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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歷史上台灣的地緣政治 

 

    台灣位於中國大陸東南海上，與福建僅一水之隔，最近距離是130公里；其

東是太平洋，恰好位於黃海–東海與南海的接觸地區，是亞洲東部千島群島–日

本群島–琉球群島與菲律賓群島兩條島弧的聯接點。向東北經琉球群島可到日

本、韓國；向南經巴士海峽可到菲律賓和東南亞，地理位置至為優越。正由於上

述的地理條件早在二千多年前，大陸與台灣之間就有了聯繫與往來。（如附圖二–

台灣位置圖） 

 

 

附圖二：台灣位置圖                                 資料來源：自製 

 

中華民族對台灣的開發歷史甚早，但幾乎全是由閩粵沿海居民所經營，這是

因為台灣在地理位置上毗鄰中國大陸；大量移民至台灣，還是在明代以後才開

始。何以會造成經營台灣如此之晚的現象？這與中華民族特殊的歷史背景及發展

演變的過程有關。 

    中華民族起源黃河流域，由於黃河流域適宜生存與發展，因而奠定了農業社

會的基礎，並以此為中心，向四週輻射性的發展。在發展過程中因受地形限制，

北有冰天雪地生存環境惡劣的西伯利亞、東北則為茫茫林海雪原、西北又是綿延

千里的戈壁沙漠、西和西南是世界屋脊、東和東南則又為浩瀚的海洋，形成一個

近似封閉的地理空間。由於台灣處於大陸東南邊陲，且中國歷代來國家的威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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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來自北方，加上當時科技不發達，航海技術未臻成熟，農業社會重土安遷，自

然遲至明代末年才開始大量開發台灣。但並非因此而表示，中華民族直到明代才

開始接觸台灣。 

中國歷代均不斷的與台灣有所接觸，我們可從台灣名稱的演變，看出台灣歷

史的行程。台灣的名稱早期有列子湯問篇的「岱員」、山海經的「彫題國」、史記

秦始皇紀的「瀛州」；漢代後有尚書中所提的「島夷」、後漢書中的「東鯷」、吳

志及臨海水土志的「夷州」、隋書的「流求」；後有諸蕃志的「毗舍耶國」、日本

一鑒及蓉州文稿中的「雞籠」、陳第東番記的「東番」、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的

「北港」、明鄭時期的「東都」後稱「東寧」，直至清朝設「台灣府」後，始正式

採用「台灣」字樣。1 

早在三國時代由於東吳瀕臨東南海域，且建都於建業，因此有向海外謀求發

展的趨勢。東吳黃龍二年（西元230年）孫權遣將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

海進征夷州，俘虜了數千人（見於三國誌孫權傳，日人市村瓚次郎、和田清兩博

士皆利用太平御覽卷七八○所引臨海水土志中之記事與隋書流求傳互相比較，詳

細論斷認為夷州即台灣），這是我國經營台灣的最早記載。2歷經晉朝、南北朝、

隋朝、唐朝、宋朝，大都因台灣「地無奇貨」遂未能與大陸聯繫起來。至蒙古建

立元朝，於元世祖時期致力於海外經營，造成元代海上交通頻繁，貿易較前代為

廣。因此，於至元二十八年（西元 1291年）十月命楊祥充宣撫使，翌二十九年

三月二十九日自汀路尾澳往琉求招撫，結果未有成就，成宗元貞三年（西元1297

年）又興兵討伐琉求，僅擒生口一百三十餘人，亦毫結果。宋元以來，由於工商

業發達的結果和採取了開放的對外政策，中國曾經出現過盛極一時的遠洋國際貿

易，貿易的基地就在福建南部。3因受地利之便，元代兩次企圖經營台灣，由於

台灣其時還沒有作為國際貿易市場的價值，終毫無所成，但民間商賈漁人在台灣

海峽的活動，卻有進展。4  

    到了明朝，明太祖鑒於元朝用兵日本占城失敗，因此對於海外諸國多採消極

的政策，不僅無意經營台灣，甚至連已入版圖的澎湖亦予以放棄。5同時因肆虐

山東沿海的倭寇活動逐漸南下，給長江以南省份造成極大的禍害，於是下達禁止

入海的禁令。並在洪武七年（西元 1374年）把元代以來鼓勵對外貿易的市舶司

廢除。6明太祖的限制國際貿易和海禁政策，雖具有維持治安之用意以外，尚有

抑制元代之重商政策，恢復為傳統的重農政策之意義，但以海上活動為其經濟命

                                                 
1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史話》，（台北：建華印書有限公司，民國 53年 6月 1日），頁 9–

10。 
2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84年 11月初版第五刷），頁

3–4。 
3 湯錦台，《前進福爾摩沙》，（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 2月初版），頁 31。 
4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84年 11月初版第五刷），頁

7。 
5 郭廷以，《台灣史事概說》，（台北：正中書局，民國 47年 3月二版），頁 9。 
6 湯錦台，《前進福爾摩沙》，（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 2月初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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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的沿海居民，自不免蒙受鉅大影響。7在台灣海峽之漁業活動，雖遭海禁政策

的阻礙，但求生之欲，固難抑制。加之，中葉以後人口壓力增高，濱海居民自然

挺而走險，向海上找生路。於是被明廷予以放棄的澎湖復為漁戶聚集之藪，其漁

業不但不衰，卻反而趨盛，甚至將其漁場拓展至台灣沿岸。8到了明朝中葉以後，

因工商業發達，遠東海上航運日漸頻繁，海上貿易亦隨之興盛，亞洲各國間貨物

交流為之增大。加上，西方海權東進，並開始爭奪東方市場，於是在遠東海上展

開了劇烈的國際商戰，有很多航路通過台灣附近，自然突顯了台灣位置上的重要

性。亦因中國工商發達，中、日間的走私貿易活動也跟著增加，但因受名將戚繼

光清勦倭寇的結果，中、日間的走私貿易，既轉移至澎湖。明萬曆年間為了防備

日人入侵澎湖，加強了澎湖的防備，於是中、日間的走私貿易會合點又從澎湖慢

慢的轉移至台灣，其結果招致了荷蘭與西班牙之覬覦。嗣後台灣遂為荷蘭與西班

牙所佔據，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轉接基地。 

本章是藉歷史的進程，研究在不同的時期，從 17世紀的西班牙人、荷蘭人

佔領台灣起，至明朝鄭成功驅逐荷蘭人經略台灣，後被清朝收復；馬關條約割讓

台灣、澎湖予日本，受日本統治至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台灣的地緣政治。本章分

四節研究。節次如下： 

 

第一節  16世紀前的世界 

16世紀前的世界是一個東盛西弱的世界，當時世界的權力中心為在東亞的

明帝國的中國；在中亞的帖木兒帝國；在中東的波斯帝國；在歐亞交界及東歐與

北非的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是一個中央集權統一的國家。而西歐在此時的基本政

治單位始終是一塊塊小而局部化的一些小國、貴族領地和城邦的大雜燴，且又忙

於內部的紛爭、同時又互相仇視，處於政治分裂的局面。在本篇中僅針對對後世

影響較大與內容有關的中國及歐洲進行研究。 

 

一、16世紀前的中國 

    16世紀的明朝是一個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帝國，其政治核心雖由開國初期的

南京遷移至北京，但其帝國的核心區仍在延續中國數千年來的中原地區（是政

治、經濟、文化以及軍事的中心和重心），帝國即以此為中心向外擴張至蠻夷、

戎、狄的居住地即羈縻地區（所謂羈縻–籠絡使不生異心）、藩屬王國，延伸至

中華疆域以外。此一逐步向外擴張的過程，形成了一個環形的地緣政治體系（如

附圖一），對中央王朝的國防有著深刻的影響。 

明代的中國是東亞地區最大也是最發達的經濟體，文化最先進、科技最進

                                                 
7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84年 11月初版第五刷），頁

8–9。 
8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84年 11月初版第五刷），頁

9。 



冷戰前後台灣地緣政治 

 32 

步、軍事最強大、官僚體制最健全，是東亞地區的政治力量的中心和重心，權力

的核心區，其發展的程度遠勝於西歐地區甚多。但此發達的政治、經濟、文化並

未能使其鄰邦完全臣服，在東方、南方的鄰邦大都臣服於中國，並按時朝貢，無

安全威脅。但在北方的遊牧和狩獵民族，因生活環境條件較差，在政治、經濟、

文化及生產力上均不如中原地區。中原地區的繁榮景象、豐富的物產，對北方遊

牧和狩獵民族形成南侵巨大的誘因，因而屢屢犯邊掠奪財物。且中國傳統的儒家

文化具有濃厚的和平觀念、反戰思想，加上北方交通條件及天候較差，遠距離作

戰給養不易，即使在軍事上取得勝利，亦會主動撤離，很少在北方長期駐軍。因

此在中國歷史上，北方、西方一直是國家安全與威脅的來源，也正因為特殊的地

緣政治特點對中國國防及地緣政治思想有著重大的制約與影響。故古代的中國國

防一直是一個「北守南融」的狀態，國防重點在北方及西方，對東方、東南方海

域，則幾乎是處於不設防的狀態。（如附圖三–明代北守南融圖） 

 

 
附圖三：明代北守南融圖                             資料來源：自製 

 

在「北守南融」的地緣政治因素下，明朝為了實現「北守」的戰略，一是重

修長城，阻擋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二是在北守下「西進」與北方遊牧民族奪取

河西走廊及西域地區，因為此一區域是中原地區的西部屏障，絲路的必經之地，

迂迴切斷北方遊牧民族後方的主要方向。「南融」則是在「北守」提供的安全保

障下，向南發展及融合，為北守提供經濟支援與保障。因此，明朝在「北守」提

供的安全保障及經濟的需求下，利用東部及東南部良好的海域，進行海外的發展

和貿易是必然的發展趨勢。 

到了1420年明朝海軍已擁有1350艘戰船，其中包括400個大型浮動堡壘和250

北守南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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艘遠洋船舶。9其中最著名的海外遠征是永樂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

年）率領龐大的遠洋船隊七下西洋的鄭和，在前後28年的時間內，遍訪東南亞、

印度洋、紅海、阿拉伯海、東非等地三十多個國家。10據史籍記載，其船隊有時

多達數百艘船隻，擁有數萬名人員，其中有64艘大海船11。他們到訪各地，一方

面向恭順的統治者饋贈禮物，以收攬其心；另一方面又迫使桀驁不馴的部落首領

承認北京的權威（但與爾後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與英國人等的歐洲人

殖民不同，從不搶掠殺戮）。 

鄭和下西洋從當時的地緣政治角度來看，除了展現強大的經濟、科技實力、

航海能力與發展海外貿易外，另可能具有耀兵異域的軍事方面用意。鄭和下西洋

的動機一直是一個謎，其中之一在許多史籍記載都同時提出這麼一個下西洋的動

機，則是「耀兵異域」。具體而言可分為三方面：12 

  �鞏固中國西南邊防： 

南部邊防在明朝初年呈現不穩定的局面，中央鞭長莫及，政令難以傳

達。此一強大的海軍艦隊走訪西南各國對安定西南邊地起了很大的作用，同

時亦通過此一模式的外交途徑建立和維持海上和平安定的秩序。安定了南

邊，可集中力量於「北守」。 

�尋求軍事同盟： 

從後方牽制中亞的蒙古帖木兒帝國，打擊其東侵的野心（因帖木兒帝國

於1401年集結四、五十萬人欲東攻明朝，且帖木兒於東進途中病死）。鄭和

下西洋與北方相呼應，以一隻曠古未有的強大艦隊耀兵海上，受到東南亞各

國的歡迎，鞏固或建立了與東南亞各國的友好關係，同時亦到達印度，對以

南亞為後方的帖木兒帝國，產生了震懾作用，期能產生遏止帖木兒帝國的東

侵。 

�與民成祖（永樂皇帝）五次親征漠北有關： 

明成祖以違反封建綱常倫理奪取了皇位，但未奪得民心。使得人心騷

動，政局不穩，嚴重危及了他的統治，他除了加強集權、法治武功外，就是

揚威異域。因此，在北方不斷親征，轉移人民的視線，建立武功並到處勒石

銘文「以彰我武」，提高自己的威望；在南方，則派遣鄭和下西洋，耀兵異

域，以示中國富強，求得萬國朝貢，從外部加強自己在國內的地位。 

                                                 
9 張春柏、陸乃聖等譯，Paul Kennedy著，《霸權興衰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
國 84年 12月初版），頁 7。 

10 張   研，《鄭和下西洋》，（台北：雲龍出版社，1992年 9月初版），頁 1。 
11 長約 151.8公尺，寬約 61.6公尺。據英國學者米爾斯推算，其載重量約為2500噸，排水量為
3100噸。清末梁啟超曾拿鄭和寶船與當時（1905年）世界最大的商船，美國大北公司的「彌
奈梭達」行了對比。彌奈棱達號長約 192公尺，寬約 22.25公尺。鄭和的寶船長突破了 150
公尺，與彌奈棱達號相差不多；寬竟是彌奈棱達號的兩倍多。當時美國僅能造二艘彌奈棱達
號那樣的船，全世界已「色然驚之」以為無可比擬，而五百多年前的中國，卻已造出比彌奈
棱達號還要大得多的六十二艘寶船。見張  研，《鄭和下西洋》，（台北：雲龍出版社，1992
年 9月初版），頁 152。 

12 張   研，《鄭和下西洋》，（台北：雲龍出版社，1992年 9月初版），頁 9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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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其動機如何，鄭和下西洋卻也是突然中止。 

明朝有一奇特的現象，因自古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與絕對統治地位，中

國嚴密而堅固的封建政治結構及封建意識形態不允許因小失大–因發展海外貿

易特別是民間的海外貿易，打開中國大門，會給外來勢力及國內反抗勢力以可乘

之機、危及原有的統治，故明朝在對外關係上實行了以防為主的方針。因此洪武

初年實行「海禁」，禁止沿海軍民私自出海，海外貿易完全由國家獨佔。在明成

祖時期，開放航海貿易與嚴行海禁的爭論焦點便集中在鄭和下西洋之上。明成祖

死後，支持鄭和下西洋的動力消失，明宣德八年（1433年）重申禁海之令。任

其優異的造船與航海技術荒廢，放棄了向海外發展的機會。此一決策或許有其地

緣政治的考量，當時帝國北疆再度受到蒙古人的威脅，在此狀況下宜把帝國軍事

資源投入到威脅較大的北疆，在無安全顧慮的東南海疆方面，發展強大的海軍似

乎是無此必要，即使當時長江沿岸、東部及東南沿海不斷受到日本海盜–倭寇的

騷擾，明朝仍沒有認真考慮重建海軍。甚至在西歐航海能力興起頻頻向東尋求貿

易機會，而在中國沿海活動，也未能促使當局改變此一思維。 

    足見在 16世紀前後時期的中國，地緣政治的重點仍在陸權。雖有良好的造

船與航海技術，具備了海權發展的能力，只因核心區的安全威脅來自北方，在南

方及海疆，則無威脅其帝國安全的強大力量存在，且核心區離海岸較遠，與海洋

接觸機會少，因此一直是大陸型的文化。 

台灣處於明帝國的東南海疆邊陲，在鄭和下西洋明朝海權興盛期都未受到重

視，更何況在此時台灣尚未納入明帝國的版圖，台灣也就在明帝國不重視海權發

展此種思維下失去了發展的機會。 

 

二、16世紀的歐洲 

    16世紀時在東亞是一個中央集權且統一的中國、在中亞有帖木兒帝國、在

中東有波斯帝國及歐亞交界與北非的鄂圖土耳其帝國，但在歐洲則是一個政治分

裂的局勢。歐洲在政治上始終是處於分裂的狀況，連羅馬帝國強盛之時也未能征

服萊茵河和多瑙河以北大片土地。在神聖羅馬帝國時代的歐洲，仍是一塊塊小而

局部化的地方。 

歐洲政治上的多元化主要歸因於它的地理狀況，歐洲的地形支離破碎，崇山

峻嶺和大片森林把各個分散的人口中心隔離在山谷中；歐洲四面八方的氣候差異

甚大，這一切造成了一些很重要的影響。這種多樣化的地形有利於政權分散後的

成長與繼續存在，以致歐洲的政治地圖始終是由地區王國、貴族領地、高地氏族

和低地城邦構成，從來就不是一個統一政治實體。13 

歐洲多樣化的氣候，使得歐洲有多種不同的產品，再加上人口的成長與物資

的需求，形成了市場經濟的發展。在此狀況下歐洲多條可通航內河的地理因素又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為這些商品、物資需要運用經濟的水上運輸方式，運送到

                                                 
13 張春柏、陸乃聖等譯，Paul Kennedy著，《霸權興衰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
國 84年 12月初版），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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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市場，再加上歐洲環海的地理形勢，造成歐洲發達的航運與造船工業。此

種經濟市場與貿易的發展，隨著時間的進展，使得歐洲政權都先後與市場經濟形

成了一種共生的關係，市場經濟在歐洲政權的保護下提供秩序與法律制度，同時

市場經濟以納稅方式，使得歐洲政權分享一部份日益成長的商業利潤，並藉此利

潤維持其政權與擴充軍備。 

    16世紀前後的歐洲是政治一個分裂形態的地緣政治，而分裂的政治實體是

集權化的主要障礙，因為存在著許多實力相當且相互競爭的政治實體。若想要導

致政權集中，最可行的方式則是憑藉著武力。由於歐洲各政權科技能力相似，在

冷兵器時代各城邦政權所擁有的武器大多相同，唯有靠著在火器技術上取得突破

性的成就（當時火器技術已傳入歐洲），才能征服或壓倒其競爭對手。但維持一

支這樣的武力須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因此西歐各政權莫不以發展市場經濟為優先

考量，擴充自身的實力，以期能稱霸歐洲。 

    基於實際的需要，自由市場經濟與軍事科技，帶動了整個相關產業及技術的

發展，使得歐洲各方面的科技不斷進步，商品的產量與原料的需求不斷的增加，

迫使歐洲要為過剩的產品與所需的經濟利益，尋找急需的市場與原料來源。因歐

洲分裂的地緣政治特性14與特殊的地理因素，再加上優越的航海能力與造船技

術，激起了歐洲向海外發展的企圖心。歐洲的海外發展，為歐洲帶來了生生不息

的利益與進一步的擴張，而此擴張又帶來額外的收益，這些收益增長了商品的生

產與技術的提升，刺激了新的擴張與需求。為滿足不斷的擴張需求，在蒸汽機的

發明與工業革命下，製造了航程更遠且具有強大的武裝船艦。由於此一優勢更加

強化了歐洲的海權發展，並使得歐洲的地緣政治在經濟發展的刺激下更加的多元

化，軍事科技亦隨之更加進步，促使政治、經濟與軍事多方面的結合，並不斷地

交互運用，迫使歐洲政治寬鬆化的傳統意識型態將難以維持，並在相同的宗教信

仰、傳統文化下，其地緣政治形態逐漸朝向擴張與合併一些小的城邦與政治實

體，形成強固的帝國型態方向發展，奠定了歐洲爾後發展的基礎，也使得歐洲得

以獨霸海上數個世紀之久。（如附圖四–歐洲地形圖） 

 

                                                 
14 各分裂的政權（或政治實體）為擴充其國家生存空間，與稱霸歐洲之政治目的，須要不斷的
擴充與發展經濟以強化其實力，便於擊敗其稱霸歐洲的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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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四：歐洲地形圖                                 資料來源：自製 

 

    16世紀前後的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地緣政治型態，權力核心區–中原

則位於遠離海洋的內陸，地緣政治環境卻相對封閉又自成一體，在此環境內的生

產亦能滿足區內人口所需，不需向外輸出與輸入，故能自成一個完整的經濟體。

再加上大陸型的性格、政治上的實際需要，自不重視海權的發展，即使有海權的

發展亦僅是曇花一現。而歐洲則是完全與東亞的中國相反的狀況，自然造成爾後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等海權國家，為了貿易與殖民的需要而來

到東亞，接觸了台灣。 

 

第二節  西荷佔領時期 

    16、17世紀的台灣，除了少數的原住民散居島上各地外，只有個別的漢人

移居島上及來自中國大陸南方沿海的漁民，不時前來捕魚、交易，交換日常生活

用品，或有一些海上武裝集團以台灣作為對中國大陸和日本進行轉口貿易與海上

搶劫的基地。 

到了16世紀後半期至17世紀初期，歐洲海權國家紛紛由大西洋向印度洋和

太平洋東亞方面擴張。這些國家進出東亞的最大目的，是在於爭奪貿易上的利

益。所以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商人，都以其國家為後盾，投下巨資，派遣大

批艦隊，經由新闢的航路，進出東亞，進而計畫和我國直接貿易，以期制霸於海

上，此種行動使世界格局發生了變化。此時，很多國際航路均通過台灣附近，逐

漸顯示出台灣地理位置的重要，使得台灣成為各國欲取得之貿易基地。但在歐洲

政治分裂

市場經濟

海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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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侵佔台灣之前，日本人為了擴張與貿易的需要，已經開始窺伺台灣。 

 

一、日人窺伺台灣 

日本從16世紀初葉戰國分立到17世紀30年代實行鎖國的約一百年間，是

日本各種地緣政治力量、封建領主、農民、商業資本家間相互矛盾與重新分化組

合，大小領主與新興商業資本家加緊勾結對亞洲鄰國肆行侵略擴張的時期。15此

時的日本類似歐洲是處於一個政治分裂的狀態，領主們各自為政。因地緣政治的

需要，相互結合並對外肆行掠奪擴張，對於西方殖民勢力的東來，反而受到日本

部份領主與商業資本家的歡迎。此時西方殖民者需要的是中國的人力、商品與市

場，但因中國是一個封閉的地緣政治形態，並不願和西方有所接觸，因此這兩者

皆不能得之於中國，只好利用日本地緣政治的需要而轉求諸於日本。並向日本輸

入了新式的火器，為日本對外侵略提供物的條件。 

明萬曆二十年（1592年），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全國，經略海外，就對台灣虎

視眈眈。他的野心極大，想併吞整個中國。1590年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創設

「御朱印船制度」，積極鼓勵日本擴展對外貿易，又企圖對外擴大勢力，想要成

為與中國平起平坐甚至併吞中國的區域霸權。他看出明朝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弱

點，打算從征服朝鮮開始，作為跳板，進一步征服中國，並謀侵入台灣，轉攻菲

律賓的西班牙基地。（如附圖五–日本企圖南北並進圖） 

 

 

附圖五：日本企圖南北並進圖                         資料來源：自製 

 

                                                 
15 陳碧笙，《台灣人民歷史》，（台北：人間出版社，1996年 12月初版二刷），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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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合中國、朝鮮、日本，三國為一，稱霸於東亞。於明萬曆二十、二十五年

兩次以配備現代的洋槍部隊，出兵侵入朝鮮，最後因天候不利日軍使用火槍，加

上豐臣秀吉本人病死，這兩次軍事行動才沒有達到預期效果。16 

豐臣秀吉死後，德川家康接著掌握大權，更加致力對外貿易，對從事海外貿

易的商船，一一發給「御朱印狀」，當時領取「御朱印狀」從事對外貿易以有馬

晴信的勢力最為雄厚。17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有馬晴信奉德川家康之命，

令他招諭台灣，使台灣進貢於日本。然最主要目的，是尋求對中國貿易的基地，

因其知道台灣佔有對中國、對南洋的貿易優勢地位。同時，長崎又是當時地理位

置上從日本南下最直接可以通達台灣的港口。為和西歐各國爭取海上利益，於是

企圖利用台灣有利的地理位置，擴展中、日間貿易，並準備向東南亞發展。因此，

把台灣作為向南延伸的第一個目標。但有馬晴信此行並未成功。 

    有馬晴信死後，1615年德川家康再次命令村山等安組織遠征艦隊征討台灣。

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由村山等安次子秋安率領十三艘船艦，從長崎出發，

遠征台灣，但因途中遇強風，船舶四散，只有一艘到達台灣，遭土番襲擊，兵士

全部被害。其中三艘船由村山等安次子秋安率領，飄到交趾，到了1617年7月，

才開回日本。征台行動失敗後，在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日本專船來到福

建，要求通商。但遭到明福建參將沈有容質問：「何故侵擾雞籠、淡水？何故謀

據北港？何故內地劫掠？何故挾去伯起18？」沈有容還表明「汝若戀住東番（指

台灣），則我寸板不許過海，寸絲難望過番」，也就是說，日人如戀居台灣，明朝

將不許任何一艘船到台灣，不許一寸絲賣到台灣。最後沈有容將這些人從福建發

放回日本了。19事實上村山出兵台灣的主要目的還是與有馬晴信一樣，就是要利

用台灣與中國大陸沿海進行轉口貿易。不久村山等安因為教案，觸犯幕府之怒，

全家被德川家康處死，後此而後，日本不再覬覦台灣。20到了明崇禎九年（1636

年），德川幕府採用海禁政策，禁止日本人航行海外，對於在東西方的海權互動

中成為爭奪對象的台灣來說，在日本鎖國的兩百多年當中，也就減少了一個參與

角逐的對手。 

    日本在進入 17世紀後，開始把眼光投向南方。出現這種南向政策，是多方

面的。首先是德川家康繼豐臣秀吉而掌握了日本的統治大權之後，國家的統一使

得各方面的建設方興未艾，對物資的需求擴大了。21但因中國仍然實行海禁的政

策，日本又急於在中國沿海附近尋找一個可以進行對中國貿易的基地。經偵察

                                                 
16 湯錦台，《前進福爾摩沙》，（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 2月初版），頁 68。 
17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史話》，（台北：建華印書有限公司，民國 53年 6月 1日），頁 26。 
18 村山秋安所率船艦其中兩艘逃到福建北部海面麂山、礵山、東湧等處，在幾天之內「殺害中
國人一千二百餘人，將所遇的中國小船悉行拘捕，投其人員於海中」前往偵測倭情的中國官
員董伯起也被一併擄走，挾往日本。直至村山等安征台行動失敗後，在明萬曆四十五年（西
元 1617 年）以送回董伯起為名，要求恢復通商。見湯錦台，《前進福爾摩沙》，（台北：貓頭
鷹出版社，2001年 2月初版），頁 99–100。 

19 湯錦台，《前進福爾摩沙》，（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 2月初版），頁 100。 
20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史話》，（台北：建華印書有限公司，民國 53年 6月 1日），頁 28。 
21 湯錦台，《前進福爾摩沙》，（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 2月初版），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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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唯一可以做為對中國進行轉口貿易的基地，只有台灣或澎湖是其首選。而這

時已經有一些日本人在台灣經商或採金，因此日本把台灣作為日本對中國貿易的

轉口基地。 
    在日本窺伺台灣、荷蘭人未到台灣之前，台灣海峽已經是中國人海上武裝集

團活躍的場所，但是，這類的海上勢力，初衷都是以劫掠為主，台灣本島對他們

來說，也只不過是被用作棲息的場所和臨時的退路而己，從未真正打算長期經

營。即使是後來傳說顏思齊或鄭芝龍曾經占有北港一帶，也未脫離這種性質，推

測他們的動機，仍然只是利用台灣作為在海上稱雄的基地。22 

    由於台灣遠離明朝的核心區甚遠，處於東南海域的邊陲，且明朝具有強烈的

陸權思想與地緣政治傾向，同時又勵行禁海政策，台灣自不受到明朝的重視。再

加上當時海上貿易發達，台灣因位於東亞海運航道上，由於地理位置的因素而成

為重要的貿易基地。因台灣此時又是一個沒有主體性政治實體控制的地域，可說

是一個無主之地。使得西班牙人和荷蘭人因貿易的需要，而進佔台灣，作為其國

際貿易的重要轉接基地。 

 

二、西荷佔領台灣 

    西班牙早在 1571年就已經佔領馬尼拉，作為侵略菲律賓群島和打開對中國

及日本貿易的基地。23明萬曆十四年（1586年），西人為擴大其傳教範圍，並謀

菲律賓的安全，曾向國王建議出兵侵佔台灣。這時候，日本已結束戰國時代，豐

臣秀吉獨攬政權，並大事擴張，前後兩次出兵侵入朝鮮。明萬曆十九年（1591

年），日本遣使招諭菲律賓；翌年又致書高山國（即今台灣）；一時傳出日本要侵

略台灣作為跳板，以進攻菲律賓的消息。明萬曆二十四年六月（1596年7月），

西督馬里那斯（Don Luis Perez das Marinas），就再向西王費力（Felipe）二

世建議，擬爭先一著佔領台灣，以制止日軍南侵。同年十月十七日，有西船費力

王號，從菲律賓機易山啟帆，要往墨西哥途中遇風飄到日本。豐臣秀吉誤認為侵

略日本的先驅，把船中所載貨物全部充公，並把船長南第著（Mathos de Landecho）

收禁於監獄。次年南第著被釋，回到馬尼拉，非常憤慨，極力慫恿西督賈日曼

（Francisco Trllo de Guzoman）出兵佔領台灣某一港灣為根據地，以便隨時出

動艦隊，侵擾日本沿岸，予以報復。後因為季風所阻而失敗。24豐臣秀吉死後，

德川家康鼓勵日本人對外通商，日本人和西班牙人的關係於是緩和下來，西班牙

人的第一次征台之議也就於無形中打消了。25 
由此可見台灣此時的地緣政治，是日本向南擴張的跳板，是西班牙人為防禦

日本的入侵菲律賓的前沿陣地。 

    1588 年（明萬曆十六年）荷蘭脫離西班牙獨立成立共和國。西班牙國王費

                                                 
22 湯錦台，《前進福爾摩沙》，（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 2月初版），頁 48。 
23 陳碧笙，《台灣人民歷史》，（台北：人間出版社，1996年 12月初版二刷），頁 90。 
24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史話》，（台北：建華印書有限公司，民國 53年 6月 1日），頁 32–

33。 
25 湯錦台，《前進福爾摩沙》，（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 2月初版），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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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Felipe）二世為打擊荷蘭的經濟，於 1594年（明萬曆二十二年）禁止荷蘭

船隻進入里斯本。荷蘭為了求生存必須自力拓展海外貿易，於是紛紛自組公司競

相東來。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荷船東來出現在東亞海域，侵入了葡、西

勢力範圍，屢遭葡、西二國的妨礙，不得順利進行貿易。於 1602年全國船舶業

者就組織了一個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略

稱V﹒O﹒C﹒）26，從事對東亞地區及中國的貿易。荷蘭要想展開對中國的貿易，

其可採取的途逕，只有兩條：其一是奪取葡、西的根據地；另一是在東亞地區開

闢新的據點，覓一處與中國貿易的基地。故荷蘭在佔據台灣之前，實際上嘗數次

襲擊澳門和馬尼拉，然葡、西兩國善於防守，荷蘭未達到目的。 

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韋麻郎（Wijbrant van 

Waerwijck）率艦隊東來，曾經進攻澳門，遭到葡萄牙抵抗，轉到大泥（隸於暹

羅，暹羅為明屬國），遇在當地經商之福建海澄人李錦、潘秀、郭震到大泥販貨，

建議韋麻郎到漳州去貿易，並說福建東南海上有個澎湖島，距離大陸很遠，可佔

領該島，並派船到福建去要求通商。明萬曆三十二年六月一日（1604年）韋麻

郎（Wijbrant van Waerwijck）就帶李錦駕三隻大船，經澳門海面，於該年八月

七日，開入澎湖。由於澎湖正值春汛27結束，島上沒有守兵，這是荷蘭人第一次

進犯澎湖。荷蘭人佔領澎湖後，福建官員多次派人至澎湖警告，韋麻郎不肯撤退。

福建巡撫徐學聚堅決反對荷蘭人佔有澎湖，他認為這是自撤藩離，會導致荷蘭與

日本勾結，貽害無窮，且會嚴重影響福建的貿易和關稅。同年十月派都司沈有容

帶兵至澎湖，明確表明不准通商，並要求立即撤退，韋麻郎不得不於十二月十五

日退走。28從地理位置來看，澎湖與台灣的確十分優越。它西面正對大陸東南，

佔領台、澎就可以控制中國商品的貨源，打開對華貿易的大門。其次，台、澎向

北可航行至日本、朝鮮二國，向南可抵達南洋各地，有利於控制西太平洋航道和

遠東貿易。荷蘭人雖撤離澎湖，但卻一直窺伺這個地區。 

    荷蘭的崛起，使在馬尼拉的西班牙人飽受威脅，於是在菲律賓的西班牙當局
為保護貿易及馬尼拉的安全起見，於明天啟元年（1621年）又謀佔領台灣設立

基地。但此事為荷蘭人在捕獲的西班牙船隻中，獲睹西班牙文書，而知西班牙人

有佔領台灣之意，於是在巴達維亞（雅加達）的荷蘭當局覺得事不宜遲，決定先

發制人。便下令雷爾生（Cornelis Reyersen）組成艦隊，並在次年四月十九日

向他發出了攻佔澳門或佔領澎湖，並到台灣尋找良港的訓令。雷爾生攻擊澳門，

中葡人之計兵敗，退入海中，監視葡人，另派艦到廈門附近海上，搜捕往馬尼拉

貿易的我國商船。雷爾生親統七艘艦隊直駛澎湖，預謀佔領該地，以制西班牙人

                                                 
26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史話》，（台北：建華印書有限公司，民國 53年 6月 1日），頁 35。 
27 當時澎湖為明朝的「汛地」，分春、冬二季守。萬曆初年為防備倭寇入侵，始於澎湖設兵；每

年以清明前十日為期，駐留三個月，稱為「春汛」；以霜降前為期，駐留二個月，稱為冬汛。
見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史話》，（台北：建華印書有限公司，民國 53年 6月 1日），頁
38。 

28 陳孔立，《台灣歷史綱要》，（台北：人間出版社，1997年 9月初版二刷），頁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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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先。七月十一日早晨侵入馬公港時，未受汛兵抵抗，安然在風櫃尾登陸。29他

們認為該島是各島嶼中，距漳州、安平最適中的位置，可以扼阻大員與大陸沿海

各港口之間的航路。雷爾生佔領澎湖後，即派遣船隻至福建沿海要求通商，若不

獲准，就在福建沿海進行騷擾活動，後為漳州道程再伊檄副總兵張嘉策多方捍

禦，把他擊退。其間，福建巡撫更任，新任巡撫南居益，看著雷爾生入據澎湖不

去，便決心以武力來驅逐他們。直至明天啟四年七月十三日（1624年8月26日）

荷蘭人撤離澎湖轉往台灣。30 福建官員當時為了收回澎湖，對荷蘭人的通商採取

了容忍的態度，明朝又面臨滿族力量日益強大的威脅，無力顧及台灣防務。台灣

就在這種情形下，被荷蘭人佔領。 

    二年後，西班牙看到台灣南部為荷蘭人佔領，擔心其呂宋對華南的貿易航路

有被切斷的危險，乃於 1626年（明天啟六年）五月間，派兵三百名分乘大船兩

艘自卡加因（Cagayan）循台灣東部海岸向北航行，於同月十一日開抵三貂角（今

萬隆），十二日進入雞籠港，就以社寮島（今和平島）為根據地，把基隆港置於

支配之下。接著又於同年八月分從呂宋島和雞籠兩地向台灣南部荷蘭人根據地熱

蘭遮城出兵，但艦隊遇風飄散。又轉向台灣北部各地擴大侵略，於 1628年7月

侵入西北部海岸的滬尾（淡水），築聖多明哥城（San Domingo）。1632年3月溯

淡水河侵入台北盆地，1633年侵入東北部海岸的蛤仔難（宜蘭）。1634年至1635

年間是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極盛期，雞籠成為華南與呂宋貿易的中繼站。但由於日

本從 1633年起實行鎖國，禁止與西、葡兩國通商，中國船隻也很少入港，而漸

有放棄台灣之議。 

早在1629年（明崇禎二年），西班牙人佔領台灣北部後，在台灣的荷蘭長官

諾易茲（Nuytz）向巴達維亞（雅加達）的總督報告稱：西班牙人佔據台灣北部，

是扼住荷蘭的貿易路線，故諾易茲極力建議要驅逐西班牙人的勢力。31至 1641

年2月，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正式分裂，荷蘭人遂乘機出兵雞籠、淡水，但失利

而退。1642年 8月再次攻擊雞籠，西班牙守軍寡不敵眾宣告投降，自此台灣北

部亦落入荷蘭之手。32 

至1662年2月1日在鄭成功的攻擊下，荷蘭簽訂十八條投降條約，由最後

一任長官揆一（Frederick  Coyett）率領，分乘船艦八艘，退出台灣。從此台

灣重歸祖國懷抱，結束了荷蘭東印度公司三十八年的殖民統治。 

    荷蘭人一開始就選取大員33這麼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島嶼作為其統治中心，

最後又打敗西班牙人取得台灣北部的雞籠與淡水，反映了他們的選擇取向。其目

                                                 
29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史話》，（台北：建華印書有限公司，民國 53年 6月 1日），頁 43。 
30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史話》，（台北：建華印書有限公司，民國 53年 6月 1日），頁 44–

46。 
31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84年 11月初版第五刷），

頁 31。 
32 陳碧笙，《台灣人民歷史》，（台北：人間出版社，1996年 12月初版二刷），頁 92–93。 
33 大員只是台南外海的一個荒蕪的小沙洲，並不適合作為一個永久的治理中心充其量只能成為
一個小小的貿易站。見湯錦台，《前進福爾摩沙》，（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 2月初版），
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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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在與中國、日本貿易。因此，一方面試圖進行與中國人自由貿易，與福建官

方結盟，協助平定海盜，以得到獎賞並取得在廈門貿易的許可。另一方面和海盜

們聯手，封鎖中國港口，強迫中國船隻與他們貿易。荷蘭在台灣的貿易內容，由

台灣向大陸上輸出的主要物品是日本、歐洲運來的銀，南海方面的香料等貨；由

台灣輸出至各地荷蘭商館的物品，是中國大陸出產的生絲，絹綢、瓷器、黃金和

砂糖等。台灣土產品中參加國際貿易是有很多的鹿皮運至日本。34荷蘭人竊據台

灣後，還不以為足，總想在我國沿海地方佔一港口，以為通商基地。後因荷蘭由

於戰爭與颱風，遭受嚴重損失，最後只好放棄，改採集中於取得能讓中國貿易的

商船來到台灣的允許。35荷蘭據台之初則一方面要努力排除競爭的壓力，一方面

則力謀台灣貿易的展開。36因此，台灣遂成為荷蘭人將中國商品輸往巴達維亞（雅

加達）、日本、荷蘭本國及東印度各地的重要貿中心。 

    就地緣政治觀點言，在明朝方面，台灣距明朝最近，理應受明朝的重視與運

用，卻因明朝不重視海權，帝國核心區又在中原地區，安全威脅亦來自北方，台

灣又未正式納入明朝版圖，對在東南邊陲地區又無重大安全顧慮的台灣自不受重

視。但在東南地區的明朝地方官員，卻因其所管轄之地，常受到倭寇及海盜的侵

擾，而此一海上威脅卻又大都以台灣為根據地，或暫時歇腳之處，自然重視台灣

對大陸東南地區在安全上的影響與重要性。台灣若是不能歸明朝有效統治亦不能

落入他人之手，因此，當荷蘭人據有台澎初期（尤其是澎湖）自會受明朝東南地

方官員的極力反對。這是因明朝中央政治是以全區的地緣政治觀點來看台灣，東

南地方政治則是以大陸東南地區角度的地緣政治觀點來看台灣所導致的不同的

看法。 

在荷蘭方面，荷蘭是歐洲當時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台灣接受其三十八年的統

治後，理應成為兼收中西文化之長，在各方面均有長足之進步，但實際上卻沒有。

可見荷蘭人只是利用台灣優越的地理位置，作為其海外殖民帝國的延伸，並未教

化台灣的先民，使得台灣社會未獲得任何先進技術和文化。台灣此時由荷蘭佔

領，其政權主體為荷蘭政府，在西歐的阿姆斯特丹，其一切地緣政治作為均取決

於歐洲的阿姆斯特丹，台灣並無自主性。而且台灣距其政治主體甚遠，由荷蘭對

台灣的佔領狀況來看（僅佔領大員與北部地區的雞籠、淡水等，並未佔領全島），

並無久留之意。台灣的得失對其政權主體無安全性之影響，所影響的僅是貿易的

損失。因此，荷蘭人佔領台灣主要是兩個目的，首先是戰略的重要性，即作為軍

事基地以攻擊他們伊比利半島敵人和阻止中國船航行到馬尼拉。其次是商業原

因：將台灣建成與中國貿易的轉運站，且使這項貿易連結到世界的商業網絡中。
37此種情形直到鄭成功驅逐荷蘭人，收復台灣作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為止。 

 

                                                 
34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 10月初版），頁 68。 
35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 10月初版），頁 126。 
36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 10月初版），頁 62。 
37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 10月初版），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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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明清經略時期 

    17世紀中葉，不論對台灣或大陸而言，都是一個動盪的時代。大陸上有清

軍入關，在北京建立統治政權；明朝殘餘勢力於南方與之對抗，在諸多的對抗勢

力中，以在東南沿海的鄭成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大陸上的動盪間接的也影響到

台灣，清軍入關後戰亂頻仍，社會經濟與安全受到嚴重破壞。導致許多人離鄉背

景，移居台灣避難，於是展開了台灣開發史上的另一頁。 

長久以來台灣雖與中國有著密切的關係，但中國卻一直未在台灣設置行政機

構治理台灣。因此，可說是一個無主的地域，僅是一些少數漁民、海盜暫時的棲

息地及在重商主義趨使下的歐洲國家佔領一小塊地區作為一個貿易的據點。均不

曾有計畫、有組織的開發、建設等。直到明、清兩朝對台灣的開發，是台灣長久

以來，第一次具有主體性的經略。明代對台灣有主體的經略係自鄭成功開始，至

清朝收復台灣統一全中國，始正式將台灣納入清帝國的版圖，建立為清朝行政體

系中第二十個行省。若無鄭成功收復台灣，則台灣今日命運可能又是另一種發

展。明、清亦因對台灣不同的地緣政治觀點，作了不同的統治與發展規劃。 

 

一、明鄭時期 

    鄭成功原名鄭森，於明天啟四年（1624年）出生於日本長崎平戶。他是明

末海盜鄭芝龍的長子。明崇禎元年（1628年）鄭芝龍接受明朝的招撫，被授予

海防遊擊官職，告別了海盜生涯。於明崇禎三年（1630年）派人至日本將鄭森

接回，鄭森返國後接受儒家正統教育，為他日後抗清及統治台灣的思想產生了深

遠的影響。 

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年）清軍入關，次年五月攻下南京，江

南臣民擁立的弘光帝朱由崧遇害，鄭芝龍和其弟鄭鴻逵在福州另立唐王朱聿鍵，

建立隆武政權。鄭森也於這年由南京回到福州。鄭森回到福州不久，鄭芝龍安排

他拜謁隆武帝，被賜姓朱，取名成功，隆武帝還為拉攏鄭芝龍，在明隆武二年（清

順治三年，1646年）三月封鄭成功為忠孝伯，掛招討大將軍印。三個月後隆武

帝夫婦被俘身亡，鄭芝龍也於同年十一月向清軍投降。這一年發生的隆武帝夫婦

被俘身亡、父親鄭芝龍降清等一連串事件，無疑是鄭成功一生中最大的衝擊。最

後鄭成功和父親決裂，為防遭劫持在叔父鄭鴻逵的幫助下逃到了金門。不久傳來

母親田川氏在家鄉安海遭清軍凌辱，自殺殉節。母親自殺後鄭成功尋回母親遺體

隆重安葬。自此以後，國仇加家恨，鄭成功於是在金、廈一帶高舉反清的旗幟，

收攏父親鄭芝龍舊部形成一股在東南海域上不可忽視的力量。亦因鄭成功反清力

量的崛起，與在台灣的荷蘭人遙相對峙，雙方的互動又影響了台灣未來的歸屬。 

    至明永曆十三年38（1659年）鄭成功大舉北伐，直搗長江，攻崇明奪取鎮江，

圍南京，沿長江數十府縣聞風歸順，清廷為之震動。後因清軍增援反擊成功，鄭

                                                 
38 明隆武帝殉國後，瞿式耜在廣東擁立桂王為帝，改元為永曆。見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史

話》，（台北：建華印書有限公司，民國 53年 6月 1日），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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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在南京大敗退回廈門。此時抗清進入最低潮，清軍有可能隨時集中兵力攻擊

金、廈。鄭成功北伐失敗，損失相當慘重，無路可退，元氣大損，根據地只留有

金、廈二地，在籌糧及保持眷屬安全上皆益見困難。接著又經一次金、廈防衛戰，

雖打得敵人落花流水，大敗而逃；但是這兩次大戰役，使得鄭成功的實力消耗很

大。金、廈兩島雖然確保一時，但能否長期固守？又該向何處發展？這許許多多

現實問題，迫使鄭成功必須找尋一塊可以「生聚教訓」，並可進戰退守，能隨時

皆可捲土重來，以完成其「反攻復國」恢復明室大業，比較安全的基地。因台灣

符合鄭成功的戰略條件，於是開始認真考慮從荷蘭人手中取得台灣的問題，考慮

對荷蘭人採取軍事行動。所以鄭成功下了極大的決心，打算攻取台灣，以為「反

攻復國」的基地。39  

明永曆十五年（清順十八年，1661年）四月廿一日，鄭成功率二萬五千名

大軍分乘四百餘艘艦隻從金門料羅灣出發，廿二日抵澎湖，除留部分人員防守

外，大軍於廿九日直指台灣。至1662年 2月1日荷蘭人投降，收復台灣，結束

荷蘭三十八年的統治。鄭成功收復台灣不僅只是為了一時的軍事需要，而且要「開

國立家」，建立「萬世不拔基業」。因北，進入台灣不久，即著手將大陸的政治制

度和文教制度移植到台灣。40同時為台灣帶來了大量的移民，並運用軍事力量，

由南向北開發全台。 

促使鄭成功決心收復台灣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從地緣政治方面來看，首先，

是抗清的需要。金、廈二島腹地太小，糧餉來源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且部隊家眷

的安排亦困難重重，因此尋求一個理想的抗清基地，是其主要的目的。其次，是

維護其海上利益。因鄭家二代都是政府統兵將領，統率十餘萬大軍。他們軍用糧

食，固然一部份靠政府及地方供給，但是大部份還是靠海上貿易，利用海舶販運

貨物，往東西洋出售，賺錢來維持軍費支出，因此，海外貿易是鄭成功的經濟命

脈。在大陸沿岸難以固守情況下，須另闢新的海上基地。另在其海外貿易中，荷

蘭人威脅其商業利益，且經常發生衝突。荷蘭人又企圖連絡清軍，從台灣配合清

軍夾擊鄭成功。其三，是想要收回故土。他認為台灣是其父親鄭芝龍的產業，是

暫借荷蘭人使用，在他需要時，他應當取回。41 

    鄭成功收復台灣，使台灣有了自己的主體性政權，可以主導自已的未來，因

而頓時成為由漢人所代表的新的區域海上強權的中心。它的海軍武裝力量，結合

金門、廈門的軍事基地，西可直接威脅滿清政權的東翼，進而恢復南明的半壁江

山；南可配合馬尼拉的華人勢力，驅逐菲律賓的西班牙人，建立新的統治政權；

北可掌控日本對外貿易的命脈，甚至進襲九州。此時，鄭成功的進退之間，不僅

可決定著台灣未來的走向，也影響到東亞歷史的發展軌跡。42 
由於台灣的地理位置和在東西洋貿易中的重要地位，鄭氏政權和鄰近各國以

                                                 
39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史話》，（台北：建華印書有限公司，民國 53年 6月 1日），頁 83–

84。 
40 陳孔立，《台灣歷史綱要》，（台北：人間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二刷），頁74。 
41 陳孔立，《台灣歷史綱要》，（台北：人間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二刷），頁69。 
42 湯錦台，《前進福爾摩沙》，（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 2月初版），頁 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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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西方殖民者之間有著廣泛的接觸。在鄭氏對外關係中，與荷蘭、日本、英國、

呂宋等有著較為特殊的交往。43 

    對荷蘭方面，荷蘭人被逐出台灣後，對台灣仍念念不忘，想要重返台灣。並

多次侵擾台、澎，至 1664年8月再度佔領雞籠，但鄭成功對重新佔領雞籠的荷

蘭人採取較為克制的態度。這期間由於清廷結束荷蘭人在中國沿海貿易的特權，

使得雞籠失去對中國貿易轉運站的功能，在經濟上已無利益可言，遂於 1668年

10月主動撤離了雞籠。但與鄭成功之間，仍互視為敵國。 

    對日本方面，是自鄭芝龍起即與日本之間有著密切的貿易往來，鄭成功收復

台灣後，雙方仍持續交往。當時每年均有十四艘至十五艘船從台灣開到日本，台

灣生產的糖與鹿皮，也以日本為主要市場。 

    對英國方面，英國是第一個響應鄭氏招商的西方國家，也是唯一與鄭氏簽訂

通商協議並在台灣建立商館的西方國家。因當時英國想以台灣為中介地，發展與

大陸及日本的貿易關係，鄭成功則希望獲得西方先進武器，雙方基於彼此相互需

要，因此關係發展比較順利。 

    當時在清廷方面，則對台灣採取經濟封鎖，並於1655年厲行「遷界」政策，

強迫東南沿海三十里內百姓強行遷入內地，防止其對鄭氏政權的接濟。此一政策

為在台灣的鄭氏政權帶來很大的困擾，使得鄭氏政權為突破此一困境，運用各種

手段極力發展與大陸和海外的貿易，以保護龐大的軍用和民生物資的需求。 
足見當時鄭成功雖取得了台灣，建設台灣發展海上貿易且有了不小的成就，

但台灣仍是無法切斷與大陸的臍帶，一旦失去大陸對台的支援與接濟，即可能會

影響到生存，這可從清朝實施「遷界」對台灣造成的影響中看出。於是在台的鄭

氏政權為了維持生存，只得利用擴大海上貿易來維持生存空間。使台灣充份發揮

了對日本、對南洋、西方國家進行轉口貿易的優勢。但此種優勢在鄭克塽降清後，

就逐漸消失。 

 

二、清代時期 

    在鄭成功把主要力量移守台灣後，有數年時間，仍與清朝保持著軍事上的對

峙，雙方關係不斷以戰爭與和談的形式交替出現。但總體而言，自清康熙三年

（1664年 4 月）清軍攻佔鄭氏在大陸沿海各島，迫使鄭經退守台灣後，即準備

乘勝攻擊台灣。台灣海峽兩岸情勢，已明顯有利於清軍方面，且當時台灣內部已

出現了各種危機。首先是統治集團方面爭奪領導權的危機；其次是軍隊方面在面

對清軍強大的壓力，對前途普遍失去信心；最後是天災人禍，台灣社會出現了許

多不安定的因素，自 1681年起有連續三年的旱災，及洪水泛濫，出現了嚴重的

飢荒，除此之外，火災事故也不斷發生，給民眾帶來了很大的危害，也影響社會

安定。 

    在清軍方面，自 1681年7月康熙作出進取澎湖、台灣的決策以後，福建方

面即著手準備相關攻擊事宜。清廷也同意讓施琅復任福建水師提督，次年十一月

                                                 
43 陳孔立，《台灣歷史綱要》，（台北：人間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二刷），頁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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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意了施琅「專征」的要求，使進軍台灣的條件更趨成熟。於清康熙二十二年

（1683年）清政府決定進兵澎湖、台灣，至同年八月明鄭滅亡，清廷獲得了台

灣，實現全國統一。 

    這時候，清廷因為中原初定，正傾全力在經營大陸，對台灣的看法，也以為

打垮了明鄭便算了，這新入版圖的國土要怎樣處理，既不感興趣，也沒有方針。
44施琅為此曾奏請清廷對台灣去留作出決定，引起了朝廷的一場爭議。當時有人

認為台灣「弧懸海外，易藪賊，欲棄之，專守澎湖」；還有人說「海外泥丸，不

是中國加廣；祼體文身之番，不足與共守；日費天府金錢於無益，不若徙其人而

空其地」。45在群臣的這種輕視台灣之中，幸有督察院左副都御使趙士麟、侍郎蘇

拜等接連上奏主張應該要守，閩浙總督姚啟聖亦反對棄守，他認為台灣如果棄而

不守，「勢必仍做賊巢」。且施琅也表態贊同守台，後來他更單獨詳細奏陳台灣棄

留的一疏，極力說倘把台灣棄守，勢必釀成大禍，而把它留下來，才是永固邊圉

正確的政策。46施琅上疏指出棄守台灣的人是因沒有到過台灣，他本人則認為台

灣是沿海四省的前衛，如果放棄荷蘭人將會重新佔領台灣，對沿海安全將造成很

大的威脅。他還反對棄台灣、守澎湖，認為應當二者兼守才能安寧。他的「陳台

灣棄留利害疏」大略是說「台灣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

港導迂迴，是江浙閩粵四省的左護，隔澎湖一大洋，水道只要三更，明季曾設水

師標於金門所，出汛澎湖，水道亦有七更。台灣這地方，本屬於化外，土番雜處，

未入版圖。然當時中國人民潛至，生聚於其間者，已不下十萬人。至為鄭芝龍以

它作為巢穴，荷蘭人佔領開墾成海外一國，漸成邊患。至鄭成功破紅毛人，糾集

亡命之徒，窺伺南北，至克塽投降才算結束。⋯如僅守澎湖，遠隔金廈，更是受

制於人，所以守台灣也就是固澎湖，台澎聯為臂指，互為犄角，那麼就可得到寧

息。昔日鄭氏得以負抗者，也就是以台灣為老巢，澎湖為門戶的。⋯台灣一地雖

屬外島，實關要害，況且耕種可以資兵食，從這一點來看當然是要保留的，就是

退一步講，縱使是不毛之地，要靠內地幫助，也是不可棄的。臣想棄之必定釀成

大禍，留之誠為可以永固邊疆。」47經大臣們的商議，認為台灣應當設兵守衛為

宜，到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四月，康熙決定在台灣設立府縣，棄留之爭
才算結束。在當時發生台灣棄留問題是可以理解的，自清軍入台後，鄭軍大量返

回大陸，台灣人口剩下六、七萬，廣大地區尚未開發，因此當時台灣的地位並不

重要，清廷是否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開發台灣，是有商榷的必要。可見當時台灣

對清廷來說，並不重要，且還是一個負擔。清政府原實施全面禁海，不充許人民

經商出海，並在沿海地區實施遷界，統一台灣第二年後便開放海禁。 
    清代前期台灣主要是與大陸進行貿易，直接對外國的貿易為數甚微，這是因
為過去台灣是大陸與日本、南洋貿易的中轉地，自從清朝開放海禁以後，廣州、

                                                 
44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史話》，（台北：建華印書有限公司，民國 53年 6月 1日），頁 127。 
45 陳孔立，《台灣歷史綱要》，（台北：人間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二刷），頁118。 
46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史話》，（台北：建華印書有限公司，民國 53年 6月 1日），頁 128。 
47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史話》，（台北：建華印書有限公司，民國 53年 6月 1日），頁 129–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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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則成為國內商人的海上貿易中心，連接著沿海的貿易網。外國所需中國的絲

茶等貨物，不需通過台灣轉口。這說明，台灣在大約百多年的時間裡，不論在經

濟上還是在其他方面，幾乎中斷了與外國的聯繫，相反的，台灣與大陸卻始終保

持密切的關係。48 
    在清代後期，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與西方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除割地賠
款外，並開放通商口岸。在此狀況下，作為大陸東南門戶的台灣，便成為列強窺

伺的重要目標。19 世紀中期，列強紛紛從海上及陸地向中國邊疆進犯，造成中
國邊疆的普遍危機。就台灣來說，美國、日本、法國相繼武力進犯，造成台、澎

地區及東南沿海嚴重危機。此一現象產生，迫使清廷轉變治台政策，因一再遭受

外國武力入侵，說明危險主要來自外部而不是內部，使其瞭解經營台灣實關係海

防大局，台灣不保，則東南沿海亦不安寧。而轉變治台政策為「從內防為主，轉

為禦外為主」。自清廷據台後，初期為穩固其政權，及避免台灣成為海賊的聚集

地，造成東南沿海治安上的問題，或可能再次成為反清之基地，所以將台灣納入

其行政體系中。至清代後期，遭到列強的侵擾後，尤其是日本對台灣的野心及侵

擾，方覺醒台灣在其海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遂於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 10月）
下詔台灣建省，至 1888年台灣成為中國第二十個行省。同時全面推行自強新政，
加強海防，推動台灣現代化步伐，以台灣作為東南海疆屏障的作用，也越來越明

顯。49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而言，清帝國繼承中國數千年來的傳統陸權思想，國家空

間的形成是從核心區（中原）向外逐漸擴充，最外圍的邊陲地區開發自然較晚，

對核心區向心力亦較小，而核心區對邊陲地區的關切程度自不比核心區週邊。其

發展自然以大陸為主，台灣又是新納入清帝國版圖的地區，對清帝國核心區是處

於邊陲地帶的地位，對核心區的影響較小，自不是其發展重點，因此一直不重視

台灣的存在。最後也只是迫於西方海權東來，窺伺台灣，並對清帝國的東南海疆

安全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而這種影響程度又高於過往。逼得清帝國將台灣建立

為其二十個行省中之一，開始開發台灣、建設台灣。但清廷忽略台灣介於陸權與

海權發展的衝突區，就陸權眼光來看，台灣並不重要，就海權角度而言，台灣則

又是航道必經之地，是一個重要據點。一旦清帝國允許台灣朝向海權方面發展，

與西方海洋強權接觸，台灣的發展自會比清帝國核心區任何一個地方都來得高，

可能造成對東南沿海省份的影響，而迫使封閉的清帝國開放沿海港口，最後使得

整個東南沿海的發展高於帝國的核心區，雖可能造成帝國內部發展不平均，而危

及帝國封閉的統治地位。但若善加以運用此種狀況，亦可能因此而使得全帝國因

此而更進步、發展更迅速、國力更強盛，不致成為西方強權欲瓜分的對象。 

 

第四節  日本統治時期 

                                                 
48 陳孔立，《台灣歷史綱要》，（台北：人間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二刷），頁170。 
49 陳孔立，《台灣歷史綱要》，（台北：人間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二刷），頁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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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久為日本所垂涎，即是大陸東南七省的屏藩，在戰略上又扼著日本南進

道路的要衝，因而成為日本圖謀奪佔的要地。早在豐臣秀吉、德川家康時期，就

曾多次出兵窺伺台灣。數百年來亦未曾放棄此一企圖，至 1874年明治維新後，

迅速走上侵略擴張之路。並欲取代中國在東亞地區的權力中心地位，於是以朝鮮

及中國作為其侵略擴張的主要目標。日本深知，要實現奪取台灣的目標必須發動

戰爭。於是清同治十年十月十五日（1871年11月27日）悍然出兵台灣牡丹社50，

事後除索賠外，還迫使清廷承認其吞併琉球，以作為侵台的第一步。1890年以

後日本印行的一些著作，如駐福州領事上野精一的「視察台灣報告書」、參謀本

部的「台灣志」、稻垣滿次郎的「東方策結論草案」等，都對台灣資源的豐富和

戰略地位的重要表示強烈的關心。51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軍政大臣極力主張佔

領台灣作為「南進跳板」。 

台灣在割讓給日本之前，已由清朝統治了212年，但在這212年中，清朝真

正重視且用心經營台灣，則是最後的一、二十年的事，對台灣的地位及價值一直

無法界定。在確定台灣要割讓給日本時，強悍的台灣人民自然不甘於這種安排。

於是台灣紳民打出了「國際牌」爭取外國援助希望藉由列強干涉保住台灣。但此

種想法則是當時清廷中之張之洞之遠交近攻的外交策略，其重點一是將台灣當作

向外國借款的抵押品，利用債權國抵制日本索取台灣的要求；一是給予外國利

權，以利誘之，外國自然不願將台灣這個財源拱手讓給日本。且選擇英國為對象，

選擇英國的原因是因於英國人垂涎台灣已久，而當時台灣金融、貿易、航運、採

礦等利益幾乎為英國所獨佔，英、台之間利害關係較深。此想法獲清廷的支持，

也成為台灣日後爭取外援的最高指導原則。52但卻忽略的當國時的國際現實，因

此一直未獲英國的援助。當時英、日若同盟可聯手牽制俄國勢力向東發展，英國

自不願在這種狀況下得罪日本，其他列強又各有所思（俄國關心遼東半島、德國

在意山東半島、法國不願蹚此渾水），日本又看出了國際互動的關係，後來雖然

在三國干涉之下放棄遼東半島，更在列強窺伺下答應不轉讓台灣給任何第三國，

同時保證列強在台灣海峽的自由航行權，才平息了清廷預引國際勢力干涉割台灣

給日本之企圖，最後台灣還是割讓給日本。 

 

一、日本佔領台灣 

    清光緒廿年（1894年）甲午戰爭清廷戰敗，在中日議和條約中割讓台灣予

日本。甲午戰爭日本議和主要目的，本是欲藉以建立南進和北進兩條道路：南進

                                                 
50 牡丹社事件，為清同治十年十月十五日（西元 1871年 11月 27日），有琉球宮古島和八重山
島的貢船四艘自沖繩解纜，在歸途被風飄散，其中一艘宮古島船漂到台灣南部琅嶠地，在八
瑤灣登陸，被附近牡丹社生番殺死五十四人。日本以此為藉口於清同治十三年三月廿三日（西
元 1874年 5月 7日）出兵侵入琅嶠，四月七日和牡丹社及高士滑社番人戰於石門。後經英美
各國調停議定三條和款，由清廷賠償軍費五十萬兩銀，到十一月十二日撤軍。日本此次出兵
在台滯留七個月之久。 

51 陳碧笙，《台灣人民歷史》，（台北：人間出版社，1996年 12月初版二刷），頁 244。 
52 羅吉甫，《野心帝國–日本經略台灣的策謀剖析》，（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1年 5初版），頁 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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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為橋樑，目的在南洋；北進以遼東半島據點，目的在大陸。但後因三國干

涉還遼，迫使日本只得由台灣揭開南進的序幕。這與豐臣秀吉的目標有所不同的

是南北並進；豐臣秀吉目標是先高麗後北京，由北京而整個中國大陸、而印度，

是由北而南的。由北而南轉為南北並進，這是受海洋交通發達的影響。53 

當時主張佔領台灣最力者為曾任文部大臣的井上毅，他向伊藤博文明自指出

「世人皆知高麗主權之必不可爭，而台灣佔領之最可爭，何哉？⋯佔台灣，可以

扼黃海、朝鮮海、日本海之航海權，而開闔東洋（中國）之門戶。況台灣與沖繩

及八重山群相連，一臂所伸，可制他人之出入。若此一大島落入他人之手中，我

沖繩諸島亦受鼾睡之妨，利害之相反，不啻霄壤。台灣也哉！台灣而為戰勝獲物，

以此結果，天下後世必不以此役為不廉之捷矣。若失此機會，二三年之後，台島

必為他國所有，不然亦必為中立不可爭之地矣。」54另前外務大臣大隈重信亦贊

成迅速出兵佔領台灣，前首相松方正義主張「台灣非永久歸於我國不可」，「台灣

之於我國，正如南門之鎖鑰，如欲向南發展，以擴大日本帝國之版圖，非闖過此

一門戶不可。如因攻台灣而失去進攻北京之機會，就帝國百年大計設想，實無大

損失，至少比攻北京失台灣更有大益。」55 

可見在當時的日本高層官員中大都贊成佔領台灣，且均欲利用中日甲午之戰

中國戰敗之際，不擇手段向清廷索取台灣。最後清廷在日本的壓力下，被迫屈服

於1895年（清光緒廿一年）4月17日簽訂馬關條約，其中有關台灣條款規定：

一為中國將台灣群島及所有附屬島嶼和澎湖列島永遠讓與日本；二為兩年之內，

台灣澎湖居民任其變賣所有產業遷出界內，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均應視為日本

臣民；條約經批准互換後兩個月內，兩國各派大員至台灣辦理交接手續。台灣、

澎湖就這樣被迫割讓給日本了。 

台灣人民看中央無力保護台灣，外國勢不願介入，於是尋求自立自主，宣布

成立「台灣民主國」。然其目的不是脫離中國母體，建立新的國家，而是一項外

交謀略，用意在以台灣企圖引第三國干涉台灣問題，從日本手中搶回台灣。因此，

「獨立是手段，是過程，回歸祖國才是最後的目的。」這可從唐景崧等人盡力避

免使用獨立字眼，而是以自立、自主代之，且一再強調「願為島國，永載聖清」，

「今雖自立為國，感念列聖舊恩，仍應恭奉正朔」，等到「事平之後，當再請命

中朝，作何辦理」，並使用年號「永清」。顯而易見的策略是先獨後統，以暫時獨

立為手段，取得他日統一的機會。獨立一方面可使有意伸出援手的列強，免遭干

涉他國內政的批評，同時表面上與清廷劃清界線，可避免清廷的尷尬和困擾。56 

    就台灣當時的地緣政治言，此時雖獨立有了主體性政權，但是仍脫離不了清

王朝的主體，此一短期的獨立作為，亦只是為了重返清廷的統治。但在「台灣民

                                                 
53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史話》，（台北：建華印書有限公司，民國 53年 6月 1日），頁 213。 
54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史話》，（台北：建華印書有限公司，民國 53年 6月 1日），頁 213–

214。 
55 陳孔立，《台灣歷史綱要》，（台北：人間出版社，1997年9月初版二刷），頁259–260。 
56 羅吉甫，《野心帝國–日本經略台灣的策謀剖析》，（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1年 5初版），頁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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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國」來不及獲得國際承認就夭折後，台灣還是被日本佔領，其政權主體就由清

朝的北京，轉至日本的東京；由清朝的東南邊陲、海疆重地，變成了日本南侵的

前進基地。其政治取向及發展方向，同時亦作了重大的轉變。就東亞區域的地緣

政治言，日本取得台灣後，有了欲取代清朝在東亞權力中心地位之趨勢，其勢力

已大幅向南延伸，整個亞洲東岸太平洋西瀕近海地區皆在其控制之下，亦封鎖了

清帝國大半的出海口。所幸的是當時的清帝國，國力已逐漸衰敗，又不重視海權，

亦無向海洋發展之企圖，因此在東亞太平洋西岸地區無海、陸權發展的衝突，尚

能維持某種程度的和平。 

 

二、日本殖民台灣 

    帝國主義國家攫取殖民地的最大目的，不外是在獨佔形態下，保有原料的供

給地和推銷本國生產品的消費市場。57並以此為根據地，謀求進一步發展。日本

佔領台灣後，自也不例外，其進一步的發展就是關於軍事、政治、外交上的長程

發展計晝。對於剛取得台灣，第一次擁有殖民地的日本來說，跨國管理是一大問

題，經營開發是另一難題。當時日本全國都認為，殖民台灣必須成功，一則是做

給西方列強國家看，也為更大的「南進」企圖。在日本的知識界以及權力界均喊

出據有台灣、雄圖亞洲的言論如「現在台灣落於我手，恰給大日本以擴展的機會，

如果統治就緒，則台灣之為日本發展的根據地，那就是必然的形勢。南望，則菲

律賓已在咫尺之間，南洋群島有如卵石之相聯，香港、安南、新加坡亦不遠。皆

為邦人可資試其雄飛之地。」58 

台灣在當時對日本而言是一個理想的殖民地，開發台灣除了要考慮台灣本身

的條件之外，還得顧及日本本國的整體發展，以台灣來養肥日本。因此，日本在

佔據台灣後，便著手於各種建設。他們知道要搾取台灣，必先要把台灣好好建設

起來，所以初時他們除了比較需要長久時間的教育、衛生之外，首先對郵政、電

信、航運、港灣、道路、鐵路等，早已略有基礎的交通方面，都按步就班的加緊

進擴充。59日本經營台灣雖有軍事和經濟兩大利益，但卻不是台灣單方面可以發

動完成的，必須要等日本中央下令，才可能全面配合。因此，在台的經濟政策即

以，利潤為導向，一切建設都以經濟掛帥、以賺錢為目的，回饋日本本土。日本

為其地緣政治目的在台殖民的經濟掠奪採取下列政策：60 

�投資的天國： 
台灣位於亞熱帶，極適於農產品的種植，且交通發達，港口設備完善，

水力發電和煤炭的資源豐富，使台灣成為日本投資的天國。特別是日俄戰後

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兩次經濟衰退期中，台灣的製糖業的繁榮和基本

建設的興建吸收了巨額的日本過剩資本；日本壟斷資本在台投資增長率特別

                                                 
57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史話》，（台北：建華印書有限公司，民國 53年 6月 1日），頁 255。 
58 殷允芃、尹萍、周慧菁、李瑟、林昭武，《發現台灣（下）》，（台北：天下雜誌，1998年 2月

1日初版），頁 336。 
59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史話》，（台北：建華印書有限公司，民國 53年 6月 1日），頁 267。 
60 陳碧笙，《台灣人民歷史》，（台北：人間出版社，1996年 12月初版二刷），頁 31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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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潤特別大，因而在近代日本資本積累過程中佔有重要地位。 
�財政上的搾取： 

日本僅僅用十一年的時間就實現了台灣財政的自給，被稱為世界殖民史

上的一個奇蹟。在 1905年以前對台財政的補助以及在 1919年以前將砂糖消
費稅撥給台灣，兩項合計僅八千六百四十一萬圓，而台灣上繳給日本的財政

撥款（主要是戰費負擔）卻高達五億九千六百八十四萬圓，兩者相較台灣人

民對日本帝國的無償貢賦就有五億一千四十三萬圓。僅此一項日本每年就要

從台灣同胞身上榨取一千餘萬圓，而戰爭後期將大量戰費公債送到台灣強迫

認購的金額尚未計算在內。 
�不平等的貿易關係： 

在總督府的差別待遇和關稅壁壘的影響下，台灣對大陸沿海和香港的傳

統貿易完全為對日貿易所代替，對日貿易佔台灣對外貿易總額的 90﹪。在
所有對日貿易活動中，從出口品的收購、加工、運輸、發售到資金融通，完

全為日本壟斷資本所獨佔。所有進口商品價格由日本壟斷資本單方面決定，

以進行不等價的交換。本地商人僅能充當收集原料、推銷商品的角色，而毫

無選擇之餘地。 
�搜集資金的源泉： 

在吸收零散資金方面，日本一方面禁止台灣同胞組織自己的公司，另一

方面卻經常出動警察以「勸說」為名對廣大台灣同胞施加壓力，強制派購日

本政府公債和日本公司股票，強制向日本銀行、郵局儲蓄存款。根據 1926
年台灣銀行存款帳目顯示，存款項下：台灣佔 39﹒1﹪，國外佔 30﹒5﹪，
日本國內佔 30﹒4﹪；放款項下：台灣僅佔 22﹒7﹪，國外 10﹪，而日本國
內卻大到 67﹒3﹪，由此可見，該行在台灣和國外所吸收的存款，至少有三
分之一至三分之二被調往日本國內貸款放給日本壟斷資本所經營的企業。 
�南進的基地： 

這是日本長期夢寐以求的戰略目標。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妄想乘其

他帝國主義國家無力東顧之際，獨佔中國，控制東南亞，展開一系列的侵略

擴張行動。1937年至 1939年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從台灣出發相繼佔領廈門、
汕頭、福州、廣州、北海和海南島，1940年從海南島出發佔領了法屬越南。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短短的八個月佔領香港、新加坡、馬尼拉、民答
那峨、婆羅洲、泰國、緬甸、爪哇，台灣作為戰略基地曾起帶頭等重要作用。

戰爭後期，儘管敗局已定，日本還是把台灣—琉球—小笠原群島一線列為海

上最後防線，準備死抗。由此可見他們對於台灣的戰略地位是何等重視。 

雖然如此，但日本對台灣人一直不放心，因台灣並不是日本傳統的領土，民

族、語言、風俗習慣、傳統文化皆與日本不同。且台灣人民的漢人意識一直十分

強烈，仍然懷抱著中國意識，還保存著相當中國式的思考方式和價值觀。在國家

認同上一直無法認同日本，「祖國」在台灣人民意識上仍是「中國」，而不是「日

本」，抗日情結又一直無法消除。漢人意識不消除，台灣人民對日本的排斥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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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降低，此一「離心力」不去，對日的「向心力」不會來。日本人十分明瞭此一

狀況，因此在台灣地緣政治上的人事管理方面作為，就是阻斷大陸與台灣間的往

來，切斷台灣與中國大陸間的傳統關係，並推行皇民化運動，推行日語、壓抑漢

文、禁說台語、著台服，強迫台灣人民改採日本姓名，以日本文化填補台灣人民

生活及心靈上的空洞，以確立台灣人民對日本的國家認同，以袪除分離意識，使

台灣人民心無雜念，為日本效力。 

    佔領台灣對日本地緣政治的發展而言，是實現其「南進政策」的重要關鍵。

尤其是在甲午戰後，因列強干預「還遼」迫使其「南北並進」政策改為「北守南

進」。認為台灣的經營不應侷限於台灣境內，應藉以控制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

與廈門密切往來，使福建一帶成為日本的潛在勢力範圍，進一步使華南一帶成為

類似朝鮮半島的狀態。並將台灣作為根據地，建設成將來向南洋伸展的適當地

點，擴大對南進取之政策。所以才會有 1936年當時的日本台灣總督小林躋造倡

導台灣的「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三大政策，繼任的長谷川清總督亦強

調為使台灣變成「南進基地」，必須要高度工業化。這些均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

中看出，台灣當時對日本的重要。 

 

交通是結合各地域的神經網路，經由此種交通的聯繫，地域逐漸擴大，其內

部也隨之逐漸邁向一體性，進而促成該地域面貌的變化。聯結各地域間的交通

線，除受地理環境影響外，也受到各地相關歷史因素的影響。61 

就 16、17世紀而言，世界的權力中心在歐洲。是歐洲大殖民、大發現的時

代，此時歐洲對全世界充滿了向外擴張的意圖，因此歐洲自此向世界擴充與發

展。在東亞方面的權力中心則是中國–明帝國，而此時是明帝國沿海居民衝破朝

廷的禁令冒險開闢海外事業的時期。17世紀對東亞而言亦是一個變化多端的世

紀，在中國明朝的統治已逐漸式微，日本則因豐臣秀吉統一全國國力興起及貿易

的需要，進而想要侵佔中國與朝鮮，期合中國、日本、朝鮮之力，以取代中國在

東亞權力中心之慾望。在歐洲則因重商主義及海權的興起，逐漸自世界各地擴展

而到了東亞。並沿著東亞海岸，在海上商業出現了激烈的競爭。當時東亞各國的

經濟成長，再加上歐洲人東來，使得東亞以中國為權力中心的傳統國際關係架

構，受到挑戰，在東亞產生全球性影響的變動。正因為台灣此時處於海、陸權交

鋒情勢的變化之下，作為一個據點看，台灣最先是中國沿海的海寇與倭寇的巢

穴，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台灣即由此而為各國所注視，其地理上的重要性，亦

因此漸為一般人所認識。62 

17世紀的台灣西有中國大陸強大的明帝國、東北有逐漸興起的日本、東為

廣大的太平洋、東南為資源豐富的南洋群島，在地理上，與大陸極為接近，分隔

了東海及南海，並位於東北亞和東南亞的連接點上。且日本列島與外界聯繫的海

                                                 
61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 10月初版），頁 4。 
62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84年 11月初版第五刷），

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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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通線，在北方包括由庫葉島向北海道及日本東北地方的路線，以及今天俄羅

斯的沿海一帶，直接橫渡日本海到日本西邊之路線；另一是朝鮮半島到九州的路

線，另一條是中國江南一帶橫渡東海而直達九州；至於南方則是菲律賓、台灣，

經由琉球弧諸島，而輾轉與九州聯接的路線等。63 
當時東亞主要貿易的地區有大陸東南沿海一帶、日本及東南亞。歐洲人東來

後首先佔領了東南亞，對中國及日本貿易。台灣正好位於這三大區域的中央位

置，不論是由南洋對中國東南沿海、日本，或由日本對中國東南沿海、南洋，中

國東南沿海對日本，大都必須經過台灣。使得一直與國際航線隔絕的台灣也浮現

在國際交通線上，而成為一個重要地點，顯示出台灣在這種情勢下的國際地位。 
    台灣在當時是一個沒有任何政權有效統治的地區，又可說是一個無主之地，

由於地理位置重要，自然為歐洲東來的西班牙人、荷蘭人、東北亞的日本人所覬

覦，無不想要在台灣佔有一席之地，以建立同中國、南洋、日本貿易的據點。反

倒是明朝因受以中土為中心的天朝陸權思想影響，一直把台灣視為邊陲地區，而

不予以重視。西班牙人及荷蘭人佔領台灣，對台灣的看法也僅是其地緣關係有利

發展貿易，因貿易利益需要而建立的一個貿易據點或貿易的轉運站。若當時無東

北亞的日本，或無貿易上的需要，可能台灣在 17世紀的地位就不那麼重要了。

這可從 1633年日本德川幕府採用海禁政策，禁止日本人航行海外，禁止與西、

葡兩國通商，中國船隻也很少進入雞籠港，而西班牙人漸有放棄台灣之議及1664

年 8月荷蘭人再度佔領雞籠，這期間由於清廷結束荷蘭人在中國沿海貿易的特

權，使得雞籠失去對中國貿易轉運站的功能，在經濟上已無利益可言，遂於1668

年10月主動撤離了雞籠看出。 

    明鄭時期，是台灣第一次有主體性政權的統治，使台灣的地位從貿易航線上

的要地，再變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不但提供明鄭經營足以生存的貿易，更是其

休養生息，進退攻守「反攻復國」的基地。此時的台灣僅是一個暫時棲息之所，

在地緣政治上鄭氏政權在台灣所採取的一切措施，只是為了要「維持生存」，進

而「反清復明」。其一切政治作為，是為了要回到大陸，恢復明朝江山。 

直到清廷獲得了台灣，仍擺脫不了以中土為中心的天朝陸權思想，不重視台

灣，甚至一度想放棄台灣。直到受了列強的侵擾，被迫進入國際體系，才漸漸重

視台灣的地位，將台灣提升為清廷的海疆重地。但卻是以大陸的眼光來看台灣，

把台灣視為邊陲地區，至受了海權國家的壓迫，雖把台灣地位提升至海疆重地，

卻仍是脫離不了以大陸為主的陸權思維，以台灣來保護大陸東南沿海的安全。 

在台灣被日本佔領後，隨著日本追求東亞霸權，及台灣理想的地理位置使台

灣成為日本搾取資源支助本國及進犯東南亞的基地。 
    西班牙人、荷蘭人、鄭成功、日本，都先後曾佔有台灣，這些國家與人物都

具有海洋性的性格與特色，他們是用海洋的觀點控制台灣，因台灣位於世界主要

航道上，有利於貿易發展，使台灣在東亞海域或世界海域上具有其一定的地位。

反觀明朝及清朝，以大陸的陸權思維從北京的角度來看待台灣，自然將台灣視為

                                                 
63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年 10月初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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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陲地區，頂多是保護其東南海疆的要地，即使失去對其帝國主體亦無重大的影

響。不同的思維，導致以不同的眼光看台灣，使同樣的台灣在不同思維的政權統

治下，卻有著不同的地緣政治。 

    可見台灣在16世紀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回到中國懷抱前，一直是一個

無主體性政權統治之地。台灣的統治主體由明、清的北京、荷蘭的阿姆斯特丹至

日本的東京，其一切地緣政治作為皆視其主體政權的利益與政策而定，台灣是毫

無喙啄的餘地。這些對台灣具有主體性統治的政權，除中國外，皆與台灣為不同

的民族、文化、宗教、傳統風俗習慣，因此，一直把台灣視為其爭取利益之地，

對台的建設，亦是以母國利益為導向。四百年前台灣因靠近中國的地緣位置而受

到世人的注意，從此以後開始了東西海權圍繞著台灣而展開的互動，台灣的歸屬

就在每一次的互動最後上升到戰爭的階段之後被決定了。64 

                                                 
64 湯錦台，《前進福爾摩沙》，（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年 2月初版），頁 2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