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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進金✽

一、前言 

歷史學家張炎憲於2014年10月3日病逝，他一生追求掌握臺灣民眾的觀點，重新發掘臺灣
人的歷史感情與歷史世界，而口述歷史正是他找回人民情感的工具。1李界木先生在《一粒麥籽

落土》一書中以掖種一粒麥籽的精神，述說 全美臺灣人權協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簡稱FAHR），像一粒麥籽一樣，播下人權的種子，並加以灌溉，發芽壯 大，使臺灣逐
漸步上人權的國家。2事實上，用「一粒麥籽落土」來形容張炎憲一生致力於臺灣史、口述歷史的

精神與成就，也非常的貼切。3

張炎憲，1947年出生於嘉義縣的農家，1970年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隨即進入臺大歷史
所碩士班就讀，在楊雲萍教授指導下，以〈清代治臺政策之研究〉為題撰寫碩士論文。一年後

（1975年10月），赴日本國立東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1983年以〈1920年代臺灣的抗日民族運動〉
取得博士學位。1984年，張炎憲進入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擔任研究人員；2000年5月，
接受陳水扁總統的任命，出任國史館館長；2008年卸任館長後，仍持續進行口述歷史訪談工
作。2014年9月21日，前往北美進行海外臺獨運動的口述歷史訪問，不料於美東時間9月26日
踏訪象徵美國獨立建國的「費城獨立鐘」後，因身體突感不適而昏倒，經診斷為急性心肌梗塞，

不幸於美東時間10月3日辭世，得年67歲。4

張炎憲教授一生「箍（kho）人、箍史、箍出臺灣國」5的情形，在《治史起造臺灣國——張炎

憲紀念文集》一書中已經有多位前輩學者論及，本文將不再重述。是以，本文的重點有二：一是

介紹張炎憲的生平簡歷，特別著重於說明其在臺灣史料的蒐集與刊布方面；二是介紹張炎憲於

推動口述歷史方面的成果，以資紀念這位終生致力於推廣普及臺灣史教育與口述歷史的前輩。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1 翁舒玫整理，〈歷史的變局．人性的抉擇：國史館館長張炎憲談歷史教育〉，《人本教育電子報》，2002
年4月10日，http://enews.url.com.tw/enews/11225。摘取日期：2015年6月15日。

2 李界木，《一粒麥籽落土》（臺北：前衛出版社，2009）。
3 吳樹民，〈一粒麥籽落土：懷念張炎憲教授〉，載《張炎憲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治史起造臺灣國

——張炎憲紀念文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5），序文。
4 〈1947聯結臺灣：張炎憲教授生平簡歷〉，載《張炎憲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治史起造臺灣國——張

炎憲紀念文集》，頁8–21。
5 戴寶村，〈箍（kho）人、箍史、箍出臺灣國〉，載《張炎憲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治史起造臺灣國

——張炎憲紀念文集》，頁247–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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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致力於臺灣史料蒐集與刊布

1974年張炎憲碩士畢業後，通過高考進入國史館工作，但他對臺灣史抱有濃厚興趣，當時
在臺灣研究臺灣史，除了現實政治壓力外，最大的難題是臺灣史的文獻資料不足，使得臺灣史

研究猶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因此他乃決定於1975年10月赴日本國立東京大學攻讀博士，進
一步研究臺灣史並累積臺灣史資料。在1970年代，可以前往日本東京大學攻讀博士，對很多人
而言應該是感到非常風光的一件事，但張炎憲對於研究臺灣史必須負笈曾經殖民統治臺灣的日

本，則是感到非常「不甘願」。6學成歸國的張炎憲，立即致力於臺灣史教學與臺灣史料的蒐集工

作，希望後輩學子可以在臺灣研究臺灣史。

1984年，張炎憲進入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90年改名為「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即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歷史思想組擔任副研究員，並且在擔任輔仁大學、東吳大

學、國立清華大學、中央大學等校開設臺灣史相關課程，展現積極的活動力。同時，張炎憲鼓

勵青年學生投入臺灣史研究不留餘力，根據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由他掛名指導

教授的博碩士論文共計98篇。7除了積極鼓勵學生投入臺灣史研究外，更投入臺灣史料的蒐集與

刊布，其主要工作有：

1.主編《臺灣風物》雜誌：1986年6月，張炎憲繼黃富三教授後承接林本源基金會「臺灣研
究研討會」會務及《臺灣風物》季刊編務。張炎憲主編的《臺灣風物》，並不走國科會學術期刊

的要求方式，而是站在體制外、民間的立場，以一種自主、自由、多元的方式來呈現，特別是

《臺灣風物》刊登了許多屬於民間的東西，如口述歷史訪問、文獻調查、風俗等。張炎憲曾說：

如果沒有《臺灣風物》繼續持續維持民間的角色，將使臺灣學術研究殿堂化，失去原本根植於

臺灣大地的養分，喪失前輩們不屈於當道、忍辱負重的精神。8曾經跟隨張炎憲編輯《臺灣風物》

16年的陳美蓉，對於張炎憲主編《臺灣風物》精神與意義有一段深刻的描述，她說：「張老師將
《臺灣風物》作為紀念臺灣研究者與彰顯臺灣研究精神的場域，將這些對臺灣土地、歷史、文化

有貢獻的前輩介紹給《臺灣風物》的讀者，將他們對臺灣研究雖死猶榮的熱情與力量，傳遞下

去。這種將前輩們及自己對臺灣土地歷史文化的熱情與力量傳下去的心意，應是他對《臺灣風

物》、對臺灣史研究最深的期許與堅持。」9

2.參與籌設臺灣史田野研究室：1986年8月，中央研究院院士張光直基於搶救瀕危臺灣史
料的必要性與緊迫性，乃結合了院內歷史語言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三民主

義研究所等的人力資源，共同籌劃包涵總計畫（下設工作室）與各分支研究計畫的「臺灣史田野

研究計畫」。各所都派有策劃委員、和執行小組成員。三民主義研究所即委任兼任研究員曹永

和、副研究員張炎憲分別擔任總計畫的策劃委員與執行小組成員，在中央研究院內展開臺灣史

6 曾秋美，〈想您千百回——寫給可敬又可愛的張炎憲老師〉，載《張炎憲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治史

起造臺灣國——張炎憲紀念文集》，頁450。
7  參閱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網址：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

ccd=5H.hKj/search#result，摘取日期：2015年5月25日。
8 林偉盛，〈憶張老師〉，載《張炎憲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治史起造臺灣國——張炎憲紀念文集》，頁

339。
9 陳美蓉，〈與張炎憲老師共事於《臺灣風物》側記〉，載《張炎憲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治史起造臺灣

國——張炎憲紀念文集》，頁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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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推動工程。10

1987年9月迄1989年8月，張炎憲擔任總計畫工作室第2任召集人，除持續進行民間史料
的調查與蒐集、發行《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編纂研究書目與古文書資料集；同時，也邀請國

內外臺灣史學者來院演講交流，鼓勵研究生協助收集圖書文獻，並委請王世慶先生開設古文書

解讀班，培養青年學生學術研究的能力。在臺灣史研究漸受學界與社會重視關切的風潮下，且

因臺灣田野研究室的成果豐碩，於1988年4月經中央研究院院務會議通過，從任務編組轉型為
由院方正式編列預算、支應經費的「臺灣史田野研究室」，作為收集史料、推動臺灣史研究的常

態執行單位。11

3.重視民間史料與地方學：1990年，張炎憲出任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董事，負責史料收
集、整理與出版，推動建立臺灣歷史主體性的研究與機構，創刊《臺灣史料研究》半年刊，建

立臺灣史料中心，收集臺灣、日本等臺灣史研究相關圖書雜誌藏書。1993年，張炎憲開始將
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白色恐怖受難者、及海外臺獨前輩的口述紀錄及人權救援相關資料整理出

版。12

此外，1992年1月，在張文義的建議與聯絡下，宜蘭縣長游錫堃聘請張炎憲出任重修《宜
蘭縣志》（後來改以縣史系列方式呈現）的總編纂。13在縣史館的行政支援下，張炎憲擔任總編纂

的宜蘭縣史系列叢書陸續出版，其在體例規範、立論觀點、時間斷限、空間對象、撰述文體與

發行對象等方面都有所創新。14張炎憲不僅擔任宜蘭縣史系列叢書總編纂，也協助推動「宜蘭研

究」學術研討會、宜蘭研究研習營，使得宜蘭在戰後「地方學」的發展為全國所矚目，並為其他

縣市所仿效。15當年聘請張炎憲主編縣史系列的游錫堃，特別推崇張炎憲是「宜蘭歷史文化的傳

播者與護持者」，16良有以也。

4.蒐集與編印臺灣史料：2000年5月，張炎憲接受陳水扁總統的任命接任國史館館長，成為
近幾任館長中唯一具有歷史專業的館長。張炎憲接任館長之初，首重史料的採集、出版和運用。

他強調國史館的典藏與研究要能呈現歷史的多元性與豐富性，從而建構出較完整的歷史圖像。17

是以，自2001年起國史館陸續出版《一個中國論述》、《戰後臺灣民主運動》、《雷震案》、《二二
八事件》等戰後臺灣史相關史料叢書，並以臺灣歷史和人物為核心，舉辦大型學術研討會。

在國史館館長任內，張炎憲為發揮館藏檔案的有效運用，以提昇臺灣史研究位階，乃逐步

10 詹素娟，〈本色相見‧理想相隨——懷念張炎憲老師〉，載《張炎憲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治史起造
臺灣國——張炎憲紀念文集》，頁230–231。

11 詹素娟，〈本色相見‧理想相隨－懷念張炎憲老師〉，頁231–232。
12 〈1947聯結臺灣：張炎憲教授生平簡歷〉，載《張炎憲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治史起造臺灣國——張

炎憲紀念文集》，頁13–15。
13 張文義，〈從碑林小組到文獻小組、宜蘭縣史館——我與文獻小組的關係與回憶〉，載《宜蘭文獻雜

誌》，53期（2001年9月），頁30。
14 莊秀冠，〈人與歷史交會之所——「文化立縣」與宜蘭縣史館（1992–200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

史學系碩士論文，民國101年2月），頁150–153。
15 張筑喻，〈戰後臺灣「地方學」的發展〉，（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民國103年2月），

頁28–38。
16 游錫堃，〈宜蘭歷史文化的傳播者與護持者〉，載《張炎憲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治史起造臺灣國

——張炎憲紀念文集》，頁216–221。
17 許瑞浩，〈在關鍵時刻開創新局的張炎憲館長（2000–2008）〉，載《張炎憲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治

史起造臺灣國——張炎憲紀念文集》，頁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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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機關結構，包括修正「國史館組織條例」，推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改隸屬國史館。其次，從

2002年國史館加入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逐步開發館藏資料庫的整合系統，並完
成各重要檔案的編目建檔及影像掃描作業。他並且主導「國家歷史資料庫」的建置，將國史研

究和編纂的數位化成果，上載至網際網路供各界分享。

從民間到政府部門，張炎憲不斷致力推動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平反，以還原歷史真

相；2006年起，他推動國防部等機構有關於重大政治案件的檔案整編，出版《戰後臺灣政治案
件史料彙編》、《雷震案史料彙編電子書》、《二二八事件辭典》及其檔案彙編等系列叢書。18

三、口述歷史成果

張炎憲的口述歷史成果，主要有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綠色執政實錄、海外臺獨運動以

及李登輝前總統訪談，分項說明如下：

1.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

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張炎憲，特別致力於二二八的平反運動，因此自1986年開始訪談二
二八受難者。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訪談，是張炎憲從事口述歷史的第一個重點，從

1993年開始出版一系列的二二八口述歷史叢書，包括《悲情車站二二八》（1993）、《基隆雨港
二二八》（1994）、《嘉義北回二二八》（1994）、《臺北南港二二八》（1995）、《嘉義驛前二二八》
（1995）、《諸羅山城二二八》（1995）、《嘉雲平野二二八》（1995）、《淡水河域二二八》（1996）、
《臺北都會二二八》（1996）、《新竹風城二二八》（2002）、《花蓮鳳林二二八》（2010）等。除了二
二八事件的口述歷史訪談外，張炎憲也對白色恐怖受難者前輩進行口述歷史訪談，共計出版了

《鹿窟事件調查報告》（1998）、《寒村的哭泣：鹿窟事件》（2000）、《風中的哭泣：五○年代新竹
政治案件》（2002）、《見證關鍵時刻‧高雄事件：「臺灣之音」錄音紀錄選輯》（2006）、《臺灣自
救宣言：謝聰敏先生訪談錄》（2008）、《100行動聯盟與言論自由》（2008）、《從左到右六十年：
曾永賢先生訪談錄》（2009）等書。

在二二八的相關訪談專書中，《花蓮鳳林二二八》一書曾經獲得2011年「巫永福文學獎」，
這是「口述歷史」首獲「文學獎」肯定的先例。《花蓮鳳林二二八》一書歷經十餘年（1999–2010）
才完成，本書最難能可貴的是對當年唯一倖存者張依仁先生進行了訪問。自從1947年事件發生
後，張依仁絕口不再談論整起事件經過，張炎憲可以取得張依仁的信任並願意接受訪談而留下

記錄，為花蓮鳳林二二八事件保存了最重要的見證，應該是這一本訪談記錄的一大貢獻。19

對於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口述歷史訪談中，張炎憲並不以成敗論英雄，反而讚賞這

些前輩的抗爭精神與臺灣人骨氣，張炎憲在《臺灣獨立運動的先聲：臺灣共和國》一書中，提

及他進行廖文毅姪子廖史豪的口述訪談時，說到：「在二二八平反運動中，我認識了廖史豪先

生。他高雅的談吐、誠懇的個性吸引著我，逐漸地，他告訴我許多往事，帶我去清水楊肇嘉六

18 〈1947聯結臺灣：張炎憲教授生平簡歷〉，載《張炎憲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治史起造臺灣國——張
炎憲紀念文集》，頁17–18；許瑞浩，〈在關鍵時刻開創新局的張炎憲館長（2000–2008）〉，頁202–205。

19 張炎憲、曾秋美主編，《花蓮鳳林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0），頁4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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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居查看資料，有時還稍嫌平淡。兩次坐牢、判過死刑的人，說起話來竟那麼無怨無悔，沒有

退卻，也沒有誇耀，對於廖文毅返臺之事，留下失敗的烙印，雖深感悵然，但一切還給歷史做

個公評。」20同樣的論述，張炎憲在《王添灯紀念輯》的「後記」中也說：「他（王政統）說父親的

犧牲不是莫名的無辜，而是有自己的理念和目標，只是功敗垂成而已，但他以父親為榮。談吐

過程中，他並未激情高昂譴責國民黨，卻也清楚表達不需別人的同情，不真誠的道歉更是不需

要。這種觀點在二二八受難者家屬中非常奇特。我讚賞他這種抗爭精神，這是臺灣人骨氣的具

體表現，定能當家作主，不再受人統治。」21從上述二段談話中，可以說明張炎憲從事二二八與

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口述訪談，正是要藉由這些訪談內容來傳遞臺灣人的抗爭精神。

2.綠色執政實錄

2000年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陳水扁就任總統，首次政黨輪替是臺灣歷史上未曾有過的
經驗。2008年5月，政黨再次輪替後，張炎憲便積極籌劃民進黨執政時期政務官的口述訪問計
劃，期望為這八年的執政，留下珍貴的歷史紀錄。事實上，這項口述訪談並不是一件簡單的工

作，2008年民進黨下臺後，支持者多半心灰意冷，認為民進黨可能已沒有再起的機會，但是
張炎憲教授卻未受這種低迷氣氛的影響，毅然決定投入「綠色執政實錄」的訪問工作。2011年
起陸續出版《吳釗燮與外交突圍》（2011）、《蔡明憲與捍衛國防》（2011）、《羅福全與臺日外交》
（2012）、《許世楷與臺灣認同外交》（2012）、《臺灣主權與認同外交》（2012）、《臺灣主權與攻勢
外交》（2012）等。

茲以《臺灣主權與攻勢外交》、《羅福全與臺日外交》和《許世楷與臺灣認同外交》3本書為
例，來說明張炎憲有關「綠色執政實錄」口述訪談的成果。過去臺灣在國際社會上遭到中國大

陸的打壓，陳水扁總統任內為了抗拒中國的圍堵，以「攻勢外交」戰略，藉出國訪問機會主動

向國際媒體宣示「臺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呼籲世界各國應重視臺灣生

存的權利，以及臺灣的民主成就。但以往的輿論與評論者往往以「烽火外交」視之，忽略了陳

水扁想將臺灣推向國際社會的用意。《臺灣主權與攻勢外交》一書特別收錄陳水扁總統任內派任

的四位外交官工作與生命紀錄。陳唐山、王世榕、郭時南和周叔夜等四人，非外交科班出身，

在2000年前也沒有太多參與外交事務的經驗，但以深刻的臺灣主權認同與捍衛臺灣主權的使命
感，在陳水扁總統的委託及國內外惡劣條件下，站在外交的第一線，發揮長才為臺灣和非邦交

國建立外交空間。他們的堅持與成果，充分展現臺灣人要走進世界、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

國際視野與意志。22

至於《羅福全與臺日外交》、《許世楷與認同外交》主要是陳水扁執政時代，臺灣與日本

的外交實錄。羅福全，臺灣嘉義人，臺灣大學經濟系、日本早稻田大學經濟學碩士、美國賓

州大學經濟學博士。羅福全一生閱歷豐富，1973–2000年間歷任聯合國在東亞的「聯合國地域
開發中心」（United Nations Center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亞太開發中心」（Asia Pacific 

20 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訪問記錄，《臺灣獨立運動的先聲：臺灣共和國》全2冊（臺北：吳三連臺灣史
料基金會，2000），「後記」。

21 張炎憲主編，《王添灯紀念輯》（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5），「後記」。
22 陳進金、張世瑛，〈2012–2013年臺灣口述歷史成果評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臺

灣史研究所、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主辦，「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

研討會」，2014年12月5–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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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Center）及聯合國大學之研究與教學工作，擔任過東亞各國包括馬來西亞、菲律
賓、泰國、韓國、伊朗、印尼與日本等國政府的顧問，培訓出各國區域開發人才，結識各國的

政治菁英，協助亞洲國家的開發工作；更自1964年起投入美日兩地的臺灣獨立建國運動迄今，
不遺餘力。民進黨陳水扁總統執政時期，羅福全先生出任駐日代表及亞東關係協會會長，為臺

日外交開出新局。本書訪談重點在側重羅福全先生以其個人的國際視野，及身為第一線外交官

的高度，一方面提綱挈領講述東亞國際關係與我國對中國外交戰略大要，一方面藉由駐日代表

任內大事紀要，娓娓細述臺日外交實務的重點與「眉角」。本書也是研究1996年以後臺日外交
關係不可或缺的一本入門書。23

許世楷，臺灣彰化人，臺灣大學政治系、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碩士、東京大學法學博

士，畢業後長期擔任日本津田塾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另一方面長期參與臺獨運動。自1960年
赴日留學即參加臺灣青年社，歷任臺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臺灣獨立建國聯盟總本部主

席等職，1992年黑名單問題解禁後，返臺任教於玉山神學院、靜宜大學，並曾擔任建國黨主
席，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出任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人權政策研議分組召集人及中華民國駐日
代表等職務。本書是許世楷繼《臺灣是臺灣人的國家》、《臺灣：新生的國家》後，完整口述紀

錄其參與「現實政治」的過程，以及面對不同族群、不同政治立場、不同國籍與國家利益的社

群或個人，如何異中求同，完成建構與實踐「臺灣認同」目標的重要紀錄。24

3.海外臺獨運動

學者曾經將臺獨運動的進程分成客觀臺獨、實質臺獨、主觀臺獨、建制臺獨和法理臺獨五

階段，前三階段為「暗獨」，後二階段為「明獨」。25中研院近史所陳儀深也將海外臺獨運動的構

成分成：「理論」、「行動」、「組織工作」三個部分。26有關海外臺獨運動的口述歷史訪問成果，

陳儀深曾投入相當心力，於2009年出版《海外臺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272012年又出版了《海
外臺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續篇）》。28

不過，張炎憲更早就開始關注海外臺灣人運動，於 2003年出版了《自覺與認同：1950–
1990年海外臺灣人運動專輯》；2008年卸任國史館館長後，更積極投入「徵集海外臺灣人運動
相關資料及口述歷史調查計畫」。自2009年起陸續出版「青春‧逐夢‧臺灣國」系列口述歷史：
《一門留美學生的建國故事》、《掖種》、《發芽》（2011）、《建國舵手黃昭堂》（2012）以及《釘根》
（2013）等書，預計出版全套12冊專書。

茲以《建國舵手黃昭堂》一書為例，黃昭堂1932年出生於臺南七股，東京大學、昭和大學

23 陳進金、張世瑛，〈2012–2013年臺灣口述歷史成果評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等主辦，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2014年12月5–6日。

24 陳進金、張世瑛，〈2012–2013年臺灣口述歷史成果評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等主辦，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2014年12月5–6日。

25 陳佳宏，《臺灣獨立運動史》（臺北：玉山社，2006），頁4–5。
26 陳儀深訪問，林東璟、鄭毓嫻、吳佩謙、周維朋、簡佳慧、曾韋禎紀錄，《海外臺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

史（續篇）》（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主訪者序介。
27 侯坤宏，〈2009年臺灣口述歷史成果評介〉，參考「臺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網站，網址：http://thrrp.

ith.sinica.edu.tw/conpap.php?Y=2010。摘取日期：2015年6月7日。
28 陳儀深訪問，林東璟、鄭毓嫻、吳佩謙、周維朋、簡佳慧、曾韋禎紀錄，《海外臺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

史（續篇）》（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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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教授，著作等身，專攻臺灣國際法地位的研究。自1960年與王育德等人組織「臺灣青年
社」，創辦《臺灣青年》雜誌，不惜一切代價，前後流亡海外34年，終生投入臺獨運動。《建國
舵手黃昭堂》一書所呈現的黃昭堂，是以擅長折衝協調及溫暖大度的人格特質，長期為臺獨運

動而奔走，並記錄了黃昭堂與其他臺獨運動人士的認識與交往，包括1920年代出生的廖文毅、
王育德、彭明敏、黃彰輝、郭雨新等臺獨或民主運動前輩，以及1930、1940年代出生的國內外
臺籍政治精英。本書真實呈現了黃昭堂，面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壓力，堅持臺獨理念與臺獨運

動的勇氣與信念，也為那個世代流亡海外堅持臺獨的臺籍人士，留下重要的歷史記憶。29

4.李登輝總統訪談

2002年起，張炎憲正式訪談李登輝前總統。李登輝1923年出生於日治時期臺北州淡水郡
三芝莊下的埔頭坑聚落「源興居」（今新北市三芝區埔坪里），農業經濟學家出身，曾任農復會

官員、臺北市長、臺灣省主席、副總統等職，並於1988年至2000年擔任中華民國總統以及中
國國民黨主席。李登輝是中華民國第一位出臺灣籍的國家元首，也是首位由公民直選產生的總

統。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時，李登輝完成和平政黨輪替，被視為落實臺灣全面民主化的最重
要領袖。卸任總統後，李登輝依然關心臺灣民主政治發展，被視為推動臺灣本土化運動的領導

人物，也被臺灣團結聯盟奉為「精神領袖」。

張炎憲自2002年開始進行李登輝前總統的訪談，並陸續徵集到李前總統照片、手稿、工

29 陳進金、張世瑛，〈2012–2013年臺灣口述歷史成果評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等主辦，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2014年12月5–6日。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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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誌等文件，展開建構國家元首文物管理的法制化工程，後經陳水扁總統於2004年初公布
「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而確立。李登輝總統訪談錄歷經2年半的口述訪問，而於2004年
先出版《見證臺灣－蔣經國總統與我》一書，除了整理刊布李登輝副總統時期的筆記外，也納

入李登輝的口述補充；並於2008年正式出版《李登輝總統訪談錄》4卷，分別是「早年生活」、
「政壇新星」、「信仰與哲學」、「財經產業」等，首開我國國家元首口述歷史的先例。李登輝前

總統在訪談中，對於年輕時代是否加入共產黨有了正面的說明，他說：「檢討起來，我加入共

產黨這項事情真冒險，但是有好也有壞，對我人生的經驗、對瞭解事情都有幫助⋯⋯。」30此

外，李登輝也提到蔣經國總統過世後，他以副總統身分繼任總統時的情形，他說：「那時沒有

人期待我會當上總統；就算我當上總統，可能也不會推動民主化。因為我只是一個人而已，既

沒有班底、沒有情報機關、也沒有軍隊的支持，可以說什麼都沒有。在黨內也是一樣，完全不

是我在掌權，我等於是典型的傀儡，既然是傀儡，就只能扮好傀儡的樣子。」31這套口述歷史叢

書，不僅留下李登輝個人內心最深刻的自我剖析，也呈現了臺灣關鍵年代，歷史發展面貌的真

實紀錄。

若以《花蓮鳳林二二八》和《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二書為例，其內容已經非常豐富與翔實，

但仍有部分內容可以進一步深入。例如《花蓮鳳林二二八》一書中有關張依仁的訪談紀錄中有

關張蹈仁戰後是否回臺灣有所矛盾；32其次張依仁提到其母詹金枝女士於訴冤狀中所提到關於

有蔣介石獎章得以保命的說法，是編造的。33如果蔣介石獎章是編造的，那應該可以再追問1.為
何編造？2.如果沒有蔣介石獎章，為何張依仁沒有在第一時間被槍斃呢？在張安滿訪談紀錄中
照片與文字的時間也有矛盾不一之處，34有關「仁壽醫院」招牌與鳳林衛生所劉邦生主任一段的

敘述也引起劉邦生後人的困擾。35至於《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一書中，李登輝接任總統後的訪談

內容主要是以財經產業為主。36關於李登輝12年總統任期中，有關政治社會等方面內容鮮有觸
及，如此時期的鄭南榕自焚案、野百合學運、獨臺會案等，據悉當時訪談另有憲政等多項主

題，或有涉及李登輝執政期間，臺灣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等重要歷程，可惜紀錄稿迄今尚未

能出版，這是本書令人較為遺憾之處。

總而言之，張炎憲在口述歷史方面的成果豐碩，特別是在二二八事件、綠色執政實錄、

海外臺獨運動以及李登輝前總統訪談等方面。張炎憲透過這些口述歷史紀錄，不僅為臺灣留下

重要的見證，也為臺灣史教育留下豐富的史料。再者，張炎憲於國史館館長任內推動「戰後臺

灣出類拔萃人物口述歷史訪談計畫」，在農林漁牧、環境復育、文化藝術、社會服務、醫療生

技、觀光教育等領域中，挑選代表人物作為訪談對象。37上述計畫雖然不是張炎憲親自進行口述

30 李登輝口述，張炎憲主編，《李登輝總統訪談錄》卷 1「早年生活」（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2008），頁192。

31 李登輝口述，張炎憲主編，《李登輝總統訪談錄》卷2「政壇新星」，頁225。
32 張炎憲、曾秋美主編，《花蓮鳳林二二八》，頁55、57。
33 張炎憲、曾秋美主編，《花蓮鳳林二二八》，頁64。
34 照片註記是1928年，文字敘述是1932年。參閱張炎憲、曾秋美主編，《花蓮鳳林二二八》，頁205。
35 張炎憲、曾秋美主編，《花蓮鳳林二二八》，頁204。
36 李登輝口述、張炎憲主編，《李登輝總統訪談錄》卷2「政壇新星」，頁225。
37 訪談的對象有西瓜大王陳文郁、台灣養蝦先鋒黃丁郎、虱目魚之父林烈堂、水產養殖的開路先鋒廖一

久等，至2010年共計出版11冊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參閱國史館網站，網址：http://www.drnh.gov.tw/
Content_Display.aspx?MenuKey=188。摘取日期：2015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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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卻是其館長任內大力推動的訪談計畫，符合張炎憲全民共構歷史的理念，也可以視為是

張炎憲於口述歷史的成就之一。

四、結語

張炎憲教授一生，從研究臺灣歷史著手，而致力於建構臺灣主體意識的臺灣史；強調歷史

的實踐，而盡力於口述歷史工作的推廣，最終甚至奉獻了自己的身軀，齎志以歿。

在臺灣史料的蒐集與刊布方面，他積極投入臺灣史料的蒐集與刊布工作，主編《臺灣風物》

以站在體制外、民間的立場，由一種自主、自由、多元的方式來呈現。此外，張炎憲參與籌設

中研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1990年又出任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董事，負責史料收集、整理
與出版，並建立臺灣史料中心。特別是2000年5月，張炎憲接任國史館館長後，重視史料的採
集、出版和運用，為臺灣的國史研究奠下重要的基礎。

在口述歷史方面，張炎憲很早就對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口述歷史訪談，也留下

了多本口述歷史專書。2008年5月，政黨再次輪替後，張炎憲積極投入民進黨執政時期政務官
的口述訪問，期望為民進黨執政的8年，留下珍貴的「綠色執政實錄」。張炎憲很早就關注海外
臺灣人運動史的口述歷史訪談，這些海外臺獨運動者，面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壓力，仍然堅持

臺獨理念與臺獨運動的勇氣與信念，值得時代予以紀錄，張炎憲的訪談記錄為那個世代流亡海

外堅持臺獨的臺籍人士，留下重要的歷史記憶。張炎憲歷經2年半訪談，又經過多年查證修訂
完成《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一書，首開我國國家元首口述歷史的先例，也呈現了臺灣關鍵年代

歷史發展面貌的真實紀錄。

附錄：張炎憲教授口述歷史著作目錄（只收入重要專書）

1. 張炎憲、沈亮主編，《青春‧逐夢‧臺灣國系列：釘根》（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3
年）。

2. 張炎憲、陳世宏採訪紀錄，《臺灣主權與認同外交》（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2年）。
3. 張炎憲、陳美蓉採訪紀錄，《許世楷與臺灣認同外交》（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2年）。
4. 張炎憲、陳美蓉採訪紀錄，《羅福全與臺日外交》（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2年）。
5. 張炎憲、陳美蓉採訪紀錄，《建國舵手黃昭堂》（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2年）。
6. 張炎憲、陳世宏採訪紀錄，《蔡明憲與捍衛國防》（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1年）。
7. 張炎憲、陳世宏採訪紀錄，《吳釗燮與外交突圍》（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1年）。
8. 張炎憲、曾秋美、沈亮採訪記錄，《青春‧逐夢‧臺灣國系列2：掖種》（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

金會，2010年）。
9. 張炎憲、曾秋美、沈亮採訪記錄，《青春‧逐夢‧臺灣國系列3：發芽》（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

金會，2010年）。
10. 張炎憲、曾秋美採訪，《花蓮鳳林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0年）。
11. 張炎憲、曾秋美採訪記錄，《青春‧逐夢‧建國系列１：一門留美學生的建國故事》（臺北：吳三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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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史料基金會，2009年）。
12. 張炎憲、許瑞浩訪問記錄，《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9年）。
13. 張炎憲、陳鳳華訪問記錄，《100行動聯盟與言論自由》（臺北：國史館，2008年）。
14. 張炎憲等主編，《李登輝總統訪談錄》全四冊（臺北：國史館，2008年）。
15. 張炎憲、陳美蓉、尤美琪訪問記錄，《臺灣自救宣言：謝聰敏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8

年）。

16. 張炎憲主編，《民主崛起：臺灣民主化運動訪談錄》全二冊（臺北：國史館，2008年）。
17. 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著，《自覺與認同：1950–1990年海外臺灣人運動專輯》（臺北：吳三連

臺灣史料基金會，2003年）。
18. 張炎憲、許明薰、楊雅慧、陳鳳華訪問記錄，《風中的哭泣：五○年代新竹政治案件》（新竹：新竹

市文化局，2002年）。
19. 張炎憲、許明薰、楊雅慧、陳鳳華訪問記錄，《新竹風城二二八》（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02

年）。

20. 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訪問記錄，《臺灣獨立運動的先聲：臺灣共和國》全二冊（臺北：吳三連臺
灣史料基金會，2000年）。

21. 張炎憲、陳鳳華訪問記錄，《寒村的哭泣：鹿窟事件》（臺北：臺北縣政府文化局， 2000年）。
22. 張炎憲、高淑媛訪問記錄，《鹿窟事件調查報告》（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
23. 張炎憲採訪，《衝擊年代的經驗：臺北縣地主與土地改革》（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6年）。
24. 張炎憲、高淑媛，《混亂年代的臺北縣參議會 1946–1950》（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6年）。
25. 張炎憲、胡慧玲、黎澄貴訪問記錄，《臺北都會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6
年）。

26. 張炎憲、胡慧玲、黎澄貴訪問記錄，《淡水河域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6
年）。

27.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訪問記錄，《嘉雲平野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1995年）。

28.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訪問記錄，《諸羅山城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1995年）。

29.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訪問記錄，《嘉義驛前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1995年）。

30. 張炎憲、胡慧玲、黎中光訪問記錄，《臺北南港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5
年）。

31. 張炎憲、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訪問記錄，《嘉義北回二二八》（臺北：自立晚報，1994年）。
32. 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訪問記錄，《基隆雨港二二八》（臺北：自立晚報，1994年）。
33. 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訪問記錄，《悲情車站二二八》（臺北：自立晚報，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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