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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對歷史的再現與想像：
歷史與文學特展
文╱周華斌

研究典藏組

圖╱國立台灣文學館

敏感的文學創作者會受諸多因素影響內在世界的運作，依當時的心境再現、反映外在變化，這種對歷史
的回應，無非也是一種歷史的記載。台灣擁有特殊的歷史，自古歷經多次爭戰，有政治、社經的更迭變
動，也有自然劇烈變化所產生的災害。本展自清領、日治、戰後三時期中選出26項歷史事件為主題，每
一主題展示不同文本，呈現不同的作家如何回應現實、再現歷史，期藉此看文學與歷史如何對話。

展覽意旨

民當時的生活紀錄。例如1915年噍吧哖事件是大規

「歷史與文學特展」是國立台灣文學館「台灣

模的武裝抗日活動，從〈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孩子〉

文學的內在世界」常設展中第四檔複合特展，旨在透

（1982）可知，楊逵（1906∼1985）有目睹日本當

過文學作品的呈顯，展示作家如何回應現實、再現歷

局動用炮兵與武裝部隊去鎮壓的親身經歷，這偶遇的

史，期藉此觀察作家的內心世界。

生活片段與事件產生直接連結，也影響其日後的反抗

現代人回溯歷史，似乎感覺疏遠，然對當時的人

意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對台灣

而言，只不過是當下的生活。當時的人是用何種角度

未來影響深遠，〈八月十五日〉（1997）中顯示，

「近觀」事件的發生？後來的人又是以何種心境「遠

本事件對詩人蕭翔文（1927∼1998）而言是非常切

眺」同一件已成為「過去」的歷史事件？

身的體驗，更突顯台灣人內心的複雜糾葛；十大建設

文學作品，無非是作家內在世界的外顯。面對同

中的「東西橫貫公路」是台灣第一條串聯東部與西部

一事件，不同的文學創作者會受史觀、心境等因素，

的公路系統，由《寶島長虹》（1964）可知，郭衣

而有不同的反應、創作。甚至經過時代更迭、辯證，

洞（1920∼2008）當時實地觀察該建設的進行，為

後來的人對同一歷史事件也會產生不同見解，或者

文介紹公路主線自西至東12個景點以及宜蘭支線沿途

進而透過創作而加以重新詮釋、重構、再現。例如對

景緻，甚至其筆名「柏楊」也是源於此行；全台都能

於林爽文事件，當時官方稱林黨為「賊匪」，清高宗

感受到嚴重搖晃的九二一大地震，已成為這一代人民

（1711∼1799，乾隆皇帝）不僅將平定林爽文事件

的集體記憶，對此也有許多詩文作為時代見證。

列為「十全武功」之一，並以《欽定平定台灣紀略》

文學作品往往因為作家的身分與境遇，而有不

詳細記錄；相對於此，姚嘉文（1938∼）則藉由文

同傾向。以1862年發生的戴潮春事件為例，同樣是

學想像，以《洪豆劫》為林爽文「翻案」，認為該事

對人民起事的書寫，下面3位詩人就有不同評價。詩

件並非單純的民族反抗，也有社會性、經濟性的時代

人林占梅（1821∼1868）因捐納而獲官位，在戴潮

意義。

春事件發生時還組織團練，協助官兵鎮壓，故常以官

若將時間往現代拉近，更能感受到歷史就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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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角度將人民起事視為謀逆、造反。也因此，其作品

〈聞警戒嚴作〉、〈大甲土堡失守賊勢將欲北趨義勇
力戰攻復之扼溪而軍塹城始能安堵聞捷喜賦〉、〈丁
述菴觀察督師剿匪至淡賦呈〉可見詩句吟詠「小醜跳
梁敢橫行」、「瞬見鯨鯢就誅戮」、「揮戈軍定掃妖
塵」，稱戴黨為「小醜」、「鯨鯢」、「妖塵」，實
符合其一致的態度。雖同對戴潮春事件採負面書寫，
陳肇興（1831~1866？）的立場、境遇又不同。事
件期間，他與家人於今彰化、南投境內避難，因有此
受難的親身經歷，其痛恨該事件，誠屬當然。然更深
入地說，施懿琳的見解較為貼切：陳肇興「身處難民
潮中，親歷流離喪亂，故能以『特寫鏡頭』深刻而逼
近地呈現動盪時局下，百姓的辛酸悲苦。」另外，研

陳肇興《陶村詩稿》（1937，本館典藏）：末兩卷〈咄咄吟〉，記
錄詩人對戴潮春事件的見聞；詩人在事件中備受流離之苦，對該事件
有諸多批判。

究者許惠玟稱李逢時（1829~1876）為「旁觀的記
錄者」。李逢時不是義民，也沒有參與鎮壓，其站在

和」，然只維持一個多月，終究被捕，難為「王」；

人民的立場，感嘆自己身為讀書人對百姓民生無用，

林爽文逐鹿天下，建號「順天」，同樣被捕而敗亡，

這也讓其詩作中的情感較為淡漠，甚至於〈協安局感

旨在藉由這些前車之鑑，讓民眾引以為戒。

懷七首兼呈袖海王縣佐〉序文，對戴潮春的起事就有
幾分同情，稱戴「為強族所逼」才起而叛亂。

台灣擁有特殊的歷史，自古歷經多次內憂外患的
爭戰，有政治、社經的更迭變動，也有自然劇烈變化

歷史是指已發生過的事件、行動，史家與作家

所產生的災害，這些歷史都深刻影響台灣發展。我們

都為過去留下紀錄，讓人們了解自己、別人，或作為

可以說，歷史是由諸多事件串聯而成；文學文本反映

未來的借鏡。於實際創作時，作家也會選擇性引用

歷史時代，與社會環境緊緊聯繫。本展由研究典藏組

歷史事件，借以表達對某事件的感想，甚至褒揚或以

許惠玟、林佩蓉、周華斌為學術策展人，自清領、日

古諷今。例如連雅堂（1876∼1936）於日治時期創

治、戰後三時期中選出26項歷史事件為主題，每一

作古典詩〈詠史〉130首，其中第121首針對朱一貴

主題展示不同文本，呈現不同的作家對於現實與歷史

事件（1721∼1722）吟詠「明亡三十載，海國有田

的不同回應，希望藉此看文學與歷史如何對話。

單。飼鴨宵中起，威儀復漢官。」藉由田單復國史
事，稱許朱一貴「反清復明」的心志。另外，陳維英

展示說明

（1811∼1869）以〈擒戇虎行〉批判戴潮春事件另

清領時期

一位主事者「戇虎」林日成（又作林晟），其中詩

1. 朱一貴事件

句「一貴難為鴨母王，爽文逐鹿終敗亡」，謂朱一貴

1721年因台灣知府王珍虧空官銀引發民怨，朱一貴

雖自立為「中興王」，建國號「大明」，年號「永

等人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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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文物：藍鼎元〈台灣近詠十首呈巡使黃玉圃先
生〉之二╱連雅堂〈詠史〉（130首之121）╱王詩
琅〈鴨母王朱一貴〉

2. 林爽文事件

1786年林爽文因官逼民反而起事，乾隆皇帝將平定
林爽文事件列為畢生「十全武功」之一。
展出文物：清高宗《欽定平定台灣紀略》╱姚嘉文
《洪豆劫》

3. 戴潮春事件

1862年淡水廳同知剿辦地方豪強，途中被義首林晟
反戈殺害。之後，戴潮春稱「東王」、林晟稱「大元
賴和〈讀台灣通史十首〉之七（1920，賴和紀念館提供）：詠嘆台
灣民主國抗日運動無法成功。

帥」起事。
展出文物：陳維英〈擒戇虎行〉╱陳肇興《陶村詩
稿》末兩卷〈咄咄吟〉

4. 西仔反

1884至1885年清法戰爭期間，法軍進攻滬尾（今淡
水）、基隆等地之戰役總稱。
展出文物：約翰．陶德（John Dodd）《泡茶走西仔
反：清法戰爭台灣外記》（陳政三譯）╱平澤丁東
《臺灣の歌謠と名著物語》╱龍瑛宗〈夜流〉╱淡水
區公所《西仔反傳說》影片

日治時期
5. 乙未割台

1895年清日甲午戰爭後，台灣被割讓予日本。在台
官員與士紳不服，成立「台灣民主國」而奮起抵抗。
展出文物：台灣民主國「黃虎旗」（國立臺灣博物館授
權複製）╱丘逢甲〈離台詩〉第一首╱洪棄生〈台灣
淪陷紀哀〉╱賴和〈讀台灣通史十首〉之七╱歌仔冊
《台省民主歌》（黃天衡先生提供。楊秀卿演唱，財
團法人白鷺鷥文教基金會授權）╱姚嘉文《黃虎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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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嘉文《黃虎印》（1982，本館典藏）：歷史小說，描述台灣民主
國「黃虎印」的鑄製及輾轉流落，藉以描述台灣所面臨的政局更迭與
希望。

6. 噍吧哖事件

1915年發生於噍吧哖（今台南玉井）的大規模武裝
抗日事件。
展出文物：石中英〈感懷〉三首╱楊逵〈日本殖民統
治下的孩子〉╱李喬《結義西來庵：噍吧哖事件》

7.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台灣文藝復興運動

1921年10月17日成立，以「謀台灣文化之向上」為
宗旨，積極推動啟蒙式的文化運動。
展出文物：蔣渭水〈台灣文化協會會歌〉（秋惠文庫提
供）╱蔣渭水〈臨床講義〉（秋江紀念博物館提供）

8. 治警事件

1923年蔣渭水、蔡培火等人期望以組織力量加強運
動之推展而組成「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台灣總督
府以「違反治安警察法 」為由逮捕相關人士。
展出文物：葉榮鐘〈台灣議會設置運動〉（清華大學
葉榮鐘全集•文書及文庫數位資料館提供）╱林幼春
「入獄及出獄家書」（林中堅提供）╱蔡惠如〈台中
監獄有感呈南強〉、〈獄中感懷〉

簡吉《簡吉獄中日記》（財團法人大眾教育基金會提供）：簡吉於
1925年投入農民運動，1929年起進出監獄數次，曾說「至今總認為
須隨時努力提高自我認識，如果不在自己確信的工作上賣力，是在縮
短自己的壽命」。

9. 二林事件暨台灣農民組合運動

1925年「二林農民組合」發起抗議低價收購甘蔗運
動，經台灣文化協會影響及鼓舞，開始展開自覺運

11. 中部大地震

動。1926年設立全島性台灣農民組合總部，團結各

1935 年 4 月 21 日發生「新竹－台中地震」，又名

地農民組合力量。

「中部大地震」。

展出文物：賴和〈覺悟下的犧牲〉（賴和紀念館提

展出文物：楊逵〈台灣震災地慰問踏查記〉╱歌仔冊

供）╱簡吉《簡吉獄中日記》（財團法人大眾教育基

《中部地震勸世歌》╱蔡培火〈震災慰問歌〉╱詹作

金會提供）╱楊逵〈鵝母的出嫁〉

舟〈震災痕〉手稿

10. 霧社事件

12. 皇民化運動

1930年10月17日，賽德克族的六個部落對霧社公學

隨日本帝國侵略東亞的局勢越明顯，1936年日本對

校發動攻擊，又襲擊霧社分社、警官駐在所等處。

台加強皇民化運動。

展出文物：霧社春陽村照片╱瓦歷斯•諾幹〈關於

展出文物：楊雲萍《部落祭りの經驗》╱周金波〈志

1930霧社〉

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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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二次世界大戰
全球性軍事衝突，為迄今規模最大、破壞性最廣的戰
爭，包涵太平洋戰爭。
展出文物：東方白《浪淘沙》╱鍾肇政《濁流》╱蕭
翔文〈八月十五日〉

戰後
14. 國共內戰
自民國建立以來，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間的內
戰，約為1927∼1937、1945∼1950年，第二次致
使國民黨政府於1949年撤退台灣。
展出文物：周煥武《最後一站》╱龍應台《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齊邦媛《巨流河》

15. 二二八事件

東方白《浪淘沙》（本館典藏）：作者執筆10年完成的大河小說，於
1989年脫稿。描寫自1895年台灣割日至當代，三個台灣家族三代人
的悲歡離合的故事，空間跨越台灣、日本、中國、新加坡、美國、加
拿大等地，其中亦涉及二次世界大戰的劇情描述。

中國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以來一連串不當施政所致，
以1947年2月27日查緝私煙為事件引爆點。

18. 八七水災

展出文物：邱家洪《台灣大風雲4：民主怒潮》╱林

1959年8月7∼9日發生於本島中南部，戰後影響區

雙不編《二二八台灣小說選》╱許俊雅編《無語的春

域及受災人數僅次九二一大地震及八八風災。

天：二二八小說選》╱國立台灣文學館《天•光》╱

展出文物：詹作舟〈預防水災〉╱林有來編《八七水

黃純青「二二八日記」╱李昂《自傳の小說》（李昂

災歌》（周定邦演唱）

提供）

19. 雷震事件

16. 四六事件

雷震在1949年創刊《自由中國》，並結合國民黨開

發生於1949年4月6日，是戰後發生第一波大型學生

明派和黨外自由主義者，批評國民黨一黨專政，並與

運動。

本土政治人物結合，試圖籌組新政黨，1960年遭逮

展出文物：蔡德本〈消えたロザリオ〉╱四六事件不

捕入獄。

起訴處分書手抄謄本、師大台語戲劇社社員合照

展出文物：《自由中國》創刊號╱雷震《雷震回憶

17. 八二三砲戰

錄》、《雷震家書》

1958年8月23日至10月5日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金門

20. 十大建設

發動的砲戰。

1960年代末起，中華民國政府進行的十大國家級基

展出文物：朱西甯《八二三注》╱張國治〈寫一首詩

礎建設工程，6項為交通運輸建設，3項為重工業建

給你：致金門〉

設，1項為能源項目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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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文物：楊麗玲《艋舺戀花恰恰恰》╱莫那能〈鐘
聲響起──給受難的山地雛妓姊妹們〉

24. 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

1988、1989年發動的兩次社會運動，主要訴求歸還
原住民被侵佔之土地。
展出文物：《山海文化雙月刊》5╱亞榮隆•撒可努
〈山與父親〉

25. 九二一大地震
發生於1999年9月21日，震央位在南投集集，乃台
灣戰後傷亡損失最慘重的天災。
展出文物：女鯨詩社編《震鯨：九二一大地震二週年
詹作舟〈預防水災〉（本館典藏）：本手稿當為擊缽之作，應寫於
「八七水災」後，內容提到預防水災應「築岸疏渠」，以免夏季雨水
一多，造成更大災害。

紀念詩專輯》╱廖振卿編《百年震撼：九二一大地震
詩選集》╱南投縣政府文化局《九月悲歌：921大地
震詩歌集》╱許榮哲《漂泊的湖》

26. 八八風災
展出文物：朱白水〈北迴鐵路巡禮〉╱艾雯〈大道之

2009年8月8日莫拉克颱風造成台灣50年來最嚴重的

行〉╱郭衣洞《寶島長虹》

水災。

21. 保釣運動

展出文物：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有詩同行：莫拉克風

1971年起與日本爭奪釣魚台列嶼主權引起的運動，

災文化重建詩集》╱鄭清文〈土石流〉

共有三次。
展出文物：張系國《昨日之怒》╱劉大任《浮游群
落》

結語
將時間軸拉長，歷史正是諸多事件所連接而

22. 美麗島事件

成。歷經作家與歷史事件綿密的對話過程所產生的

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在高雄發生的重大衝

文學作品，其本身也是一種歷史性的存在。過往的歷

突，對日後政治、社會意識等方面有重大影響。

史，就由這些文學作品聯結、互文、辯證、流傳。

展出文物：李喬、高天生合編《台灣政治小說選》╱

本展並非要提供一連串歷史事實的年表、索

陳芳明《鞭傷之島》

引，或企圖以文學重建過去發生的事件歷史，更不是

23. 抗議販賣人口──關懷雛妓事件

要評價歷史之是非，而是希望藉由文學與歷史交會之

1987年婦女、原住民、人權、教會等聯合團體，至

際所產生的許多作品，窺視作家的內在世界，觀看不

華西街遊行「抗議販賣人口──關懷雛妓」，是針對

同的作家於作品中對歷史的不同展演與詮釋。

婦女問題的首次大規模示威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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