驤所笑爾。」（連雅堂《台灣通史》） 
 
2.1 上面兩段史料中的丘逢甲，與你印象中的丘逢甲有什麼不同？在

第三段史料中，連雅堂有如此論贊，你覺得應該如何看待丘逢甲

民族英雄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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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本題的評價對象為丘逢甲，丘逢甲在台灣民主國成立中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在匯集士紳力量出力極大，而他也以內渡後的激昂詩文廣為人知，在過

去歷史教學頗有將其塑造為民族英雄的形象。透過上面這三段史料，我們會

發現，原來這位「民族英雄」在關鍵時的作為似乎也不是那麼的光彩。在此

不是要針對其貢獻加以否定，而是希望能讓學生對所謂「民族英雄」的迷思

略作反思。並從連雅堂的論贊中，感受一下所謂喻褒貶於其中的「史家之筆」。

 
2.2 在前面的抗戰經過中，何以吳、徐等中部士紳選擇了誓死抵抗，

而北部的士紳多選擇了投降。丘、林等人選擇了遠走大陸？他們

考量的出發點可有不同？試就其背景分析之。 
 

解析： 

如果把中部和北部的士紳作比較，北部貿易發達，商人較多。中部則是以地

主為多。地主對保鄉衛土的心情較商人為深。而和丘、林等與清朝關係較深

的士紳選擇不同，可能也是因為丘、林他們判斷內渡還是可以維持較好的生

活，而這些抵抗的士紳以土地為資產，離開土地便一無所有。本題大致可以

循以上幾點來提示，主要是希望讓學生能瞭解歷史事實的發生自有其背景。

 
3.  辜顯榮和陳法都是引日軍入台北城的關鍵人物。以民族史觀的觀

點來看，他們無疑應該受到批評。然而，辜顯榮曾辯駁他的作為

是為了台北城人民的安危。你認為呢？對於他們兩人作為的評

論，可有不同？ 
 

解析： 

這題主要是針對傳統的民族史觀作個反思，在檔案或補充資料中，當時台北

城混亂的實際情況，使的士紳和人民都有引日軍進城維持秩序的需求，事實

上，不止台北如此，台南進城也是同樣的情況，士紳們甚至還會請外國人出

面，幫忙取信日本人。當然，兩人的行為是否正確，仍無定論，只是希望能

盡量藉此呈現歷史的多元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