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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灣性 
 

海山春色等閒來，朵朵還如人面開； 

千載避秦真此地，問君何必武陵回？ 

──徐孚遠，〈桃花〉 

 

 

第一節 歷史、傳說、信仰的相互滲透 

 

  從上面的三章當中，可以看出，單靠歷史、傳說或者信仰的任何一個面相，

想要了解鄭成功的形象，或者說單靠上述三者的其中之一，想要建立起有關鄭

成功的全貌觀，幾乎是不可能的事，我們的進路，即是在拆解了這三個部份之

後，從中理出並重建了解鄭成功的路徑。 

  在之前的分析中，我們發現，台灣的歷代政權，有關鄭成功的歷史解釋，

形象是斷裂的。是傳說和信仰把鄭成功的概念黏合到常民生活當中；同時，傳

說和信仰作為民間社會的產物，結合了統治者所欲塑造的形象，更豐富了鄭成

功這個概念。而鄭成功本身的多元性，也為斷裂的歷史解釋提供多元的資料，

傳說和信仰更是提供了修補斷裂的接著劑。 

  我們嚐試解釋這樣的斷裂和黏合，畫出下面的圖： 

傳說類型 信仰類型 歷史分期  歷史形象 

 鄭國時期 
┐ 
｜ 
╳ 

明之延平郡王、孤臣孽子 

宗族神 清國前期 
┐ 
｜ 
｜ 
╳ 

鄭逆、海賊海寇 

自然神 清國後期 
｜ 
｜ 
╳ 
 

孤忠經台、赴國之難、經略台灣 

中國型 
台灣型 
日本型 

政治干涉 日本國時期

┐ 
｜ 
｜ 
╳ 
 

統治象徵 
繼承母統、經略台灣、海上雄飛、南

進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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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驗神 民國時期 
┐ 
｜ 
↓ 
 

反共復國 
一旅孤忠、反清復明 

  我們把有關鄭成功的傳說放在上表的第一欄，我們沒有辦法為傳說進行歷

史分期，然而大量的傳說提供了歷史形象與信仰建構的大量材料。意即，傳說

是意識型態建構的重要素材，隨著時代的不同，定位的不同，或擷取、或創造。

大量的傳說，將鄭成功的形象活生生地展開在歷史軌跡的流動中、活生生地展

現在民間社會的街談家常中。 

  歷史斷裂顯示在圖中各個階段的「╳」。每個斷裂都表示著一次政權的遞

嬗。而在所有的統治者當中，自中國而來的有三組，分別為鄭國時期、清國時

期、民國時期。 

  鄭國時期是形象建立期，鄭成功做為一個剛去世不久的政治人物，還談不

上信仰的發展。然而，我們看到了鄭成功所代表的鄭氏政權與中國的兩個斷裂：

血緣上的斷裂與政治上的斷裂。鄭成功承自父親的中國血統，在清國政府殺死

鄭芝龍之後，血緣上的紐帶斷裂；而其所奉為正朔的永曆帝在昆明被殺，政治

上與中國政權的紐帶也失去聯結。但是，在這兩個斷裂還來不及真正切開鄭氏

政權和中國政權糾纏如絲的連結時，施琅即渡海攻台，台灣於是進入下一個來

自中國的統治。 

  清國前期，在官方的眼中看來是對鄭成功的貶抑時期，但在民間信仰上則

是以宗族神的方式開始發展。到了清國後期，官方為了時局的險困而加以平反

之後，自然神的形象開始進一步發展。這兩代來自中國的統治者，基本上將鄭

成功當做中國人看待，只是或忠臣或讎寇的觀點不同，歷史的斷裂僅可視之為

在「同一正統」之下的解釋改變，對於民間社會而言，人民看待鄭成功的方式

是否真的產生巨大的變動？我們還是持著保留的態度。 

 

  真正的歷史斷裂發生在日清甲午戰後，清國戰敗割台。對於清領二百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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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來說，現在所要面臨的統治者是操著和以往不同語言、具有不同生活方

式的「外族」。這個「外族」對於源自中國移民社會的台灣人而言，從想像中到

實際生活當中，互相都是「不習慣」的。日本的殖民統治帶入了近代國家體制，

對於心中持著「中國」觀念的台灣知識份子而言，中華／蠻夷的區分對上了現

代的「國籍」概念；而且和保守傳統的中國相反，台灣走向籠罩在現代化國家

的殖民邊陲角色，這樣的斷裂，不僅只是歷史的斷裂，更硬生生折斷了在「漢

式儒家教育」下養成的台灣傳統讀書人對中國的連結。而日本統治者也在殖民

伊始，就選定了鄭成功來做為便利統治的象徵。然而，要注意的是，在這個時

候有關鄭成功的概念，是圍繞在鄭成功的日本精神──日本母親的忠烈、鄭成

功的大和魂。同樣是「忠義」形象的鄭成功借殼上市：披著日本式的外衣，做

的是和以前同樣的事──教導人民忠勇獻身。 

  但是，在常民社會當中，透過（政治壓力下）祀神選項的固定化，開台聖

王信仰游離開了日本式的形象，串起了傳統（源於移民社會的傳統）和現代（來

自國家體制的壓力）。常民社會固守了鄭成功「民間的神」的性格，來自政治的

干預反而成為信仰發展的助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的統治權由日本手中轉移到國民政府，這是

第二次的歷史斷裂，台灣人的身份由「日本人（視野下的本島人）」脫開，斷裂

成為「中國人（視野下的台灣同胞）」。鄭成功的日本式形象隨即轉為中國式的

──這是一個有趣的對比：鄭成功的「驅荷」被連結到國民黨的「驅日」。就如

第三章末尾所述，鄭成功從日本式到中國式的形象轉換，不費吹灰之力。等到

1949 年國民黨戰敗來台，鄭成功的「反清復明」又被連結到國民黨的「反共復

國」，經過從「驅日」到「反共復國」，民國時期的鄭成功形象遂大致底定。而

鄭成功本人與蔣介石被塑為互相對照。在這種觀點之下，蔣鄭二人惺惺相惜，

互相提高彼此的歷史／政治地位。蔣介石政權以鄭成功政權的功業及想像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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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理想來加強本政權領台的意識型態正當性；鄭成功的形象則在這種加強之

下，獲得正面的歷史評價與崇高的符號性褒榮。在歷史意象下，這種蔣鄭惺惺

相惜展現出一幅這樣的對比圖像： 

人物 稱號 功業 意向 政治理想 

鄭成功 
 

民族英雄 驅荷 反清 復明 

蔣介石 
 

民族救星 驅日 反共 復國 

 

  在這種沒有政治上的壓力，甚或是鼓勵敬奉的狀況下，民間社會的開台聖

王信仰除了自歷史、自政治上的美化中獲得崇拜的正當性之外，做為民間信仰

的對象，以靈驗或靈異做為建廟緣由，由神的靈驗導致民間自發性的崇拜。 

 

  然而，政治上與歷史上的美化，到底對信仰造成什麼效果呢？美化造成的

效果可以從「表面性」和「潛意識」兩個方面來探討。「表面性」效果是因為統

治者的喜好而造成民眾祀神選項的固定化，因為政治上的壓力不得不選擇某種

祀神做為崇拜的對象。在眾多改奉及新建，「原因不明」而信奉開台聖王的廟宇，

日本時代或可作為代表。表面性效果是一種不得不然，純然因為擔心被政治干

預或騷擾的心理造成。但是，這種效果卻並沒有造成某段統治結束之後，民間

對鄭成功／開台聖王的報復。祀神的選項雖然因為來自政治的壓力而固定，然

而祂畢竟還是「自行選擇」的（我拜祂，是我歡喜甘願的），我們並沒有看到在

結束一段統治之後，民間大量毀棄神像的情形。 

  其次是「潛意識」效果。政治上與歷史上的美化，再加上民間心靈的傳說

故事，我們看到鄭成功形象被壓入台灣民間社會的集體潛意識中，塑成他今日

的樣貌，表現在民間所認為的神降和夢中。這種效果當以民國時期後為代表。

我們看到有齊天大聖神降，以擴建時需要「歷史性神」為由而供奉的（基隆南

靈宮）；有鄭軍士兵托夢，建廟要奉其主帥者（南市鎮門宮）；有軍人夢見神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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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得神像者（壽豐國聖宮）。我們並沒有認為所有的神示和夢都和集體潛意識有

關，但以這三則傳說而言，他們有類似的相關──歷史的、軍事的形象背景。

這種相關和我們所看到的鄭成功形象是相符合的。 

 

  綜上所述，政權容或有輪替、歷史容或有斷裂，但台灣的每段歷史、每個

政權，都在對鄭成功進行意識型態化的工作。歷史和政治上的意識型態化，結

合了傳說提供的大量資料，以及民間信仰的發展，鄭成功這個「概念」，於是被

打造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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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鄭成功概念與台灣性：台灣觀點的鄭成功 

 

  在談論有關台灣性之前，我們可以先看看在台灣教育界中以鄭成功為名的

學校。台灣有諸多學校以鄭成功為名，其中最有名的當屬現存的成功中學、成

功大學、延平中學。成功中學及成功大學皆屬日本時期即創辦的學校，國民黨

接收後因紀念鄭成功之「復國」精神改名。在這裏，我們關心的是延平中學。 

  延平學院是第一所台灣人創辦的大學，即今日之延平中學前身。1946 年 5

月 19 日籌備創校，以鄭延平不畏強權、驅荷抗清精神，取名「延平」。1946 年

10 月 10 日開學。創校時，匯集當時一群台籍菁英辦學校的夢想，創辦人包括

朱昭陽、宋進英、劉明、林獻堂、蔡培火、楊肇嘉、杜聰明、吳三連、丘念臺、

游彌堅、黃朝琴等，為當年台灣人之一時碩彥。二二八事件後，在開學甫一週

的 1947 年 3 月 22 日，被警總以「學校有武器」而勒令關閉，多名學生和教師

入獄，朱昭陽、劉明、王白淵以及許多創校名人也均先後在白色恐怖當中下獄。

延平學院的校徽為發光的螢火蟲，以「暗夜的螢光」自期1。後來改以中學補校

名義成立延平中學，在 2002 年申請復校為延平學院。 

  然而，林玉体先生在一篇評論延平學院復校的文章中這麼說： 

  這所『台灣人』的大學，名為『延平學院』，意在紀念鄭成功的不

懼強權心態。其實從歷史上來看，鄭成功對台灣並沒有什麼豐功偉蹟，

他一心一意以『反清復明』為職志，心不在台灣；對台灣的文教建設，

更乏善可陳。台灣人包括『延平學院』的籌建人在內之那麼仰慕『延

平』，大概也是深受中國國民黨黨化教育及大中華文化『正統』觀念的

遺毒所造成。此所學校如能順利在二十一世紀之初復活，在當前台灣

主體性意識亟需加強之際，與其校名取為『延平』，不如用『台灣』，

                                                 
1  本 段 有 關 延 平 學 院 背 景 ， 參 見 《 新 新 聞 週 報 》 587 期 ，

http://www.new7.com.tw/weekly/old/587/587-062.html  以 及 民 視 新 聞 網 ，

http://www.ftvn.com.tw/Topic/CaringTW/TWnotes/0519.htm 瀏覽日期：4/12/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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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更一目了然。2 

  林玉体先生從歷史的角度來看「延平」二字，認為延平二字有辱第一所台

灣人大學復校的歷史性意義，因為對「延平」的仰慕是「大中華」的遺毒，而

且無法彰顯台灣主體性意識。林氏的論證是，鄭成功對台灣沒有貢獻，同時心

不在台灣。這種提法，我們很容易的就聯想到蔣介石。更深一層的意思是，鄭

成功和蔣介石一樣，作為異國的流亡政權，「延平」二字，等同於「中正」二字，

不應在台灣做為台灣人意識的象徵。 

 

  這種高舉台灣主體觀點以反對現在這種「被塑造出來的」鄭成功形象，進

而以史實來貶低鄭成功評價的說法，同時出現在王育德，《台灣──苦悶的歷史》

書中。王氏這麼說： 

  雖如此，台灣人只知鄭成功……對鄭成功追慕之情，大概包含許

多同情弱者的成分在內。在台灣人的歷史上，鄭成功個人的吸引力和

他所建立的鄭氏政權的本質完全是兩回事，這一點必須瞭解。 

  鄭氏政權和國府有很多類似的地方。一貫奉明正朔和國府主張自

己是中國的正統政府，主旨相同。 

  因為他們這一幫人反對建立背離祖先廟堂──中華帝國來和西、

荷、英人和平共存的野蠻帝國，他們還期望讓舊王朝的遺王至少繼承

台灣島的王位，以待光復祖宗的帝國。
3 

  王氏並沒有對鄭成功進行直接的批評，但實際上，從行文來看，評價不是

正面的。和林玉体類似，他指出鄭氏政權的主旨與國府相同，同時，他認為要

分開看待鄭成功「個人」和鄭氏政權的本質，鄭氏政權的本質是惡的、鄭成功

卻是值得同情的。甚至在該文稍後，王氏認為：「開山王這個稱號，照理說應由

                                                 
2 自由時報，2/18/2002，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2/new/feb/22/today-o1.htm#o3 瀏覽

日期：4/12/2004 
3 王育德，2000，《台灣：苦悶的歷史》，台北：前衛，pp.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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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華和致力開拓的各鎮官兵分享才對。4」意即，從歷史上看來，鄭成功在台

殊無經略之功，陳永華及分墾諸將士才是鄭氏政權開台的最大功臣。 

 

  左翼台灣史研究者史明，在他的《台灣人四百年史》中，以社會主義的觀

點提出對台灣史的看法。我們在他的後期著作《台灣不是中國的一部份──台

灣社會發展四百年史》中，看到他一貫對鄭成功政權的看法：封建專制下的殖

民地統治。 

  鄭軍視台灣為異域的觀念極為強烈。 

  來台後的鄭氏王族及其官員將，一貫保持著政治亡命國外的心情

和姿態，死喊老套的「歸還中國」，雖然也大興開拓事業，但皆為大陸

戰事養兵著想，對於定住台灣一事，迄未有多大考慮。5 

  和前面林玉体氏及王育德氏相似的，史明把批評的焦點放在鄭氏政權視台

灣為異域，無心於台灣。對於左翼的社會主義史觀而言，台灣歷史上的諸統治

者，雖然同樣是殖民統治，但是，從荷蘭、鄭成功到清國，由重商主義的殖民

統治到封建專制的殖民統治，反而是一種退步。史明雖然沒有直接提到這點，

然而他接下去申論，鄭氏及清朝都沿襲荷蘭人留殖民地制度，做為統治台灣的

基礎；同時，清朝政府「又帶來中國腐敗的封建官僚制度
6」，形成了雙重的殖

民統治──歐洲殖民主義加上中國封建主義的統治。史明除了否定鄭成功本

人，也否定鄭氏在台的整個統治。他認為包括鄭經在台的統治，都是為了與中

國大陸作戰而做準備，史家的關注應該放在當時政權製造出的階級關係及階級

壓迫上面。 

 

  綜觀上面三個例子，我們要回頭來檢視，現代台灣的鄭成功概念必須要面

                                                 
4 王育德，前引書，p.59 
5 史明，1992，《台灣不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社會發展四百年史》，台北，前衛，p.48。 
6 史明，前引書，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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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來自下列觀點的評論。 

 

  第一種觀點來自國族主義7者的評論。國族主義者的評論我們再區分為中國

國族主義者及台灣國族主義者。中國國族主義者的評論我們在第一章稍有提

及，而且最了無新意。我們從正反兩方面來了解這種評論，不脫 a.鄭成功驅逐

荷蘭人，「收復」並「經營」台灣，是為中國統一做出傑出貢獻的愛國主義者；

b.鄭成功據一地負隅頑抗，阻礙祖國統一，歷史定位應予重新評價。 

  隨著時間經過，近十年間中國對鄭成功的概念逐漸從 a 轉向 b，折衷的說

法是：雖然鄭成功驅荷有功，然而不能體會歷史統一的潮流，畢竟有失。這種

                                                 
7 關於本論文所提到的「國族主義」，即我們一般習稱的「民族主義」──nation; nationalism。

有關 nation 的漢譯，林耀華曾對「民族」的諸原文用法及譯文做過評論。他將俄文、德文、英

文的相關字詞列舉說明，筆者因無處理俄文的能力，故以英文、德文為例。  

林氏將馬列經典中所使用漢譯為「民族」的字歸納出四類：  

1. Volk; Völker 指的是最廣泛意義下的人們共同體，從原始時代一直到社會主義時代。 

2. Nation; Nationalität 比前者狹窄一點，指的是從階級社會產生以後的各時代的人們共同體。  

3. 俄文，就是 Stalin 專指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後，具有四個特徵的穩定人們共同體的現代民族。 

4. Völkerschaft; Völkchen 一般漢譯為「部族」，是在用法 3 出現後，用來指奴隸制和封建制時

期的人們共同體。  

漢譯的「民族」一詞，一般指涉的正是前述第一種最廣泛的用法。見林耀華，1985，《民

族學研究》，頁 37-69。 

更有學者認為，nation 應有其它的譯法以表現原意，如林修澈，〈台灣是一個多民族的獨

立國家〉，1994，收於施正鋒（編），《台灣民族主義》，頁 24、頁 72，使用「民族國」的譯法。

施正鋒，《族群與民族主義》，1998，頁 2-3，區分了 race，ethnic group，以及 nation 這三者的

意義，並指 nation 或譯「國族」。不過也有不同的看法，如吳叡人，〈認同的重量：《想像的共

同體》導讀〉，1999，收於 B. Anderson，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 88，頁 xviii，就為

了彰顯 nation 有「人民」、「公民」及其群眾性的能動意涵，而捨「國族」的譯法，依然採「民

族」。不過，不管怎麼譯，譯者均強調 nation 和漢語通用的「民族」一詞相比，在意義上有頗

大的差異。在此，我們採用「國族」的譯法，故 nationalism 譯為國族主義，意思貼近近代西方

民族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國」的概念，事實上和林修澈老師「民族國」的譯法，在意義的選擇

上是相同的。但林師所譯應指作為「國家」的實體，此處我們所指的卻是組成國的「人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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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從近年來中國施琅研究的興起可以看得出8。而中國國族主義學者容或對此

論述另有解說，較常見的說法是將「抗拒統一」的過錯推給鄭成功的後代子孫，

尤其推給鄭經9。這種不顧歷史現實與時代背景，逕以「現代的一個國族」的虛

構觀點來推論至移民社會的政治歸屬性，以及以「歷史性的相關」來推論當今

的政治現實，我們認為，這種中國國族主義的觀點不值一駁。 

  但是，上述所論為「中國的」中國國族主義者觀點。在台灣，也有持中國

國族主義的評論者。他們的觀點原本系出「內向性」的中國國族主義，然而，

因為認同，使得他們擎起「中國」這桿大纛，利用鄭成功這個既成的意識型態

符號，對台灣主體進行反擊。而且，這樣的反擊從歷史的取徑開始向其他的文

化面向發散。最有趣的例子莫過於黃碧端女士的〈國姓爺用的是漢語拼音〉10。 

  黃氏在該文中原本所要強調的是「政治人物的器度」，列舉鄭成功對待荷蘭

人、沈葆禎對待鄭成功，這位前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其意應在譏誚當時的台灣

政府在他眼裏的「無氣度」。接下來，竟以「莫須有」式的論證，說明國姓爺之

「Koxinga」，「X」乃漢語拼音之「ㄒ」，借以批評當時論戰方酣的通用拼音與

漢語拼音之爭。在他的觀點裏： 

  但最有趣的是「姓」的子音，也就是類似於國語注音「ㄒ」的這個

音，用的……不是我們的本土意識形態產物的「通用」拼音的/s(i)/，

而是道道地地的漢語拼音的/x/。……──對不起呢，/x/硬是有語言學

上的道理，而且我們的開台英雄國姓爺就是這麼用的──怎麼辦呢？ 

                                                 
8 陳芳明，〈鄭成功與施琅〉。另，廈門大學於 2003 年召開「施琅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展開

對施琅的熱烈研究。 
9 比如，台灣籍學者陳捷先，在其《不薙頭與兩國論》中描寫清政府與鄭成功和談的種種，筆

法極力為雙方開脫。該書亦將統一不成的責任歸於鄭經，大意是此人人品有失，性格乖張。中

國中央電視台拍攝《康熙大帝》連續劇，竟在劇中錯亂歷史，將施琅攻台的歷史場景錯置到鄭

經時期，並盡其醜化之能事。 
10 黃氏該文，見 2003 年 3 月 21 日《聯合報》副刊，或見網路資料：

http://archive.udn.com/2003/3/21/NEWS/READING/X5/1240988.shtml。查閱日期 200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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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氏這篇文章對音韻學和歷史學常識的無知，自不待言。Koxinga 的「X」

實際上是「ks」的合音，是 Holo 語「國姓爺」的羅馬譯音「Kok-Sin-Ga」。其

實我們並不需要對這種誤會加以批判。但黃氏這種將鄭成功擺放在中國國族主

義侵略性前緣戰鬥位置的做法，才是須要加以批判的。鄭成功在黃氏的筆下，

成為一個中國國族主義的意識型態符號，在他的論證裏，鄭成功是「我們的」

「開台」英雄，而連「我們的」「開台」英雄都不（支持）使用充滿「本土」「意

識型態」的通用拼音了──於是劃開了「我們」（在台灣的中國人）和「你們」

（台灣人）──所以，「你們」（充滿「本土」「意識型態」的台灣人），不屬於

「我們」鄭成功開台以迄，在台灣的中國子民。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的」

開台英雄是不支持「本土」的、是中國的！ 

  黃氏的這種做法，將鄭成功概念的戰場，從簡單的歷史對映拉到文化支配

權的爭奪。他以錯誤的音韻學知識出發，用最簡單的「訴諸偶像」及「錯誤類

比」謬誤，將語言的台灣優位（Koxinga 是 Holo 語的國姓爺譯音），轉成中國

優位（X 是北京語的讀音及譯音）。雖然，黃氏本人應該並不會有這樣的察知，

但他的論證，是試圖透過這種後殖民式的想像，將台灣的鄭成功納入中國文化

的主流中，從而將台灣主體本質化而消失在中國帝國主義當中。 

 

  台灣國族主義者的評論則是國族主義評論的另一個方向。在本質上，台灣

國族主義者與中國國族主義者並無二致，後者在虛構出「一個中華民族」；前者

在虛構出「一個台灣民族」。他們雖然也被稱為具有台灣主體性觀點，然而，這

種植基於國族對抗的觀點，只是重新產造出另一個國族出來，從_理論推演的
‧‧‧‧‧

過程
‧‧

_來看，這種觀點的危險性_將‧_在於：把多元的台灣社會看成單一。也因

此，只要為了維護這個國族存續及完整，任何的壓迫都可以是正當的。這種新

興的台灣國族主義者觀點，將之前有關鄭成功的一般歷史解釋，視為國民黨製

造出來的民族英雄神話，加以拒斥；再則將鄭成功與蔣介石拿來對比，兩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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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入侵一個「既有」領域的「入侵者」。因此，同樣歷史情境的類比，如果蔣

介石受到駁斥，那麼，鄭成功也應該受到駁斥。這種提法，在上述林玉体氏對

鄭成功的簡單闡述即可發現，他評論下的鄭成功「心不在台灣」、建設「乏善可

陳」。但鄭成功來台 14 個月便即去世，14 個月中有 9 個月處於與荷蘭人戰爭的

狀況，用林氏的標準來看待鄭成功在台種種，未免過於嚴苛。難道，只因有個

主張中國國族主義的蔣介石，就該當把鄭成功也一起陪葬進去？我們認為，台

灣主體性觀點固然要拒斥中國國族主義觀點，但不可落入另一個國族主義的泥

淖，更不可以「歷史性的相關」來率爾推論、評價。 

 

  第二種要面對的評論來自左翼反殖民主義者。左翼觀點習慣從殖民與壓迫

的觀點來看歷史問題。上述史明的觀點可以做為參考：視鄭成功（及鄭氏政權）

為殖民統治者，剝削台灣人民。然而，要注意的是，史明似乎受到第二次世界

大戰之後受壓迫少數民族紛紛獨立的歷史現實影響，他把台灣也視為一個整

體，認為「台灣民族」為被中國壓迫的民族，從反民族壓迫的角度認為「台灣

民族」應該獨立。這種民族理論植基於馬克思主義的民族理論，認為「民族國

家／國族國家／nation」是在特定的歷史發展時期出現的特定產物。但是，史明

對此的論述並不完整，他只提到，「台灣革命，是以『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

為其總路線」11。撇開理論不談，史明觀點下的鄭成功，也並未脫離前兩段我們

對國族主義者的批評。 

 

  那麼，我們提出的觀點是什麼呢？我們認為：第一、王育德的說法可以作

為參考。根據前引王氏的評論，應將鄭成功本人和鄭氏政權分開；第二、以國

際化史觀來對抗天下史觀。第三、應將民間社會發展出的鄭成功概念與統治者

建立的鄭成功意識型態分開。 

                                                 
11 史明，前引書，p.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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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大歷史的格局來看，荷蘭的殖民統治以及鄭成功（及鄭氏家族）的海商

性格，是把台灣從與亞洲大陸的陸地連繫，帶向面對大海的海洋連繫的一個重

要關鍵。台灣在荷蘭及鄭成功的影響下，早陸地中國一步，被納入成世界體系

的一部份。直到鄭氏王國被滅，台灣才又被迫退回保守封閉的陸地中國系統。

鄭成功是首度帶來海洋台灣性的台灣 Holo 系移民。從整體的角度觀之，忽略了

鄭成功，就是忽略了海洋台灣性。鄭成功的功業在「開國立家」，而非「反清復

明」。況且，依本文第一章的分析，鄭成功到底是否真的意在反清復明，還值得

商榷。我們不妨把鄭成功視為「帶領海洋台灣對抗大陸中國」的第一個代表性

人物。鄭經改東都為東寧，也注定了偏安一隅的文字意象。我們將鄭成功本人

的形象和鄭氏政權在台的統治分開，看待鄭成功，絕不是單純看他在台 14 個月

的功業。和其他的政權相比，雖然同樣是殖民政權，但是我們賦與鄭成功的意

義是，鄭成功帶入了「本土的」（相對於荷蘭人而言）台灣現代性，一種類似日

本意義下「華夷變態」的台灣現代性。 

  也因此，走向海洋、走入世界，將台灣放在國際舞台上加以審視、加以展

現，這種國際化史觀，才是台灣性之得以在今天被重塑的基礎視野。我們稱呼

傳統上以中國為中心的觀點為天下史觀。這兩者最大的差異在於，天下史觀以

中國為中心，台灣則永遠處於中國的邊陲；國際化史觀則是多元的，在認識世

界的角度上，以台灣為出發點，正像鄭氏集團兩條海上貿易路線，張開雙手，

一手向北方的日本、一手向南方的南洋，面對的是廣闊的大海和世界。 

  最後，由於現在的鄭成功形象是經過多元發展纏繞、受到各個政權潤筆加

色過後的形象，因此，當我們撥開政治影響的雲霧時，看到的鄭成功是帶著濃

厚的傳奇色彩，具有神異力量的英雄；神恩祐民的神祇。然而，這種英雄／神

的形象，又和政治力的塑造脫離不了關係。於是，當我們將鄭成功視為一個概

念，分析其意識型態根源時，他的「民間社會」形象清楚地、而且不同於政治

的意識型態，浮現了出來。我們接受了鄭成功正面的評價，在香煙嬝嬝中傳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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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他的神異事蹟，這種「人」與人心目中「英雄」的結合，是一種信仰的情懷，

是一種直接和超自然力量接觸的感動，這個部份，就絕非政治可以輕易影響的！

到了這裏，政治和歷史的美化，甚至反過來成為民間社會崇敬的助力，人民眼

中的鄭成功，反客為主地踏上歷史及常民生活的舞台，多元性的紛雜終於成就

了屬於台灣的、多面貌的開台聖王。 

 

  當我們再回頭看到延平中學，鄭成功的精神，難道不像暗夜的螢光？這道

螢光，穿過政權更替的各個外來統治，一貫地以其「屬於台灣的」、「多元的」、

「開放的」、「海洋的」微弱螢光，委身在統治者的化妝粉飾後面，默默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