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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項 研究動機 

台灣區域地理的研究對象，向以鄉村與都市的屬性劃分，對於同時具有都市

和鄉村性質的鄉街，通常也被視作鄉村地區來探討。在台灣的區域研究中，利用

學術性的觀點，有系統切入鄉街區域研究的學者，首推富田芳郎對台灣各鄉村與

鄉街的深入調查。富田芳郎曾經針對台灣鄉村聚落發展的成因與類型做過剖析，

也對台灣南北各地鄉街作結構性的調查，分析其發展動力、功能特色，以及整體

鄉街的特徵和內部街道型態發展等1。由於鄉村聚落變化性較為遲緩，前者的研

究可以看作是對台灣聚落早期發展的呈現；而後者則以當時鄉街市鎮的發展面貌

為重要的分析對象。因此，這一系列的研究調查，也就反映出日治時代台灣市鎮

的發展狀態。在對這些鄉街市鎮發展的分析中，富田氏相當注重內外部環境因素

與鄉街發展的關係、街區內部結構的演變及以功能角色推估未來發展，甚至和台

灣其他的鄉街作比較；不過因為有對各鄉街一一分析研究的基礎，即使富田氏嘗

試歸納出當時台灣鄉街整體的演變趨勢，其說明仍多以個別鄉街作為個案，故其

研究重心可說是累積「點」的研究成果。 

其後對台灣鄉鎮體系的研究不乏地理學者的投入，且在分類與發展的動力分

析上，提供了全面性的觀照。例如陳正祥對台北、高雄、台南等 12 個都市外的

88 個鄉街進行半個世紀發展趨勢的分析，提供戰後台灣鄉街發展更明確的空間

動態趨勢2。繼而，施添福在《台灣的人口移動和雙元性服務部門》一文中說明，

為了瞭解台灣內部區域發展不均衡的原因，乃朝人口移動著手，來分析人口空間

的分佈特性3，並開始分析清代台灣市鎮的空間特性，繼而理出日治時代、光復

後之都市、市鎮發展的空間趨勢，作為理解人口移動方向的線索。他指出在日治

時代的人口移動，一為鄉村或土地資源指向的人口移動，一為都市非農就業指向

的人口移動；而光復後都市指向的移動，已經全面性取代鄉村指向的人口移動。

因此，該研究在探討台灣人口移動的空間過程中，也相對的為全臺都市體系發展

提出「面」的分析。 

                                                 
1 富田芳郎，《台灣鄉鎮之地理學的研究》，頁 1-75；<台灣聚落の研究—後篇：台灣の町>，《台
灣文化論叢》，頁 189-221。 
2 陳正祥，<台灣農村之街>，《台灣大學農學院研究報告》第 3卷第 2號，頁 63-95。 
3 施添福，《台灣的人口移動和雙元性服務部門》，頁 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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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對於台灣區域研究的範疇，不管是貫時性的區域發展脈絡，或是顯

著議題的切入，已逐漸著重於探討區域內外部的影響機制，並嘗試連結「點」與

「面」的彼此作用。「點」為區域本身條件的展現，「面」為各時代特定社會或政

策條件的牽動，在兩者彼此的互動下，區域本身的特性遂漸漸成型或轉型。但這

些以「點」和「面」所對應出來的區域研究成果，多著重於各地方區域內涵的呈

現，而少有由區域特性的歸納回應到「面」的發展趨勢研究。事實上，由區域特

性的分析，可以反思外部各種牽動機制的存在性與合理性，尤其是經過人為設計

的國家機制操作。 

本文嘗試以台灣沿山鄉街為對象，作為鄉街發展研究「點」與「面」的聯繫，

檢視彼此牽動關係中的一般性與特殊性運作。這裡所謂的鄉街，不只限於街區空

間所在，而是包含鄉街與附近屬於同一個行政層級的鄉村地區。鄉街區域的出

現、擴張或縮小，乃是特定時空下特定條件發展的結果，可視為和周遭環境互相

牽動下的產品，不應當作獨立演變的個體，因此，本文嘗試將沿山鄉街放在更大

的區域發展脈絡中，來檢視其發展的動力、鄉街和附近地區之間的依存關係變

化，以及街區內部空間的相對演變。通常發展為鄉街的區域，具有轉換都市和鄉

村資源的區域特性，其發展容易受到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而促使外部區域變化

的機制，不能忽視國家力量的操作所扮演的角色。換言之，一個沿山鄉街在不同

時代的區域發展脈絡中，國家的經營區域的態度和其本身的條件如何交互作用，

促使人群聚集於此進行交易，進而形成鄉街？鄉街附近人群的活動性質與鄉街的

服務範圍為何？交互作用機制為鄉街的人群活動帶來何種刺激，致使內部基本部

門與非基本部門變化？沿山鄉街的發展有其變動性，很難以其本身環境優劣論述

區域特性；由國家不同管理機制的操作，和鄉街本身條件的對應，會有不同的面

貌出現。同時考量國家對沿山地區的管理機制，可提供一個理解沿山鄉街發展的

深度。 

本研究以位於屏東平原北端的旗山街4作為研究對象，論述範圍擴及附近旗

山地區5鄉村。旗山街昔稱「蕃薯寮街」，在清代就已經發展為沿山鄉街，日治時

代依舊發揮鄉街的特性，成為楠梓仙溪與荖濃溪兩流域的貨物集散地，人口成長

                                                 
4 旗山街的指稱，相當現在旗山鎮的範圍，因論述的時間以光復前為主，故以「旗山街」為名。
文中若無非專指清代或日治前期的蕃薯寮街區本身，將以旗山街指稱相當於「清代羅漢外門里

為主、日治時代的旗山街、光復後的旗山鎮」的範圍。 
5 因循日治中期高雄州下的郡治區劃，日治時代的旗山郡，在光復初期改為旗山區，和鳳山區、
岡山區，同為後來高雄縣的主體。後來區制取消，但是縣境東北的山區一帶，仍以旗山地區指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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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6，街區由一條 200 公尺街道，發展為格子狀的街區。而光復之後，更因香

蕉銷日的空前盛況，也贏得了「香蕉王國」的稱號。在香蕉銷日產量遞減趨勢中，

成為人口淨遷出的區域7。所以旗山在本世紀的人口流動脈絡中，正好歷經台灣

一般鄉鎮地區人口移入，繼而人口又移出的階段8。何以旗山街這個位處沿山的

鄉街，在清代長期維持著狹小鄉街的規模，在 20 世紀前 3/4 世紀的發展中，卻

是繁榮、停滯與衰退接替出現？同樣的地理條件之下，清代與日治時代旗山的沿

山鄉街的變化，反映的區域發展意義？為了理解鄉街區域活力的展現過程和鄉村

發展的關係，從區域本身條件與國家政策的對應中，細緻的分析其相關性結構形

成的層理，正是本研究的重心所在。所以本文嘗試以不同時代國家施為和沿山鄉

街、鄉村發展的關係，詮釋旗山沿山鄉街的發展脈絡。 

第二項 研究目的 

台灣鄉街的發展，自清代以來已經發展出三排南北向的鄉街序列，一為沿海

港口的市鎮，二為西部台地平原以管理地方行政事務為主的市鎮群，三為西部山

麓地帶的鄉街市鎮。而這些鄉街在區域發展各自獨立的情況下，也各自擔負著腹

地內消費性和服務性的機能，旗山街就是當時的沿山鄉街之一。日治時代的國家

政策與交通建設，打通了各區域間的移動瓶頸，促使人口流向都市或有資源的地

區。而旗山鄉街的腹地，就是屬於鄉村和土地資源指向的地區。因此本研究要理

解作為沿山鄉街的旗山街，在歷經清代、日治時代的發展過程中，係利用何種契

機來營造出當代鄉街區域的型態？不同時代的機制轉變，可以提供我們瞭解沿山

區域的本質，也可以作為國家經營沿山地區政策的省思。 

故本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1.探討旗山街的地點與位置特性，及清與日治時代的國家行政管理制度，作

為不同時代下，區域自身條件與國家機制對應的基礎。 

2.分析清代蕃薯寮街的羅漢外門地區的拓墾與聚落發展過程、國家設官經理

制度與社會風氣特徵，以作為瞭解鄉街發展的基礎。 

3.分析清代蕃薯寮街的地點與位置條件，藉此瞭解商街的形成機制、人群活

                                                 
6 以陳正祥所分析的 88個鄉街的人口數作比較，旗山街區的人口從 1900年的 1650人，居第 46
名，1920年已成長為 4459人，升至第 32名，1940年增至 10167人，排名為第 19名。可見其人
口數之增加，並非整體鄉街人口成長趨勢的反映而已。陳正祥，<台灣農村之街>，《台灣大學農
學院研究報告》第 3卷第 2號，頁 68-69。 
7 其為淨遷出地區，是因為縣內淨遷入的人口數少於縣間淨遷出的人口數。但其縣內的淨遷徙率
為正數，所以可視為近鄰中心。施添福，《台灣的人口移動和雙元性服務部門》，頁 76。 
8 同註 6，頁 4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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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內容和商街規模。 

4.探討在日治時代國家的各種區域開發機制與空間運作設計下，國家為旗山

鄉街所創造的新發展機制。 

5.探討何以旗山鄉街會成為國家經營沿山區域的中心，成為區域中心的各種

機會如何擴充鄉街的機能？街區的人群組織如何因應進行新的產業活動，繼而刺

激旗山街區的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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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文的研究範疇，是以鄉街概念為探討基礎，屬於地理學研究傳統中的區域

研究；在傳統區域地理將區域分成機能區、均質區的概念中，鄉街與市場區的連

結，屬於機能區；在新區域地理探討形塑區域力量的論述中，鄉街與市場區的變

動性發展，有其值得分析之處。因此，在文獻回顧中，嘗試透過對區域理論的討

論、比較各類區域研究的分析視角、歸納台灣沿山地區和鄉街研究的成果，再進

一步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概念，作為沿山鄉街發展機制研究的累積。 

 

第一項 區域理論的探討  

一、「新、舊區域地理」研究概念的遞嬗 

區域地理的研究，是地理學研究的三大傳統之一，在地理學發展脈絡中，曾

經蓬勃發展，甚至可以作為地理學研究的代表。但隨著不同時代的研究典範轉移

下，地位浮沈不定，即使如此，「區域研究」仍是地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在區域地理的古典研究方法中，主要是以源自 16世紀歐洲特殊地理（special 

geography）的生物地理方向為主，而這個研究方法的背後，又被以政治和軍事

為首的策略所掌握。當時以區域地理為中心性的現代原理原則出現之後，大部份

以法國學派為基礎的區域論文，也經常都是和國家主義有關，所以在區域地理的

背後，隱含了政治意涵和旨趣。早期對「區域」的研究方式，主要是依照「研究

特殊區位的特定位置」的旨趣，來指認區域特性9，相對於日後區域地理由衰而

再起的發展趨勢，此時期的區域研究方法，後來被冠以「傳統區域地理」，其特

色有二： 

（1）為特定區域填滿各項資料，屬於地誌學派的研究。區域主體被視為特

殊、獨特的對象，以研究區域差異和方志敘述為主，區域等同於地理。Hartshorne’s

引導這時期區域地理的發展。 

（2）重視區域劃分與指標界定，以決定區域形式。因此「均質區」、「功能

區」10等各種區域形式的界定，為區域研究的討論基礎。 
                                                 
9 Regions and regional geography,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3th, pp510. 
10
 均質區域(homegeneous region, uniform region):做區域劃分時，在某一種或數種指標下，

以區域內具有等質的特性，而區域間具有異質的特性為基準，所劃分的區域稱為等質區域。結

節區域(nodal region):作為區域劃分時，以中地(具有都市機能的聚落)或結節點之影響所屬

範圍為基準，所劃分的區域稱為結節區域。結節區域內各地藉交通、人之移動、支配、服務等

等機能與中地或結節點存在著強度不等的聯結關係。也稱為統合區域(integrated region)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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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50－1960 年代，計量地理的「空間」研究旨趣取代區域地理時，哈吉

特(Haggett)、克里夫（Cliffit）、福雷(Frey)等人認為區域「只不過是組織地

理資訊最合邏輯和最合適的方法之一」
11，金柏(G.H.T. Kimble)甚至認為「區域

是一個十八世紀的概念」，在現代世界「區域應該是地景的連接⋯而不是印象的

割裂」12，薛佛視「獨特性的區域地理」為科學貧瘠，認為要用地理的通則來取

代區域，拒絕了具有地誌學研究意旨的區域地理。而萊葛雷（E.A.Wrigley）更是

直指區域地理學中「從自然景觀到文化景觀的描述」的呈現，隨著古老、地方性、

自給自足式生活方式的消逝，區域地理較適合進行工業革命前的歐洲歷史地理研

究。13 

在 1970－1980 年代，受到批判的地理學者並未氣餒，他們在吸收當代社會

科學養分的同時，仍繼續從事區域地理的研究。Hart以「地理學者藝術表現的最

高形式」一文擁戴區域研究的重要性，好的區域研究要兼顧時間深度、區域尺度、

自然環境等三項議題，更直接了當提出區域的存在性是不容懷疑，他認為要將地

理變成一門「區域科學」的基礎，在於研究「區域」，而非「可見景觀」，「科學

地理」的形成，要建立兩個假設：1.區域是真實的，只要我們有足夠的聰明才智，

主體就等著我們去發現。2.世界是由真實地理區的網路所覆蓋，這些區域一經界

定，對所有研究目的而言，區域是顯明的，也能被所有地理學家接受14。P.Lewis

強調綜合描述的重要性，促使區域地理再生，繼而投入的學者又透過各種概念去

詮釋區域內涵。綜合言之，他們以系統分析、不平均發展、關聯理論等概念去對

抗上述的兩個反對。系統分析認為在「區域系統和他們的國家與國際系統的相互

關聯，以及世界體系分析的應用—即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的區域生產」架構之

下，區域可以表現水平（人和人）和垂直（社會和自然）的關係。不平均發展的

概念，來自於馬克斯主義地理學對資本累積差異（區域）概念，所引發的連續投

資層和對勞力空間劃分的影響，所以空間與社會之間的物質基礎值得重視。新的

關聯理論研究主要是透過結構化理論說明區域形構內涵，也就是「地方、空間和

地景」對人類主體組成、社會生活形成的重要性。在這個序列的研究範疇中，區

                                                                                                                                            
機能區域(functional region)。參見陳憲明，地理用語釋義：區域概念用語，地理系友會刊，

第四期，頁27。 
 
11Regions and regional geography,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4th, pp.687. 
12 同上註，pp.688. 
13同上註，pp.688. 
14 John Fraser Hart（1982）The Highest Form Of The Geographer’s Art，A.A.A.G，pp.17-21，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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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研究被冠以「新區域地理」或「重構區域地理」之名，以跳脫傳統區域研究的

窠臼。其中 A.Gilbert 在其研究中，提出三個對「區域」的詮釋，以界定新區域

地理的特性；而.M.B.Pundup在分析傳統區域地理和新區域地理的差異時，強調

出區域不只是一個地理客體，而是一個動態歷史的過程，區域不只是一個解釋社

會經濟的骨架，其地方特性應該被視為詮釋的對象；Johnstont從強調社會為區域

的主體，繼而強調社會整體性、動態性所帶來的地方特性。簡而言之，從 1980

到 1990 年代這三方面的研究，都相當關心過程，以定義性和謹慎的歷史性，透

過強調區域組成和區域轉型的形構過程，來從事區域研究。其累積出的研究成果

特徵： 

（1）從強調傳統區域地理的描述，到.M.B.Pundup強調「看的不同方式」的

系統性、注視的認識論、再表現的多元方式。他認為任何的新區域地理，都需要

將這些關切加入其研究動機中。 

（2）區域地理的再結構有了理論的強調，但是對於如何達到在概念和證據

間必要的相互作用，以及如何使用理論概念去說明特別的情況，仍然不夠清楚。 

這兩個特徵在被歸納到「地方—全球」的雙元對話中之後，又引發了新的問

題，例如：描述的模式、民族中心主義等，由於某些研究議題甚至是以新的方式

去接收區域地理的政治面向，但是區域地理最初的政治內涵的研究重點並未因而

減少15。 

以往的地方性研究被視為過度經驗化，而新區域地理的研究概念，則相對的

提供了地理學者更多關照區域面貌的角度，在理論建構上，和其他學界有了更多

的對話，但在理論對區域的抽象闡述下，空間實體的存在性變得不具體，因此嘗

試結合理論和經驗描述的作法，就好像是在流沙床上跳芭蕾16，隨時有跌倒的可

能。由以上區域地理研究概念的遞嬗來看，以「區域」作為地理學研究的重要焦

點，或者是將「區域」視為一個動態的演變過程，透過政治、社會、經濟等作用

來理解，已經是有所共識的議題。但是如何同時展現一個特定區域的實體內涵，

又能藉此放在特定理論的脈絡之中，並展開和其他學科間的對話，以作為探討大

區域發展的基礎，而不是成為區域研究的孤兒，僅是徒增一件個案，那就是一項

高難度的工作。 

二、施添福的「地域社會」概念下的區域地理 

                                                 
15 Regions and regional geography,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3th, pp.510. 
16 Regions and regional geography,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3th, pp.510.；4th, pp.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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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西方區域地理發展的轉變，國內的地理學界區域研究方向，也嘗試在

傳統區域地理的窠臼外，尋找一股新的活力。在受到西方的區域研究反思浪潮衝

擊下，從各區域研究論述，都可見研究者用心於跳脫「傳統區域地理」，繼而跨

越到「新區域地理」的努力，因此，地理學界陸續出現嘗試實踐新區域地理概念

的實證研究。在新區域地理的概念之外，施添福自民國 70 年代後期投入新竹地

區的研究後，又陸續進行台灣其他各地的區域研究，累積了「地域社會」研究成

果；當西方新區域地理泛談力量、機制，而失去理解人與空間、土地關係的著力

點時，施添福對地域社會從內到外、從人到地分析的區域研究，已經自成一個系

統。 

在施添福一系列的區域研究成果中，從詮釋區域是未知的，區域是需要說明

的，區域的存在與變動有其機制，區域是被動的，到彰顯透過人類活動的經營，

由一群人在一個地理空間的經營，才形成區域，說明了空間是被社會所界定。所

以區域不僅是空間的客體，也是由社會所架構的主體等意涵，逐項在其實證中說

明。在西方新區域地理的反思風潮下，施添福對中部岸裡社活動舞台進行區域研

究後，提出並驗證「地理區是一系列特定歷史與地理條件下的產物，是人群在漫

長的歷史過程中，藉著人群與土地、人群與人群、長期而多變的交互作用，而逐

漸塑造的17」的理念，當時他已經以「岸裡地域」來指稱由族群勢力所涵蓋的空

間範圍，可說是實際利用歷史研究途徑進行區域理念與證據的結合；也因為其持

續的投入實證研究，並嘗試以「地域社會」一詞來說明區域，以解決「傳統區域

地理」缺乏「人」，「新區域地理」缺乏「土地、空間、人與地」的不足。 

在 1999 年論述鹿港古蹟時，首次將研究對象以「地域社會」一詞作代表，

嘗試透過不同年代產生的古蹟來作整體觀察和分析，以重建地域社會的發展過程

18。在西元 2000 年的南台灣鄉土學術研討會中發表「台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組織

－以民雄為例」，直接以「地域社會」一詞作為其區域研究的核心，他在文中緒

論之前，就以日人吉田松蔭所言「離地無人，離人無事，論人事者，自地理始」

的短詩作為開展中心，並以「人依賴土地－自然環境，人脫離不了土地之上的制

度—國家」的觀點，作為他研究日治時代台灣社會發展和構成的切入點。為了論

述這套制度所建構的三層社會空間架構出的地域社會，他為地域社會下了定義：

「在有地名的一定空間範圍內，人們能夠擺脫血緣的羈絆，突破原鄉地緣關係的

                                                 
17 施添福，＜區域地理的歷史研究途徑：以清代岸裡地域為例＞，頁2。 
18 施添福，《天庾正供與鹿港飛帆》，＜五十年來台灣方志成果評估與未來發展＞學術研討會，

台北：台灣省文化處主辦和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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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縛，透過長期的守望相助，增加互動，促進了解，彼此認同，而建立一個以空

間為基礎來維繫人群關係的社會」，亦即「土親社會」19定義的內容，不僅明顯

標示空間的存在性，同時強調空間也是一種機制；以人群的內在社會關係深化區

域實體，說明這組內在關係並非是天然形成或者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需要有一套

關聯的作用，長期的運轉，將其由血緣轉成在地空間的結合關係。所以其地域社

會的內涵，一來接續先前強調的「歷史深度」、「人與人、人與地、地與地」等精

神，二來更強化了所謂的「特定歷史和地理條件」，是一套如何以「空間為基礎」

的國家機制。「地域社會」一詞，不能純然被視為一個「自生自變」的區域，其

所包含的－地的生活（生計活動）、人民來往、資源分配、經濟活動、政治操作

等，都需要納入土地、國家經營管理機制之下來看待。隔年，該文正式以《台灣

史研究》發表，名稱雖改，但「地域社會」一詞仍是文章主要論述的對象20。此

後，在其進行的區域研究中，「地域社會」已經逐漸取代「區域」一詞，成為全

文分析與論述的關鍵字21。 

其實施氏十多年來的區域研究成果，不管在空間上是由西部到東部，或是由

東北部、中部、南部，以地形為基礎的地理區或是以鄉鎮為基礎的行政區，時間

上是由清代或日治時代為主，分析視角從國家政策、經濟產業或社會運作等角度

切入，每一個實證研究的操作，其分析對象都不離區域內的人群社會和土地空

間，並透過兩者結合關係的運作，充分展現地域社會的內涵與形成機制。這種展

現和區域地理所要表彰的內涵是並行不悖的，改以「地域社會」取代「區域」，

同時可以更直接點出人地結合的理念。 

以「地域社會」概念為主體的區域研究，除了可改善區域研究易偏於一隅之

缺失外，其所強調的空間－社會、土地條件－國家機制等議題，區域研究的觀點

與成果，也可以和其他的學界產生對話焦點，無形中便打開了通往區域科學之

路。當我們努力辨明哈特所說的「等著被發現的區域」，其道理雖簡明，卻也是

                                                 
19 施添福（2000），「南台灣鄉土學術研討會」中發表＜台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組織－以民雄為例＞

嘉義：中正大學。 
20 施添福（2002），＜日治時代台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為例＞，台
灣史研究 8（1），頁 17，南港：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21 發表於 1987後的竹塹地區相關論著在集結成冊後，書名以《清代台灣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
史地理研究》出版。原發表於 1998「平埔族群與台灣歷史文化研討會」的＜清代屏東平原的
土地拓墾和族群關係＞一文，在 2001正式發表的《平埔族群與台灣歷史文化論文集》，更名
為﹤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台灣屏東平原為例﹥，頁 33-112，南港：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
籌備處。在1999發表《天庾正供與鹿港飛帆》一文，內容透過古蹟重塑鹿港地域社會。2002
年於環境史研討會發表＜國家、環境與台灣內山地域社會：以清代台灣中部罩蘭埔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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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學者難以爬梳理清之事。當不同的學科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區域，「地域社會」

的主體，已經為目前的區域研究找到了依靠。 

第二項 國內區域研究的概念 

在國內的區域研究傳統，各學界有其一定的研究脈絡，作為其瞭解台灣社會

的觀點討論。如人類學界著眼於社會文化組織，其在各族群生活空間所展開的區

域研究成果相當非凡；歷史學界就各地區的拓墾歷程、聚落發展、宗教組織、漢

番互動、制度演變等議題的累積，也建立了相當豐富的地方史料；社會學方面提

出血緣、地緣、業緣等社會結構原理作為概念工具，也為區域發展建立了系統性

的原則。地理學界則在本身區域研究旨趣的變化下，從探討區域特性、演變、形

成機制、開發作用等，努力賦予區域生命。由於區域研究成果數量相當龐大，本

文的文獻回顧無法一一討論，故僅以分析相關論文的區域概念作為討論，來呈現

本文區域研究內涵的意義。 

一、地域社會概念的區域 

本項主要是分析施添福在一系列區域研究中，對於區域內以人群社會組織、

國家、團體或個人對土地的經營管理、制度創設等內涵，陸續所提出的區域概念

為主。 

1.社會空間的概念 

施添福在詮釋「岸裡地域」的動態性、內涵架構和時間深度之後，及以「地

域社會概念」取代區域一詞之前，其在宜蘭聚落的研究過程中，是以透過自然演

變的聚落單位與國家利用的空間，進而創設制度管理人民的過程中，明確的指出

在社會運作中，明確空間單位的重要性，空間要被賦予機制後的意義性，不容忽

視。在「空間即社會，社會即空間」的概念下，對抽象的「社會空間」一詞，給

予具體的內涵。由宜蘭的研究，勾出台灣基層的行政空間—「里、鄰」背後所具

有的活力。這些空間單位，是長時期以來，人群在地表活動時的範圍依據，從沒

有明顯的界線，到劃定界線之後，國家、社會依然藉此不斷的投入資源與管理監

督，這些單位，不只是空間上的幾何圖形，也是代表社會存在的空間實體。故從

大區域到小空間的存在說明，社會在空間裡的運作力量，是區域研究所需要探討

的。 

2.清代地域社會中的族群關係 

施添福在竹塹、岸裡、屏東、卓蘭等地的地域研究，其論述重點在於呈現清

代地域社會的內涵，並在瞭解地域社會內部漢人社會運作的同時，對於漢人與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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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的互動，漢人與不同族群間的相處，也逐一釐清。透過族群關係的呈現，凸顯

地域社會的內涵是在國家機制與地域社會本身的互動中形成。因此，不管是竹塹

平原、屏東平原的閩、客族群的空間分佈特徵，或岸裡地域中岸裡社的勢力擴張、

卓蘭地域拓墾以客族為主的特性，這些以族群關係所凸顯的區域特性，除了受族

群本身的生活方式特徵影響外，清代邊區治理政策的態度與制度也發揮了很大的

作用。 

在最近的卓蘭研究中，就區域本身環境和國家機制兩者的對應，他進一步提

出了如下的對應模式，嘗試理解地域社會的型態。施添福透過研究清代卓蘭內山

的例子，嘗試說明地域社會的建立，不純然是漢人原鄉與在地血緣兩個社會關係

的自主作用，國家政策的施展與在地環境的牽制，成為血緣或地緣組織發展的先

決機制22。該文的研究理念在嘗試建構和社會、人類、歷史等學界之間的對話，

他認為台灣社會的發展不只是一種形式，就各地的條件不同，人群之間所展開的

合作機制也不相同。以清代的卓蘭而言，當時的環境威脅大於國家影響力，而當

地社群的發展也還停留在以原鄉地緣為基礎的階段，即使開始發揮血緣力量，但

是這其中的血緣並非是純

血統，而是以在地的婚

姻、認養、同姓等認同，

再以神明會、建廟、開墾

等活動，結合為同股力量

來經營卓蘭的地域。其所

提出的國家力量與環境威

脅相對應，可能會發展出

組織類型不同的社會，卓

蘭就是其中一型。如圖

1-123 

 

                圖1-1施添福提出的地域社會發展概念 

3.日治時代的地域社會 

對於日治時代的台灣地域社會的內涵，施添福以民雄地方為例，提出「地域社會」

                                                 
22 施添福（2002）＜國家、環境與台灣內山地域社會：以清代台灣中部罩蘭埔為例＞，環境史國
際研討會，頁1-51，南港：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23 該概念圖在該文中並未刊印，只有在發表當時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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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土親社會」24的定義，已經足以說明這個時代的地域社會特徵，就是國家

管理已經深入到民間的日常運作。承襲自宜蘭研究所建立的概念—土地調查和街

庄、土名地理單位系統確立帶來明確的空間範圍25，他認為這個國家制度為台灣

地域社會的發展帶來新契機，因為社會空間內的關係聯繫，由血緣轉成在地地

緣，有了明確的空間範圍作基礎。依此，國家為地域社會建構了具有內疊性的三

層空間組織－即「街庄民空間」、「警察官空間」、「部落民空間」，再藉由這三層

空間組織，改造人民，動員社會26。其強調地域社會的形成與運作，並不是一組

人群在長久相處之下必然產生的結果，地表範圍給予的空間認同基礎之重要性，

是不可忽略的，國家的行政操作便是推手。國家透過依賴空間基礎所創設的制

度，掌握並組織人群的活動，也讓人民經營出一套穩定的社會關係，就是日治時

代地域社會的社會與空間相互作用的寫照。 

由施添福的地域社會概念所呈現的區域研究，明顯的強調形塑一個區域特

性，不能忽略如下的因素： 

1.區域內部的土地性質、人群社會關係，人群對土地的經營作為。 

2.區域外部的國家對於區域開發、人民管理的機制。 

3.兩者的對應與結果，當地人群組織的社會機制慢慢形塑出該地的特性。 

因此，如同人很難脫離社會而單獨存在，區域分析亦不能獨立於其他地區來

單獨論述，國家經營外部區域的機制，牽動一個地域社會和其他地域社會的關

係，但每個地域社會也有其特性，在國家施展作用力時，區域內部以本身條件對

應，自會展現出本身的地域社會特徵。依此，本文論述旗山鄉街的產業組織，將

以區域內部的社會關係和國家的區域開發態度作對照，重新理解這個鄉街在清代

與日治時代的發展內涵。 

二、新區域地理概念下的區域研究 

當西方區域地理的概念發軔，以及施添福的岸裡地域研究出現、陳國川論述

新舊區域地理內涵遞嬗專文刊出27，國內研究生也開始陸續以新區域地理的概

念，相繼的投入區域研究中，近年來已累積相當的成果。就陳述區域的形式與內

涵而言，本段以楊淑卿和施雅軒的研究作為討論重點，兩者發表的時間相隔 8

                                                 
24 同註 11，頁 17。 
25 施添福（1996），＜蘭陽平原傳統基層社會空間的形成及其演變＞，《蘭陽平原的傳統聚落：
理論架構與基本資料》，頁 30-78，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 

26 同註 15，頁 2。 
27 陳國川（1991），＜新舊區域地理的遞嬗＞，《地理研究報告》，台灣師大地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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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雖不能完全代表近年來區域研究的演變，但至少可以一窺探討區域形貌的多

樣性。至於其他區域研究的論述，將歸納為不同的概念，再另段討論。 

1.楊淑卿—形塑區域的動力源 

楊淑卿以新區域地理的概念中，理解「區域性非僅由自然要素產生，而是由

居住於自然環境中的人群互動結果雕塑而成。」、「地理區域絕非靜態形成」，並

透過一個自然地理要素相似的大環境，探索如何界定具有差異性的區域？是哪些

人文的推動力有助於區域產生？當形成區域的動力改變時，區域內部如何繼續調

適演化？並以嘉南平原沿海的北港區域，作為探索區域形塑機制的個案，其分析

的方向從不同時代分由內、外部環境及兩者交互作用等影響，來探討區域形塑與

轉化的動態過程28。在區域研究上，該研究的嘗試是先著力於「區域界定」一事，

再由界定機制的出現、作用、瓦解和區域特性的對應，呈現出區域的動態。與傳

統區域研究的分系統以鋪陳區域特色的分析相較，有了相當大的突破。該研究是

透過以北港作核心，以人文活動交織出的腹地作為主軸，賦予區域特性顯明的議

題，其中的人文活動又是對區域環境和大社會社經環境作用的反應，其努力於跨

越時代中在區域內以人地活動作垂直連接、將區域與外部聯繫等分析，是國內年

輕地理學者踏向新區域地理研究的開始，也是平實、頗能掌握區域重心的區域實

證。 

楊文卿在探索北港區域形塑的內外機制作用時，將區域範圍與內部人文活動

的動態具體呈現，無形中對於北港區域如此變動的歷程，視為既定的模式，投入

靜態的描述。與本研究要探討的旗山鄉街相較，兩者同樣都是台灣光復後人口成

長漸邁向遲滯的地方區域，其區域特性或許不盡然相似，但此歷程可以再放回地

方與國家對應的機制中重新檢討。 

2.施雅軒—以社會關係詮釋區域地理 

施雅軒在《竹苗原住民區域的變遷歷程—新區域地理的歷史分析》29一文中

（以下簡稱《竹苗原住民》），嘗試跳脫傳統區域地理，將區域視為容器，以地形、

氣候、人口等自然與人文要素等不斷填充的敘述方式，以新區域地理概念的社會

關係和歷史分析方式來論述區域，並選擇台灣原住民的社會關係作為討論區域變

遷歷程的主軸。其承接Gilbert所提的「區域視為社會互動的媒介」的研究概念，

並以社會關係作為其區域研究的扣連機制，利用台灣原住民社會關係的延伸或斷

                                                 
28 楊淑卿，《北港區域之形塑與演化》，頁1-113，台灣師大地理系碩士論文。 
29 施雅軒，《竹苗原住民區域的變遷歷程—新區域地理的歷史分析》，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
究所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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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來論述區域的消長。就歷史分析的方法而言，他以「結構」的思維來處理大

量文獻史料，以反映區域變化、處理竹苗原住民與政府、漢族的社會關係再造的

議題，重構當時的族群互動、解釋區域的消長。 

《竹苗原住民》的區域研究論述，在強調以原住民社會關係為主軸的前提

下，的確展開了和傳統地理學不同的鋪陳方式，其特色在於論文中的空間，被簡

化為「平地、邊界、山地」，這組空間的意義，不純然是由自然條件或絕對位置

的差異來標示，而是透過中央政府對地方的安排機制，進而形塑出的族群社會關

係來彰顯。在藉由社會關係從底層而向中、上層的扣連或是本身的重整、擴張，

來說明三個空間的意涵。因此，全文對於社會關係所對應的地表範圍，不重視人

群、事件座落地點與位置和空間的地圖表現，轉而以關係概念的呈現為主，是有

別於一般區域研究之處。在新區域地理的主張之下，可以理解其對社會關係的強

調，勝於對土地、空間實體所明確指出的操作方式。 

三、以「地點--位置」為核心概念的區域研究 

探究區域特性的基礎，不可能跳脫其空間定位，因此「地點－位置」的影響

性，經常是討論區域內涵表現的重點。尤其是對「位置」變動性的詮釋，有助於

瞭解區域內涵的轉變歷程。在台灣地理學界的區域研究中，以夏黎明對尤厝、四

股兩地生活方式的比較，說明地點對地方發展與人民活動的影響性，還受到位置

因素的影響，而其位置的特性，是不會一成不變的30；施添福則對單一區域作不

同時期的比對，為了建構清代鹿港的地域社會，利用「地點、位置和米穀販運」

的概念，分析鹿港「天庾正供與鹿港飛帆」繁榮盛景的起落，說明「地點」的條

件變化不足以反映鹿港商業沒落、「位置」優劣左右區域發展的重要性以外，也

深入點出「位置」的相對關係，不僅僅只是空間上地與地的關連，其中還包括有

人與人、人與地的連結，這一套連結的機制，就是特定歷史社會條件下的產物，

是外在的國家制度與內在的環境特性共同作用出來的。當國家創設的制度有所改

變時，就可能改寫「位置」好與壞的評價。另外吳進喜與李玉芬也以研究區與他

區的對應關係，來說明研究區的位置特性變化。吳進喜利用「地點－位置」的概

念，探討二層行溪流域的開發在「核心－邊陲」地位的變化31，另以在羅漢門地

區的發展歷程，闡釋國家制度對「地點」與「位置」的影響；李玉芬以綠島的人

                                                 
30 夏黎明，《大城鄉四股與尤厝的生活方式-位置與地點的解釋-》，台灣師大地理系碩士論文。 
31
吳進喜，《二層行溪流域的開發和區域特色（1895以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博士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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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生態區域特性，來詮釋「海洋接觸、封閉孤島、邊陲離島」等區位特性32，雖

然兩者論述區域內涵的角度不同，但對詮釋區域在內外機制作用下的發展歷程，

其賦予研究區定位的描述，並彰顯「位置」意義的變化，正是區域特性的縮寫。  

四、人類學文化脈絡下的區域研究 

在人類學的區域研究中，通常是著重於社會、文化的探討，研究成果往往要

納入一個更大的中國文化論述之中來作對照。例如，P. Steven Sangren嘗試以全

方位視角理解在中國文化的脈絡之下，利用分析歷史和祭祀關係的方法，以大溪

為區域研究，完成《在中國社會中的歷史和神奇力量》的論文。這篇文章的論述

方向，是由大溪行政區、市場區、祭祀圈等空間範圍的對照與變動，探察在社會

內架構的文化系統力量，並以其作為討論中國文化宰制地方社會的作用歷程33。

雖然區域的探究只是他理解更大的文化系統的一個手段，卻以地方與國家的角度

呈現大溪這個沿山鄉街發展的歷程與空間結構、社會人群活動的空間性階層與內

在文化機制。因此，在探討歷史發展中，拓墾者的社會結構模式要納入探討內容。

莊英章在濁大流域研究的系統下，不只是以村或社群為對象，也對林杞埔（竹山

鎮）一地逐項探究分析，其探討內容跨越自然與人文活動的整體呈現，頗接近區

域地理的研究。這兩篇論文所探討的分別是台灣北部與中部的沿山鄉鎮，雖然討

論核心不盡相同，但在時間發展的歷程上，是可以作為對照的。 

五、日治時代國家政策對地方發展影響的區域研究 

國家的施為對地方發展的影響，會因時空差異而產生或大或小的差別，尤

其是在國家施為的宰制性增強之際，地方的發展面貌更難脫離來自於外部的影

響。以台灣在日治時代的發展來看，日本政府在治理台灣時所制訂的法令、制

度，無不牽引區域風貌的改變，這部分的研究以施添福從國家觀點對東部區域

發展所做的相關研究為主。施添福在前後提出的＜日治時代台灣東部熱帶栽培

業經營和區域發展＞34、＜日本殖民下的東部台灣：第二台灣的論述＞35論著

                                                 
32 李玉芬，《綠島的區位與人文生態的變遷》，台灣師大地理研究所博士論文。 
33 P. Steven Sangren（1987） 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un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anford, California. 
34 施添福（2001）＜日治時代台灣東部熱帶栽培業經營和區域發展＞，台灣史研究百年回顧與專

題研討會論文，頁1-50，台北：台灣大學歷史系與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35文中說明：第一個台灣通稱西部台灣，又稱西台灣、表台灣或前台灣，位居中央山地以西，番

界線以內的地區。第二個台灣通稱東部台灣，又稱東台灣、裡台灣或後山，位居中央山地以

東，番界線以內的地區。第三台灣可稱為山地台灣，又稱番界、番地或內山，位居中央山地，

番界線以外的地區。施添福＜日本殖民下的東部台灣：第二台灣的論述＞，研討會論文集，

頁33-112，南港：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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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指出日治時代東部的發展，並非是依循自然環境特性的必然結果，相對

的是，在國家既定的政策下持續展開的計劃。其重點在揭示國家政策主導區域

的開發，在政策實踐的過程中，持續地看到法令機制的施展與土地關係的結合，

也就是對於地表空間內在關係變化的剝解，即「土地是屬於誰的」概念的釐清，

瞭解政府從調查土地、聲張主權、移轉權利、分配所有權等作為，都是架在具

體可見的空間操作，再透過空間的規劃和法令對使用人群的行為約束。政策的

實踐，不僅影響了地表土地的利用型態，也牽動了社會空間的變動。將一般地

理學談土地利用的重心，推上「為何如此安排」的理解，再推出「如何達到目

標、如何影響社會組織」的作用，因此，在對一個區域特性作解析之際，上層

政府體系對一個區域經營的管理態度，及其實際的安排動作，都是在理解社會

關係變化之前要先掌握的。 

施添福的＜蘭陽平原傳統基層社會空間的形成及其演變＞，＜日治時代台

灣地域社會的空間結構及其發展機制—以民雄地方為例＞兩篇論著，除了「社

會空間」、「地域社會」、「三層空間」的概念外，同時更強調日治時代國家在地

表上切割的行政空間，其實是一套能有效運作於社會的空間系統，國家勢力藉

這組空間系統來深入民間，並實行政府所要達成的目的。所以，一有國家整體

區域經營的規劃，二有國家對地方社會系統的管理控制，要探討日治時代台灣

鄉鎮區域的發展，國家與地方的對應關係所產生的影響，不得不作為一個重要

的基礎。 

相對於施添福以民雄為例，談日治時代國家對地域社會的經營，康豹則在

與世界殖民研究主旨接軌的脈絡下，以 1915年噍吧哖事件的歷史背景，論述南

台灣的殖民政府與地方社會的接觸，其研究焦點有二：1.瞭解日本殖民主義的

本質 2.殖民國家和地方社會的關係。前者希望由各種證據來建構出日本的殖民

政策內涵，進而瞭解政策如何影響地方社會的發展，而後者則是想呈現在清代

大部分沒有納入國家管理的台灣南部山區，其在日治時期的現代殖民組織和地

方社群的關係36。其分析結果描繪出日治初期的殖民政策為了促進現代化和經

濟發展，展開了密集的森林開發與戶籍制度的實施，使國家政策活躍於原本孤

                                                 
36由於一般學者多以參與抗爭者的民族意識和抗日精神、余清芳等人的宗教信仰，來討論台南和

高雄山區（包括今日台南的玉井鄉、南化鄉、左鎮鄉，高雄的甲仙鄉）武裝衝突的焦點，而康

豹則從社會的經濟因素作為分析的角度，以事件發生地點與參與人數較多的十三個村庄等日治

時期的戶籍資料，來釐清相傳事發後當局「屠庄」的情形。由資料的分析，以及當時治台政策

的內容（同化政策、.制度性和社會性的控制、經濟政策）對地方帶來的影響，有助於瞭解參
與者被政策影響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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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邊區。當森林被國家伸張了權利與資源被重新分配，地方領導人的利益也

隨之受損，最後引起人民的武力抗爭37。此文對於邊區社會衝突事件發生之解

釋，跳脫一般論述強調國家政策的壓迫或對事件中個人的性格描述，嘗試將國

家、人與人群一齊放到特定區域，進而理解三者交會的扞格是如何產生的。雖

然研究重心是放在理解殖民政府的施為，但對於南部山區從清末國家勢力微

弱，到日治與國家接觸初期時的區域面貌，提供了理解的基礎。 

比較施與康上述二文，前者比較強調國家整套的地方行政體系，操作出社

會人群的在地合作性，有助於理解日治時代國家對地方社會結構性變化的影

響；而後者論述的是國家新政策對舊社會所帶來的衝擊化，藉此檢視殖民政策

的合理性。不管主角是區域本質還是政策本質，都顯示出日治時代台灣地方社

會已經被國家強力掌控。 

就本研究而言，西部沿山鄉街地區顯然是屬於日治時代的「第一台灣」38，

更精確的說是位於「第一台灣」和「第三台灣」的邊界。就開發與經營而言，

雖沒有如第二台灣廣大的處女地等待開發，但再往深山處，國家仍有著期待。

在日治時代國家對於邊區資源經營的蓄勢待發下，沿山鄉街作為國家經營山地

林野的門戶，附近區域受到的影響必然很大，因此，國家與地方的對應歷程，

可作為理解沿山鄉街區域內涵發展的重要機制。 

第三項 關於台灣鄉街發展和沿山地區的研究 

台灣沿山鄉街發展的議題屬於聚落發展的一環，在清代的台灣聚落發展論

述，除了日治時代富田芳郎提出對鄉村聚落「集、散村」的描述之外，他也分別

研究各鄉街的形成與成長，只是並未就三層南北排列的鄉街群歸納成因；在分析

鄉街起源時，特就發展歷史較久的海港與河口港的變遷，提出港口機能衰退的原

因，除了和陸上交通發達、不能容納大船等現象有關，直接的原因在於河床淤積

導致舟隻無法通行39。施添福更進一步從清代大陸與台灣的區域分工體系的環

境，分析促使清代台灣鄉街開始分化與成長的力量，是行政和軍事組織的綜合表

現40。清末台灣南北排列的三排鄉鎮市街，能繼續發展成為「街」，大多曾經是

                                                 
37 康豹，<南台灣的殖民政府與地方社會：1915年噍吧哖事件的歷史背景>，發表於「生活、知

識與中國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康豹在文中提到近年來學界的兩個研究主軸下：殖民主

義及其歷史，其本人近年來也展開對台灣殖民時代殖民政策和地方社會的複雜交互作用的研

究計畫。 
38 同註 27，頁 33-35。 
39 富田芳郎，<台灣聚落の研究—後篇：台灣の町>，《台灣文化論叢》，頁 195-207。 
40 施添福，＜清代台灣市街的分化與成長：行政、軍事和規模的相關分析（上）＞，頁1-37，
台灣風物，第39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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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行政或軍事重地。雖然富田芳郎和施添福兩人所分析的一為港口市街衰頹

之原因，一為市街的成長與分化，但前者利用自然環境變遷因素理解鄉街和後者

以制度創設的角度切入之別，是很值得我們在進行各市街分佈帶發展時，有待深

入理解之處。後來施添福在分析鹿港河運衰頹，也進一步說明港口淤積現象，並

非阻斷鹿港航運發展的主因，對大陸運銷米糧制度的瓦解，使鹿港喪失集結船隻

的必要性，才是鹿港逐漸失去內陸腹地的主因；施添福以鄉街和周遭鄉村關係的

變化所影響的人群活動與社會內涵，來解釋鄉街發展機制的角度，在客觀環境優

劣基礎以外，提供自然與人為機制影響力的辯證思考。值得一提的是，富田氏在

觀察日治末期的鄉街機能時，即強調以增加鄉街設施的作法留住農村人口，除了

顯現人口移往都市的趨勢增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以人為力量涉入鄉街發展的期

盼性。 

長久以年，國內有關沿山地區的研究已經累積了相當豐富的成果，如（表

1-1）所列，可以大致瞭解西部平原東側由北至南的沿山區域的研究情形，有以

下的特徵： 

1.就時代而言，從清代貫穿到日治時代的論文數量相當多，顯見對一個區域

在不同時代的改變歷程，一向是學界相當關心的焦點。其中有很多的論述，都嘗

試要找出影響各主題對象或區域特性的主要機制，或瞭解區域內重要組成的互動

情形，總體而言，這些沿山地區的研究，大致上已經揭開了山區神秘面紗的一角。 

2.就主題而言，90年代以前的研究，偏向鄉街演變、聚落形成、實質環境的

探討。例如李明賢分析咸菜甕（為今日的關西鎮）鄉街從形成到興盛機制，鄉街

空間型態演變的過程。邁入 90 年代後，則漸納入社會組織與生活方式的呈現，

例如鍾寶珍對田寮惡地居民生活世界的闡述。直到近幾年，則嘗試用更具體的主

題來論述區域被「活動」（有以土地開發機制為主，也有以宗教文化意義論述）

結構或意義化的過程，並強調人所扮演的角色。例如歷史學界詹瑋在文山地區探

討從清代到日治時代社會的轉變，利用「重層近代化」的概念，將不同時代重疊，

作長時期的觀察，掌握台灣在社會經濟方面的變遷。其綜合各種拓墾史、社會組

成方面時，對於社會內涵的轉變，呈現了許多活動，但是只將行政區作為背景，

使活動所反映的時間動態略顯不足，缺乏空間機制的論述。地理學界林佳慧等人

強調，以土地拓墾活動連結人與地、人與人、地與地的脈絡，讓丘陵地區的區域

圖像變得更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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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光復後研究西部沿山地區的論文 

論文名稱 作者 年代 探討年代 出處 

台灣北部山區的煤礦聚落及其居民的生活調適 李玉芬 1987 清至民國 台灣師大地理碩論

土地、社會與國家：新店地區的空間性轉化 張瓊文 2001 清、日治 台灣師大地理碩論

台北文山地區百餘年來的變遷與發展（1761-1945）詹瑋 2002 清、日治 政大歷史所博論 

仰之村的家族組織 謝繼昌 1984 清至光復 中研院民族所 

日據時期新埔街庄的形成與發展 蘇仁榮 1990 日 成功大學碩士論文

鹹菜甕：一個沿山鄉街的空間演變 李明賢 1991 清、日 台灣師大地理碩論

清末北埔聚落構成的研究—一個客家居住型態之探

討 
梁宇仁 1988 清末 成功大學碩士論文

金廣福隘墾與東南山區的開發（1834-1895）北埔 吳學明 1986 清 台灣師大歷史碩論

新竹縣大隘三鄉聚落和生活方式的變遷 吳育臻 1987 清至光復 台灣師大地理碩論

竹苗地區原住民區域的變遷歷程—新區域地理的歷

史分析 
施雅軒 2001 清至光復 台灣大學地理博論

卓蘭地方的拓墾與聚落發展（1790-1945） 楊宗穆 2001 清、日 台灣師大地理碩論

空間、地方、與鄉土：大茅埔地方的構成及其聚落

的空間性 
池永歆 2000 清、日 台灣師大地理博論

林杞埔—一個台灣市鎮的台灣經濟發展史 莊英章 1978 清至光復
中研院民族所專刊

乙種第八號 

嘉義沿山聚落的「存在空間」以內埔仔「十三庄頭、

十四元」區域構成為例 
池永歆 1996 清 台灣師大地理碩論

日治時代玉井盆地的農林土地開發 陳怡碩 2002 日 台灣師大地理碩論

台南縣南化鄉菜寮溪流域人文生態系統的變遷 林佳慧 2002 清至光復 台灣師大地理碩論

日治時代楠梓仙溪中游的拓墾與土地開發 曾國明 2003 日 台灣師大地理碩論

清末至日據時期美濃聚落人為環境之研究 李允斐 1989 清、日 中原大學建築碩論

羅漢門地區的開發與中心移轉 吳進喜 1999 清 台灣師大研究報告

惡地上的人與地—田寮鄉民生活方式的形成與內涵 鍾寶珍 1992 清至光復 台灣師大地理碩論

屏北地區的聚落型態、維生活動與社會組織 黃瓊慧 1996 清至光復 台灣師大地理碩論

林邊溪中游的拓墾與聚落發展 鍾謹霖 1998 日治 台灣師大地理碩論

資料來源：如第四欄出處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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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沿山地區的特性，其開發時間通常晚於附近的西部平原，位置則偏處高山林

地的前緣，海拔高度雖不大，地形卻多群丘環繞、地勢崎嶇陡峭，宜居宜墾 

之地的比例較低。這個地帶的發展歷程因為地形和族群的壓力較大，通常展現出

邊區移墾的特性，而沿山鄉街作為邊區的中地，和沿海港口市鎮作為與對岸貿易

的門戶、內陸平原的行政或要道通衢的中心相比，其動力與社會內涵不見得相

似。這些沿山地區論文的成果累積，已提供了更多國家對地方發展歷程影響的對

照。旗山位於楠梓仙溪山口，左為阿里山山脈沿曳而下的丘陵，東為玉山山脈的

尾閭，學界對這一帶沿山地區的研究，雖然並不豐富，多年來也累積一定的認識。

論述旗山鄉街發展一直是探索這個山口最重要的焦點。 

關於旗山鄉街的探討或研究，也有相關文獻累積。在區域拓墾與開發方面，

吳進喜利用『地點』與『位置』概念，論述羅漢門重心移轉過程中，相對指出

19 世紀以後蕃薯寮街取代內門成為羅漢門地區中心的歷程。蕃薯寮以『位置』

重要性崛起，內門的發展回復到依賴『地點』所發揮的特性。他以中心移轉的現

象，強調『地理位置』的本質有其變動性，其變化機制則是來自區域內部人群在

特定歷史過程中長期互動所形成的社會結構41。該文分析重點以內門為主，在理

解蕃薯寮作為南部沿山地區主要中地的過程時，以羅漢外門為主的區域發展過程

尚需再分析。 

在旗山街區的研究，以富田芳郎在論述旗山街的發展時，針對其街內的道路

空間配置，以「依附鄉村的鄉村市街，或是機關型的都市」推究鄉街的形成機制。

他認為以街道聯外性不順暢的設計來看，要聯絡鄉村並不方便；反而是行政、軍

事機關設立，增強了作為機關市街的內涵。可是依他當時的觀察，旗山若要繼續

作為機關市街發展的機制，希望並不大，依賴農村的發展較有前景，在此前提下，

他認為市街道路空間規劃要與鄉村作更好的聯繫42。雖然富田氏是以旗山街道設

計作前因與後續發展的推斷，其實也相對彰顯日治時代旗山街發展機制複雜性，

不管是鄉街本身的行政、軍事機能的增強或依賴鄉村腹地與鄉街的互動，這些機

能的增強，不能脫離旗山鄉街外部區域在當時的發展面貌。 

經過數十年後，進一步再對旗山街發展提出論述，是在談論旗山聚落發展的

體系之下，所理出的街區空間演變系統43。該文探究方式是沿襲富田氏對一般鄉

                                                 
41 吳進喜<羅漢門地區的開發與中心移轉>《地理研究報告》，第 33期，頁 130-162。 
42 富田芳郎，<高雄縣旗山鎮的變遷>，《民俗台灣》，頁 106-108。 
43許淑娟、吳進喜、李明賢 <旗山>《高雄縣聚落發展》，高雄縣文獻叢書，頁 23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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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的機能與型態變化，將旗山街區的空間配置與動力呈現出來的，尤其是對日治

時期街區擴張繁華的風貌呈現，由街區設施機構、人口數組合數、仕紳存款數額、

旅館數，來彰顯街區的活力。王瓊足另以『地點-位置』概念探討旗山鄉街形成

中地的條件、交通條件變化對旗山鄉街的影響、如何成為香蕉王國？
44由交通所

凸顯的旗山鄉街位置優越性變化、再帶動業發展成為該文重要的核心論述，也彌

補先前研究對交通發展面分析的不足。以『地點-位置』的切入點，分析旗山鄉

街發展，的確是剖析區域特性的關鍵，但由於該文可能限於時間與篇幅，尚未能

全面探討深入產業與交通之間的因果關係，還有促使沿山鄉街發達背後的機制、

各種產業的聯繫。 

以香蕉事業為主軸，呈現旗山發展的文章經常可見，其中將香蕉產業放在鄉

鎮研究發展觀點的論文，莊淑姿以交通、產業兩者的相關研究，頗具有區域研究

的面向
45。莊文以交通發展作為反映旗山街勢變化與香蕉事業發展的指標，並強

調交通是促成香蕉事業發達，並帶動人口流動重要的條件，所以透過交通路線的

增減，論述地方發展的興盛與蕭條，並提出鄉鎮發展，並不能只靠本身，外部環

境影響相當大。雖然該文最後的評論，點出鄉鎮發展的困境，不過內文分析並未

能與結論結合。另外其所分析的香蕉事業帶動旗山發達與交通系統完備，在香

蕉、交通、旗山發達三者之間的事實連結過於簡化，因為蕃薯寮（旗山舊稱）對

外交通系統道路系統，早在明治43年（1910）46就趨於完備，當時香蕉尚未成為

旗山最發達的事業，旗山的發達，不宜簡化為香蕉事業所帶動。在日治中期後香

蕉漸成區產業要角之前的旗山，內外部環境就已經出現相當的改變。 

從上述文獻的討論中，大致可以瞭解旗山街早在清代就是外門地區的發展中

心，其在日治時代的發展相當繁榮，發展機制來自於行政、軍事、交通、產業等

力量，不過其先後發展與彼此之間的牽動情形為何？這些都可以再一步釐清，以

提供對沿山鄉街發展的認識。 

。 

                                                 
44 王瓊足，<沿山鄉街的發展—以旗山鎮為例>，《台灣人文》第 4號，頁 207-239。 
45 莊淑姿，《香蕉產業與鄉村發展之研究—以旗山鎮為例》，頁1-161。 
46 以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興私營鐵道聯絡九曲堂和旗山的時間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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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區的分析 

 

第一項 研究區的位置與範圍 

本文的研究地區旗山鄉街與其依存的鄉村行政區，即為旗山街47，相當於現

今的旗山鎮。旗山鎮位於現今高雄縣境內，在高雄縣東北西南走向，成狹長狀的

轄域中，位居中段，西北接同縣的內門鄉與台南縣相接，東南端則與屏東縣里港

鄉相鄰（圖 1-2）。旗山街舊稱蕃薯寮街，清代屬於羅漢外門里中段的一個村莊，

後來逐漸演變成一個服務四周村莊的街肆；日治時代，羅漢外門里內的各庄先是 

 

 

                                                 
47 為行文方便，以下本文內容所稱的旗山街，空間範圍指涵蓋鄉街本身與鄰近鄉村的區域，範
圍相當「鎮」級的行政轄區。 

  圖1-2  旗山鎮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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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蕃薯寮廳管理，隨後行政區演變，以羅漢外門里的範圍為基礎，將附近與轄區

內的街庄作增減，至大正 9年（1920）年旗山街的行政轄區大致確定，該轄區範

圍維持至現今旗山鎮的範圍。本文的空間研究範圍，以日治中期後的旗山街為

主，相當於現今高雄縣旗山鎮轄區為主（圖 1-3），空間名詞的使用，以「羅漢外 

門地區」指涉清代羅漢外門福佬人拓墾的範圍，包含楠梓仙溪對岸的手巾寮與旗

尾等地。「蕃薯寮街」指稱街區聚落，「旗山地區」相當日治時代蕃薯寮廳、旗山

郡的範圍，「旗山街」指的是日治時代包含各大字的街庄層級，「旗山街區」特指

日治時代的街區所在。時間範圍則自清代康熙末年開墾人潮開始進入外門地區拓

墾，直到日治時代結束。 

高雄縣轄域呈東北西南走向，東北部為山地所盤據，中段是由山地緩降的丘

陵，西南為平原；山地的東西側分別是荖濃溪和楠梓仙溪流域，兩河流在流出山

谷之後，至里港附近會合，再向南直流入海。旗山街的轄域，就位於楠梓仙溪下

游兩岸，該範圍包含了楠梓仙溪出山谷前的部分平原，和出山谷後的河岸階地與

氾濫平原。其轄區內除了有不同的地形區，在清代和日治初期分別屬於不同的行

政區－西為台灣縣羅漢外門里，東為鳳山縣港西上里。其中羅漢外門里為閩人的

活動區，港西上里為客籍的拓墾地，也是不同的族群分佈地。本文以日治中期後

的行政範圍為研究基礎，其原因在於： 

1.就族群活動而言，河西的閩人並未以楠梓仙溪的河界作為拓墾活動的終

點，其活動範圍早就跨越楠梓仙溪，在河東沿岸形成數個聚落。而沿楠梓仙溪往

上的山谷一帶，原本雖是大傑巔社的埔地，但閩人也並未因此停止入山拓墾。論

述清代以蕃薯寮街為中心的鄉村區域，就以羅漢外門里墾民的活動範圍為主，包

含港西上里的旗尾與手巾寮一帶。 

2.就行政管理而言，自從 1920 年以後，旗山街的行政區範圍，合兩岸為同

一個行政層級管理，因而兩地的管理機制便漸漸納入同一個系統。當時河東轄區

內的新開發地區主力，雖以北部客籍人士為主，和鄰區瀰濃同為客籍人士，仍屬

於外來者，所以視為同一行政區的新移民，將河東的旗尾、手巾寮納入討論範圍。 

第二項 研究區的分析 

為了觀察國家政策與地方特性的反應下，以旗山街作為沿山鄉街發展動態的

詮釋對象，是因為它具有一般台灣沿山鄉街發展的共同脈絡，也具備了不同於其

他鄉街發展之處，依此，可以觀察沿山鄉街發展的一般性與特殊性。旗山街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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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3  旗山鎮轄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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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沿山鄉街相似之處： 

1.與大溪、竹東、大湖、東勢、集集、竹山等地都屬山地與平地接觸地點，

具備鄉村都市的特色。 

2. 旗山街在清代曾經設有防汛、巡檢，日治時代也是軍事駐紮與高級行政

官署設置之地，是一個兼具有行政、軍事機能的鄉街，亦即扮演著墾殖山林的起

點與區域行政中心。 

簡而言之，旗山街和其他沿山鄉街一樣，在各地理區的族群分布帶上，扮

演著山地行政與經濟前哨的重要角色48，作為討論清代經濟作用與官方力量涉入

影響時，有一定的基礎背景。 

旗山街雖然有位於南部的丘陵與平原之間的過渡位置，卻有其不同於各沿

山鄉街的特殊性： 

1.對台南、高雄等平原的中地而言，旗山街的位置，是位於需要翻越丘陵的

內山地帶，客觀環境中，存在著聯絡上的不便性。 

2.早期旗山街是西部平原與屏東平原兩地來往的走廊，所以它的位置特性，

不只是山地與平地的通過點，更是清代府城聯繫內門丘陵以東下淡水溪（高屏溪）

平原腹地的出入口。因此，旗山的內山位置，並非只是府城進入荒僻深山的據點，

還是一個和鳳山縣地區聯絡的銜接點。 

3.由於旗山街位於台灣縣與鳳山縣兩個行政區接攘之處，平時為台南與屏東

兩地往來必經之地，亂時則為兩地叛民流竄逃亡處。有時亂源雖不在本地，卻經

常受到波及。所以其位置的「邊界」性質，不僅只有地形上的接觸，還包含了族

群與行政管理轉變的特質。 

4.旗山鄉街與其鄰近腹地的開發甚久，雖緊鄰番界，但自 18 世紀以後，生

番活動早已遠離，街區附近的番害已不嚴重。所以在清末不像北部的沿山地區，

漢人為了墾殖山林，需以武力對付原住民。但是在其相鄰不遠處，為客籍漢人的

居住區，因長期不和而處於緊張關係。故所面對的國家勢力強弱與環境威脅，並

不完全相似。 

5.在清末茶、樟腦事業的興盛下，中、北部沿山地區的開發，已經和外部世

界經濟有所連結，而旗山街附近的產業，主要是以平原地區的糖業和外地市場經

濟相連，山區的林產仍是未開發地。在日治時代相似的國家機制操作下，不同的

開發基礎，可能帶來不同的影響。 

                                                 
48 富田芳郎沿山鄉，<東勢>《台灣鄉鎮之地理學的研究》，頁48-52，台灣風物雜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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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觀點與架構 

 

第一項 研究觀點 

台灣鄉街發展的動力，基本上是依存附近鄉村地區而發展，但是因為各鄉街

的條件有所差異，其實很難簡而論之，尤其是鄉街作為聯繫鄉村與都市之間的節

點，本身並非封閉的地區，易受外部環境的變動，繼而影響內部環境。環境作用

包括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力量，自然環境的優劣對於區域的發展，有其固定性的

限制或加分，自然力量的變化，更易改寫區域面貌；人文環境的作用，涉及政治

行政管理、經濟商業交易、社會組織運作，這些由人群構築的活動與規則，相對

於自然力量的運作規律，其變動性對區域發展的影響性更易凸顯，在各種人文力

量中，國家政治力的操作，因涵蓋面廣大，所以隱涵相當程度的影響力。為了瞭

解國家政治力施展對地方發展的影響，尤其是對台灣沿山鄉街的作用。因為沿山

鄉街的偏遠性，在清代向來只是位於以港口為中心的貿易圈邊緣，其發展的限制

性相當大，事實上，日治末期金瓜石、東勢、埔里、斗六、旗山等沿山鄉街已是

聚集萬人以上的鄉街49。本文嘗試以旗山街不同時代的發展情形，來瞭解國家施

為和沿山鄉街發展的關係。 

鄉街的形成與發展通常以鄰近地區為背景，其存在與鄰近農村有極為密切的

關係50，而旗山鄉街的發展基礎，在於它向來是處於附近地區人群進出的一個輻

輳點，人口流動性高，所以出現市集與商業活動以服務鄰近農村。所以不同時代

旗山鄉街的發展變化，其實就是來自於鄰近農村人口在此的流動變化，也就是

說，附近鄉村以旗山街作為進出的人口增加或範圍擴張，都會刺激街的發展。通

常鄉街對鄰近農村依存性的大小，與其本身人口多寡有關，人口數超過一萬人的

街，對農村依存度就比 5千人的街來的小51，可見鄉街本身已經發展出自我服務

的需求，依此，日治時代發展為萬人以上的旗山街，其服務對象已經不限於附近

農村人口；而服務對象的增加，和其腹地的擴張及街區本身人口的增加大有關

係。本文對旗山街時空發展的研究焦點，即以其腹地的變化作為探究重心，也就

是旗山街在兩個時代是利用何種機制和外部的腹地連結，發展機制的作用力大

小，如何影響腹地空間的變動？在自然環境變動不大的地理條件下，旗山街在清

代與日治時代同樣都有官方設治，但是旗山街前身的蕃薯寮街在清代的空間規模

                                                 
49 同註 2，頁 68-69。 
50 同註 2，頁 66。 
51 同註 2，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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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一段 200公尺左右的街道，人口數約 1000人左右，形式上是以服務四周鄉

民為主的沿山據點，而日治時代旗山街的空間規模逐日擴大，人口數也漸漸增

加，究竟兩個時代的由國家經營與鄉街本身的地方特性如何對應，以形成一組特

定的歷史條件，促成鄉街成長與腹地擴張？因此，由國家施為與地方條件的種種

對應機制，如何在鄉街周遭形成有服務依存關係的地方社會系統、人群活動空

間，是為本研究的重心。 

第二項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文視旗山鄉街為一區域，以其時空發展為對象，作為國家施為與地方條件

對應的探究，如何影響鄉街市場圈的變化。以「地點－位置」的特性，作為鄉街

條件的分析，將其置於「國家機制」之下，作為「地方」看待，瞭解彼此作用力

的結果，投射在區域的發展脈絡。 

對於「地點」的分析著重於自然條件與當代時勢發展的配合，對「位置」的

詮釋，不只是探討其和鄰近區域互動的網絡，而且視其為國家經營地方、地方反

映國家需求的內外在關係的呈現。換言之，在特定的歷史地理條件下，國家和地

方彼此作用的結果，「位置」反映的關係，不只是「地與地」的關連，還包含了

「人與地」、「人與人」的連結互動。由於不同時代的「位置」關係，會隨著時代

而變，即使旗山的地點是固定的，但其發展卻非一成不變。所謂時代不同的反映，

主要是透過國家施為的展現，瞭解清代與日治時代對地方經營管理態度與投入程

度差異，如何牽動沿山地方的「地點與位置」，以帶出鄉街地方與鄰近區域新的

社會與空間互動，使鄉街的市場圈隨之擴大，鄉街的機能與規模有所提升。沿山

鄉街所處的位置，在對外聯絡上本有其限制性，但通常以其聯絡內山各地的優越

性興起。因此，本文以在國家與地方的作用下，由沿山鄉街的限制性與優越性的

變動特徵，來說明帶動旗山鄉街興起與繁榮的內在機制。 

此外，在兩個時代位置條件的改變下，促使人口流動的吸引力如何轉型？愈

能讓人口產生大規模的流動，甚至因而定居下來使鄉街呈現成長的狀態，應該有

更複雜的產業在區域中運作，才能容納新增的人口。所以生計活動所架構出來的

產業體系，是瞭解不同時代中旗山街內部人地關係重要的關鍵。而產業體系的複

雜度，也左右著鄉街的成長。 

因此，本文希望釐清不同時代國家政策與地方條件的交互作用特色，以及旗

山街的地點與位置特性所投射出來的發展，究竟帶給地方哪些的生計活動內容？ 

地方的產業體系組織為何，以致造成人口流動與移入？透過這個體系建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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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與周圍鄉村的連結關係，進而瞭解街區空間社會變化背後的機制運作。（圖 1-4） 

 
 
 
 
 
 
 
 
 
 
 
 
 
 
 
 
 
 
 
 
 
 
 
 
 
 
 
 
 
 
 
 
 
 
 
  
 

圖 1-4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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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產政策與基礎建設

地方產業發展

鄉街機能：
行政、軍事、商
業、工業、交通

位置

市場圈
擴大

鄉街規模：
格子狀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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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說明本文承襲區域研究的觀點與內涵後，第二章將先分析旗山街的地點特

性和位置條件，及歷代國家治理地方政策對旗山行政區的安排，作為理解其位置

特性變化的基礎。 

第三章說明在清代的國家對地方設官經理和地方人民拓墾事業開展下，羅漢

外門地區的開發歷程，以作為分析蕃薯寮街發展的背景。 

第四章分析蕃薯寮街在限制性與優越性作用中逐漸興起與發展的過程，及以

其所展現的地方社會內涵，詮釋蕃薯寮街在區域中的地位。 

第五章探討日治時代在國家的各種區域開發與空間設計施為中，廣大的山區

如何被「蕃薯寮廳」、「旗山郡」整合成刺激蕃薯寮街發展的外部環境。 

第六章分析蕃薯寮街在區域擴張後，國家如何使旗山街成為沿山區域的門

戶，內外部事業的開展，如何帶動街區各種事業的興起，繼而刺激街區擴大。 

為了呈現以上各章所要呈現的鄉街腹地、國家施為、發展機制、社會組織與

運作內涵，本研究利用田野實察、土地台帳、日治時代戶口簿、日治時代總督府

公文類纂、統計書、清代與日治時代的方志、史料、廳報或州報等公告、地籍圖、

堡圖、地形圖、其他相關研究與論著等資料，逐步建構旗山街清代與日治時代的

發展歷程。土地台帳主要是說明清末楠梓仙溪下游兩岸的土地拓墾結果、蕃薯寮

鄉街商號、地主勢力的延伸情形，藉以呈現以蕃薯寮街為中心的福佬人活動範

圍。日治時代總督府公文類纂的資料，包含制度建立、機構設立、土地調查、土

地開墾等，主要是呈現日本官方進入地方所見、所思、所為。統計書包含人口統

計、地方要覽等資料，作為鋪陳地方事實之基礎。清代與日治時代的方志、史料、

廳報或州報等公告，乃是建構鄉街地方面貌之依據。田野實察以訪問街區與腹地

居民的生活方式、活動範圍為主，藉以瞭解其生計活動與生活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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