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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東臺灣的區域史研究：政府出版品的回顧＊
 

 

陳鴻圖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摘  要 

 

在研究資源相對貧乏的東臺灣，公部門可否扮演「某些組織、

某些力量」的角色？本文研究發現，近二十年來的東臺灣研究除延

續 1990 年代在地人關懷及課題多樣化的特點外，公部門重視在地歷

史而支持在地研究、地方政府挹注經費倡修地方志，更是 21 世紀後

東臺灣研究的特點。和東臺灣關係密切的公部門除臺東、花蓮兩個

縣政府（以文化局為主）及轄下鄉鎮公所外，中央部會的原民會、

客委會、退輔會、太魯閣和玉山國家公園、東管處和縱管處等，也

因業務所需而有投入研究。  

如從近年學術界只有「數字是客觀」的主流來看，東臺灣區域

史研究的政府出版品在數量上微不足道，資源也相對匱乏，其表現

如同其政治地位一樣，是「邊陲再邊陲」的「落後偏鄉」；但如從

議題價值的主觀感受來看，多元的族群關係、特殊的人地互動、第

二臺灣的論述、大區域裡並存的小區域、強烈的海洋性格、二次和

三次移民的安身立命處等課題，每個課題都令人著迷，是著實的「幸

福國度」。 

 

關鍵字：東臺灣、政府出版品、多元族群、文化景觀、花蓮學 

                                                 
＊
本文為筆者國科會計畫「戰後東臺灣的移民與同鄉會（ 1945-1965）」

（NSC-99-2410-H-259-035）的部分成果，初稿發表於 2013年 9月 26日由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的「二十年來臺灣區域史研究回顧學術研討會暨 2013林本源基

金會年會」，會中承蒙評論人康培德教授提供意見，修稿期間又承詹素娟、潘繼道兩

位教授提供寶貴意見，特此一併致謝。 



《東台灣研究》21 

 76 

一、前  言 

 

如從空間的角度構思議題，不僅增廣了研究者的視野，也使觀

察問題的眼光更為敏銳，因此在臺灣史的研究中，區域史的探討一

向佔有相當大的比重。然受到漢人史觀的影響，臺灣的區域史研究

向來「重西輕東」，東臺灣甚至被視為邊陲，2009 年區域史的研究

成果即是一例，是年 66種區域史的研究成果中，東臺灣區域史成果

只有 3 種。1 東臺灣的歷史發展，向來迥異於西部臺灣，其發展具

有邊陲性、延遲性、海洋性、多元性、特殊性及移民性，且國家力

量介入後具有很強的計畫性與支配性，與西部的發展經驗截然不

同。東臺灣的歷史詮釋，如同其歷史發展一樣，長期以來一直被放

在邊陲的位置而受到忽視，甚至是以西部的觀點來看東部的發展，

而忽略其間的差異性，或是以西部的研究結果涵蓋、解釋東部的開

發進程。2  

關於戰後東臺灣歷史的研究，和臺灣史研究發展脈絡息息相

關，其成果發展林玉茹將之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 1945 年至

1977 年，此時期的成果有限，內容主要是以地區開墾、清代治績、

抗日史料為主。第二個階段是 1978 年至 1989 年，此時期雖是臺灣

史研究的萌芽，但東臺灣研究卻未同臺灣史研究數量一同提升，原

因是臺灣史研究正處於起步階段，研究者所關注的焦點多集中在整

個臺灣或西部地區，邊陲的東臺灣自不易受到重視，此時期的東臺

灣研究除傳統的開發史及族群史外，也注意到日治時期的移民村問

題，另東部人研究東臺灣是本時期的特點。第三個階段是 1991 年到

2000 年，此時期的研究成果除承續東部人研究東臺灣的特性外，隨

                                                 
1
 吳進喜、陳鴻圖，〈2009年臺灣區域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

史研究所舉辦，「2009年臺灣史研究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2010年 12月 16-17

日，頁 7-9。 
2
 潘繼道，〈淺談東臺灣研究與地方學的發展〉，《臺灣史學雜誌》14（2013年 6月)，

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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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研究大環境的改善，地域主義的增強，東部的歷史研究有很大的

進展，文化論述、環境史、日治時期的林野政策、理蕃政策、移民

問題等幾個新課題的出現，呈現東臺灣深具多元價值的研究潛力。

但林玉茹同時提及 1990 年代之後東臺灣研究成果數量大幅提升，和

東臺灣研究會所形塑出來的論述空間有相當大的關係；且認為東部

的歷史學研究如同過去的宜蘭研究和高雄研究，仍然需要某些組

織、某些力量的推動，或許這是臺灣區域史研究超越僅有在地人或

是文史工作者研究格局的方法之一。 3  

在研究資源相對貧乏的東臺灣，公部門可否扮演「某些組織、

某些力量」的角色？就筆者的觀察，近二十年來的東臺灣研究除延

續 1990 年代在地人關懷及課題多樣化的特點外，公部門重視在地歷

史而支持在地研究、地方政府挹注經費倡修地方志，更是 21 世紀後

東臺灣研究的特點。 4 和東臺灣關係密切的公部門除臺東、花蓮兩

個縣政府（以文化局為主）及轄下鄉鎮公所外，中央部會的原住民

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內政部轄下

的太魯閣和玉山國家公園、交通部轄下的東部海岸和花東縱谷國家

風景管理處等，因業務關係，多少都有對東臺灣的區域發展進行研

究。 

如何辨別政府在地方研究上所扮演的角色？許雪姬在檢討臺灣

的地方學發展時，提出可用 6 個指標來檢視其發展程度，包括：1.

定期展開不同主題的地方學學術研討會，並出有論文集；2.陸續編

定計畫，出版文化叢書；3.發行代表性刊物；4.設置地方學的學程，

作為社區大學的課程；5.開辦地方史研習營、史蹟考察，吸引本地、

外地的愛好者；6.展開村史的纂修。如有四項以上，則地方學已進

                                                 
3
 林玉茹，〈歷史學與區域研究：以東臺灣研究為例〉，收錄於氏著，《殖民地的邊

區：東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臺北：遠流，2007），頁 326-329。 
4
 陳鴻圖，〈「東臺灣」歷史學研究的回顧（2001-2005）—以政府出版品為中心〉，《東

臺灣研究》10（2005年 12月），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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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發展期。5 這 6 項指標，除可觀察地方學的發展外，也可檢視

政府在地方研究上盡多少力量。上述指標大多需要有常設性的組織

和穩定的經費來運作，再就地方學的發展背景來看，1981 年政府成

立文建會，並在各縣市成立各有特色的文化局，推動地方史的研究，

另外各鄉鎮致力於志書、村史的纂修，也是地方學能蓬勃發展的原

因。由此可知，地方研究，「地方政府」應該是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而政府出版品則是瞭解政府所扮演角色最直接的管道。因此，本文

擬以〈戰後東臺灣的區域史研究—政府出版品的回顧〉為題，從政

府出版品的發展來評介 1990 年代之後東臺灣區域史研究的課題、脈

絡、特色、局限和可再發展之處。  

 

 

二、分期及 1990年前的發展 

 

（一）4 個時期 

如將東臺灣區域史研究政府出版品的發展歷程，依政府投入地

方研究的資源和外在形式的條件來看，其整體發展比西部臺灣晚約

10年，其發展歷程和整體臺灣的政治發展有些類似，與執政者對本

土文化的重視程度成正比，依此可分成 4 個時期來觀察：第 1 個時

期是 1990 年以前的「陌生期」，此時期政府雖已逐漸脫離對中國文

化的沉浸，但對在地文化還顯得相當陌生，可說有些不知所措；第

2個時期是 1991-2000 年的「發軔期」，此時期政府驚覺西部臺灣或

宜蘭的本土文化已熱烈展開，及地方上的社群希望政府有所作為，

而開始思考要如何發展地方研究；第 3 個時期是 2001-2008 年的「豐

收期」，在經過近 10 年的努力，及政黨輪替後對地方研究的重視，

各種資源不斷投入，而使本時期的成果最為豐碩多元，數量和質量

                                                 
5
 許雪姬，〈地方學的檢討與願景〉，《臺灣學通訊》59（2011年 11月），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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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大幅提升；第 4 個時期是 2009-2013 年的「疏離期」，此時期在

政治和經濟上出現對中國的高度依賴，再加上經濟思維及數字掛帥

的學術及文化政策，使得本土文化的熱潮不再，而日漸疏離，各時

期出版品數量見表 1。 

 

表 1：1990年後東臺灣區域史研究相關政府出版品各時期數量表 

1991-2000年 2001-2008年 2009-2013年 

地方政府 中央單

位 

地方 中央單

位 

地方 中央單

位 花蓮 臺東 花蓮 臺東 花蓮 臺東 

4 14 3 18 35 15 8 0 6 

 

（二）陌生期 

就東臺灣區域史研究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來看，在 1990 年代以前

政府幾乎是「神隱」，只有零星少數的修志事業，花蓮、臺東兩縣

的文獻委員會承續早年中國的修志傳統進行縣志的纂修，但結果並

不理想。1950 年代駱香林及苗允豐等編纂的《花蓮縣志稿》，雖然

評價很高但體例並不完備，後花蓮縣文獻會雖就志稿增補而成《花

蓮縣志》，但至今卷 20〈名勝古蹟〉仍闕如。延至 1980 年代以後

由申慶璧主修的《續修花蓮縣志》，至今〈地形〉、〈博物〉、〈民

族宗教〉、〈工業商業〉、〈文學〉等 5 卷猶未完成。另臺東縣部

分，黃榮拓、羅鼎總纂的《臺東縣志》只有卷首等 4 冊，只具志書

雛型。鄉鎮志部分，賴東明在 1984 年以個人之力編纂《鳳林史蹟

考》，但體例較近似鄉土史，非嚴謹的志書體例，也非政府出版品。

1988 年趙安雄主編的《綠島鄉志》，是戰後東臺灣第一部鄉鎮志，

趙安雄時為綠島國中的校長，承續教師投入地方史研究的優良風

氣。6  

 

                                                 
6
 陳鴻圖，〈好山好水更要有好的史志保存—談花蓮地方志纂修〉，《更生日報》，2003

年 3年 31日，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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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軔期：1991-2000年的發展 

 

（一）學術社群的出現 

對於東臺灣區域史的研究，學術單位和地方文史工作者的腳步

似乎比地方政府更積極，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

大學的歷史、地理、人類學等系所早在 1980 年代即投入東臺灣區域

史研究，但其成果僅作為學術用途。1990 年代以後，以在地人為主

的地方文史工作者或學術社群相繼形成，如 1993 年成立的「後山文

化工作群」（後改為後山文化協會）、1994 年成立的「東臺灣研究

會」和「花蓮青少年公益組織」等，這些社群和地方政府建立良好

的合作關係，在地人研究在地的成果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視並給予支

持，如 1993 年出版的《後山代誌》，縣長鄭烈在序中所言：  

擔任縣長八年，卸任在即，能集結臺東子弟的智慧心血，追尋

前賢的足跡，而付梓「後山代誌」，真感到無比的欣慰快意。

至少它創下一項紀錄！誌述臺東走過從前的文字記憶。它是縣

立文化中心的「首冊叢集」。日後它將是臺東開發歷史上的重

要文獻「憑依」，更是熱愛鄉土的臺東人，一項慰藉心靈與開

拓行動的「觸機力」。 7  

本時期是林玉茹所稱的「臺灣史研究茁壯期」，此時期雖臺灣

史研究大環境改善，地域主義增強，東臺灣的研究成果有所增加，

但政府出版品對東臺灣的關注仍處於啟始的階段，特別是中央政府

單位如：玉山國家公園（1985）、太魯閣國家公園（1986）、東部

海岸國家風景管理處（1988）、花東縱谷國家風景管理處（1996）

等雖成立一段時間，但仍是以自然環境或觀光行為的調查研究為

主，尚末關注區域的人文發展，此時期只有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在 1997

                                                 
7
 後山文化工作群，《後山代誌》（臺東：東縣文化，199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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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臺東縣鄉土史料》、1999 年出版的《花蓮縣鄉土史料》及

《臺灣地名辭書第 3 卷臺東縣》，前兩部為耆老口述訪談紀錄的整

理，可作為區域史的史料運用；後者則是由施添福擔任總編纂所進

行的全臺各縣市地名辭書計畫的一個成果，可作為工具書來運用。  

 

（二）文化中心與村史建構 

地方政府方面，臺東縣的成果較花蓮縣顯著，就臺東縣出版品

的形式和內容來看，主要是以後山文化工作群的成果為主，除出版

四輯綜合性的《後山代誌》外，村史形式的《龍田紀事》、《加走

灣紀事》和《太麻里紀事：大貓薶傳奇》三書也以「後山誌‧部落

篇」專輯刊行，此三書除了細緻的區域研究外，更注意區域上的

「人」，如《加走灣紀事》中的西拉雅人和周遭族群的關係。 8 花

蓮縣則至 1996 年方才出版張家菁碩士論文改寫的《一個城市的誕

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本書作者原以為會像其他學術論文

一樣束之高閣，但在當地作家陳黎和邱上林的鼓勵下，策劃由花蓮

縣文化中心出版， 9 意外成為花蓮縣第一部區域史研究的政府出版

品。1999 年出版的《洄瀾神境：花蓮的寺廟與神明》一書，作者姚

誠是花蓮在地人，本書原是作者在 1996 年受花蓮縣文化中心委託

「地方藝文資料蒐集計畫」中的「花蓮縣寺廟調查」報告，後在臺

灣省政府文化處的經費補助下方得以出版。  

1981 年後雖各縣市文化中心成立，但初期的工作主要在硬體的

擴充，經費的分配也大多在動態的藝文活動、圖書建置上，如有補

助地方研究，也僅止於研究計畫的委託，計畫結案後一般就置之倉

庫，甚少流通。以《洄瀾神境：花蓮的寺廟與神明》一書來說，其

                                                 
8
 後山文化工作群，《加走灣紀事》（臺東：東縣文化，1995），〈「加走灣記事」編

撰緣起—代序〉。 
9
 張家菁，《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花蓮：花蓮縣文化中心，

1996），〈序〉。  



《東台灣研究》21 

 82 

最初的計畫是行政院十二項建設「充實省（市）、縣（市）、鄉鎮

及社區文化軟體設施」中「加強地方文化藝術發展計畫」，文建會

積極輔導各縣市建立地方藝文資源資料庫，以確實掌握目前藝文資

源分佈現況，作為未來研擬文化藝術長期發展計畫之依據，因此，

各縣市文化中心在 1996年至 1999年間針對縣境內的藝文資源展開全

面普查，臺東縣同時期也完成《臺東縣藝文資源調查結案報告》，10 但

之後並沒有編列或再申請經費來出版。地方政府特別是文化局，在

經費分配上常只編列前置作業的經費，如研究計畫、調查計畫，有

時連此經費都沒有編列，遇事再向文建會或文資總會申請經費，計

畫報告自然隨著結案而銷聲匿跡，殊為可惜，此一現象至今好像還

是如此。 

 

（三）《臺東縣史》的編纂 

此時期另一個有趣的觀察是地方志的纂修，根據林玉茹的統

計，1990 年後是臺灣方志纂修的熱潮，1990-1998 年間全臺出版的

地方志計有 82 種，此時期光臺北縣就出版了 16 種鄉鎮志，11 但東

臺灣兩個縣似乎比較慢熱，此時期只出版了《臺東縣史開拓篇》、

《臺東縣史地理篇》、《臺東縣史產業篇》、《臺東縣史觀光篇》

等 4 種，以及張金生編纂的《達仁鄉志》而已。《臺東縣史》由施

添福擔任總編纂，從 1994 年即開始進行，至 2001 年才全部出齊，

篇目包括：大事、地理、史前、阿美族、排灣及魯凱族、卑南、雅

美、布農、漢族、開拓、產業、政事、文教、觀光、人物等。從篇

目來看，《臺東縣史》有三個特色：一是呈現臺東多元族群文化特

                                                 
10

 趙川明主持，《臺東縣藝文資源調查結案報告》（臺東：臺東縣立文化中心，1999，

未出版），頁 1。 
11

 林玉茹，〈知識與社會：戰後臺灣方志的發展〉，收錄於許雪姬、林玉茹主編，《五

十年來臺灣方志成果評估與未來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

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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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因此有 7 篇是對縣境內各族群的書寫；二是緊扣臺東縣歷史發

展特性，如有《史前篇》、《觀光篇》，書寫縣內史前文化和遺址、

觀光休閒業的發展等，凸顯地方特色。三是體例及內容兼具存史的

功能，如各篇格式均有註釋及參考書目、《人物篇》考證詳實，具

人土鑑的參考價值等。  

此時期臺東縣的出版品不論在數量或內容上均較花蓮縣豐富，

出版《后山代誌》叢書、編纂《臺東縣史》等，甚至在 1997年 5月將

停刊 36 年的《臺東文獻》復刊，12 究其原因，除後山文化工作群、

東臺灣研究會等社群扮演催化劑之外，和當時的縣長陳建年致力於

地方研究的支持也有關係。13  

 

 

四、豐收期：2001-2008年的發展 

 

（一）中央政府資源的挹注 

2001-2008 年是東臺灣政府出版品數量成長最快的時期，本文稱

之為「豐收期」，此時期中央政府相關單位的出版品有 15 種，花蓮

縣的政府出版品有 18 種，臺東縣則多達 36種。中央政府相關單位出

版品中以客委會 5 種最多，其次為原民會 4 種，14 太魯閣國家公園 3

種，退輔會 2 種，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則出版《臺灣地名辭書第 2 卷

花蓮縣》一書，計 15 種。 

                                                 
12

 姜柷山，〈從「東臺灣研究」到「臺東學」〉，《臺灣學通訊》42（2010 年 6 月），

頁 14-15。 
13

 陳鴻圖訪問、紀錄，〈陳建年先生訪問紀錄〉，2013年 7月 2日，未刊。 
14

 林素珍等的《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七腳川事件》、《七腳川事件寫真帖：原住民重

大歷史事件》兩部書是原民會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共同出版，經費主要由原民會

支持，因此本文視原民會為此兩本書的出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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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6 月才成立的客委會，挹注許多經費致力於客家研究，

如「四溪計畫」的進行，客委會成立初期較注意桃竹苗和六堆地區

的研究，後提出「客家文化資源示範調查」，期望帶動全民參與客

家文化復興運動，使客家文化資源經由有系統的調查、蒐集與整理，

得以保存與推廣，藉此奠定客家文化持續發展的良好基礎。在此背

景下東臺灣的客家研究開始受到注目，赫恪在 2004 年出版的《大和

志：一個村落的誕生》即為成果的展現。15 本書以文字、影像和村

民一起寫村志，紀錄日治時期從西部來今日光復鄉豐富社區（大和

村）淘金的閩客移民，世代為糖廠的「會社工」的黑白人生。2004

年客委會委託各地的文史工作團隊繼續調查客家庄的聚落文史、音

樂、古道、古橋、藝師及老照片說故事等，計畫出版「客土」、「客

鄉」、「客藝」、「客音」、「客族」、「客路」及「客情」等 7

冊的套書，以提供學者及客家研究人士參考利用與互相交流，但最

後只出版了鹿野、關山、池上、吉安、壽豐等 5 冊，富里和鳳林並

沒有出版。本叢書雖是客委會的計畫，為客家人寫史，但撰者並非都是

客家人，且認為本叢書「村史」的意義更甚於「客家人史」，如鹿野的

撰者趙川明所言： 

縱谷地區為多族群的社會，聚落的形成，常是各族群共同移

墾的結果，除原住民聚落外，單一族群的聚落並不多見，以

大原地區而言，移墾歷史僅有 130 餘年，最初是恆春阿美，

然後是西拉雅平埔族、閩、客漢人，接著戰後又有外省族群，

各族群相處融洽，文化現象相借、相融的結果，已不易分彼

此。村史的寫作，為客家人立史，更為地方立史，族群的平

衡值得深思。 16  

相對於客委會成立之初在東臺灣即投入區域客家研究，1996 年

即成立的原住民族委員會在東臺灣則以重大歷史事件研究為主，

                                                 
15

 赫恪，《大和志：一個村落的誕生》（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4），頁 33-34。 
16

 趙川明，《客鄉：鹿野大原客為鄉》（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6），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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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出版了《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太魯閣事件》、《原住民重

大歷史事件：加禮宛事件》兩書，2005 年又出版了《原住民重大歷

史事件：七腳川事件》、《七腳川事件寫真帖：原住民重大歷史事

件》兩書，期望「建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原住民歷史」， 17 以七腳

川事件為例，作者林素珍更明白說出：  

今日原住民歷史意識覺醒的同時，更應該理解「歷史意識是

人類詮釋其外在世界變遷及其自身變遷的心靈活動，藉著這

個心靈活動，人瞭解自己的特質以及自己在外在世界的位置

及方向。」倘若仍然透過殖民統治者的詮釋來認識自己的歷

史，是無法擺脫被操縱控制的命運。因而存留在七腳川社人

對該事件的歷史記憶，以及該社後裔應如何建構其歷史，也

是我們在完成七腳川事件論著的同時，希望傳達和關注的問

題。唯有七腳川社人能真切的體認該事件對他們的影響和意

義，才能找到社人發展之方向。 18 

太魯閣國家公園在此時期中以太魯閣國家公園為區域，對區域

內的人、路徑、峽谷先後出版了《太魯閣人》、《蘇花道今昔》和

《古今峽谷—變動的太魯閣》三書。李瑞宗著的《蘇花道今昔》，

介紹蘇花公路的演變歷史，從清代社路到日治時期的大南澳路、沿

岸理蕃道路、東海徒步道、臨海道路到今日的蘇花公路、北迴鐵路，

在不同的時空下的人、事、地、物的轉變。 19 王鑫等著的《古今峽

谷—變動的太魯閣》，則以時間的觀點探索太魯閣的過去，從大地

初成談起，高山峽谷形成，到不同族群進入本區及所造就多元的歷

史文化，本書最大的特色是以地為主體，再闡述地上的人文活動，

可說是另一種形式的區域史。20  

                                                 
17

 林素珍等，《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七腳川事件》（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005），〈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序〉。 
18

 林素珍等，《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七腳川事件》，〈作者自序〉。 
19

 李瑞宗，《蘇花道今昔》（秀林：太魯閣國家公園，2003），頁 6。 
20

 王鑫等，《古今峽谷—變動的太魯閣》（秀林：太魯閣國家公園，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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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輔會在 2008 年出版了《真情故事專區—榮工事蹟篇》、《真

情故事專區—農林機構篇》兩書，兩書的性質相似機關志，因前者

紀錄了中橫、北迴鐵路和東工處，後者紀錄了東臺灣的花蓮、臺東

等 7 個農場，這些紀錄可作為認識戰後東臺灣的外省移民和地方關

係的入門資料。 

 

（二）縣志大工程 

地方政府出版品部分，此時期花、東兩縣的出版品計有 55 種，

臺東縣的數量還是較花蓮縣為多。52 種的出版品中，以地方志的數

量成長最為驚人，計有 32 種，《臺東縣史》中的 12 篇和《續修花

蓮縣志（民國 71-90 年）》的 8 篇全部在此時期出版，另有 11 個鄉

鎮在此時期也出版了鄉鎮志。東臺灣這股修志熱潮  較西部晚約 10

年，究其原因，主要是修志經費的缺乏，東臺灣的地方財政本來就

很困窘，動輒數百萬元的修志經費對東臺灣的鄉鎮公所來說，根本

無從編列，然 1996 年原民會和 2001 年客委會的成立，有經費可以

補助志書纂修，此舉對不是山地鄉就是客家庄的東臺灣鄉鎮來說，

無異是荒漠甘泉，也因此造就了這股修志的熱潮。  

花蓮縣文化局有鑑於先前兩部縣志都不完備，再加上 1980 年代

之後花蓮縣的變化甚鉅，因而在 2003 年辦理「花蓮縣志編纂計畫

案」，委託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進行《續修花蓮縣志（民國 71-90

年）》計畫，由康培德擔任總編纂，以花蓮教育大學的教授為主要

編纂成員，縣志內容計有自然、族群、經濟、政事、文化、歷史、

教育、社會等 8篇，至 2008 年全部完成出版。  

《續修花蓮縣志》以自然、族群和經濟 3 篇最具特色。《續修

花蓮縣志自然篇》中〈自然災害與資源重建〉一章，針對花蓮常見

的天災如地震、土石流、海岸侵蝕等土地人民的衝擊，舉具體實例

說明，如 2001 年光復鄉大興村的土石流，「民國 90 年桃芝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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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龐大的雨勢，爆發嚴重的土石流災情，土石流下移土方量約為

150萬立方公頃，近 150 戶遭土石掩埋，造成 27人死亡、16 人失蹤、

8 人受傷的慘重災情。」21 詳實的描述，不但有存史的功能，更具

殷鑑的警惕。多元族群是花蓮縣的區域特色之一，《續修花蓮縣志

族群篇》的編纂即是要凸顯此特色，本書的族群分類採《認識臺灣

社會篇》的分類方式，將縣內的族群分成原住民、福佬、客家、外

省四大族群概念，族群下再依山地、平原、海岸、縱谷四個區域個

別介紹之，22 此分類分區的介紹是本書最大的特點，亦是本書較值

得商榷的地方，因為花蓮縣除了花蓮市和吉安鄉大多是位於平原地

區外，大部分的鄉鎮都涵蓋好幾種地形區，且書中的論述最後還是

回歸到行政區劃。《續修花蓮縣志經濟篇》的第 4、5 兩章，闡述花

蓮縣近 20 年三級產業的發展，特別是觀光業及服務業，這兩部分是

舊志所沒有的，很能代表近 20 年花蓮縣的發展脈絡，內容的陳述也

可以達到招商的功能，本書惟一比較值得討論的是將醫療及教育都

置於經濟篇下來書寫，雖符合現代潮流的發展，但多少有違醫療及

教育的初衷及目的吧！23  

 

（三）一鄉鎮一志書 

鄉鎮志的纂修從 2001 年開始陸續出版，夏黎明擔任總編纂的

《池上鄉志》採「集體書寫，鄉愁不在，記一份屬於池上人的驕傲」，
24 在地人紀錄在地史的模式進行，本志文字淺顯簡潔，最適合池上

人閱讀以尋求共同記憶，書末附有〈纂修委員會名冊〉、〈纂修人

員名冊〉、〈纂修歷程紀錄表〉、〈協助提供鄉史資料之地方耆老

及專業人士芳名錄〉、〈協助池上鄉志纂修經費捐款芳名錄〉，從

                                                 
21

 劉瑩三編纂，《續修花蓮縣志自然篇》（花蓮：花蓮縣政府，2005），頁 418。 
22

 康培德編纂，《續修花蓮縣志族群篇》（花蓮：花蓮縣政府，2005），頁 1-2。 
23

 戴興盛編纂，《續修花蓮縣志經濟篇》（花蓮：花蓮縣政府，2005），頁 186-206。 
24

 夏黎明總編纂，《池上鄉志》（池上：池上鄉公所，2001），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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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附錄來看，本志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集體書寫的成果，

且有專家學者參與審查，是志書編纂模式很成功的例子。  

《壽豐鄉志》及《吉安鄉志》則是委託中華綜合研究院應用史

學研究所編纂，該單位從 1990 年代以來承接臺灣各地區超過 30 部

鄉鎮志編纂工作，學界稱之「文化包商」， 25 他們所纂修志書的特

色是規格化、標準化，也因此兩部志書的內容有很大的雷同處，且

其田野調查的深度有限，因而內容有許多值得商榷處，如《壽豐鄉

志》第 1 篇第 7 章〈生物〉中所敘述壽豐鄉的動植物種類，與東華

大學環境政策研究所及後山人文社的調查，種類數量差距最少一倍

以上。又如第 8 篇第 2 章〈光復後之學校教育〉，第一節為東華大

學，但內容表 8-11 及表 8-12 跟內文毫無關係，且本志書的出版為

2002 年，但編纂者所擷取的資料只到 1997 年，從交稿到出版之間，

編纂者對資料的蒐羅及增補付之闕如，其他內容與標題相互矛盾的

情況，不勝枚舉。另外，此單位後來也承接了《金鋒鄉志》和《太

麻里鄉志》的纂修，《金鋒鄉志》由林澤田、龔佩嫻擔任總編纂，

是東臺灣已出版的山地鄉鄉志中，惟一不是由原住民擔任總編纂的

鄉志，21 位編纂中也只有張金生具有原住民身分，鄉內族群組成係

以排灣族及魯凱族為主，本志的架構並沒有特別之處，但書內有附

上先前鄉公所委託繪製的〈部落地圖〉，姑且不論地圖的正確性如

何，但此地圖或許提供了山地鄉志書修撰一個很值得進行的方向。

而《太麻里鄉志》則至今審查未過，及前後任鄉長態度不一，以致

變成鄉公所的燙手山芋。  

《富里鄉誌》由在地人張振岳所主修，本志書具有在地人的情

感及田野工作的用心，全書共兩分上下兩卷，下卷是用影像來紀錄

富里鄉土民情，非常具有特色。《關山鎮志》由施添福、吳文星兩

位專家學者負責編纂，水準自不在話下。吳文星為上冊總編纂，該

                                                 
25

 林玉茹，〈知識與社會：戰後臺灣方志的發展〉，收錄於許雪姬、林玉茹編，《五

十年來臺灣方志成果評估與未來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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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於 2001 年出版，篇章計有：政事、教育、宗教、民俗、人物、藝

文等 6 篇和大事記，〈人物篇〉採輯 39 位關山地區重要人物，特別

的是有 5 位是日治時期和地方關係密切的日本人。26 下冊由施添福

擔任總編纂，內容計有沿革、交通、住民、勝蹟 4 篇，下冊內容最

大的特點是大量運用官方檔案，如《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

灣總督府府報》、《臺東廳報》、《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等，用心

的將日治時期「里壠」的多重「地域社會」建構出來。鎮志上、下

兩冊的出版時間不一、編排方式迥異，甚至連書本開數、封面都不

同，且上冊文字較平易，下冊文字稍艱難，原來預定要書寫的地理、

開拓、經濟等篇亦沒有再修，27 殊為可惜。  

王良行總編纂的《成功鎮志》，延續他一貫的 6篇體體例，28 且

隨成功鎮的地方特色，而獨立阿美族篇，將社會和文化合編成社會

文化篇，和《臺東縣史》相同強調境內族群特點。本志雖然總編纂

非在地人，但副總纂及各篇撰者大多為臺東人或花蓮人，如王河盛、

孟祥瀚、黃宣衛、李玉芬、蕭明治、顏志光等，本志 6 篇各有特色，

陳憲明主撰的《成功鎮志經濟篇》內容，分各級產業依時間發展主

軸論述，清楚地描繪本鎮的經濟發展脈絡，第三章〈漁業〉尤其詳

細，特別是日治時期新港築港和原住民勞役間的關係、日本漁業移

民和漁業發展兩課題，是過去研究所忽略的，在此提供不少值得再

深入探討的方向。29 另外，編纂《成功鎮志》的團隊在 2000 年曾對

鎮上的耆老進行的口述訪談，此訪談紀錄後來集結出版《成功鎮耆

老口述歷史》，為成功鎮留下珍貴的資料。  

                                                 
26

 吳文星總編纂，《關山鎮志上冊》（關山：關山鎮公所，2001），頁 276-278。 
27

 吳文星總編纂，《關山鎮志上冊》，〈總編纂序〉。 
28

 王良行認為鄉鎮志的架構以 6 篇為適宜，6 篇包括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並強調六篇體只是「大同小異」的原則性篇目，總撰應視各地狀況，

斟酌損益。見王良行，《鄉鎮志撰修實務手冊》（臺中：行政院文建會中部辦公室，

1999），頁 96。 
29

 陳憲明撰，《成功鎮志經濟篇》（成功：成功鎮公所，2003），頁 19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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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大川、詹嫦慧掛名總纂的《延平鄉志》，應是東臺灣第一部

山地鄉地方志，本志的論述主體係以布農族為主，在歷史發展過程

中兼論和卑南族、阿美族的互動，書中第三篇「開拓篇」闡述布農

族人移墾內本鹿到集團移住的詳實過程，並製表將日治時期延平地

區各集團移住部落移民的姓氏分佈陳列出來，對讀者接觸布農族氏

族文化提供很清楚地認識途徑。 30 本志雖是孫大川擔任總纂，但實

際撰寫者是師大歷史所的研究生為主，布農族人參與的只有田天

賜、王新民兩人而已。本志的體例和傳統漢人方志體例無異，架構

安排依然是地理、開拓、行政、經濟……等漢文化名詞，雖內容以

布農族人為主體，但或許在章節名稱上可調整更貼近原住民詞彙，

體例或許可打破篇章格式而以「部落」或「氏族」來安排。同時期，

孫大川帶領東華大學原住民學院的團隊參與《秀林鄉志》的纂修，

希望藉由鄉志的纂修，達到「強調族群互動的事實，增進鄉內各族群

間彼此的了解與尊重，達成族群共榮之目標」，31 此目的或許是山地

鄉志書共同的心聲，但也是最困難達成的目的。《秀林鄉志》的編

纂團隊大多是原住民研究的學者，因此志書中有許多學術上的研究

成果被運用，如「國家介入」、「正名運動」、「自治議題」、「國

家公園和亞洲水泥」等課題被討論，頗具學術價值。  

《瑞穗鄉志》是由東華大學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宋秉明團隊

編纂，由於該團隊早年即投入瑞穗富源社區的社區營造，對瑞穗鄉

相當熟稔，再加上團隊專長，因此志書中對農業、觀光業、勝蹟的

紀錄特別詳盡，勝蹟的書寫不似傳統志書只看到有形文化資產，也

注意到鄉內的民俗活動、藝文活動，特別是富源社區引以為傲的鼓

王爭霸、龍獅隊等紀錄。32  

                                                 
30

 洪健榮等撰述，《延平鄉志》（延平：延平鄉公所，2004），頁 135-142。 
31

 孫大川總編纂，《秀林鄉志》（秀林：秀林鄉公所，2006），頁 42。 
32

 宋秉明總策劃，《瑞穗鄉志》（瑞穗：瑞穗鄉公所，2007），頁 355-357、4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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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鄉志》是東臺灣研究會團隊繼《池上鄉志》之後進行的

撰寫計畫，本志原本計畫 3 年內完稿出版，但遇到前後任鄉長更迭，

對鄉志的想法不同，一直延宕到快 5 年才出版。本志的實際的負責

人是趙川明，編撰人員基本上都是臺東在地人，對地方都有一定的

熟稔度及熱忱，本志應該是東臺灣近年地方志編纂中「田野」跑的

最勤勞的志書。本志最大的特點在於將〈漢族〉、〈阿美〉都單獨

成篇，漢族中又分客家、福佬及外省族群，對每個族群都有適度的

探討。另在〈經濟篇〉中對於 1930 年代移民到鹿野村的日本新潟移

民也有深入的分析，發現日本內地移民的經濟所得不如本島人移

民。33  

 

（四）土地和族群的故事 

除修志的熱潮外，花蓮縣縣文化局在本時期特別注意縣內不同

族群的歷史發展，大陳新村、豐田移民村、太巴塱部落志等田野調

查報告紛紛出版，大陳新村及豐田移民村兩出版品共同的特點都屬

村史性質，方法都是運用大量的口述資料，對於村民生活史的描述

相當生動活潑，特別在衣、食、住、行日常生活方面，可作為村民

歷史記憶的紀錄， 34 但對於村落歷史變遷及居民土地認同等較深入

的課題，兩書中都未觸及，是比較可惜之處。《從異鄉到家鄉：花

蓮大陳聚落生活文化田野紀實》一書是對花蓮大陳一村及二村做初

步的調查，調查資料可視為後續研究者的基礎史料。《發現豐田：

一個日本移民村的故事》一書較似社區志，由於豐田村先前已有《臺

灣總督府官營移民事業報告書》及張素玢的《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

以官營移民為中心》等史料及研究成果，相較之下，本書較活潑淺

顯，適合作為鄉土教材。石忠山編著的《太巴塱部落志》，應是花

                                                 
33

 夏黎明總編纂，《鹿野鄉志》（鹿野：鹿野鄉公所，2007），頁 589-592。 
34

 黃熾霖等，《發現豐田：一個日本移民村的故事》（臺北：文建會，2003），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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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縣第一部出版的部落志，本志原是部落的縣議員楊德金所負責編

纂，但過程並不順遂，適時同為部落族人的石忠山從德國取得政治

學博士回來東華大學服務，在使命感的促使下，接手本志的編纂，35 

本志雖為部落志，在體例完整，可作為認識太巴塱部落的導讀書籍，

如書中將太巴塱部落出身的體育界人士以表格呈現，從表中出現的

莊初明、陳義信、王光輝、黃忠義、鄭兆行等名單，就可知太巴塱

棒球運動的興盛。36  

同時期臺東縣的政府出版品，延續 2000 年以前以村史和部落志

書寫的特色，並融入口述訪談紀錄和說故事筆法，使之更活潑生動。

村史方面，包括姜柷山等人編著的《臺東長濱平原的文化景觀》、

《綠島的故事》，邱陽堇等人編著的《臺東蔴荖漏紀實》、《臺東

加走灣紀實》，林永發編著的《臺東的故事》，夏黎明著的《放逐

孤島的他者：蘭嶼、農場、管訓隊與外省老兵的生命史》等書都是。

以《臺東加走灣紀實》來說，本書前半部分紀錄加走灣的基本資料，

後半部分則訪問來自南投的漢人、瑞士的老外、新竹的客家人、唯

一的滿族愛新覺羅、外省人、蘭嶼的雅美人和長光部落的阿美族人，

用村中多元族群的口述來敘說加走灣的區域史和族群互動史。 37 部

落志方面，李依金的《我的部落史‧蘭嶼篇》，由蘭嶼六個部落的

人自己來書寫部落史，這是一個新的嘗試， 38 但也是原住民歷史建

構必要的途徑。蕭福松的《被遺忘的南溪部落》，本書紀錄位於長

濱鄉三間村戶口僅 92 戶的南溪部落，部落雖小，但卻匯集了閩、客、

阿美、布農各族群的居民，在各取所需、互不干擾、和平相處情形

下，所組構特殊的族群融合生活史。  

 

                                                 
35

 石忠山，《太巴塱部落志》（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8），〈自序〉。 
36

 石忠山，《太巴塱部落志》，頁 93-94。 
37

 邱陽堇、姜柷山、李瓊瑩，《臺東加走灣紀實》（臺東：臺東縣政府，2008），頁

76-192。 
38

 李依金等，《我的部落史•蘭嶼篇》（臺東：臺東縣政府，2004），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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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旅遊的可能 

2002 年東臺灣出現第一本以「流域」為對象的區域史研究專論—

《知本溪流域》，本書紀錄知本溪流域的自然生態、族群活動、產

業變遷、溫泉變化等課題，對東臺灣的區域史研究，提供一個很好

的切入點。39東臺灣的河川不若西部臺灣具有河運功能，但它可能是

部落間的界線、或是縱谷和海岸的分界，今日更是無毒農業的保證，

流域上、下游或兩岸中人群的發展，值得更進一步的關注。本書的

作者群如趙川明、鄭漢文等人，後來也都參與國立臺東美學館的委

託計畫，進行東海岸、縱谷等區域的文化景觀調查，將早期以村落、

鄉鎮等小區域的研究對象，突破行政疆界擴展到較完整的自然區域。 

東臺灣的花、東兩縣向來以「綠色工業，觀光立縣」為口號，

和區域相關的政府出版品也多少希望能對觀光有所助益，因此本時

期有不少出版品會以「旅遊」為主軸，一方面要讀者欣賞好山好水

的自然景觀，一方面要在境內創造文化產業的價值。這類出版品如

趙川明的《臺東縣社區文化之旅導覽手冊》，將臺東縣分花東縱谷、

東海岸、南迴公路三條線，導覽線內社區的歷史文化、自然生態，

以社區為單位的書寫方式，有別於傳統的以景點的旅遊書，有利於

深度旅遊的推行及社區意識的凝聚。文建會的《戀戀東臺灣》內容

偏重在文化導覽，內容有〈花蓮廟宇任我行〉、〈與原住民共舞〉、

〈永安社區、萬安社區知性之旅〉、〈卡地布社區、正興社區知性

之旅〉等，最後還教導你如何進行社區文化旅遊。  

2001-2008 年東臺灣的政府出版品不但數量多，且內容和議題豐

富多元，從稀稀疏疏的研究成果，頓時爆量增加，何以如此？究其

原因有三：一是臺灣民主化的影響，民主理念越普及、民主化素養

越深化，社區意識與國民意識成為人民共同價值時，地方研究更能

                                                 
39

 陳鴻圖，〈知本溪水資源利用的變遷〉，《兩岸發展史研究》2（2006年 12月），頁

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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茁壯發展，401990 年代後的民主化、臺灣主體意識運動、族群運動

等都增強了地方研究的能量，公門部也比過去投入更多的資源在地

方研究上，此浪潮到 2000 年政黨輪替後的 8年間達到最高峰，東臺

灣在這波浪中也順勢而起。二是東臺灣的族群雖多元，但相對弱勢、

資源缺乏，但在原民會和客委會成立後，原本弱勢的族群資源相對

增加且受到保障，原住民和客家研究的資源變多，區域研究也連帶

增加，由此時期許多的出版品經費都是受到這兩個單位的補助可知

其影響。三是研究能量的成長和增強，1990 年代東臺灣成立的學術

社群，在經過近 10 年的試煉後，至本時期更加成熟、更具能量；1990

年代後東華大學、慈濟大學的相繼成立，加上原來的花蓮教育大學、

臺東大學，使從事區域研究的人力更充沛、條件更完備。  

 

 

五、疏離期：2009年後的發展 

 

（一）人與地的融合 

2009 年後東臺灣的政府出版品呈現幾乎停滯的狀態，中央政府

單位的出版品有 6 種，花蓮縣文化局有 8 種，臺東縣部分 0 種。中

央單位主要有客委會出版的《後山客縱》和《壽豐在地客情史—後

山客庄拓新貌》，這兩本書基本上是 2003 年客委會「客家文化資源

調查」基礎工作的延續成果。另外，2008 年才從社教館改隸文建會

的國立臺東美學館，首任館長林永發由於過去曾擔任臺東縣文化局

局長，因此對於臺東地區的人文研究仍持續關注，並和東海岸風景

管理處、花東縱谷風景管理處合作，探討區域內的人文地景，並先

後出版了《日出臺東：東海岸文化景觀》、《日出臺東：南迴•綠島

文化景觀》、《日出臺東：縱谷文化景觀》三書，三書在〈導論〉

                                                 
40

 張炎憲，〈展望臺灣地方學的未來〉，《臺灣學通訊》60（2011年 12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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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先將區域內的族群變遷和宗教信仰作全貌分析，藉由區域內的人

的活動，帶出區域內的人文地景風貌和人文特色。41 東海岸風景管理

處除和臺東美學館合作外，也在 2009 年出版了《尋覓新天地於山海

之間─東海岸族群故事》，以說故事的方式敘說東海岸各個族群在此

區域活動和互動的歷程。從東海岸、花東縱谷風景管理處相繼出版

3 本區域人文主題的書籍可知兩單位有意深化風景區的人文內涵，

並藉此行銷不一樣的風景區。42  

 

（二）花蓮學的興起 

花蓮縣的 8 種政府出版品中，有 3 本是第 2、3、4 屆「花蓮學

研討會」的論文集，「第 1 屆花蓮學研討會」是在 2006 年舉辦，之

後每 2 年舉辦一次，至今已舉辦 4 屆，持續舉辦的「花蓮學研討會」，

被學界認為有急起直追之勢。43最早會有舉辦花蓮學的想法，是因為

「花蓮的作家輩出，文學創作風氣鼎盛，有鑑於此，縣府及文化局

曾開辦三屆花蓮文學會議，成功凸顯了花蓮文學在臺灣區域文學中

的獨特性，然而花蓮因人口結構、族群關係、地域位置、自然環境

及諸多特殊的歷史因緣與發展經驗，除了文學之外，在其他方面也

極具特色，因此有必要從『花蓮文學』延伸擴展至『花蓮學』，以

涵蓋更多層的探討，並因應當今地域學發展的的趨勢。」 44 「花蓮

學」是「花蓮文學」為因應「地域學」的延伸，觀察 4 屆「花蓮學

                                                 
41

 趙川明、林韻梅等，《日出臺東：東海岸文化景觀》（臺東：臺東生活美學館，2009），

頁 8-16；趙川明等，《日出臺東：縱谷文化景觀》（臺東：臺東生活美學館，2011），

頁 8-16。 
42

 趙川明等，《日出臺東：縱谷文化景觀》，頁 3。 
43

 許雪姬，〈2007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16：2（2009年 6月），

頁 200。 
44

 吳冠宏，《第一屆花蓮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7），〈縣

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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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的主題，以文學、藝術、生態、觀光、產業等幾個主題為

多，偶而穿插歷史變遷、宗教等課題。  

除「花蓮學研討會」的論文集外，很特別的在 2009 年以後，花

蓮縣文化局出版了 2 本和花蓮有關的碩士論文：吳東展的《山海之

道—花東聯絡公路之發展(1874-1982)》和張雅綿的《失序的森林：

日治末時太魯閣林業開發》，2 書的出版前後隔了 4 年，距出版張

家菁的書隔了 13 年。花蓮縣文化局從 2006 年開始，每 2 年辦理 1

次「獎勵及出版地方藝文資料計畫」，至 2013 年總計出版了 29 冊

「洄瀾藝文叢書」，但來參選者大多是藝術、攝影、報導文學、文

學作品，一來區域史研究成果就比較少；二來主事者總認為學術成

果過於艱澀，不應該由文化局來出版，因此和區域史有關而入選出

版者只有 2 本。然這 2 本碩論的主題確實和花蓮的發展息息相關，

也可增加文化局出版品的歷史深度。和張雅綿碩論同時出版的，還

有竹田社區發展協會的《戀戀九岸溪：竹田、羅山、新興三村歷史》，

由社區自己撰寫的村史。  

此時期地方志的出版只有《玉里鎮志》1 種，本志係由中山大

學葉振輝所組的團隊負責編纂，編纂群包括吳文星、潘繼道、蘇淑

娟、簡炯仁等和玉里當地耆老，鎮志的體例和其他志書並無差異，

內容頗能凸顯玉里的特色，如〈人口篇〉依移入先後兼具各個族群，

從阿美族、平埔族、客家人、河洛人到新臺灣人一一闡述；〈產業

篇〉也注意到過去產業的記述，如樟腦業、礦業等。  

2009 年之後，東臺灣的政府出版品在數量上呈現急遽萎縮的趨

勢，臺東縣至 2013 年仍未出現和區域史有關出版品，花蓮縣雖然在

數量有出現 8 種，但有將近半數是「花蓮學研討會」的論文集。為

何在 2009 年後政府出版品不再像先前熱絡？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政

府財政日趨困窘，再加上經費排擠，例如要辦建國百年活動、或煙

火式的活動（因有版面，政績顯著），而要各單位挪預算配合，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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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就已經很拮据的出版經費更加雪上加霜，以花蓮縣文化局為例

來說，一年的預算約 3 千萬元，扣除大規模的石雕展、音樂活動，

根沒有經費可以做有計畫的出版，況且有深度的文史出版品本身就

冷門，如主事者不支持，很難有所成就。 45 二是東臺灣區域史研究

似乎遇到瓶頸，有些欲振乏力，此點無關東臺灣本身的研究價值，

是整個研究環境，特別是人文學或臺灣史研究共同的問題。  

 

 

六、結論：落後偏鄉？幸福國度？46 

 

本文以政府出版品為對象，觀察戰後東臺灣區域史研究的發展

脈絡，研究發現政府出版品所呈現的東臺灣區域史研究有幾個現象

和特點： 

一是出版品的數量比較來看，相對於西部臺灣各縣市少很多，

在數量上大概只比雲林縣和嘉義縣、市為多，花、東兩個縣加起來

還不及宜蘭、澎湖、舊臺南、舊臺南市、彰化、舊臺北、舊高雄、

金門等縣市，此應該和政府預算及主事者的觀念有關。  

二是從出版品的數量變化來看，在 1990 年代以前，除了 3 部不

完整的縣志外，幾乎沒有成果；1990 年代後西部臺灣各縣市已如火

如荼在進展時，東臺灣的兩個縣市感覺還在「熱機」，雖有具體成

果但數量有限；2001-2008 年間東臺灣的出版品呈現最高峰，最主要

原因和原民會和客委會的成立、學術社群的成熟及研究能量的增加

                                                 
45

 以花蓮文化局來說，一年編列文史研究的出版經費不到 10萬，有時還沒有經費，

如 2009年舉辦「花蓮縣文化局縣史館籌備小組獎助博碩士論文出版」，來投件者

近 20件，然是年文化局所剩的出版經費不到 10萬元，最後只出版吳東展的《山

海之道：花東聯絡公路之發展（1874-1982）》一書。 
46

 這兩個詞彙是借自於戴興盛，〈花東是幸福國度或是落後偏鄉？〉，《天下雜誌》

528（2013年 8月），頁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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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2009 年後東臺灣的區域研究有些萎縮，原因在政府財政困窘

和主事者的觀念有關，另東臺灣研究遇到瓶頸，急待突破。  

三是從出版品的出版單位來看，中央單位主要是客委會、原民

會、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太魯閣國家公園和東海岸風景，近年來國

立臺東美學館也積極投入地方研究。地方政府臺東縣的投入較花蓮

縣早且積極，因此在 2009 年以前成果豐碩，但近年來有些停滯；花

蓮縣早期成果雖較少，但文化局持續舉辦的「花蓮學」研討會，除

可提供花蓮區域研究一定的能量外，甚至有機會建立以花蓮為中心

的論述。47  

四是就出版品的類別來看，地方志的數量最多，《臺東縣史》、

《續修花蓮縣志》及不少鄉鎮的地方志都陸續纂修和出版，但纂修

和出版時間約晚西部臺灣近 10 年。至 2013 年為止，東臺灣兩縣的

行政區，尚未有地方志者只剩新城鄉、花蓮市、鳳林鎮、光復鄉、

卓溪鄉（纂修中）、豐濱鄉、海端鄉、卑南鄉、蘭嶼鄉、長濱鄉(纂

修中)、臺東市(先前有《臺東市史》的編纂但沒出版)、大武鄉，即

6成以上有行政區有已有地方志，綠島已在修第 2部。 

五是從研究區域來看，早期以原住民及部落的研究較多，漢人

的村史調查研究則有一定的傳統，近年來大區域的研究有增加的趨

勢。具體區域以蘭嶼、太魯閣、花東縱谷及區域內行政區、長濱平

原等較受到重視，東海岸、南迴公路沿線區域則較少有具體成果，

此現象似乎和目前各行政區的資源分配吻合。  

六是從研究的內容來看，「多元族群」和「文化景觀」是最被

討論的兩個課題，區域內族群的互動、原住民族、客家人、戰後的

外省移民、東海岸已土著化的外國傳教士等族群和土地的關係，都

有很多精彩的討論。另為順應觀光需求，近年來的出版品開始注意

                                                 
47

 潘繼道，〈淺談東臺灣研究與地方學的發展〉，頁 102。 



戰後東臺灣的區域史研究：政府出版品的回顧 

 99 

「文化景觀」的討論，配合傳說、故事、口述訪談，並輔以照片，

讓東臺灣的人地景觀栩栩如生許多。  

如從近年學術界只有「數字是客觀」的主流來看，東臺灣區域

史研究的政府出版品在數量上微不足道，資源也相對匱乏，其表現

如同其政治地位一樣，是「邊陲再邊陲」的「落後偏鄉」；但如從

議題價值的主觀感受來看，多元的族群關係、特殊的人地互動、第

二臺灣的論述、大區域裡並存的小區域、強烈的海洋性格、二次和

三次移民的安身立命處等課題，每個課題都令人著迷，誰敢說東臺

灣的區域史研究不是「幸福國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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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990年後東臺灣區域史研究相關政府出版品目錄 

          （先依單位再依出版時間） 

中央政府單位 

著者 書名 出版地 出版者 時間 

客家

委員

會 

赫格 一個村落的誕生：大和志 臺北 客委會 2004 

鍾寶珠 客藝：開拓吉安展師藝 臺北 客委會 2006 

黃學堂 客情：東移池上客家情 臺北 客委會 2006 

廖秋娥 客族：縱谷關山尋客族 臺北 客委會 2006 

趙川明 客鄉：鹿野大原客為鄉 臺北 客委會 2006 

客家委員會 後山客縱 臺北 客委會 2010 

葉益青 壽豐在地客情史：後山客庄拓新貌 臺北 客委會 2012 

原住

民族

委員

會 

鴻義章等 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太魯閣事件 臺北 原民會 2003 

康培德等 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加禮宛事件 臺北 原民會 2003 

林素珍等 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七腳川事件 
臺北 

南投 

原民會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05 

林素珍等 
七腳川事件寫真帖：原住民重大歷史

事件 

臺北 

南投 

原民會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05 

退輔

會 

林文山等 真情故事專區：榮工事蹟篇 臺北市 行政院退輔會 2008 

林文山等 真情故事專區：農林機構篇 臺北市 行政院退輔會 2008 

太魯

閣國

家公

園 

李惠萍等 太魯閣人 花蓮 太魯閣國家公園 2001 

李瑞宗 蘇花道今昔 花蓮 太魯閣國家公園 2003 

王鑫等 古今峽谷：變動的太魯閣 花蓮 太魯閣國家公園 2008 

國史

館臺

灣文

獻館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臺東縣鄉土史料 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7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花蓮縣鄉土史料 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9 

施添福總編纂 臺灣地名辭書第 3卷臺東縣 南投 
國史館臺灣省文獻

館 
1999 

施添福總編纂 臺灣地名辭書第 2卷花蓮縣 南投 
國史館臺灣省文獻

館 
2005 

臺東 

美學

館 

趙川明、林韻梅 日出臺東：東海岸文化景觀 臺東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

館 
2009 

趙川明 日出臺東：南迴、綠島文化景觀 臺東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

館 
2010 

趙川明 日出臺東：縱谷文化景觀 臺東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

館 
2011 

東管

處 
李玉芬、趙川明等 

尋覓新天地於山海之間：東海岸族群

故事 
臺東 東海岸風景管理處 2010 

花蓮

縣文

化局 

張家菁 一個城市的誕生 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1996 

邱上林 影像寫花蓮 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1997 

姚誠 洄瀾神境：花蓮的寺廟與神明 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1999 

邱上林 影像寫花蓮第二輯 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1999 

姚誠 
從異鄉到家鄉：花蓮大陳落生活文化

田野紀實 
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2002 

黃熾霖等 發現豐田 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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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單位 

著者 書名 出版地 出版者 時間 

康培德編纂 續修花蓮縣志族群篇 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2005 

劉瑩三編纂 續修花蓮縣志自然篇 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2005 

戴興盛編纂 續修花蓮縣志經濟篇 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2005 

康培德總編纂 續修花蓮縣志社會篇 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2006 

吳翎群編纂 續修花蓮縣志歷史篇 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2006 

李世偉編纂 續修花蓮縣志文化篇 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2006 

石忠山 太巴塱部落志 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2006 

吳冠宏 第一屆花蓮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2007 

康培德總編纂 續修花蓮縣志政事篇 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2008 

康培德總編纂 續修花蓮縣志教育篇 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2008 

徐秀菊、黃熾霖 第二屆花蓮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2009 

吳東展 
山海之道：花東聯絡公路之發展

(1874-1982) 
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2009 

吳進書等總編輯 洄瀾舊城風華再現老照片專輯 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2010 

康培德 第三屆花蓮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2011 

張雅綿 
失序的森林：日治末時太魯閣林業開

發 
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2012 

花蓮縣富里鄉竹田

社區發展協會 

戀戀九岸溪：竹田、羅山、新興三村

歷史 
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2012 

鄭嘉良 第四屆花蓮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花蓮 花蓮縣文化局 2013 

臺東

縣文

化局 

後山文史工作群 後山代誌 臺東 臺東縣立文化中心 1993 

後山文史工作群 龍田紀事 臺東 臺東縣文化中心 1993 

後山文史工作群 後山代誌（二） 臺東 臺東縣立文化中心 1995 

後山文史工作群 加走灣紀事 臺東 臺東縣立文化中心 1995 

後山文史工作群 後山代誌（三） 臺東 臺東縣立文化中心 1996 

後山文史工作群 後山代誌（四） 臺東 臺東縣立文化中心 1997 

後山文史工作群 太麻里紀事：大貓薶傳奇 臺東 臺東縣立文化中心 1997 

臺東縣後山文史工

作協會 
一步一腳印：臺東縣珍貴老照片專輯 臺東 臺東縣文化中心 1998 

臺東縣後山文史工

作協會 
寶桑椰影：臺東縣珍貴老照片專輯二 臺東 臺東縣文化局 2000 

施添福總編纂 

臺東縣史（大事、地理、史前、阿美

族、排灣及魯凱族、卑南族、雅美族、

布農族、漢族、開拓、產業、政事、

文教、觀光、人物等 15篇） 

臺東 臺東縣政府 
1997- 

2001 

趙川明等 知本溪流域 臺東 臺東縣政府 2002 

林永發主編 臺東的故事 臺東 臺東縣政府 2003 

姜柷山等 我的部落史【蘭嶼 篇】 臺東 臺東縣文化局 2004 

蕭福松 被遺忘的南溪部落 臺東 臺東縣文化局 2006 

夏黎明等 
放逐孤島的他者：蘭嶼、農場、管訓

隊與外省老兵的生命史 
臺東 臺東縣文化局 2007 

姜柷山 臺東長濱平原的文化景觀 臺東 臺東縣文化局 2007 

姜柷山 臺東天后宮紀實 臺東 臺東縣文化局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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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陽蓳 臺東加走灣紀實 臺東 臺東縣文化局 2008 

邱陽蓳 臺東蔴荖漏紀實 臺東 臺東縣文化局 2008 

鄉鎮

公所

暨地

方志 

趙安雄 綠島鄉志 綠島 綠島鄉公所 1988 

張金生 達仁鄉志 達仁 達仁鄉公所 2000 

施添福總編纂 關山鎮志 關山 關山鎮公所 2001-2002 

王良行總撰 
成功鎮志（歷史、政事、地理、經濟、

阿美族、社會文化等六篇） 
成功 成功鎮公所 

2001 

2003 

王良行等 成功鎮耆老口述訪談 成功 成功鎮公所 2002 

夏黎明 池上鄉志 池上 池上鄉公所 2001 

中華綜合發展研院

應用史學研究所 
吉安鄉志 吉安 吉安鄉公所 2002 

中華綜合發展研院

應用史學研究所 
壽豐鄉志 壽豐 壽豐鄉公所 2002 

張振岳主撰 富里鄉志 富里 富里鄉公所 2002-2005 

孫大川等 延平鄉志 延平 延平鄉公所 2004 

胡智賢、莊金妹 太魯閣原鄉懷舊 秀林 秀林鄉公所 2005 

孫大川等 秀林鄉志 秀林 秀林鄉公所 2006 

中華綜合發展研究

院應用史學研究所 
金峰鄉志 金峰 金峰鄉公所 2006 

姜柷山、黃騰毅 綠島的故事 綠島 綠島鄉公所 2007 

夏黎明總纂 鹿野鄉志 鹿野 鹿野鄉公所 2007 

東華大學觀光遊憩

所 
瑞穗鄉志 瑞穗 瑞穗鄉公所 2007 

葉振輝總編纂 玉里鎮志 玉里 玉里鎮公所 2010 

中華綜合發展研究

院應用史學研究所 
太麻里鄉志   

審查沒

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