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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以巴代三本歷史小說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觀點的台灣史
如何與東亞史及世界史互相構成，並分析巴代小說中的跨文化與跨
種族視野以及對「世界」的想像。這三本小說依出版順序為：《最
後的女王》、《暗礁》、《浪濤》。原住民文學一直在台灣文學中
被獨立視為各種分類中的一種，以作者之原住民身份來指涉不同主
題與風格的作品。本計畫將此三本小說視為「歷史小說」，指出巴
代小說所呈現的史觀與漢人史觀的差異。

筆者首先探討歷史小說在台灣文學中扮演的重要功能。其次，筆者
分析巴代小說的敘事特色，特別是多重對話功能的創造，如何讓歷
史小說達到真實史料與虛構想像的平衡？最後，本計畫探問巴代的
小說如何連結地方史、東亞史與世界史？

這三本小說涉及的時間才二十多年，但小說提到的國家與地方卻十
分遼闊多元，除了大家熟知的台灣、清朝、日本，還包括琉球宮古
島、來自美國的日本政府顧問李先得、十七世紀原住民與荷蘭人的
互動。作者巴代善於使用不同族群或不同種族之視野的切換，有時
使用原住民觀點，有時使用日本人觀點，更以琉球宮古島人的觀點
將原住民視為觀看與鄙視的對象。這些跨文化與跨種族觀點的提出
，讓原住民及其他底層人物得以發聲，促使我們重新看待歷史上的
大事件，讓當事人成為主角，超越過往以國家為歷史行動者之主流
歷史思維。

中文關鍵詞： 地方史／東亞史／世界史、巴代、歷史小說、原住民

英 文 摘 要 ： Badai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digenous writers in
Taiwan. In recent years he has devoted himself to writing
historical fi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Taiwan.

This research projects takes three novels written by Badai
as the objects of studies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indigenous history in Taiwan can be related to East Asian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These three novels are: THE LAST
QUEEN, REEF, AND WAVES. The researcher intends to point 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ndigenous people and Han people in
terms of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events
in 1895-1896.

The researcher first studies the role of historical fiction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Second, the researcher analyzes
Badai’s narrative skills, with regard to his special
ability to create multiple dialogues among people with
different gender, ethnic and racial backgrounds. Finally,
this project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local
history, East Asian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英文關鍵詞： local history/East Asian history/world history, Badai,



historical fiction, indigenous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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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方史到東亞史與世界史： 

巴代歷史小說的跨文化與跨種族視野 

林芳玫 師大台文系教授 

摘要 

 

本論文擬以巴代三本歷史小說為研究對象，探討原住民觀點的台灣史如何與

東亞史及世界史互相構成，並分析巴代小說中的跨文化與跨種族視野以及對「世

界」的想像。這三本小說依出版順序為：《最後的女王》、《暗礁》、《浪濤》。原住

民文學一直在台灣文學中被獨立視為各種分類中的一種，以作者之原住民身份來

指涉不同主題與風格的作品。本論文將此三本小說視為「歷史小說」，指出巴代

小說所呈現的史觀與漢人史觀的差異。 

 

筆者首先探討歷史小說在台灣文學中扮演的重要功能。其次，筆者分析巴代

小說的敘事特色，特別是多重對話功能的創造，如何讓歷史小說達到真實史料與

虛構想像的平衡？最後，本文探問巴代的小說如何連結地方史、東亞史與世界史？  

 

這三本小說涉及的時間才二十多年，但小說提到的國家、地方與種族卻十分

遼闊多元，除了大家熟知的台灣、清朝、日本，還包括琉球宮古島、來自美國的

日本政府顧問李先得、十七世紀荷蘭人。作者巴代善於使用不同族群或不同種族

之視野的切換，有時使用原住民觀點，有時使用日本人觀點，更以琉球宮古島人

的觀點將原住民視為觀看與鄙視的對象。這些跨文化與跨種族觀點的提出，讓原

住民及其他底層人物得以發聲，促使我們重新看待歷史上的大事件，讓底層民眾

與當事人成為主角，賦予其主體能動性，而非只是被動接受歷史的影響。 

 

關鍵字：地方史／東亞史／世界史、巴代、歷史小說、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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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原住民文學與台灣歷史小說 

 

自上一世紀八零年代原住民運動蓬勃發展後，原住民文學書寫也伴隨著運動

而漸次展開。當時的原住民作家往往扮演多重角色，身兼運動工作者、作家、原

運刊物編輯、文史工作者等多重身份。新世紀以來，原住民文學與原運的關係變

淡，作家致力於創作。卑南族作家巴代的年齡與原運世代的瓦歷斯諾幹相似，但

他新世紀才展開文學生涯，早期作品內容涉及打獵、巫術等代表原住民文化核心

的活動，也如主要原住民作家以漢語寫作但加入羅馬拼音的族語書寫，呈現原住

民文化的特殊性與原汁原味。 

 

但是近年來巴代出版三本原住民歷史小說，擱置了族語的呈現，以更加流暢

的主流漢語書寫，呈現駁雜的原住民歷史與文化，顯示原住民社會在過去數百年

來與荷蘭人、清朝官員、漢人、日本人密切互動且彼此影響。這三本小說依據出

版順序為：《最後的女王》（2015）、《暗礁》（2015）、浪濤（2017）。1若以所呈現

的歷史事件之順序，《暗礁》陳述牡丹社事件之前身八瑤灣事件（1871）、《浪濤》

再現牡丹社事件（1874）、《最後的女王》則描寫甲午戰爭後的台灣（1895-1896）。 

 

原住民文學往往以作家的身份來定義，似乎在台灣文學中獨樹一格，這樣的

看法使得原住民文學被特殊化，佔據台灣文學一個明顯與重要的邊緣位置。當我

們使用描寫主題提出「都市文學」、「鄉土文學」，或是以寫作流派與技巧提出「寫

實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原住民作家縱使描寫都會也不見得會被

納入「都市文學」。本文提出「歷史小說」這個分類框架，試圖將原住民文學的

他者性與特殊性整合到台灣文學，最終目的在於辯證原住民歷史就是驅動台灣史

變動與進展的主要力量，而原住民文學也動態地推動台灣文學的更新：例如 1990

年代夏曼・藍波安的作品帶動海洋文學的發展，而當代巴代則開啟我們重新思考

內建於台灣歷史、文化、社會的跨文化與跨區域的流動特質。 

 

本文以上述三本歷史小說為研究對象，首先探討原住民歷史小說在台灣文學

上的重要意義。其次，筆者探討巴代的敘事策略與寫作特色為何？如何將「務實」

的歷史小說由文獻資料的堆砌中，轉向小說創作的虛構與想像？最後，本文分析

以原住民觀點出發的地方史，如何與世界史互相影響、展現原住民族在歷史洪流

                                                      
1
 巴代，《最後的女王》（新北：印刻，2015.07）；巴代，《暗礁》（新北：印刻，2015.12）；巴

代，《浪濤》（新北：印刻，2017.09）。以下直接於引文後標註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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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歷史能動性？ 

 

人類學者陳文德在思考人類學與歷史研究的對話時，曾指出如何看待歷史有

兩種截然不同的取徑：較為簡單的方式視歷史為記載造成社會變遷的重大事件，

並預設一個客觀的歷史過程—外來者（通常也是西方殖民者）的力量在這個過程

中，將「沒有歷史的民族」吸納到一個後者只能扮演被動角色的結構體系內，進

而造成其社會文化變遷。換言之，「歷史」是以殖民者為中心所開展出來的過程，

被研究者族群是受害者，而不是行動者。第二種論點認為必須脫離並避免複製西

方中心的普遍性論述，主張被殖民者（也是歷史及人類學的被研究者）以不同方

式來理解歷史，把外來的歷史事件轉換納入既有的觀念體系內，從而展現主動性，

而非被動的犧牲者。2 

 

文學研究者陳建忠將台灣文學中的歷史小說分成以下幾類：（1）通俗歷史小

說，以高陽為代表；（2）反共小說；（3）後殖民歷史小說，以李喬、鍾肇政等人

為代表；（4）後現代新歷史小說；（5）後殖民新歷史小說。陳建忠所謂的「新歷

史小說」是「新歷史主義小說」的簡稱，新歷史主義視歷史為必然需要「敘事」

為載體來呈現，在敘事過程中，面對眾多原始素材，書寫者勢必面臨材料的挑選、

排除、編輯、組合。歷史無法單獨存在，必須透過敘事化的「歷史書寫」

（historiography），因此書寫方式具有後設與自我反思能力。新歷史主義小說的

特色是單一觀點的大敘事殞落，底層人物與庶民的日常生活構成了歷史。後現代

新歷史小說致力於解構官方歷史，不免流於虛無與符號遊戲，而後殖民新歷史小

說則在解構官方歷史之餘，仍致力於底層人物主體性與發言權的建立。3 

 

同樣具有後殖民的標示，多了「新歷史」三個字有何不同？李喬於 1980 年

代初期出版的《寒夜三部曲》，在當時的社會脈絡下，背負質疑大中國民族主義

的重責大任，必須提出台灣中心的史觀來代替以往的中國中心史觀。在這個階段，

關於台灣的史料並不多，李喬呈現的「台灣」同質性高，以單一的台灣來取代、

對抗單一的中國；小說敘事方式則根據單一時間軸展開，並以寫實主義的方式呈

現。當時台灣社會尚未引進後殖民思潮，李喬的抗日史觀反映了素樸、人文取向

                                                      
2 陳文德，〈民族誌與歷史研究的對話：「卑南族」形成與發展的探討為例〉，《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 59 期（2003.11），頁 148。 
3 陳建忠，〈臺灣歷史小說研究芻議：關於研究史、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反思〉，《記憶流域：臺灣

歷史書寫與記憶政治》（新北：南十字星，2018.08），頁 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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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殖民精神，大致上可視為後殖民思潮的一部分。4 

 

1980年代後期，後現代、後殖民、新歷史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等各種思潮引

進台灣，作家對台灣社會的想像開始分殊而歧異，在作品中以多重而又斷裂的時

間線、破碎的敘事、不同故事線的交織來呈現歷史的複雜分歧。陳建忠於分析「後

現代新歷史小說」時，曾簡略提及作者多為外省人作家，展現虛無傾向。若我們

更仔細觀察，這五類歷史小說隱約呈現出台灣的族群關係。高陽的通俗歷史小說

與反共小說，作者為外省人，寫作主題是中國歷史。後現代新歷史小說作家有張

大春、駱以軍等人，為外省第二代，以嘲諷的態度解構中國也解構台灣，流露出

作者與身處社會的扞格。後殖民小說與後殖民新歷史小說作者為本省人，與文化

論述及政治論述上的本土派較為和拍共振，其代表作家如施叔青、陳耀昌、賴香

吟。 

 

在此狀況下，巴代所寫的原住民歷史小說，如何置放於上述的分類框架中？

巴代這三本小說的書寫風格為寫實主義，根據單一時間軸展開故事，似乎屬於後

殖民小說。但仔細追究，我們發現他一方面把原住民帶上歷史舞台，另一方面又

創造各種非原住民人物，在對話中產生多重觀點，而非原住民的單一觀點。此外，

原住民族本身也具有高度異質性，不但部落間彼此競爭，甚至引進外來勢力與之

結盟，用以壯大自己家系以便取得部落的掌控權。巴代重回歷史大事件，以民眾

的日常生活及跨文化、跨族群、跨種族的互動來形成歷史事件之所以發生的必要

前提，並賦予民眾行為能動性與主體。他們並非被動承受歷史事件帶來的影響，

而是隨時對各種人際互動做出判斷與回應，從而影響了歷史的走向。歷史不只是

事後史學家或文學家如何「敘事」，在人們「對話」的當下就構成了歷史的變與

不變。因此巴代的小說其實帶有新歷史主義的精神。同時，他的小說賦予原住民

主體性，卻又不將其視為受害者，也可說是突破加害者／受害者二元對立的後殖

民新歷史小說。 

 

二、  巴代的敘事策略與寫作特色：創造多重對話角色 

 

大部分原住民作家試圖呈現迥異於漢文化的原住民文化，呈現其純粹性與本

真性，並常使用第一人稱「我」，結合民族誌與作家個人的生命經驗，讓原住民

                                                      
4 後殖民思潮的核心概念是打破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二元對立，強調二者的混和。李喬與鍾肇政

這方面特色不強，但反殖民與去殖民的確是後殖民思潮所欲達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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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具有報導文學或自傳的色彩。學者邱貴芬因而提出「文學性」的扣問：她提

出，原住民需要文學「創作」嗎？她指出許多原住民作品以第一人稱的「歷史見

證」訴諸真實性，但邱貴芬認為文學亦應具有虛構的特色。這個大膽的提問，預

示了之後原住民文學的成熟，已可脫離原運而存在。5 

 

巴代的三本歷史小說重回「大歷史」現場，在時間軸上以單線進行，依時間

先後敘述，且充滿許多歷史文獻與資料，出現許多歷史真實人物人名、官職、地

名、條約名稱、軍事作戰計畫，整體看來平鋪直敘，「實」多於「虛」。「秘密讀

者」6評論網站因而對《最後的女王》提出許多負面評價，例如：此書的人物過於

平面化，缺乏對人物內心意識的深刻挖掘、女主角身為女王在故事中卻看不出什

麼積極作為、對情節的營造缺乏細膩的鋪陳與轉折。這樣的看法似乎流於評論者

自己對小說的期待，未能從文本本身挖掘特色。所謂的「缺乏人物內心意識的深

刻挖掘」假定了人物的內在性，能夠產生「內心意識」，但這種看法立足於現代

性的個人主義，並非原住民社會的特色，而巴代利用「對話」來呈現人物個性，

彰顯原住民社會的人物個性存在於與另一個人說話時的「之間性」及「關係性」。 

 

若深入閱讀巴代小說，我們可發現他的寫作有兩大特色：第一是去本真化的

原住民再現，將原住民部落呈現為主動與被動吸納各種外來元素的自他（self-

other）相遇空間，第二則是創造多重對話位置，打破單一的「我」之發言主體，

呈現多元身份互相對話時「我」、「我們」、「你」、「你們」、「他」、「他們」不同指

涉人稱之交織。巴代善於經營人物對話，經由各種不同身份人物之對話，創造多

重觀看視角。這些觀看視角不一定以原住民為中心，而是根據每本書的性質，讓

多重觀看視角呈現原住民、日本人、漢人等跨族群與跨區域的交流與溝通。 

 

（一）跨文化、跨語言與跨種族的交流互動 

 

由於原住民族沒有文字，過往事件皆依賴口傳，因此外來殖民者抵達前的原

住民社會是怎樣的型態，實在難以揣摩。《最後女王》是他寫的第一本主流歷史

小說，一開始先以「楔子」的形式及全知觀點交代台東卑南族「彪馬社」於十七

世紀與荷蘭人的互動，其後則是清朝官員及前來移墾與經商的漢人。小說的頭四

                                                      
5 邱貴芬，〈原住民需要文學「創作」嗎？〉，《自由時報》，2005.09.20，E7 版。 
6 「秘密讀者」為一文學評論的部落格，寫評論的人都以匿名方式發表。參見不著撰者，〈以「小

說」寫史？——巴代《最後的女王》的小說技術商榷〉，《秘密讀者：輕薄的假象》（2015.09），

http://anonymousreaders.logdown.com/posts/304088（2017.06.03 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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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已經正式表明「純粹原住民」之不可能性，作者只能在跨種族、跨區域、跨文

化的視角下來呈現「彪馬社」。 

 

小說第一個登場的人物是彪馬社的「女王」7西露姑。她乘坐的是八個漢子扛

的「轎子」、吸著「長柄煙斗」、穿著「黑色漢滿式袍掛」，短短三行的描述，已

說明這位女性從服飾、交通工具、習慣、稱謂都夾雜著外來元素。 

 

作者以全知觀點交代彪馬社與外來者互動的歷史。先是隨同荷蘭人尋找金礦，

後來藉荷蘭人東印度公司召開跨部落會議而取得眾部落的代表權與領導權，接下

來在朱一貴與林爽文事件中幫助清朝平定叛軍，因而於乾隆年間獲皇帝召見前往

北京紫禁城，賞賜衣物與「六品頂戴」。至此彪馬社領導人就把此項清朝皇室服

飾當成權力的表徵而歷代沿襲。 

 

在《最後的女王》這本書，作者還不擅長多重對話位置的營造，因此一開始

就使用全知觀點來介紹彪馬社歷史。在巴代的描述下，彪馬社與荷蘭人及清朝官

員的互動並非上對下或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二元對立關係，而是平行關係，彪

馬社利用外來者的強勢挪用其資源與權力符號，讓自己的氏族與部落取得領導權

來號召統御其他部落。彪馬社被描述為擅長溝通與權謀，利用與外來者的合縱聯

盟來取得自己的優勢。因此女王使用清朝服飾並非放棄自己的文化去模仿他人，

而是挪用權力符號來立威。 

 

《最後的女王》一書中，連續兩代的女王西露姑與達達都與漢人結婚，並讓

漢人丈夫以女王名義取得部落實際領導權。這樣的跨族通婚是西露姑審時度勢後

的決策結果，顯示她在漢人移民人數逐漸增加的情況下，明白部落本身已無法保

持孤立，與其被漢人侵吞，不如刻意引進特定漢人，將其「部落化」，用漢人的

貿易長才、與官府的關係、農耕技術來保障部落可以存活下來。 

 

較晚出版的《暗礁》與《浪濤》二書，回溯較早發生的八瑤灣事件與牡丹社

事件。這兩本書開始呈現雙重與多重的對話位置與觀視位置。《暗礁》一書描述

八瑤灣事件，以宮古島人及原住民兩種觀點交織而成。八瑤灣事件係指附屬於琉

球中山王國的宮古島進貢商船因颱風擱淺在八瑤灣，上岸後與牡丹社及高士佛社

的「大耳人」相遇，終因誤會而在漢人村子裡兩方互殺，造成多起死亡。在此書

                                                      
7 關於「女王」一詞的來源與意義，本文稍後會再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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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住在山丘不識水性的排灣族人藉由目睹船隻擱淺，想像船隻與航行的意義，

並展開他們對「世界」的好奇。巴代經由創造宮古島人彼此的對話，帶出宮古島

屬於位於琉球群島的中山國，而中山國又是清朝與日本的朝貢國，在東亞海上貿

易具有樞紐的地位。循著以下的連結，讀者得以串連地方史、東亞史、世界史：

原住民排灣族>宮古島>琉球中山國>清朝與日本>全球海上貿易。 

 

宮古島人被殺後，經過三年日本政府以琉球人被殺為理由，登陸台灣東部擬

以軍事行動展開報復，這就是牡丹社事件與《浪濤》一書的內容。日軍攻佔台灣

東部，最後日、清簽訂條約，清朝賠款給日本、日本正式併吞琉球、清朝確認擁

有台灣主權。《浪濤》一書以日本軍人的視角為主，原住民次之；在日本軍人中，

又繼續分成政要、高階軍官、低階武士等多種身份，以對話方式呈現大歷史事件

底下的日常生活與人際互動。 

 

在此書中，日軍初抵台灣海岸時，並非立刻發動軍事攻擊，反而是雇用當地

漢人及原住民工人，幫忙在岸邊建築營區。不同部落基於自身安全考量，有些率

先與日軍形成和平聯盟，不介入日軍行動。如同荷蘭人與清朝並未被描述為壓迫

者，此書的日軍形象也非窮兇惡極的侵略者，而是眾多行動者中的一部份，與其

他行動者時而和平結盟、時而互相攻擊。根據史實，日軍聘用美國人李先得為顧

問，因此書中也出現美國人、英國人等角色。在軍事行動與和平談判中，在地漢

人及翻譯者扮演重要的仲介者角色，經由翻譯者讓說族語的原住民、說閩南語的

漢人、以及日本人、英國人、美國人齊聚一堂，展現多重語言。8 

 

（二）從爭取單一發言主體到編織多重對話位置 

 

從西方的冒險家與人類學者，到日治時期以來的人類學研究，原住民恆常處

於「研究客體」的狀態。戰後在漢人主導文化下，原住民仍然是邊緣人與「他者」，

因此原住民書寫者必須擺脫他者位置，回到發言主體。當代原住民文學在初期發

展階段，以第一人稱「我」來爭取作者的發言權。到了巴代這三本小說，巴代經

由原住民、漢人、清朝官員、荷蘭人、英美人、日本人等多重種族的對話，以及

貿易商、士兵、日本低階武士、官員、航海水手等不同階級與職業身份，創造一

                                                      
8 這部分的情節與場面描述深受《征臺紀事》一書影響。豪士・愛德華（Edward H. House）著、

陳政三譯，《征臺紀事：武士刀下的牡丹花》（The Japanese Expedition to Formosa）（台北：原

民文化，2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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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流動中的自他關係，也就是輪流擔任發言者與傾聽者。經由這套設計，作者有

能力去創造原住民與漢人對話與互相想像的互動模式，而這套模式應用在原住民

與宮古島人、原住民與日本人，更發揮了跨種族與跨地域的效果。 

 

讓我們先從《最後的女王》開始。此書主要的對話就是西露姑與她漢人丈夫

陳安生的對話，以及西露姑死後，長女達達成為女王，她與漢人丈夫張新才的對

話。在原住民女王／漢人丈夫的對話組中，談話主題都環繞著如何讓部落生存壯

大。男女雙方都以「部落」為共同關心點，也都認為要引進漢人的技術與人才方

能達此目標。但在此共同目標與手段的基礎上，達達與丈夫又有所差異。面對清

朝官府的威逼，部落是否正面迎戰？達達想的是部落實力的評估，而張新才第一

個反應是不要打仗以免影響生意，讓達達感到漢人的優先價值永遠是錢財。除此

之外，張新才並不以漢人身份發言，而是以「女王的丈夫兼部落領導人」的身份

發言。兩人經常提到「我們如何學習他們漢人」、「他們漢人很陰險，我們如何提

防」。漢人以缺席方式沒有直接發言機會，而是出現於對話中。張新才的漢人身

份被淡化，反而強調其融入部落生活以便領導部落。 

 

巴代在《最後的女王》一書，尚未發展出純熟的多重對話位置。荷蘭人、清

朝官兵、漢人等多重種族的登場大多以全知觀點交代。不過巴代擅長營造對話，

在此書中已見端倪。達達與丈夫、母親、部落眾人等皆有對話，但很少促成關鍵

性行動。反而是她的丈夫張新才主動買馬給達達騎乘，以便彰顯女王權威。「秘

密讀者」認為巴代未能探討女王的內心深處，但此書及其書名的弔詭就在於，「女

王」只是男性權力交鋒中的代理人，其實並無實權。 

 

本書書名為《最後的女王》，而其實「女王」一詞，具有特殊意涵，也令讀

者及研究者好奇，卑南族所謂的母系社會，也就是長女繼承，且結婚時是男性「婚

入」女性家中，這是否也意味著母系部落具有女性領導人？作者在書中明確表示，

女王是借來的詞彙，是「王爺」的女性版。而所謂的「王爺」，來自當年部落長

老被清朝皇帝召見並賞賜。卑南族對領導人的稱呼是「阿雅萬」，後來受漢人影

響，而有了「王」與「女王」的詞彙與觀念，顯示出原住民文化必然含有「文化

翻譯」的元素。若依「父系社會／母系社會」這樣的思考方式去探討卑南族的親

屬組織，從原住民相關網站得到的答案總是很明確：卑南族是母系社會。這樣的

答案其實簡化許多親屬構成的過程。對漢人而言，父系的親屬組織不只與婚姻、

繼承有關，也與政治制度上的父權相關；因此漢人讀者即有可能因為書中有歷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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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而認定卑南族為母系社會。 

 

從人類學者的研究及本書的描述可看出，卑南族具有由成年男性所組成的

「巴拉冠」會所制度，它既是一個具體的建築空間，也是部落成年男性討論公共

事務的場所，由「領導家系」來運作政治事務。年長男性藉由替部落男子舉行成

年禮而顯示其權威，而巴拉冠排除女性的參與，只有男性可以進入。甚至到了

1990 年代，普悠瑪（南王）部落，仍然禁止女性進入巴拉冠。9此書中，巴代不

斷地重構與解構「女王」這個頭銜及其意涵。女王不能進入禁止女性的巴拉冠會

所，因此她召集長老會議時遵守傳統不進入會所，改成在會所外面開會。但是由

巴代所再現的部落政治事務之運作，卻顯示陳達達很少主動講話，總是她的漢人

丈夫張新才與部落長老討論後，再問達達的意見。達達只能表示贊同，並無否決

權。 

 

雖然卑南族的部落政治是由「領導家系」形成的集體領導，名義上還是有特

定個人為全體領導者（阿雅萬）。根據馬淵東一(Mabuchi)看法，卑南族的繼承原

則可因每次特定狀況而傳承給兒子、女兒、甚至由巫師占卜。母系似乎是常規，

但變異太過頻繁，因此實際上是父系母系皆可的「兩可法則」以及具有「選擇性」

（非以血緣為原則，而是神喻）。10在小說中因而出現西露姑、陳達達這樣的「女

王」，但西露姑的位置傳承自父親，而非母親。許多原住民相關網站及書籍將卑

南族歸類為「母系」，又說「巴拉冠」成年會所女性不能進入，不但呈現親屬組

織與政治組織的脫勾，也將原住民部落視為靜態且可輕易分類。11書中這兩位「女

王」都和漢人男性結婚。西露姑的丈夫陳安生自己吸食鴉片，也將此習慣傳給西

露姑，最後她因長期吸食而死亡。西露姑丈夫陳安生與陳達達丈夫張新才都是番

產交易商，也是官府心目中的「頭目」，代表蕃社與官府互動。 

 

《最後的女王》是三本書中最早出版的，此書以原住民部落成員間的交談為

主，尚未發展出自我與他者的對話。到了《暗礁》一書，內容以宮古島人及「大

耳」人為雙重言說主體，互相把對方當成想像客體、猜測對方的動機與行為。全

                                                      
9 陳文德，〈文化產業與部落發展：以卑南族普悠瑪（南王）與卡地布（知本）為例〉，《考古人類

學刊》第 80 期（2014.06），頁 114。 
10 Mabuchi, T, “The Aboriginal People of Formosa”, in G.P. Murdock ed., Social Structure in Southeast 

Asia (Chicago: Quandrangle Books), 1960, p.p. 127-140. 
11 部落的政治組織與親屬制度其實一直處於動態變遷中，而非靜態的存在。見陳文德，〈「親屬」

到底是什麼？──一個卑南族聚落的例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87期（1999.12），

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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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第一章與單數章為宮古島人的視野，第二章與雙數章為原住民視野。兩者平行

發展，一直到全書中間篇幅（共 34章的第 17章）雙方才正式相逢。 

 

1971 年琉球群島中的宮古島，其進貢與貿易的船隻碰上颱風而擱淺於台灣

東南部八瑤灣，人員上岸後起初被原住民猜疑，後來原住民決定接待與照顧，卻

因言語不通產生誤會，最後雙方都拔刀互砍，造成雙方成員的傷亡。歷史上認為

的關鍵事件（原住民殺人）只佔據本書最後的幾頁篇幅，全書大部分通過原住民

與宮古島人的雙重視野描述「如何認識異己？」這個認識論的議題，也可說此書

探討「誤解」，到了《浪濤》一書，則以多方翻譯為方法，達成原住民與日本軍

方的互相理解。 

 

作者賦予原住民觀視主體的位置，從山丘上監視剛上岸的陌生人，以成員間

的對話顯示原住民的領土意識。「唉呀，闖進我們的地域，沒打招呼本來就不應

該，弄到最後打在一起了，火頭上誰管得了自己的脾氣？能不殺人嗎？這一點，

我可是不妥協的！外人就是敵人，不管是誰，該殺的還是要殺！」（頁 21）。在宮

古島人這方面，他們不斷猜測上岸後會遇見吃人的「生蕃」或「大耳人」。巴代

並未用「作者聲音」諷刺宮古島人的無知與偏見，而是很中性的呈現出遭遇船難

的當事人就是會這麼想。作者試圖保持平衡，呈現雙方的認知與行為，到了《浪

濤》一書，則偏向日本軍方與武士的觀點。 

 

在《暗礁》一書，雙方終於正式見面後，原住民招待晚餐，餐後吹起優美動

聽的鼻笛，這引起宮古島人內部不同意見的對話： 

 

「謠傳這些人是殺人吃人的大耳生番，可是，這樣的笛聲，這樣的歌聲，

分明是遠離戰爭殺伐的地方才產生得出的聲音啊。」一個商人說著，打

斷了野原的思緒。 

「的確是這樣的，讓人聽了都忘了所有的痛苦，或者所有不幸剛剛都割

除了。」（頁 241） 

 

「你這話就說得不得體了，音樂到處都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現，我

們宮古島自然有我們的歌聲樂器，你不能因為聽這些歌聲笛聲大為感動，

而看輕了其他的地方，甚至把這裡完全美化了，這也不過是大耳生番的

習慣吧。誰知道這是不是他們殺人前的儀式呢？」一個人插了話。（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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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作者讓宮古島人成為說話主體，呈現對原住民的印象：少部分時候是讚嘆肯

定，大部分時候是殺人吃人的負面刻板印象。雖然作者的筆觸盡量維持中立，但

經由宮古島人再三強調生蕃會殺人吃人，這樣的發言主體反而成為讀者的反思對

象，讓我們思考自己是否如十九世紀的宮古島人，對原住民的認知停留在很表層

的印象。另一方面，作者在宮古島人中創造了「野原茶武」這個角色，12他觀察

敏銳，對原住民文化很快就發展出欣賞與認同的態度。巴代在創造多重觀視位置

與對話位置時，常喜歡用局外人的觀點來表達對原住民文化的肯定。 

 

由於語言不通，又缺乏翻譯，其實本書大部分是原住民彼此交談、宮古島人

彼此交談，「文本內」的對話非常少，而是由提出雙方如何想像對方，讓讀者在

閱讀層次產生「雙方互動」的閱讀效果。當雙方在最後即將拔刀互相砍殺前，他

們終於面對面直接講話。雙方對峙時，現場原本有可以擔任翻譯的漢人，因為害

怕而躲起來。雙方各自用自己的語言表達高漲的情緒，展現作者多次觸及的溝通

與認識論的主題：「是否了解自己的不瞭解」。原住民高度意識到自己不瞭解對方，

所以先前做出許多善意行動。而宮古島人未能同樣地察覺自身欠缺瞭解對方的能

力，把針對對方的錯誤想像當成是正確的瞭解與判斷。這場認識論的展開，其核

心弔詭就是：知道自己不知道，才有可能跨出瞭解的第一步。 

 

到了《浪濤》一書，日本軍方在策劃進軍台灣前，就已派密探收集台灣島各

種地理、氣候、水文等資訊。雙方互動過程中，使用族語、漢語、閩南語、日語、

英語多語翻譯，呈現各方均有意識地努力瞭解對方。13當《浪濤》這本小說中的

日本軍官與下層武士對話時，看似雙方均為發言主體，但這又是作者巴代想像出

來的對話，作者在此書中多處流露對日本武士道的著迷，此時作者成為研究主體，

將歷史上真正存在的人物與虛構的人物當成其亟欲探究瞭解的客體對象，讓看似

二元對立的入侵者日本軍人與受害者原住民翻轉為在各自的位置上去想像對方、

想像對方如何想像自己。 

 

《浪濤》描寫牡丹社事件，作者以全知觀點描寫事件的背景及日本維新後政

壇的狀況。接下來作者以歷史真實人物樺山資紀（1837-1922）為範本，想像如何

                                                      
12 野原茶武為真實事件中的受難者之一。 
13 巴代以前的著作會使用羅馬拼音來書寫族語，並以漢語擬聲字來呈現閩南語。不過在《浪濤》

一書中，作者全部使用當代華文來交代日軍與原住民互動的多語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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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他與同儕、與下屬的對話，以對話來呈現日本人對於爭取功名、留下歷史定

位之英雄主義的崇拜。此書也大量描繪下層武士在明治維新後的尷尬處境：他們

被剝奪武士的正式職銜，又失去社會地位與養家活口的薪水，在此歷史轉型的夾

縫中，希望經由參加征討台灣遠征軍適應新式軍隊的生活，更期待打先鋒建立功

名。經由兩位下級武士的對話，作者顯示人物的焦慮情緒、時代轉變的失落感、

扭轉自身劣勢的慾望、對英雄主義的嚮往、對台灣及其原住民的好奇。經由數位

武士的對話，這場後人視為日本帝國主義擴張的入侵戰爭，被合理化與浪漫化為

發揚本已沒落的武士之道： 

 

     「我們有機會參加這個戰爭立功。」藤田新兵衛說。 

「你說的是戰爭耶，你怎麼說的好像我們要上京城參加慶典，那麼興奮。」 

「田中君，你是害怕打仗嗎？」 

「可是，軍隊建立了，目的就是要打仗啊。你想想，琉球那些屬於我們

薩摩的藩民被殺了，我們沒有為他們討回公道，也對不起我們當武士的

身分。」 

「武士？沒有武士了，都改稱士族了，藤田君還真是執念啊。」 

「對我來說是一樣啊，能有機會建立功勳，這也是你我共同的想望，不

是嗎？」（頁 73） 

 

「其實，我是真的想從軍。我參加佐賀的起義，是為了日本的振奮，而

今日遠征軍出征，也是為了日本的威望，我當然要想辦法參加。」（頁

81） 

 

《浪濤》一書奇特之處在於，雖然全書充滿多重觀點與對話位置，但原住民

的對話似乎不如日本武士之鮮明強烈。也許就量的表現而言，原住民發言機會並

不少，但牡丹社事件的主要觀視點是想要報國、建立功名的日本下層武士。作者

還創作了武士的詩歌吟詠及武士道的禪學精神，似乎相當迷戀武士道與英雄主義。

作者經由人物表達出「默」的精神。 

 

田中腦海突然升起了一個漢字「默」。 

田中回應這字義包括：寂靜無聲、暗地裡的算計，延伸出關於劍道的意

涵，則必須安靜沈穩，精準算計每一個步伐與出手的時機點。田中……

忽然升起了這個記憶又頓悟出這個道理。「默」的意涵除了安靜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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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將自身融進環境之中，讓環境因素成為力量的一環。現在如何利用

天色微弱的光線隱蔽自身行動，掌握周遭聲音適時隱藏自己發出的聲響，

那正是「默」的另一個更深層的意涵。（頁 249-250） 

    

從武士精神出發，又折射為日本武士對台灣原住民的讚嘆，認為他們體現了

武士道的精神。利用創造日本武士或軍人的觀點來肯定原住民，此種敘事策略在

台灣文學與電影中並不罕見。《1895》這部電影描繪甲午戰爭後台灣發生的漢人

抗日事件「乙未戰爭」，片中平行使用漢人觀點與日軍觀點，而日軍以軍醫森鷗

外為代表，以充滿磁性的聲音唸出他寫的日記，再配合畫面上美麗遼闊的台灣地

景與海景，由森鷗外發出讚嘆台灣美景的話語。《浪濤》一書也有類似的敘事策

略，經由英雄化、美學化、禪學化的武士形象，間接襯托出台灣原住民具有類似

精神。同樣地，作者也通過日本人的眼光，如此讚美台灣：「光是物種的豐富，

就足以建構數種獨一無二的世界級知識庫」（頁 262）。 

 

《浪濤》一書結構類似《暗礁》，將外來者與原住民的視野互相交錯。第一

章以及單數章描述原住民族各社之間的互動，第二章及雙數章描述日本軍方出兵

目的、過程、結果。全書結束於第十一章，也就是單數章，在此回到原住民觀點，

但是這最後一章內容與漢人有密切關係，描述一位原住民青年與漢人女性的婚禮，

似乎暗喻原住民的未來將逐漸與漢人融合。這是單看最後一章，在「文本內」的

層次，原住民與漢人終將有更密切的互動，而入侵的日本軍方如浪濤般來了又去。

但在「文本外」的層次以及「作者聲音」的層次，日本武士道成為殘而不絕的迷

戀對象。14 

 

但這最後一章的份量較輕，讀起來像「後記」，反而是倒數第二章〈鬼域冥

土〉，具有驚悚的閱讀效果。此章敘述重點是戰爭正式結束後，日本士兵卻大量

感染傳染病而死亡，並出現雇工人就地製作棺材的淒涼場面。作者所創造的日本

諸位士兵與軍官的對話，在此章並未形成多元觀點，反而是眾人一齊發出感嘆與

傷逝之情。在文本外的真實世界，史書以及一般人對牡丹社事件的認知是這場軍

事行動日方勝利，將清朝逼上外交談判桌，清朝提出鉅額賠款給日方，也結束清

朝與琉球的朝貢關係，間接承認日方對琉球的控制權。 

 

                                                      
14 此處係指台灣文學、文化、以及政治與社會領域，存在著對武士道精神的執

迷與興趣，最明顯的例子是前總統李登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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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實際參與作戰的日本士兵來看，作者經由士兵的眼光，認為這是一

場敗仗。他們從未看清楚番人的面貌、未正面交鋒、感染疾病而死於「鬼域冥土」。

從書中一路鋪陳武士道精神，到此章悲劇性的淒涼氣氛，雖然不無諷刺侵入者下

場的意味，但讀起來更多的是作者對武士與武士道精神的尊崇。作為原住民作家，

巴代一方面打破受害情結與反抗精神這兩項台灣歷史論述中的核心要素，創造出

有謀略、有談判能力的原住民人物，並將清朝、漢人、日本軍人去妖魔化。同時，

他模擬日本歷史人物，想像出報效國家的武士行為與精神，似乎流露出作者自身

對武士道的嚮往，再將之折射為對原住民戰士的肯定。換言之，若抽掉日本武士

的元素，原住民戰士顯得面貌模糊。  

 

作者使用後浪推前浪的浪濤意象，將日軍的行動比喻為時代浪潮中看似前進、

又終將後退的流水。這讓我們想到施叔青在《風前塵埃》一書中，以佛教的意象

暗喻日軍進攻原住民部落及統治台灣終究是〈風前塵埃〉，終將歸於虛無，但女

人的情慾記憶卻殘存不消。巴代同樣以浪濤的快速進退，讓日本帝國主義式的軍

事擴張，被武士道哲學覆蓋，留下雖死猶榮的英雄主義頌讚。作者雖然不譴責日

方的軍事侵略與殘暴行為，但是經由連接微觀的地方史與宏觀的世界史，讀者被

帶往世界局勢的探索，而非個別人物的是非評價。 

 

筆者將於下一節討論地方史與世界史的關係，並依據歷史事件發生之先後順

序來分析，因此首先探討《暗礁》一書，其次是《浪濤》，第三本是《最後的女

王》。 

 

三、地方史與世界史：大歷史邊緣的行動主體 

 

長期以來，官方歷史的書寫著重政權的變異更迭、帝王將相的事業、個別英

雄的崛起與沒落；民間與地方上的小人物或者消失、或者出現於稗官野史與民間

傳說。後現代與後殖民思潮的出現，使得大歷史與大敘述的重要性消退，出現書

寫民間歷史的熱潮與挖掘底層人民的聲音。台灣自 1980 年代以來，歷史研究從

中國中心轉成台灣中心，又繼續帶動地方文史工作者探索範圍更小、主題更細緻

深入的地方史。地方政府設置各種地方文學獎，也造成小說作家以地方史及地景

地誌為寫作題材，形成後鄉土小說的書寫路線。15 

                                                      
15

 後鄉土小說雖然著重鄉土空間的重新想像，但也將時間空間化，帶入地方史的探索。參見范

銘如，〈後鄉土小說初探〉，《臺灣文學學報》第 11 期 （2007.12），頁 21-49；陳惠齡，〈「鄉土」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16081692-200712-x-11-21-49-a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6081692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6081692?IssueID=62664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03030849-201003-201411130009-201411130009-8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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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代書寫的特點一方面呼應上述現象中對底層與邊緣發聲的重視，另一方面

則重回大歷史，想像重要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小人物如何以其有所為與有所不

為而發揮能動性，與大歷史匯流。不同於以往將地方視為被動地受外來大歷史的

接受者，只能單方面被影響，巴代在這三本歷史小說中，讓地方史與世界史產生

互動，互相影響。 

 

（一）《暗礁》：大歷史事件背後的日常生活 

 

巴代在《暗礁》一書的後記指出，八瑤灣事件向來只是牡丹社事件的背景與

舞台（頁 316），沒有受到多一些關注，扮演著「原因」與「前情提要」的地位。

而巴代則試圖想像意外與日常、劇變與常態之間的關係。 

 

過往的史書或當代歷史教科書在描述八瑤灣事件時，甚少著墨於宮古島人上

岸經過，僅以數字描述上岸結果：被原住民殺害。由此我們可看出，以漢人或日

本人為觀點的歷史敘述，在涉及原住民時一方面剝奪其主體位置，另一方面又賦

予他們「殺人」的能動性，並將原住民視為究責對象。巴代認為重大歷史事件或

一件殺人事件並非獨立發生，必有其發生的脈絡與過程。因此他以想像的方式，

呈現遭受船難者心情的驚恐，以及原住民面對外來者時初期的態度是謹慎保守，

防衛自己的領域不要受攻擊，而後則是以同情及友善方式接待宮古島人，最後又

因語言不通與各項誤會導致「雙方」忽然拔刀互砍。殺人行動在此書中被描寫為

原住民與宮古島人雙方都互砍，且不在雙方的預期中，而是在彼此誤會的狀況下，

瞬間發生武力衝突。 

 

官方歷史記載著重在「原住民殺害宮古島人」，而巴代小說《暗礁》一書，

鋪陳許多部落與外來者的互動，但實際的肢體衝突與意外殺人，只有四頁。此書

與官方記載大異其趣之處如下：（1） 不是一般人以為的原住民殺人，而是雙方

互砍，是意外事件；（2）篇幅只佔四頁，史書中記載原住民砍下許多人頭並帶走

人頭，在小說中未提及；（3）意外的導火線是「瞭解」與「不瞭解」二者的綜合。

雙方彼此語言不通，當宮古島人解釋自己為何背棄原住民友善接待而偷偷逃離現

場，當野原提出說明，原本雙方言語不通，野原卻偏偏提到「關鍵詞」是原住民

                                                      
語境的衍異與增生─九〇年代以降台灣鄉土小說的書寫新貌〉，《中外文學》 第 39 卷 1 期

（2010.03），頁 85-127。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03030849-201003-201411130009-201411130009-85-127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03030849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03030849?IssueID=201411130009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03030849?IssueID=201411130009


16 
 

聽得懂的，反而引發殺機。這些關鍵字句是： 

 

「我們都聽過台灣殺人吃人的生番，我們無時無刻不感到極大恐懼」野

原說。 

「生番？」卡噜魯聽懂了這一句，然後忽然爆烈地吼著：「我們生番怎

樣？你們又多了不起，吃我們拿我們的你們感謝過嗎？呸！」（頁 282） 

 

這短短的對話，說明原住民固然不瞭解外族語言，卻充分瞭解各方對他們的

誤解與刻板印象：「殺人吃人的生番」。如果沒有這句話的刺激，也許暴力就不會

發生。巴代在三本小說中，都提起荷蘭人以來，各種外來者與原住民相遇互動的

真實歷史事件。這些說明不只是提供歷史背景，也意味著原住民有豐富且成熟的

對外互動經驗，並非一看到外來者就直接殺害。 

 

根據歷史記載，高士佛社與牡丹社族人殺害宮古島人後，又將頭顱砍下，帶

回部落，屍體則由當地漢人就近埋葬，形成頭顱與身體易位的狀態。日後日軍侵

台（牡丹社事件），輾轉尋找這些頭顱，並設法帶回琉球。日方經由重新取得頭

顱擁有權與祭祀權，藉此宣示死者乃是「日本人」，奠定日方替國民報仇的正當

性。上述這些真實且戲劇化的過程，不論是《暗礁》或是《浪濤》都沒有提及。

《暗礁》一書絕大部分在鋪陳原住民及宮古島人日常生活的細節，而《浪濤》則

注重日本軍方的攻台動機、策略、軍事過程、外交談判結果。巴代避開尋找頭顱

的情節，可能是不願意強化讀者「原住民出草」的刻板印象。 

 

    正因為牡丹社事件在台灣史與日本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原住民殺人出草」

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原因」，巴代需更費功夫去化解單一的因果關係，將歷史重

新理解為「意外與日常」二者的擦撞火花。他對日常生活的描述包括自然環境之

地理地形、動物、昆蟲、植物，原住民的住屋、排灣族鼻笛吹奏、青年男女的求

愛過程、婚姻制度、部落公共事務。其中鼻笛部分就用掉整章（第十四章），此

章不只描寫鼻笛音樂的美妙，更包括所吹奏的曲調涉及多年前祖先率領族人遷移

的歷史。由此處我們可看出原住民對歷史的看法與再現方式與漢人大為不同。若

說歷史必然是「敘事」，那麼音樂具有「敘事」的功能嗎？音樂如何成為訴說遷

移史的載體？這方面巴代並未進一步說明。 

 

日常生活並不意味著部落處於孤立且靜態的狀態。藉由幾個主要原住民人物



17 
 

的對話，巴代表達出這些人對外界事務的好奇，極欲求取新知識與新技術，例如

耕種、貿易、漢語，但又不斷擔心過多外來影響是否損及部落的核心價值觀？主

要人物之一阿帝朋說道： 

 

「嗯，別說海上了，就算在陸地上，隔個山，我們恐怕也弄不清楚那些

在卑南覓的卡地步人怎麼活著，北方那些已經佔據平地的百朗真正是怎

麼過生活的，只能猜測或聽說來著。不同的族群總要有個接觸、溝通、

交往，才有可能進一步的認識啊。」（頁 74） 

 

同時，他們也擔心與漢人互動學習可能帶來無窮的慾望：「他們16更貪婪，想

要擁有更多的物品。但是，一旦我們的慾望變成他們一樣無窮無盡時，我們就得

學他們，就需要他們。」（頁 91） 

 

也許對許多讀者而言，《暗礁》一書過於平淡，缺乏戲劇性高潮與張力，且

殺人經過又只有短短的四頁。正因為如此，我們更加有機會反思被視為理所當然

的歷史思考方式：我們需要一個「事件」來當成複雜歷史過程的「原因」，這個

事件往往被實體化而失去本應是多重面向的權力關係及語言溝通的運作。單一化

的歷史思考把事件賦予一個主詞與受詞。原住民（生蕃）是主詞與加害者，事件

是殺人，宮古島人是受詞與被害者。主詞是文法上的一個位置，它未必保證發言

權與主體性。巴代小說的特點，就是把單一歸因的歷史事件之主詞找出來，賦予

原住民發言、想像、行動的主體。這個主體不見得是特定個人，而是一群人，在

對話過程中展現他們的視野、立場、生命經驗、政治判斷、愛情歷練。當我們能

把原住民視為主體──而非殺人的主詞，那麼關於他們的整體生活就不只是遇到

宮古島人並將其殺害，而是生活中的所有歷練。 

 

《暗礁》一書似乎不像歷史小說，但其實此書可以挑戰「歷史是什麼？」的

探問。歷史離不開人、活動、時間之流。巴代詳細再現了原住民身為人的價值與

尊嚴，他們猶如水面下的珊瑚礁，肉眼只可見到水面上的一小部分，而其實整個

浸潤海底的珊瑚礁形成生態系，支持跨物種的交流與共生，形成筆者所謂的「暗

礁主體」。 

 

                                                      
16 此處「他們」指「百朗」，也就是漢人。全書很少讓漢人直接出場發言，而是出現於原住民彼

此對話中。巴代這三本小說讓漢人以不在場方式被原住民提起，並以簡潔的對話表達原住民

對漢人的看法：不誠實、狡猾、陰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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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浪濤》：牡丹社事件與國際公法下的新興帝國主義式民族國家 

 

大多數台灣民眾與中國民眾都知道甲午戰爭，這可能被視為台灣歷史上最關

鍵性的事件。其實在更早之前，1874 年的牡丹社事件—日方稱為「征臺之役」，

日本第一次進軍台灣攻擊原住民部落，台灣命運從那時就開始走向一個新的階段，

成為日本覬覦的對象，而清朝也在牡丹社事件後加強對台灣的防守與建設，並採

取「開山撫番」的政策。這次的征臺之役受直接影響的原住民只有牡丹社與高士

佛社，其他番社保持中立。此役對日本意義更重大，因為它是日本明治維新實施

軍隊國家化與現代化之後的第一次對外進軍，也是日後日本走上擴張主義的開端。 

 

而日本進軍台灣的理由，就是發生於 1871年的八瑤灣事件，也就是《暗礁》

一書的內容。與其說宮古島島民被殺是「起因」，1874年日軍征台是「後果」，不

如說，日本在明治維新的過程中，將自身由地方諸侯統領的封建幕府時代與鎖國

時代，改造為現代國家，以「萬國公法」來理解國際關係與主權國家。日本經由

聲稱替被殺的琉球人討回公道──且琉球人是日本人，成功地實驗一場國際關係

的改造。這場實驗，就是把朝貢藩屬關係轉化為萬國公法中具有主權的民族國家

之間的關係。清朝被迫在此次事件中放棄傳統朝貢藩屬關係，將自身的傳統帝國

重新理解為主權與治權合一的民族國家。 

 

琉球歷史悠久、漢化頗深。明朝時是明朝的朝貢國，清朝時繼續維持朝貢國

地位，以此關係成為東亞海上貿易的重要轉運站。十七世紀薩摩藩崛起後，勢力

介入琉球群島，琉球也成為日本的朝貢國。在傳統的東亞國際秩序下，琉球這樣

的「兩屬」地位並不矛盾。朝貢關係固然有上對下的階序差別，但上國並無對下

國具有「主權」宣稱。清朝一國與多個朝貢國的關係是親疏遠近、有彈性與模糊

的關係，統治樣態多元化，內外的區分不似近代民族國家那麼明顯。而近代民族

國家則具備清晰的國界線與主權，內外區分具有剛性特質。不論是朝貢關係的琉

球，或是台灣東部的「生蕃」，對清朝而言都不具有清楚的內外區別並依各屬地

特性有不同治理方式。比如清朝一方面宣稱擁有全部台灣領土，又因為生蕃具有

自己的風俗習慣，因此乃「化外之民」，不受清朝統治。 

 

薩摩藩在十七世紀侵略琉球，後來逐漸增加對琉球的掌控，這種實質上的控

制，仍然不具有現代國家體系下所稱的琉球屬於日本「內部」。經由宮古島人被

殺，日本得以宣稱宮古島/琉球群島屬於日本，接下來以戰爭為手段，最後用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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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與擬定條約讓清朝放棄與琉球的朝貢關係，日本再將琉球併吞，使得琉球成

為實質上與法理上日本的一部份。這整個過程，是日本扭轉傳統的朝貢關係，以

「國家主權」的概念來處理琉球，並運用「萬國公法」的國際法概念與清朝談判。

17 

 

宮古島人被殺的八瑤灣事件，若非數年後日軍進攻台灣南部，這次的原住民

與外來者的「相逢」就沒有特殊意義了，也難以稱為「事件」。讀者從巴代的寫

作中已可得知從荷蘭人以來，原住民已經跟外來者「相遇」很多次。原住民與外

來者的接觸，除了荷蘭人、宮古島人、日本人，還有英國人與美國人。當然，最

頻繁且密切的是漢人移民與清朝官員。漢人定居下來，與原住民通婚，起初漢人

是番社內的少數人口並融入部落文化，久而久之，經由與頭目女兒結婚取得土地

與領導權，給部落帶來重大且深遠的改變。前述的歐美人士與宮古島人，則是發

生船難、船隻擱淺而上岸。十九世紀美國船隻羅妹號於台灣南部擱淺，船上人員

上岸遭原住民殺害，美國也曾派軍艦入侵，軍事攻擊結果並不順利，最後由美國

外交官李先得與原住民部落簽訂協定，保證以後船難上岸的外國人能受到保護。

此次事件清朝並未介入，而十九世紀美國對於亞洲，也許因為遠隔重洋，尚未採

取計畫性的軍事侵略與長期佔領的政策。上述的美國軍隊登陸台灣只是一時的行

動，不如日本的「征臺之役」具有以軍事為目的達成外交談判的長期意義。在此

次征台之役，日本軍方雇用美國外交官李先得為顧問，還邀請美國記者愛德華豪

士（Edward H. house）隨同報導，豪士之後寫成《征臺紀事》一書，18讓整個事

件不單是東亞區域日本與清朝的衝突，同時也涉及英美等國對此事件的態度。19

《征臺紀事》一書為巴代寫作的重要參考依據，書中許多場景取材自此書。20 

 

對於地處東亞的日本而言，明治維新後確立自身為民族國家，再以萬國公法

的概念，搭配清朝認為台灣生番為化外之民，得以讓日本視台灣東部為無主之地

而加以佔領。雖然戰爭後與清朝的外交協商讓清朝保留台灣主權，卻也得以讓日

本迫使清朝中斷與琉球的朝貢藩屬關係，同時把琉球人視為日本人，於某某年正

式併吞琉球，設立沖繩縣。在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的脈絡下，將自己的政體視

為「民族國家」，被想像成由同一的民族、語言、文化所構成的具有明確邊界及

                                                      
17 汪暉，《亞洲視野: 中國歷史的敘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04），頁 196-201。 
18 豪士・艾德華，《征臺紀事》。 
19 英國對日軍征台起初採觀望態度，後來擔心戰爭影響東亞貿易，改為反對，並禁止英國航業界

租借船隻給日本。 
20 例如《浪濤》一書中，日軍與部落頭目伊瑟見面會談的場景，見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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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的民族國家。但擴張性的帝國主義其實是西方民族國家的另一面，以侵略或

訂定條約的方式建立與亞洲、非洲的關係。在萬國公法的形式中，國與國的關係

是平等的，但建立條約之內容卻是不平等的。相反地，在清朝的朝貢體系中，清

國具有上位而朝貢國是附屬地位，形式上的階序格局帶來的也許是互惠的內容。

日本曾是西方條約的受害者；經過明治維新後的國力躍增，日本也想要效法西方

這種「不平等的平等」，以主權國家與民族國家的概念來定義自身以及日本與清

國的互動。琉球人被定義為「日本人」，日本政府有正當性替他們復仇，清國在

牡丹社事件後續的談判中，提供金錢賠償，放棄琉球為其藩屬國，並暫時保住對

台灣的主權。 

 

（三）《最後的女王》：東亞政治秩序的重組 

 

有別於台灣主流歷史書寫中的抗日史觀，《最後的女王》描述甲午戰爭次年

（1896），台東卑南族如何協助日軍登陸台灣，趕走清軍。當時的部落「領導人」

是卑南族女性陳達達，21巴代以平實手法描述陳達達為了部落生存而與各種不同

的勢力結盟。「部落中的眾人」是本書的主角，而非陳達達個人。這樣的敘事法

未將陳達達英雄化或神格化，凸顯原住民部落的公共事務乃是集體決策的過程。 

 

巴代在此書後記表示，他從小喜愛歌仔戲、布袋戲、京劇等地方戲曲，更深

深為京劇中的女將軍「梁紅玉」一角著迷。後來他有機會看到陳達達的史料，因

而決心以她為主角，寫出巴代自青少年起就有的「女英雌」崇拜，把陳達達看作

是卑南族的「梁紅玉」。儘管作者自陳其女英雌崇拜，身為讀者與研究者，筆者

認為巴代致力於描寫族群關係中的權力糾葛，陳達達並未被歌頌為權力無邊、武

功蓋世，反而在當下的原漢關係及原住民本身的部落關係中，受到許多限制以及

為突破限制而做出的謀略。這樣的呈現方式更能顯示歷史的複雜，遠勝對主角歌

功頌德，誇大其威力。 

 

甲午戰爭是日本於明治維新後第一次對別國的正式宣戰，並以現代化的軍隊

作戰。當時的清朝尚無由國家統一徵召、訓練、領導的軍隊，而是由個別政治強

人所徵召的地方武力，因而有湘軍（曾國藩領導）、淮軍(李鴻章領導)等稱呼。日

本在幕府封建時代，負責作戰的武士也同樣是聽命於特定將軍。從幕府時代到明

                                                      
21 卑南族的領導方式是以「巴拉冠」會所組織進行集體領導，而非單一的頭目。本書出現的「女

王」並無統治實權，詳見本文稍後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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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維新的轉型過程中，武士階級被廢除，形成社會上一群失業的人，造成社會動

盪不安。西鄉從道為了管理這群人，想出征臺計畫，讓這群人有報效國家的機會。

因此，征臺之役乃是現代化國家軍隊與下層武士的混和。《浪濤》一書也花費許

多篇幅描述武士的心情。這種新舊軍隊雜混的情形，到了甲午戰爭已不復見，日

本展現國家統一後軍隊管理的現代化，而清朝儘管花錢購買西方軍艦與各式武器，

卻沒有現代化的軍隊制度。 

 

根據西方學者龍恩（Lone）的看法，甲午戰爭不只是日本與清國兩個國家的

戰爭，更是日本有意識地在西方強權面前展示自己的實力，日本戰勝清朝也改變

了東亞的政治秩序。22 

 

不管是中國史觀還是台灣史觀，對甲午戰爭後日軍登台的後續發展，都抱持

抗日觀點，以紀錄史實的方式記載苗栗客家人吳湯興等人的抗日事蹟，這群人也

成為愛國精神下的英雄。 

 

主流史觀不只強調抗日，也隱含著漢人中心與男性中心的盲點。巴代在《最

後的女王》一書，打破漢人中心與男性中心的抗日史觀，提出三重的解構與重構：

從抗日轉而協日、以原住民為中心、把被淹沒的女性人物重新帶入文學與歷史的

舞台。李喬所寫的電影劇本《情歸大地》，正好與《最後的女王》形成強烈對比。

《情歸大地》以乙未戰爭中客家抗日英雄吳湯興為主角，女性的角色不是母親就

是妻子，她們擁有堅毅的力量支持男性的抗日行動。女性總是以大地之母的形象

出現，不惜犧牲自己來成全丈夫或兒子的行動。劇本中出現的閩南人，即使剛開

始嘲諷抗日行動者的天真不切實際，最後也都被民族精神所感召，投入抗日行動。

在抗日英雄主義的歷史想像中，日軍的形象是殘酷而邪惡的。這個劇本因而擁有

二元對立的「好人對抗壞人」的價值觀。 

 

當我們將焦點放在乙未戰爭與客家人抗日事件，我們看到的是單一事件，而

非台灣這塊土地上延續性的日常生活與巨變二者的交織互動。甲午戰爭之前的重

大事件是「牡丹社事件」，這種以重大事件為中心的歷史敘事法，使得歷史由一

個個單獨的「點」所構成，每個「點」有其主角與配角，歷史的本質容易流於單

一面向或同質化。《最後的女王》不只是以原住民為中心，提出原住民協助日軍

                                                      
22 Lone, Stewart, Japan’s First Modern War: Army and Society in the Conflict with China, 1894-95 

(London: Palgrave, 1994), p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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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台的另類歷史，同時也打破單一事件的歷史觀點，從多族群互動的觀點描述人

民的日常生活。在此書中，以及另外兩本，原住民從來就不是以純粹的、獨立自

主的方式出現，而是在多重族群互動關係中顯現。書中一開始的楔子就以全知觀

點介紹卑南族曾與荷蘭人合作尋找金礦，又利用荷蘭人之外來勢力讓自身成為區

域性的領導者。清朝期間在某某事件中協助清軍，族人因而受清朝皇帝召見，並

賜予皇室冠服。從這個開頭，讀者就可清楚得知，卑南族以自身部落的生存與壯

大為優先目標，外來者既非仇人，也非效忠對象，而是因勢利導，並無一貫的對

外政治立場。 

 

當漢人史觀頌揚客家抗日英雄之時，巴代卻告訴我們，在 1896 年的台灣東

部，由於島上的清軍尚未完全撤離，因缺乏薪資與糧餉而劫掠卑南族部落，卑南

族之「彪馬社」為了自身的生存而與日軍合作，對抗清軍。這不只是「抵抗／協

力」二種史觀之差異，更牽涉到「歷史性」的本質。《情歸大地》以及許多主流

書寫關注於單一事件，外來者是侵略者與加害者，本地人則是受害者與反抗英雄。

在《最後的女王》一書，原住民數百年來就與荷蘭人、漢人、日本人互動，在此

互動中有時是受害者，有時則利用外來勢力的槓桿操作，增加自己在原住民區域

的影響力。「原住民族」不是一個同質化的群體，而是許多小單位團體依循血緣、

遷移、通婚、貿易、戰爭、疾病等諸多因素而動態地組合 

     

《最後的女王》一書，不只是對既定的歷史書寫提出「補遺」的作用，而是

從原住民出發，啟動我們去觀察多重權力關係在歷史形成過程中複雜的糾葛。筆

者提議「以原住民為研究方法」，由此看出台灣與世界的互動。原住民一方面被

包括在臺灣之內；另一方面又因為語言屬於南島語系，所以又超出臺灣之外。原

住民長期位於社會最底層，歷次政權更迭中當權者以其原住民政策來確認統治界

線的有效性；因此從原住民出發，可以啟動最具活力的研究進路。甲午戰爭扭轉

了西方對日本的看法，也牽動整個東亞局勢，宣告日本帝國主義登上世界舞臺，

與西方帝國主義並列，更預告了日後韓國與臺灣殖民與抵殖民的歷史發展。 

     

若把李喬《情歸大地》與巴代《最後的女王》比較，23前者並未讓我們瞭解

1895 年之前的台灣漢人之日常生活樣貌，也無法讓我們瞭解是怎樣的社會脈絡

與動力造就苗栗客家庄吳湯興的英勇抗日，更不用說放棄抵抗、甚至主動迎接日

本軍隊的漢人，其動機與心態為何？當漢人抗日的歷史觀點成為主流，歷史也跟

                                                      
23 李喬，《情歸大地》（台北：客委會，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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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簡化為「事件」，有了加害者與受害者、英雄與惡棍。巴代歷史小說呈現出原

住民族內部的異質性，即使同屬於卑南族，不同領導家系仍互相競爭，並視每個

特定狀況而與其他部落或其他族群結盟。巴代小說的歷史性在於把單一重大事件

當作許多貿易網絡、族群互動關係網絡、文化交流網絡的「節點」（nodal points），

而非一個個孤立的點。這些網絡呈現出原住民的日常生活、行為模式、決策模式、

權力關係，使得歷史具有多重因果關係與多重結果。 

 

四、結論：以建立發言主體超越悲情與受害者身份 

 

巴代這三本歷史小說乍看下以單一時間線與寫實的方式呈現小說主題與內

容，讀來不免有枯燥之感，與著重後設敘述與多層次時間的後現代、後殖民新歷

史主義小說差異甚大。然而，巴代善於營造多重人物的視角，並以對話方式讓不

同背景、不同身份的人物表達其觀點。他一方面讓原住民掌握發言權，另一方面

也讓對立的他者有說話的權力。《暗礁》平行呈現出牡丹社／高士佛社的觀點與

宮古島人的觀點，二者各自想像對方，這樣的想像是否符合現實？此書因而探問

一個認識論的議題：「人與人之間的瞭解如何可能？」。作者把主流歷史上簡短的

一句「原住民殺人」及此句話背後的究責意味，翻轉成原住民日常生活的所思所

感，讓原住民成為具有思辯能力的知識主體，而最關鍵的殺人行動在此書中只以

寥寥數頁呈現，讓讀者把單一的殺人事件重新理解為跨文化與跨語言兩群人的相

遇與誤解。而「暗礁」不只是讓船撞毀的石頭，更寓意海平面以下珊瑚礁的生態

系，使得原住民主體猶如暗礁，必須浸潤於水中方可理解其豐富性。 

 

《浪濤》一書描述牡丹社事件，此書不似《暗礁》呈現平衡的兩方觀點，反

而略微失衡，以較細緻的方式呈現日本下級武士的心情、抱負、用武的哲學，透

露出作者對武士道的著迷。此書也呈現出當地人（包括漢人與原住民）在當時的

社會脈絡下，並無「日軍要入侵台灣」的概念，而是密切關注日軍的一舉一動，

盤算自己的利益是與日軍合作或是對立。書中也顯示軍事行動只是外交談判的前

置手段，真正的戰場是外交。作者因而寫出許多當時知名的日本政壇人士，如大

久保利通、樺山資紀等人，還有美國人李先得及最後參與調停日、清二國、協助

雙方訂定條約的英國大使威妥瑪。原住民並非國際關係中一枚被動的棋子，相反

的，原住民經由作戰、躲避、簽約等各種方式保護自己的家園。 

 

《最後的女王》是此三書最早出版的一本，巴代尚未在此書發展出不同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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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重對話位置。他以第三人稱全知觀點交代卑南族與荷蘭人、清廷官員、漢人

移民的互動，讓讀者充分瞭解原住民文化的混雜性。此書的對話仍然值得一提，

主要是彪馬社內部成員的對話，包括西露姑女王的漢人丈夫陳安生及達達女王的

漢人丈夫張新才，也就是融入原住民部落的漢人及其「內部性」與「外部性」的

雙重特質。此書也呈現出「女王」乃是文化翻譯的結果，讓我們瞭解到原住民文

化、親屬組織、政治組織、部落定義乃是不斷變遷的過程。 

 

巴代的小說重新詮釋歷史大事件，並將這些事件放在日常生活中無數的小事

件所堆積的行動法則。小人物與歷史邊緣的人物並非被動地接受外來的大事件，

而是依循當下自身所處脈絡來理解互動者，從而做出判斷與行為。這些判斷與行

為又進一步被對方瞭解或誤解，然後繼續做出回應（或不回應）。歷史是由各種

不同結構位置的行動者共同建構而成，也可能日後被遺忘，然後又重新被發現。

巴代的小說超越原住民的悲情與受害者身份，以同理心編織跨文化、跨語言、跨

種族的互動網絡。透過原住民，我們才能真正瞭解台灣歷史的錯綜複雜，以及其

不斷開放、容納新觀點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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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原住民資料列表 

Documentary 

Historical of first contact in Sydney, 1788-90: 

The First Australians (Episode 1, esp first 30 minutes), found he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V0vjJkLJkQ&list=PL5Pmr-23uQSV7IWVe5WJx1t

dp9ynihCNQ 

 

Websites 

First Nations Australia Writers' Network: 

http://www.fnawn.com.au/ 

 

Gooriweb. Contains excellent timeline, historical analysis of 20th century activism 

and protest 

https://www.gooriweb.org/ 

 

Academic study (both academics non-Indigenous): 

Writing Never Arrives Naked by Penny van Toorn (2007). Discusses how Indigenous  

Australians from a mainly oral culture first responded to, and then adapted, British 

modes of writing.   

Amazon 

https://www.amazon.com/Writing-Never-Arrives-Naked-Aboriginal/dp/085575544X/

ref=sr_1_1?keywords=Writing+Never+Arrives+Naked&qid=1571726621&sr=8-1 

 

Giving this Country a Memory: Contemporary Aboriginal Voices of Australia by Anne 

Brewster, Includes interviews with modern Aboriginal writers. 

Amazon 

https://www.amazon.com/Giving-this-Country-Memory-Contemporary/dp/1604979

119 

 

Novel 

Kim Scott, That Deadman Dance - winner of 2011 Miles Franklin Award for best 

Australian novel. Historical fiction. 

Amazon 

https://www.amazon.com/That-Deadman-Dance-Novel-Paperback/dp/B00YTK97UQ

/ref=sr_1_1?keywords=That+Deadman+Dance&qid=1571726885&sr=8-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V0vjJkLJkQ&list=PL5Pmr-23uQSV7IWVe5WJx1tdp9ynihCN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V0vjJkLJkQ&list=PL5Pmr-23uQSV7IWVe5WJx1tdp9ynihCNQ
http://www.fnawn.com.au/
https://www.gooriweb.org/
https://www.amazon.com/Writing-Never-Arrives-Naked-Aboriginal/dp/085575544X/ref=sr_1_1?keywords=Writing+Never+Arrives+Naked&qid=1571726621&sr=8-1
https://www.amazon.com/Writing-Never-Arrives-Naked-Aboriginal/dp/085575544X/ref=sr_1_1?keywords=Writing+Never+Arrives+Naked&qid=1571726621&sr=8-1
https://www.amazon.com/Giving-this-Country-Memory-Contemporary/dp/1604979119
https://www.amazon.com/Giving-this-Country-Memory-Contemporary/dp/1604979119
https://www.amazon.com/That-Deadman-Dance-Novel-Paperback/dp/B00YTK97UQ/ref=sr_1_1?keywords=That+Deadman+Dance&qid=1571726885&sr=8-1
https://www.amazon.com/That-Deadman-Dance-Novel-Paperback/dp/B00YTK97UQ/ref=sr_1_1?keywords=That+Deadman+Dance&qid=1571726885&sr=8-1


Claire G. Coleman. Terra Nulius, 2017. Historical fiction for the first half, science 

fiction for the second half. Brilliant! 

Amazon 

https://www.amazon.com/Terra-Nullius-Claire-Coleman-ebook/dp/B06ZYTHFCF/ref=

sr_1_1?keywords=Terra+Nulius&qid=1571726940&sr=8-1 

 

Essay 

Kim Scott, 'Covered Up with Sand' (2007), attached. Questions the conception of a 

'postcolonial Australia' from an Indigenous perspective 

已存放至桌面 

 

Anthology 

The Macquarie PEN Anthology of Aboriginal Literature (eds. Heiss and Minter), 2006 

Amazon 

https://www.amazon.com/Macquarie-Pen-Anthology-Aboriginal-Literature/dp/1741

754380/ref=sr_1_1?keywords=The+Macquarie+PEN+Anthology+of+Aboriginal+Litera

ture&qid=1571726985&sr=8-1 

 

Film 

Warwick Thornton (director), Sweet Country, 2018 - 1920s historical setting 

(colonial) 

Rachel Perkins (director), Bran Nue Dae, 2009 - Musical by Jimmy Chi 

(Aboriginal/Chinese heritage), 1969 setting. 

 

Play 

Leah Purcell (writer). The Drover's Wife. Dramatised rewrite of 1890s Australian 

colonial short story by famous Australian short story writer Henry Lawson which puts 

Indigenous characters back in the frame. 

https://belvoir.com.au/productions/the-drovers-wife/ 

 

https://www.amazon.com/Terra-Nullius-Claire-Coleman-ebook/dp/B06ZYTHFCF/ref=sr_1_1?keywords=Terra+Nulius&qid=1571726940&sr=8-1
https://www.amazon.com/Terra-Nullius-Claire-Coleman-ebook/dp/B06ZYTHFCF/ref=sr_1_1?keywords=Terra+Nulius&qid=1571726940&sr=8-1
https://www.amazon.com/Macquarie-Pen-Anthology-Aboriginal-Literature/dp/1741754380/ref=sr_1_1?keywords=The+Macquarie+PEN+Anthology+of+Aboriginal+Literature&qid=1571726985&sr=8-1
https://www.amazon.com/Macquarie-Pen-Anthology-Aboriginal-Literature/dp/1741754380/ref=sr_1_1?keywords=The+Macquarie+PEN+Anthology+of+Aboriginal+Literature&qid=1571726985&sr=8-1
https://www.amazon.com/Macquarie-Pen-Anthology-Aboriginal-Literature/dp/1741754380/ref=sr_1_1?keywords=The+Macquarie+PEN+Anthology+of+Aboriginal+Literature&qid=1571726985&sr=8-1
https://belvoir.com.au/productions/the-drovers-wife/


HERE AND ELSEWHERE: 
THE  REEF  SUBJECT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WORLD IN  
BADAI ’S  H ISTORICAL  NOVELS  
 

Fang-mei Lin, 

Professor,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 



THREE HISTORICAL NOVELS BY BADAI 

The Last 
Queen 

（2015）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1895) 
Indigenous 
perspective 

Reef 
（2015） 

Encounter between Ryukyuans and 
indigenous peope (1871) 

Double 
perspectives 

Waves 
（2017） 

Japanese armies invaded Taiwan (1874) 
Japanese 

perspective 



MAJOR CONERNS OF THIS PAPER 

1.The unique role of 
historical fiction 

2.How does his fiction 
present alternative 

views to mainstream 
historiography? 

3.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4.How does Badai 
imagine “the world”? 

5.Reef as a metaphor 



HISTORY OF TAIWAN (FORMOSA):  
SERIAL COLONIALISMS 

The Dutch 

The Qing dynasty 

The Japanese 

KMT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led by Chiang Kai-shek.) 

Until now: settler colonialism 



INDIGENOUS PEOPLE IN TAIWAN 

Belong to Austronesian languages 

Intermarriage with Han settlers 

Use Chinese to speak and write  

Extinction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and recent movement for  
preserving native languages 

Strategic deployment by Taiwanese nationalists to distinguish Taiwan 
from China by claiming Taiwanese have indigenous ancestors. 



THE UNIQUE ROLE OF HISTORICAL FICTION IN 
TAIWAN LITERATURE 
Two competing historical paradigms: China-centered vs. Taiwan-centered. 

Both share a common concern: resistance to Japanese colonialism. 

a symbolic power struggle over the definition of Taiwan. 

identity politics: Chinese, Taiwanese, indigenous, post-modern criticism 
of nationalism. 

All histories are contemporary histories. 



THREE TYPES OF INDIGENOUS WRITING POSITION 

An Utopian vision of pure, unpolluted indigenous culture. 

Protests against the exploit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by Han 
settlers. 

Badai: indigenous culture as mixed and having reciprocal 
influences with other cultures. E.g. Indigenous chieftain wearing 
Qing imperial constume. 



ALTERNATIVE VIEWS 

Baidai’s novels refer to many different places, ethnic and racial 
groups, and the formation of imperialism, coloni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different places. Border-crossing. 

Badai describes how indigenous people fight against or 
collaborate with each political regime according to specific 
situations. Resistance to Japan and patriotism are not his 
concerns. 

Mainstream historiography emphasizes resistance to Japanese 
colonial rule. People against Japan are presented as patriotic 
heroes. 

  



• resistance 
Han 

Ethnic groups 

• collaboration Indigenous 

Japan 

Last Queen 

Mainstream 

historigraphy 

1895-96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He uses multiple perspectives to represent indigenous people, 
Han people, the Dutch, Ryukyuans, and low level Japanese 
samurais. 

Mudan Incident is defined by Taiwan history textbooks as 
“Japanese invasion of Taiwan.” But in the novel Waves, Badai 
adopts a sympathetic view of low-level samurais who were 
surprised to find that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 were 
courageous and they could truly represent the spirit of Bushido.   

He describes events in Taiwan history from the framework of East 
Asian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shipwreck 

Ryukyuans 

and 
indigenous 

Incident 
of murder 

Japan’s 

military 

action in 

Taiwan 

Annexation 

of Ryukyu 

kingdom 

Reef Waves 

1871 

1874 

1879 

Taiwan Expedition 

Rykyu Kindom as a 

tributary state  



Sino-
Japanese 

War 

Korea 

Japan 

Taiwan 

Qing 

cause 

Consequence 

1895 

Japan became 

an Empire 

equitable to the 

West 



IMAGINATION OF THE WORLD 

He creates characters who exchange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world.” The world refers to the Dutch, Qing Dynasty, Han settlers, 
Japanes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sailing technology, military 
technology, trading goods, information of current events and 
ways of thinking.  

“The world” is less about space or political regimes than about 
systems of knowledge and networks of relationships in which 
indigenous people were active participants but doomed to be 
dominated by each new political regime. 

  



REEF AS A METAPHOR OF INDIGENOUS 
SUBJECTIVITY 

Reef can cause shipwrecks, and people blame reef instead of their own 
action of adventure and expedition. Indigenous people were blamed for murdering. 

Reef is invisible from land, and indigenous history has been invisible. 

Reef is not “one” nor “many;” reef is an eco-system with multiple species. 

Indigenous culture contain elements from different places and peoples. 

Lands are divided by oceans, but they are connected below water. 

Through indigenous history, different national history can be connected.  

 



CONCLUSIONS 

Indigenous history is not merely a supplement of mainstream history. 

Indigenous history provides us with a new frame of references to 
seek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ocal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Indigenous culture is not a passive recipient of foreign cultures; it ha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re-creation of traditions and historical 
heritages.   

Contemporary Taiwan writers and intellectuals use Austronesian 
imagination to invent a new way of connecting Taiwan to the world, in 
contrast to Western and American ima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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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U R S D A Y   28   N O V E M B E R 
 
 
REGISTRATION  |  8.30 – 9.00 AM 
 
 
WELCOME TO COUNTRY AND INTRODUCTION  |  9.00 - 9.15 AM 
 
 
SESSION 1: “The Historical Asia-Pacific” |  9.15 – 10.15 AM 
Chair: Associate Professor Hsu-Ming Teo 
 
1. “Here and Elsewhere: The Reef Subject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World in Badai’s Historical 
Novels” 
Professor Fang-mei L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 “The hinges of history” 
Dr Kavita Nandan, Macquarie University 
 
 
MORNING TEA  |  10.15 – 10.30 AM 
 
 
SESSION 2: “Cosmopolitan borders and crossroads” | 10.30 - 11.30 PM 
Chair: Dr Kavita Nandan 
 
1. “Crossroads of Cosmopolitanism: The Success of Thai TV Series Love Destiny” 
Associate Professor Asawin Nedpogaeo, National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NIDA) 
Bangkok Thailand 
 
2. “Cosmopolitan Borders of 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Spectre of Immobility” 
Dr Intan Paramaditha, Macquarie University 
 
 
 
 

KEYNOTE SESSION 1: 11.30 – 12.30 PM 
 

“Decolonial Elasticity in the Transnational Poet’s Travel Story: Creative-Critical Stopovers” 
Presented by Dr Merlinda Bob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hair: Professor Lily Rose T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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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CH   |  12.30 – 1.30 PM 
 

Book launch: Bridge, an anthology of short stories and poems from the English Lang and 
Literature Dept at IIUM Malaysia and Lahore College for Women University in Pakistan, and 
Nor Faridah Abdul Manaf’s Travel Poetry.  

 
 
SESSION 3: “The Philippines: discourse, diplomacy and domestic labour”  | 1.30 – 3.00 PM 
Chair: Dr Merlinda Bobis 
 
1. “Redefining the Kastila, Decoding the Hapon, and Pushing Back Against the Kano: Philippine 
Writing in Spanish Discoursing on Filipino National Identity, 1898-1945” 
Professor Wystan de la Peña,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án 
 
2. “Staging FilipiNoh: The Philippine Dimension of Japan’s Cultural Diplomacy” 
Associate Professor Amparo Adelina C. Umali, III,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3.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Foreign Domestic Labor: Filipina Domestic Labor in Singapore” 
Professor Lily Rose Top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AFTERNOON TEA  |  3.00 - 3.15 PM 
 
 
SESSION 4: “South Asian Disruptions”  |  3.15 - 4.45 PM 
Chair: Dr Thomas Baudinette 
 
1. “Disruption, Disappearance and anti-archiving in the age of India Rising” 
Dr Mridula Nath Chakraborty, Monash University 
 
2. “Anita Desai’s Clear Light of Day:  The Subsuming of Women’s Rights within those of the Nation” 
Associate Professor Jyoti Nanda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3. “The Mute Nation Speaks: Religious Minorities in Contemporary Nepali Literature” 
Prakash Subedi, Monash University 
 
 
SYMPOSIUM RECEPTION  |  5.00 – 7.00 PM 
Level 3 Recreation Room, Australian Hearing Hub 
Soft drinks and canapés will be served 
 
Special focus: Mascara Literary Review. Founded in 2007, Mascara features the work of 
contemporary migrant, Asian Australian and Aboriginal writers. In this short presentation, Mascara 
Artistic Director Michelle Cahill explains the journal’s focus on interceptionality and activism. 

 
Launch: Boey Kim Cheng’s To Gather Your Leaving: Asian Diaspora Poetry from America, Australian, 
the UK &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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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 I D A Y   2 9   N O V E M B E R  

 
 
SESSION 5: “Writing the Asia-Pacific” |  9.00 - 10.30 AM 
Chair: Professor Dennis Haskell 
 
1. “Cosmopolitan Rangoon & contemporary Rakhine state – how the politics of the authentic shape 
the intimate space of home” 
Dr Michelle Aung Thin, RMIT University 
 
2. “To Gather Your Leaving: Asian Diaspora Poetry from America, Australian, the UK & Europe” 
Associate Professor Boey Kim Cheng,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3. “Asian Modernisms: Rupturing the Narrative Frame” 
Michelle Cahill,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MORNING TEA  |  10.30 – 10.45 AM 
 
 
SESSION 6: “Writing global and local lives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 10.45-11.45 PM 
Chair: Michelle Cahill 
 
1. “The Maidan Revolution of Dignity and creativity in the Australian-Ukrainian literary field” 
Dr Sonia Mycak,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 “Stories of our place: local history as life writing” 
Janine Irvine, Massey University 
 
 

 
KEYNOTE SESSION 2: 11.45 – 12.45 PM 

“Writing Reformasi in real time: memoir as miniature, melancholia as political praxis” 
Presented by Dr Beth Yahp, University of Sydney 

Chair: Professor Nor Faridah Abdul Manaf 
 

 
 
LUNCH |  12.45 - 1.45 PM 
 

Book launch: Professor Satendra Nandan’s new volume Gandjianjali  (celebrates the 150th 
birth anniversary of Mahatma Gandhi(1869-1948). Launched by Professor Dennis Hask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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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7: “Malaysian and Singaporean disruptions and diasporas” | 1.45 – 3.15 PM 
Chair: Dr Beth Yahp 
 
1. “Exploring Steven Tan’s Magic: Malaysian digital creativity, Malaysian Identity” 
Professor Nor Faridah Abdul Manaf, International Islamic University Malaysia 
 
2. "Hip hop and Rhyme Across the Ocean" 
Dr Carlotta Abrams, Independent Scholar 
 
3. “cultivated,/ Wild, exoti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Poetry of Shirley Geok-lin Lim 
Professor Dennis Haskell,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AFTERNOON TEA  |  3.15-3.30 PM 
 
 
SESSION 8: “Japanese poetry and popular culture” |  3.30 – 5.00 PM 
Chair: Dr Intan Paramaditha 
 
1. “The Poetics of Poetry Translation: Internationalising contemporary Japanese poetry” 
Dr Cassandra Atherton, Deakin University, and Professor Paul Hetherington, University of Canberra 
 
2. “Creative Misreading Across the Asia-Pacific: Transnational Japanese Popular Culture and Queer 
Utopian Consumption” 
Dr Thomas Baudinette, Macquarie University 
 
3. “Looked after by robots rather than immigrants(?)” 
Dr Mio Bryce, Macquarie University 
 
 
CONFERENCE DINNER  |  6.00 – 9.00 PM 
Macquarie Room, Macquarie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 
99 Talavera Road, Macquarie Park 
 
Poetry rea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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