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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我們對臺灣歷史的論述，涉及荷蘭、西班牙、日本時代時，一般多從外來政

權的施政作為描述當時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概況與變遷。此一敘述方式，係因留

下的文獻材料大多為外來者所記錄，也因而偏向政權施政的角度；不過，政權施

政的影響不盡然能直接含括社會或人群的每一日常生活面向，特別是十七世紀的

近世初期社會，政權的政治影響力不全然如同工業革命後的時代，後者可藉由技

術、組織的創新深化對社會日常面的宰制。因此，如何從社會或人群的角度書寫

近世初期歷史，特別對屬無文字社會的臺灣南島語族而言，將是重要議題。 
  以十七世紀中葉的臺灣南島語族為例，我們大多透過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文獻

材料來了解其歷史，因此我們所認識的當時歷史，多多少少會著重於諸如征戰與



歸順、宣教改宗、地方會議、村社首長制、村社戶口調查、年貢制度、贌社制度

等公司加諸於南島語族的施政作為，去理解當時的歷史與變遷；透過統治者與書

寫者的立場或角度，來形塑了我們對所謂「殖民史」的想像。 
  荷蘭東印度公司於 1624 年在臺灣本島沿岸沙洲建立商館後，島上的南島語

族治理並非其首當其衝的要務。一開始，除了眾所周知的改革宗宣教師干治士

（George Candidius）積極地與新港社住民接觸，並嘗試影響其社會文化外，東

印度公司歷任在臺最高行政首長，重心多以如何完成建立公司與中國沿海的貿易

為主；一直到 1629 年就任臺灣長官的普特曼（Hans Putmnas），透過與鄭芝龍為

主的海商勢力妥協，換取對方貿易船隻前來大員交易後，公司的「中國貿易」自

1634 年起才逐漸穩定。此時，東印度公司開始藉由與結盟的南島語族，一同透

過武力征戰島上其他村社以擴張其影響力，並重新審視臺灣本土鹿產交易的可能

利潤後，東印度公司與臺灣南島語族的互動，才開始進入較密集的階段。 
  1636 年，東印度公司透過武力征戰與南島語族間的口耳相傳，成功地把今

日嘉南平原與高屏地區的村社要人、長老招來大員商館會見臺灣長官，並在新港

社舉行歸順村社和約確認儀式。會議中，臺灣長官除了對與會村社代表訓誡和平

條約內容，授予每位代表布袍、親王旗與代表公司權威的藤杖外，並舉行目加溜

灣、阿猴、放索等社土地主權移轉給公司的儀式，奠定日後學者所說的荷蘭和平

（Pax Hollandica）。對比於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地區的其他商館──

如麻六甲、巴達維亞、錫蘭等地，臺灣因而成為荷蘭人在亞洲第一個涉及領地控

制的殖民地。此一轉變，使東印度公司不可避免地涉入對轄境內南島語族人口的

實質統治。我們所熟悉的熱蘭遮城，才從商館的性質逐漸轉型為兼具殖民地領土

與屬民的行政中心。 
  如同北美殖民地時期的原住民，曾在歐洲人資本投資、信貸、利潤競逐等商

業利益的論述背景下，建構、想像成歐洲貨物的消費者，以及原住民的「首次消

費者革命（the first consumers revolution）」圖像：甫具殖民地領土與屬民管理的

東印度公司，面對擴張中的領地與各地形形色色的南島語族，也發展出對臺灣南

島語族的特定認知。所謂的「文明人」與「野蠻人」論述所指的對象為何？構成

「文明」與「野蠻」的實質內涵是什麼？在公司官員、宣教人員等不同背景的人

員心中，有著不同的圖像。至於東印度公司對臺灣南島語族的「文明化」作為，

隨著殖民統治亦發展出動態的地理印象，逐漸形成數個文明性程度有別、但呈現

出進階秩序的地理空間。 
  1644 年接掌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職的卡隆（François Caron），將公司與南島

語族推向更具制度性的臣屬關係。此時，原為歸順村社和約的確認儀式，已成為

一年一度的地方會議，並朝向分區舉辦。臺灣長官在歷年地方會議中循循告誡與

會村社代表的內容，大略為與地方行政、經濟活動、學校教育等有關的公司施政，

並將公司屬意的處理方式分項為 10 餘條的訓示，於村社首長推派後當眾宣告；

如針對戰爭與私鬥、社眾間糾紛、社眾與唐人間的糾紛、未獲公司授權而在村社

交易的唐人、學校教育的參與、在地學校教師的生活費，甚至瑣碎到對圈養的狗

等。其中，人口遷徙與移住的規範，最晚自 1650 年起，也成為臺灣長官的重要

訓令之一。 
  臺灣長官的訓令中，規定南島語族人口的遷徙與移住，是需要向東印度公司

駐地人員申請；不過，若從山區遷居平地，則無須申請，可自由遷居。這背後，

代表公司在治理臺灣殖民地時，對不同性質領地與屬民的假想。早年站在爪哇總

督的立場，東印度公司其實有其領地擴張的邏輯，即仿效葡萄牙人，採取所謂的



據點策略（entrepôt strategy）──藉由控制主要貿易航道上的據點，掌握交易帶

來的利潤。如 1640 年，總督范迪門（Anthonio van Diemen）先透過征服錫蘭，

孤立麻六甲後，再於翌年取得麻六甲，完成對主要貿易航道的控制。但 1630 年

代以來東印度公司在臺灣殖民地的順勢發展，成為名義上轄有大片土地與屬民的

組織後，則逐漸對臺灣區分出平原、山地與島嶼的不同想像與施政作為；具體而

言，就是離島淨空與山地住民移住平地。此即為何臺灣長官會在 1650 年起的歷

年地方會議中，類似諄諄教誨般地告誡各社與會代表，公司對人口的遷徙與移住

的立場為何。 
  東印度公司同意下的住民人口移住，事後大多牽涉了村社整併。作為殖民地

的底層單位，南島語族的村社規模以及村社首長的派任，即成為荷蘭人整併前後

的考量。東印度公司在部落整併的做法上，雖然大多會循原有的部落社會網絡與

族人的意願，但各地的整併結果，如同前述的移住政策成效，成效不一。到了東

印度公司統治末期，移住與整併成為荷蘭人對殖民地空間治理的想像，與地方住

民之間的角力。 
  另一方面，東印度公司的南島語族統治，雖然說依循著異文化接觸、武力征

伐與權力鞏固等不同階段；荷蘭人一如其他具備相對優勢的歐洲人，能憑藉其優

勢技術、相對穩定的社會組織運作，及對文化符號的優勢操控等因素，擊敗殖民

地人民的初期反抗，達成殖民地統治的目的。之後，殖民者即透過統治制度的設

立，鞏固殖民地政權。因此，統治制度係如何運作，即為討論、研究殖民統治的

一核心議題。 
  不過，任何制度的運作，需上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互動、搭配，方能落

實殖民統治；其中，具體現象如來自殖民或被殖民人群的中介者角色，抽象者如

文化符號係如何解讀、操控，則為進一步了解、分析殖民統治時需討論的議題。

文化符號方面，當時東印度公司的南島語族統治，透過相關研究，我們已能理解

荷蘭人如何透過地方會議中進行的儀式、排場等文化象徵的展演，塑造臺灣長官

及所屬人員的權威，並強調其高於一般南島語族與唐人的位階關係。也掌握了荷

蘭人如何以貨品實物，透過供應、交換與贈予的互動過程，對政治結盟立場不同

的南島語族村社展現彼此在權力位階及親疏關係上的差異。 
  然而，面對外來統治的被殖民人群並非被動的受體，南島語族如何看待、使

用東印度公司針對彼此相互關係所設計的文化符號，顯然不盡然符合荷蘭人原本

的初衷。以前文提及的村社歸順儀式、村社首長派任，乃至於日後逐漸發展成形

的地方會議為例，此一荷蘭人統治南島語族的制度，其運作需依賴甚為重要的文

化符號，即東印度公司頒授予歸順南島語族村社要人的親王旗（prins vlag）與藤

杖（rotting）；站在荷蘭人的立場，前者代表歸順東印度公司的圖騰，後者象徵

東印度公司在村社層級的行政代表。不過，在此一異文化互動過程中，接受親王

旗與藤杖的南島語族，亦有其自身主體的立場，來看待、使用，甚至於挪用荷蘭

統治者象徵物的原意。 
  除了隸屬行政治理的領域外，荷蘭東印度公司對屬民的規範與控制，亦發生

在屬於社會生活領域的婚姻關係。公司的殖民地婚姻政策一開始即有其特殊的考

量，即如何建立以荷蘭式家庭為骨幹的殖民地作為貿易活動的後盾。面對渡洋來

到亞洲的歐洲人社群男女比重極度失衡此現實，東印度公司的做法經過一段時間

調整後，改成以受過基督教教化的在地女性，來擔任荷蘭殖民地計畫中的妻子、

母親等重責大任。透過把將成為荷蘭人妻子的土著女性，包含公司買來預備作為

雇員妻子的土著女孩，施予基督教教育以「導正」其思想與行為，待合格後方具



備婚嫁資格；此一做法在巴達維亞已有成功的經驗。 
  不過，荷蘭人在臺灣相爭與南島語族女性牽手之際，尚得面臨渡海而來的唐

人相互競逐。此時，所謂公司眼中的「合法」婚姻，已非單純的兩情相悅而已。

針對唐人，基督徒身分的有無，是公司承認其跨族婚姻合法性與否的重點。當論

及基督徒身分時，荷蘭改革宗教會對臺灣殖民地婚姻的干涉也不落人後。如果說

東印度公司官員的想法不脫殖民地商業利益，牧師的想法則是擴大基督子民的版

圖，而跨族婚姻的規範與管控則成了其意識形態的戰場。 
  跨族婚姻終究得涉及男女雙方當事人，共結連理歐洲男性與南島語族女性是

否如東印度公司與改革宗教會所規範，則又另當別論。特別是考量到跨族婚姻中

的階層性因素時，底層社會的婚姻男女當事人顯然會有不同的想法與作為。母親

為新港社人所收留的 Tagutel 與以士兵身分抵臺的但澤（Danzig）人范勃亨（Joost 
van Bergen）的分合過程，中間即有著公司官員、教會牧師、殖民地友人等不同

人物與力量的糾葛。 
  提及人物，歷史舞臺的真正靈魂仍非活生生的人物莫屬。透過人物，我們也

可掌握當時殖民地不同社會階層的實際生活與所遭遇的狀況，更難得的是了解這

些歷史主角係如何因應此情境。如荷蘭改革宗宣教師在東印度公司殖民統治中扮

演的角色，面對南島語族時在動機、享有資源、影響力等有即其異於公司雇員之

處。再如曾任東印度公司的臺灣長官納茨（Pieter Nuyts），這位眾所周知的濱田

彌兵衛事件主角之一，在歷任公司職員中屬罕見的「高學歷」背景，但也留下了

60 餘名部屬慘遭南島語族屠殺的空前絕後紀錄；其本人與新港社姑娘阿蝦

（Poeloehee）兩人間的韻事，讓我們可略窺當時殖民地高官與在地人間的兩性

關係。至於南島語族人物方面，曾隨日本生意人遠赴扶桑、並成為濱田彌兵衛事

件導火線之一的新港社要人理加（Dicka）──其本人也因而被荷蘭人稱為臺灣

王（Coninck van Formosa），最後又成為其族人與東印度公司推派的新港社頭人

──對比 1630 年代上半與東印度公司對抗到底的麻豆社要人大加弄（Takaran）

等，可看出當時的南島語族部落青壯領袖如何因應此一外來危機的不同策略與可

能的想法。類似的例子可在北臺灣人物中覓得，除了噶瑪蘭人武歹（Boutay Sataur）
與 Boele Somapar 對東印度公司的雞籠駐地人員自有不同的對應方式外，同樣來

自雞籠 Kimaurij 社的 Range Hermana 與 Lamma，對東印度公司的雞籠駐地人員態

度即南轅北轍。 
  至於與前述 Tagutel、范勃亨的婚姻一樣充滿戲劇性張力的人物，就非屬雞

籠 Kimaurij 社的 Theodore 了。這位原本只在東印度公司攻打雞籠西班牙人據點

時，擔任公司通譯的 24、5 歲青年，在兵荒馬亂的戰後公司整肅村社頭人期間，

獲得拔擢成為新任頭人，從此開始了他傳奇且戲劇性的一生。Theodore 一生寫

照其實也是十六、十七世紀北臺灣雞籠、淡水等沿海地區人群，在這航商往來貿

易下的縮影。如同我們亦可藉由國姓爺大軍侵臺背景下的唐人農夫、非洲男孩與

荷蘭生意人的故事，從所謂微觀的小地區與事件中的人物，一窺當時的全球局勢

變化。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撤離，代表荷蘭人在臺灣的現地殖民想像已畫下休止符；

不過，這並不表示南島語族對荷蘭人的想像，已隨著東印度公司的離去而落幕。

不同地區的人群基於其不同的過往經驗，對荷蘭人的記憶、詮釋與挪用即有不同

之處。像是屏東縣來義鄉的古樓社排灣族，曾在二十世紀末的歷史記憶中，將百

餘年前大清國官員馴化番人用的「勸番歌」，視為三百多年前的「荷蘭歌」。類似

的例子在墾丁社頂部落，當地住民與文史工作者對八寶公主的傳說，即為將十九



世紀的事件與十七世紀的荷蘭記憶連結。對應的例子則是小琉球的烏鬼洞傳說，

十七世紀的荷蘭經驗反而消失並轉成事後不同時間層的傳說。不同版本的敘述，

反映記錄者認知的「歷史」，係依據當時的認知與價值觀，將歷史事實的元素重

新拼貼成一幅可被當代接受的歷史圖像。 
  至於與荷蘭人互動關係最為緊密的新港社人，則又有不同的表現。十九世紀

新港社後裔的「紅毛先祖」說，有人認為是無稽之談，有人解釋為是時代產物下

對唐人所指涉的「番」，即荷蘭紅毛番與南島語族的連結。不過，當時族人的自

我認同與詮釋，卻有著其異於臺灣其他南島語族部落的基礎。這可在新港社人與

荷蘭人間微妙的結盟征戰、改宗，甚至通婚等各類互動經驗中一窺端倪。 
  整體而言，從荷蘭東印度公司如何統治臺灣南島語族，一方面可看見荷蘭人

對領地、屬民、統治工具、跨族婚姻等議題的殖民想像，另一方面則可從這些外

來者的計畫作為，看到是如何為了適應不同地方而產生變化。不過，這些變化，

不單只是由上而下為了適應地方，當地人群的詮釋、挪用往往是讓東印度公司的

殖民想像產生流變的主因。往往也是在地人，在穿越數百年的時空後，仍繼續其

對此過往經驗的詮釋與挪用，重新賦予不同的意義。 
  本書即針對前述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臺灣原住民間的歷史糾結，挑選對原住民

的認知與地理印象、聚落遷移、部落整併、統治信物、跨族群婚姻、部落人物史、

歷史記憶等議題，分章節陳述。書中章節係改寫自曾發表於相關學術期刊、專書

或研討會的論文。「緒論」部分，改寫自發表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3 年 3
月 21-22 日主辦的「族群歷史、文化與認同：臺灣平埔原住民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荷蘭東印度公司對臺灣南島語族的殖民想像與地方流變〉一文。第一章「『文

明』與『野蠻』──荷蘭東印度公司對臺灣原住民的認知與地理印象」，改寫自

發表於《新史學》25 卷 1 期的論文：〈「文明」與「野蠻」：荷蘭東印度公司對臺

灣原住民的認知與地理意象〉。第二章「離島淨空與平原移住──荷蘭東印度公

司的臺灣原住民聚落遷移政策」，改寫自發表於《新史學》20 卷 3 期的論文：〈離

島淨空與平原移住：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臺灣原住民聚落遷移政策〉。第三章「部

落整併──荷蘭東印度公司治下的聚落人口政策」，改寫自發表於《臺灣史研究》

17 卷 1 期的論文：〈荷蘭東印度公司治下的臺灣原住民部落整併〉。第四章「親

王旗與藤杖──殖民統治與土著挪用」，改寫自發表於《臺灣史研究》13 卷 2 期

的論文：〈親王旗與藤杖──殖民統治與土著挪用〉。第五章「殖民與牽手──荷

蘭東印度公司治下的歐亞跨族群婚姻」部分，改寫自發表於《南瀛歷史、社會與

文化 II》的論文：〈荷蘭東印度公司治下的歐亞跨族群婚姻：臺南一帶的南島語

族案例〉一文。第六章「歪哥兼帶衰──北臺灣雞籠 Kimaurij 社頭人 Theodore」，

改寫自發表於《臺灣文獻》62 卷 3 期的論文：〈荷蘭東印度公司筆下──歪哥兼

帶衰的雞籠 Kimaurij 人 Theodore〉。第七章「紅毛先祖？──新港社、荷蘭人的

互動歷史與記憶」，改寫自發表於《臺灣史研究》15 卷 3 期的論文：〈紅毛先祖？

新港社、荷蘭人的互動歷史與記憶〉。後記「林仔社人與西班牙人」，改寫自發表

於《帝國相接之界──西班牙時期臺灣相關文獻及圖像論文集》的論文：〈林仔

人與西班牙人〉。期刊、專書等匿名審稿人與研討會評論人、與會者的寶貴意見，

筆者在此一併銘謝。書中地圖的繪製，則感謝洪偉豪、白偉權（Pek Wee Chuen）

的寶貴意見與技術援助。 
  最後，謹以本書紀念曹永和院士。曹院士為早期臺灣史研究奠定的基礎，開

啟了許許多多後續研究者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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