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形勢下臺灣的外省人前途何在？ 

湯元智 

  

讀完 178 期何平的文章，「外省人」：拋棄惆悵掌握契機（http://www.us-

chinaforum.com/27599369133554222727/previous/2），令我，一位臺灣第二代外省人，有許多

感慨，我並非專業學者，離台亦久，,謹願能盡一己所學所知，呈獻給大家一些不同的視角觀察認

識今天的臺灣,俾能對祖國統一大業有所助益。  

一.   理論方法 

我不同意「族群」這個臺灣習慣用語的提法。 「族群」一詞來自英文「Ethnicity or Ethnic Group」 

的翻譯，它有嚴格的定義，而非以訛傳訛，人云亦云。 大家不妨上網到 Wikipedia 查找便知。 

族群組成國族，國族是構成近代「民族國家」的基礎。 所謂臺灣包含四大族群或幾大族群，其意

指它們構成臺灣國族，也意味著臺灣是一個 Nation State，我們能同意嗎？ 當然不能！  

我也不同意今天的臺灣擁有一個多元社會。 某些人之所以喋喋不休，不斷強調多元，不過是要對

比于「他們中國」的一元單調，以突顯「我們臺灣」有別于中國，臺灣不是中國。 這裡的潛臺詞

Implication 正是臺灣獨立。  

臺灣所謂的「多元」訂定標準粗糙低劣，如果放置到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徒然引人噴飯，淪為笑

柄。 因為在大陸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區域，其人口組成，不僅有來自五湖四海，形形色色的各地

漢人，更有像新疆維族以及非洲黑人這樣人種學意義上的不同種族。 所以，以臺灣訂定的標準來

衡量，到底何者更多元？ 臺灣乎？ 大陸乎？ 在臺灣已成定論的多元說是完全經受不起現代遺傳

學，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等等多門社會科學的論證檢驗。 越是誇誇其談多元，越是貽笑大方！ 

我更不能同意已在臺灣廣泛流傳經年的「外來政權」說，「海洋文明 vs 大陸文明」說等等不一而

足的奇譚怪論，為台獨史觀張目。 台獨史觀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對歷史的重新解釋來證明台獨目標

的正確性。 而台獨原本就不是理性的產物，又如何能遵循理性思維方式，論證得出符合理性的結

論呢？ 台獨和與它唱和的台獨史觀，究其實，不僅顯示它對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茫然無知，

更暴露出它們非理性，反歷史的虛無主義傾向這類深層次的方法論和認識論的重大理論問題。 如

此偏執狹隘觀點，既 irrational 且又 ahistorical,居然能在臺灣佯裝學術研究，成為知識界的顯學，

實則是對人類理性思維的褻瀆。 此等挑釁，大陸理論界必須起而予以迎頭痛擊，以正視聽，還我

學術尊嚴。  

上個世紀德國納粹主義試圖以各種理性思維的學術理論（包括那位哲學大師馬丁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 和最後一位古典音樂大師理查施特勞斯 Richard Strauss）來證明他們那個非理性，種族

主義觀點的正確無誤，甚至不惜發動戰爭，實行種族滅絕，最終帶著全國全民走向毀滅。 今天鼓

吹那些等同納粹主義的非理性無歷史的台獨偏狹觀點，雖在臺灣大行其道，但在它付諸實踐時，

其命運必將是步納粹後塵，挾持全臺灣一起走向徹底毀滅！ 難道這就是臺灣與臺灣人民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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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眸歷史 

略微通曉中國國情和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因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地域偏見以及省籍矛盾在我

們中國不僅今天仍然廣泛存在，而且自古有之，臺灣的經驗並不特別的 Unique。 試舉一例： 

西晉末年發生了「永嘉之禍」，五胡亂華，中原板蕩，大批北方士族豪門帶領族人部曲跟隨晉室

遷徙避難，從北方中原移居江淮江南，此即所謂「衣冠南渡」，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向南

方的移民運動 (有別于造成羅馬帝國滅亡的 Volkerwanderungen) ，涉及人數達幾百萬之多，占當

時中國總人口的五六分之一。 新立于江南的東晉政權既為了安置移民，也為了鞏固統治基礎，在

當地廣設僑州郡縣，不貫上新名，而是保留沿用了移民原居地的地名。 這就是為什麼琅琊郡明明

位在今天的山東臨沂日照青島地區，但熱播的「琅琊榜」劇中卻影射琅琊山在今天的安徽省，招

來一幫無聊文人好一陣子的考證。 而僑州郡縣的僑民得皇帝特別恩准，享有僑居期間無需繳納賦

稅，免服徭役的特權，直到北伐成功，恢復中原回歸故土為止。 差別極大的徵稅服役政策引起土

著居民的不滿，嫌隙漸生，終成變亂之源。 此等困擾，貫穿東晉南朝將近三百年曆史而不得解，

直到隋文帝滅掉南陳，全國重歸統一，稅役均擔，亂源方止。  

此外，幾百年後的趙宋政權南遷杭州後，與江南地方勢力由對立到融合，也是一個頗為值得研究

的例子。 蒙元治下，數以百萬計的中亞和西亞人移居中國，後經歷漢族明朝統治，逐漸形成了日

後的回族主體，至今漢回依然有別，相處卻見和睦。 而終有請一朝，全國各地旗營旗兵到滿城再

到與當地普通居民混居融合的演變更是無庸贅言，離我們並不那麼遙遠的絕佳範例。 凡此例證，

多如過江之鯽，不勝枚舉。 

 

三.   背景緣由 

1949 年蔣介石帶了兩百萬大陸人敗退到了臺灣，這在中國歷史上也算得上一次大規模的集體遷徙

運動了。 這群來到臺灣的大陸人有幾項特質值得一提，它們推動日後臺灣歷史，影響深遠。  

首先他們都是天經地義的中國人，近二十年來困擾臺灣的國家認同問題，從未出現在他們的頭腦

中，認同中國也絕對不會是個事兒 (Issue) 。 另一項特質就是，雖然他們丟了大陸敗退臺灣，卻

仍然自視為法統的合法擁有者，共產黨叛亂竊取大陸，他們雖退處臺灣一隅，但戮力以搏的就是

要維持住正統地位。 此外，絕不容忽視的是他們反共仇共的心態。 我們，尤其是大陸方面，觀

察這些人時，切忌以偏概全，只注意到他們國家認同的一面，忘了他們堅決反共的另一面。  

于右任在大陸上頗得同情，對他的評價都來自他滯留臺灣十餘年間書寫的一些思念親人，懷戀故

土的感傷詩詞作品。 其中最廣為流傳的就數那首他去世前一年寫下近乎絕筆的「國殤. 望大陸」

（附錄一）。 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自知行將就木，卻難圓歸鄉之夢，哀痛至極，發出了這樣的

悲鳴，大陸同胞同情右老晚景淒涼的遭遇，讀後無不潸然而淚下。  

但世人或許忘了五十年代臺灣一首反共歌曲「山河戀」，據傳取自老人同名詞作（附錄二）。 同

一個于右任，既有他思念故國，情不能已的一面，亦有他鼓吹反攻大陸，收復山河，凱旋而歸的

一面。 



四.  背叛党國 

這群外省人滯留臺灣多年，回不了大陸，生命日漸凋零，到今天悻有存者已是寥若晨星。 他們的

下一代絕大多數出生在臺灣，是所謂的外省人第二代。 這些人的特點在於有相似的成長過程。 

話劇「寶島一村」的描繪，出於戀舊情懷，過度美化那段崎嶇經歷。 從出生到成年，生活經驗倨

限臺灣一隅，未曾涉足大陸，和他們的父親那輩人有著極大的不同。 即使如此，受到上一代深刻

影響，繼承了一些基因，包括認同中國，只不過已稍起微妙變化。 他們的認同不再是毫無保留，

「中國」不再是毫無懸念了。 昔日父輩身上帶有的中國基因有所減損，反共的一面反而得到加強，

對中國的疏離感開始在這一代外省人中慢慢滋長起來。 其中不少人日後成為「中華民國派」，就

是把中華民國從中國抽離出來。 既然中華民國跟中國是兩個相互排斥的概念，繼承正統的使命也

就無所謂了。 這就是李登輝 90 年代順利完成修憲，明確放棄大陸法統的一個重要背景。  

宋楚瑜，馬英九，胡志強，郝龍斌這等人的名字為很多關注臺灣事務的大陸同胞所耳熟能詳，他

們全是當年蔣經國精心栽培作為接班人的外省二代精英。 蔣死後，這些人搖身一變，都成了「中

華民國派」的幹將，密切配合李登輝鬥倒老一代外省當權派，助李登上權力高峰。 當李登輝出於

權力鬥爭需要，高喊「外省人的党，欺負本省人的總統」，不惜挑起省籍矛盾，加劇本省人對外

省人的公然仇視，這些外省二代精英的「中華民國派」，竟裝聾作啞，視若無睹，被李收買，高

官厚祿，賣身求榮，為虎作倀。 

在大陸上擁有不少粉絲的龍應台則是手撑「中華民國派」意識形態大蠹之人，「國民黨」「中華

民國」經過她的全新定義而得以重獲新生。 她的地位，有如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的戴季陶。 

北伐完成後中國國民黨的党國一體化，戴氏起了重要作用。 神化孫中山，他居功至偉，並且提議

將孫中山的「諡號」由一党之「總理」（諡號獨一無二，從此党首不得再稱總理）晉升為全國之

「國父」。 他創作了「總理紀念歌」詞，「國旗歌」亦是出自他的手筆。 後任國史館館長，權

位雖不在顯貴冠蓋之列，卻是為黨國立心立命的靈魂人物。 龍某游走于民間文化人士政府部局長

官不同身份之間，廟堂山林，不論何處，念茲在茲的無不是如何為當代國民黨以及「中華民國」

重立心命，固守意識形態高地，妄圖繼續與大陸頑抗到底。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這類新反共旗手

何以受到不少大陸知識界人士的熱捧？ 奢言統戰此等人物，無異與虎謀皮，徒遭龍某等人恥笑而

已。 

 

五.  背叛民族 

他們之中，更有甚者，由反共進而反中，極力附和台獨論調，為其搖旗呐喊，向其輸誠表忠，乞

求台獨基本教義派能赦免那個上一代帶給他們的所謂「外省人原罪」。 戴明瑞，李登輝愛將，任

其秘書長以及駐教廷使節等官職。 當是時，在李某的刻意挑唆操弄下，島內本外省籍對立情緒達

到空前尖銳程度，外省人遭受全社會輿情公論的汙名化壓力，有如排山倒海般襲來，實為 1949 年

以來之僅見。 此時的戴某不思增進和諧之道，竟然大肆妄言講臺語要比講國語（普通話）來得更

暢快淋漓，更接地氣。 在身份認同上，他更極盡污蔑否定中國與中國人之能事，心甘情願做臺灣

人。 蔣經國當年的教誨：「我是個中國人，也是個臺灣人」，早被拋到九霄雲外。 陳水扁大學

同窗摯友陳某，名氣雖不如政客響亮，今天或已被人淡忘，但他爺爺當年在大陸上可謂道德文章



名聞天下的國士。 就是那位長年追隨蔣介石，任蔣文膽，懷報知遇之恩，一生愚忠，最後落得以

身相殉党國敗亡的陳佈雷。 陳某為佈雷長孫，取名師孟，寓意師法孔孟，繼承道統。 但陳某因

反蔣而反國民黨，進而反中，終至反華。 如今在臺灣已然成風的去中國化運動，其實陳某就是當

年最重要的一個始作俑者。 其祖生前飽讀孔孟聖賢之書，其孫卻絕仁棄義，戕害孔孟之道，不知

所學何事。 有此後人，祖先地下有知，尚能「而今而後，庶幾無愧」乎！ 辱沒佈雷先生家風門

第，玷污文文山公丹心正氣，陳某卑劣鄙行，無容天地之間，更為我輩讀書人所不齒！  

前華視主持人李豔秋赴五指山謁亡父陵後著文一篇，抒發胸中感懷憤慨：「我的身份認同，由我

自己決定——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而驕傲」文章雖短，卻足以傾吐這位知名的外省人二代遭受到

極度摧殘的內心世界。 她那刻骨銘心的傷痛哀怨，又豈是任何一個同齡本省同胞所願理解，又如

何理解得了的呢？ 

慽慽我心，猶待撫平，洪素珠事件爆發了。 扭曲的本省人再加上扭曲的外省人，撕裂又再撕裂的

臺灣社會。 那具沉重無比的原罪十字架，壓得背負它的外省人已無暇喘息，但卻能導致整個臺灣

社會集體自虐虐人，自殘殘人，樂此不疲，不知要待何時方能解脫？ 更不知所付代價將會何等的

高昂？ 

 

六.  救亡圖存 

已淪為臺灣社會替罪羔羊的外省人不全然都是一些反共保台，與台獨同流合污，或是只知泣訴的

深閨怨婦。 面對國民黨瀕臨土崩瓦解之勢，再也無力維護外省人的權益，他們唯有自保自救一途。 

一向溫馴平和安份守己，唯國民黨馬首是瞻的外省人群體中，出現了具有 政治訴求的幾股力量，

其中較引人注目的當屬張安樂和他手創的中華統一促進党。 人們更為熟知的是張安樂的別名白狼

以及他的黑道幫派背景。  

張在外省二代，尤其是眷村出生的外省二代中，極具代表性。 當年的眷村裡，一半的孩子勤奮讀

書，力求上進，小學中學大學留學，在求學征途上，一路過關斬將，始終是同村兒童效法的模範。 

另一半或因學習成績不佳，或因父母管教不當，進了中學後開始混太保，成天打架滋事，被社會

視為不良少年遭到遺棄。 後來他們其中很大一部分繼承父業從軍去也，成為六七十年代臺灣軍隊

中下級軍官和士官的最大來源。 另一部分則流入社會求生拼搏。 如若當年開放黨禁，竹聯幫完

全可被視為外省二代眷村子弟党。 如今，臺灣形勢已變，張安樂等人亦改頭換面，以名正言順的

政黨組織再次出現。 他想保護，以及他應該保護的，已經不是原來那一小圈子外省眷村子弟，而

必須是為包括三代甚至四代在內，占臺灣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的全體外省人民的尊嚴與希望而請命。 

張安樂君能否因緣際會，成就一代英雄，能否堪此時代重托，吾人唯有拭目以待了。 

回顧中國國民黨歷史，不免覺得諷刺。 打自興中會起，它便完全依賴民間社會底層的地下會黨來

幹革命。 唯一一次有眾多同盟會知識青年同志參與的 1911 年 4 月廣州之役，以失敗告終，同盟

會精英損失慘重，幾乎一蹶不振，內部鬧得要拆夥。 難得武昌起義成功，挽救了同盟會的命運。 

但新軍加入革命党，仍難免不托鄉情會黨關係之福。 一百多年後，淪落到臺灣的中國國民黨難道

還得靠幫派分子方能救亡圖存，起死回生？ 對那些外省二代精英們而言，因為他們全是一群自私



無能不爭氣的窩囊廢，以致今天在臺灣，要談及何人才有希望能解救他們以及他們下一代乃至全

體外省人于倒懸者，大家目光竟然不約而同的投向當年在眷村裡那一幫他們瞧不起的壞孩子，在

社會上為他們所不齒的黑道份子。 造化作弄國民黨至此，豈不又是另一種諷刺。  

 

七.  出路結語 

龍應台的「1949 大江大海」觀點狹隘，立論偏頗，源于她受困意識形態，思想體系具有高度的封

閉性和排他性。 所以她一葉障目，根本毫無能力客觀公允的觀察到海峽對岸的真實情形。  

游走南方各地特別是閩粵二省之際，多次注意到一個特殊人群。 他們出生成長在南方，語言乃至

生活習慣與當地人無異，但他們都牢記他們的父親可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 六十多年前，來自山

東河北東北的解放大軍一路向南追擊敗逃的蔣介石，一直追到南方海邊。 緊跟其後一起行動的還

有上百萬的南下幹部，他們絕大多數都在當地留了下來，娶妻生子，安家落戶，到今天已繁衍了

二代三代甚至四代，人數估計應有好幾百萬之眾，不下於在台的外省人數。 閩粵兩省當地人私下

戲稱這群北方人的後代為「北仔」「北方佬」，他們也欣然受之，不以為忤。 

頃刻之間，茅塞頓開。 居住在海峽兩岸的人民，不論是外省人或是北仔北佬們，原來大家系出同

門。 你我都來自 1949 年那場因內戰而起的中華民族大遷徙運動。 海峽此岸的外省人如願拋棄上

一代的嫌隙，敞開胸懷，不再自我放逐躲閃逃避，能不對海峽彼岸的那群北仔北佬們心生好奇，

一探究竟他們的特殊來歷嗎？ 雙方能不彼此相互傾訴幾十年間一路走過的家庭人倫悲歡離合，與

當地居民相處融合的喜怒哀樂嗎？ 相隔逾甲子，識君在今朝，原來你我一向以來都在共同書寫我

中華民族歷史的最新篇章。 德不孤，必有鄰，臺灣的外省同胞們，我們能不為我們新的歷史定位

而歡欣鼓舞嗎？ 能不為我們重新匯入中國歷史的主流而感到前途一片光明嗎？  

  

附錄一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 大陸不可見兮，惟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 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 

  

附錄二 

國恨未雪，豈可彷徨。 回憶起錦繡山河，一刻不能忘。 赤焰遍地，故鄉可如常。 

那長白積雪，那北海畫廊。 那廬山五老，那西子游舫。 那浩蕩的洞庭，那燦爛的敦煌。 我憶起

了長城黃河，我憶起了五嶽三江。 



今遭惡寇淩辱，今遭惡寇淩辱，怎不令我心傷，怎能使我遺忘。 

緊牙關，挺胸膛，頭可斷，血可淌，中華中華，永遠不能忘。 何時凱旋歸去慰我白髮爹娘。 

收拾破碎山河，重整桑梓家邦。 願我大中華，萬世康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