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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國統治的建立

奇萊地區的部分原住民族群，在清帝國統治之前，雖曾一度接觸到荷蘭人，
但因荷蘭當局只維持象徵性的統治，以「地方集會」對原住民族群加以約束、監
督，並未正式在本地區設治，因此，除了撒基拉雅等部分族社因不服政令，遭遇
荷蘭軍隊攻擊之外，其餘並未發生太大的變化。
但同治 13 年（1874）之後，清帝國因應日軍侵臺的「牡丹社事件」
，為了宣
示對後山番地的主權，而以極短的時間進行「開山撫番」
，結果為後山地區帶來
了國家統治機構與「武裝殖民」，並使得當地的原住民族群與清帝國官軍關係緊
張，有些更發生了武力衝突，甚至埋下光緒 4 年（1878）「加禮宛社之役」的種
子。本章即介紹「開山撫番」的背景與政策的執行，及清帝國國家統治力量的建
立，並探討初接觸清帝國的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概況。
第一節 國家統治機構的建立
一、「開山撫番」之前的奇萊地區
近代歐洲人「地理大發現」之前，後山的奇萊地區，甚至是臺灣其他地區的
原住民族群，都未出現國家的組織。1他們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以自己的行為
法則與周遭的族社結盟、戰爭，或是物物交換；但隨著「地理大發現」之後，由
於臺灣的地理位置接近中國，又在日本的南方，是很好的轉口貿易基地，也容易
成為向中國與日本傳播西洋宗教的跳板，因此，為了經貿利益、資源開採、宗教
熱忱……等目的，西方重商主義國家也開始注意到臺灣，並且進入後山的奇萊地
區。

1

翁佳音曾於 1991 年在中研院近史所口頭發表〈一個被遺忘的臺灣中部原住民「王國」，
1638-1732〉
（修改之後，於 1992 年 12 月以〈被遺忘的臺灣原住民史—Quata（大肚番王）初考〉
發表於《臺灣風物》42 卷 4 期（板橋：臺灣風物雜誌社，1992），頁 145-188）
，日本學者中村孝
志因有所觸發，而於 1992 年在日本天理大學所召開的「第二屆天理臺灣研究會大會」上發表，
並加以修正後，於 1993 年於《天理大學學報》172 輯中發表〈オランダ治下、中西部台湾にお
けるクワタオング Quataong 村落について〉論文。中村孝志在參考相關文獻後，提及 Quataong
並不像統治一個國家般的統治著大領土，首長也沒有強大的絕對權，只是一個鬆散的羈絆而已（許
賢瑤譯，中村孝志著，
〈荷蘭統治下位於臺灣中西部的 Quataong 村落〉
，收入《荷蘭時代臺灣史
研究》
（下卷）
《社會•文化》（板橋：稻鄉出版社，2002）
，頁 71-102）
。也就是說比較像是跨部
落的強權，類似過去東臺灣南部卑南社控制後山七十二社的例子，並非是一個正式的國家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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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國際競爭時期，荷蘭、西班牙於 1624 及 1626 年分別來到了臺灣的南部
及北部，他們希望藉由臺灣來發展對中國及日本的貿易；而西班牙更希望以臺灣
作為基地，擴展對中國、日本方面的傳教，且佔有臺灣將可阻止日本經由臺灣入
侵南方的呂宋等地。當時位於臺灣北部的西班牙人，曾經征伐、控制了北臺灣及
噶瑪蘭地區（1634）的原住民族社，因此，在其所認知的空間上，將北臺灣地區
分成淡水（Tamchui）
、噶瑪蘭(Cabran)及哆囉滿(Turoboan)三個省區，但實際上並
未真正將勢力延伸進入後山地區。2他們對後山族社名稱的記錄，可能得自於前
來探尋砂金的探險家。當時在後山族社的記錄中，就曾出現 Chicasuan（七腳川）
、
Saquiraya（撒基拉雅）等奇萊地區族社的名稱。
荷蘭人在統治的中、晚期，因為砂金的傳說進入了後山，也曾於 1645 年征
討意圖反抗的撒基拉雅（Saccareya 或 Zacharija）
。在其記錄中，也出現代表南勢
阿美荳蘭、薄薄、里漏等社的 Talleroma(可能即是 Nalomaan，「老家故地」、「舊
部落」之意)，當時 Talleroma 是強勢的部落，並曾在 1644 年阻止鄰近地區派人
參加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東部地方集會」
，隨後又傳出 Talleroma 對東印度公司友
好的部落展現敵意的訊息，使得荷蘭人計畫趁 1645 年探金之行時攻打他們；其
後因 Talleroma 在與荷蘭人衝突中損傷幾人，因而態度趨於軟化，除了提供各項
糧食、軍需之外，並答應臣服於荷蘭東印度公司，使部落免於被焚燬的厄運。當
時荷蘭軍隊並未碰到七腳川社，可能當時的七腳川社仍舊居住在中央山脈的山地
中，並未遷徙到平原上；抑或是人口較少，且未與荷蘭人正面衝突，3以致缺少
對它的描述。整體而言，荷蘭政權對後山地區只是維持象徵性的統治，並未積極
開發，4因而在記錄上顯得零星而片段。
1662 年，鄭氏王朝擊敗荷蘭人。由於其統治的區域主要在臺灣南部，因而
對後山地區的記載模糊了起來，除了仍有採金的傳聞之外，5後山族社的名字在

2

黃提銘譯，鮑曉鷗撰文，
〈被征服的世界—十七世紀西班牙文獻資料中的臺灣北部原住民〉
，收
入《尋訪凱達格蘭族—凱達格蘭族的文化與現況》（板橋：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 111；
李毓中譯，鮑曉鷗撰文，〈對《大臺北古地圖考釋》一書之評論〉，《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季刊》58
期（板橋：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 41。
3
康培德，
《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
（臺北：稻鄉出
版社，1999），頁 48-49、53、63-127、214-215。
4
林玉茹，
〈國家在東臺灣歷史上的角色〉
，收入《東臺灣研究》5 期（臺東：東臺灣研究會，2000）
，
頁 162。
5
見《臺海使槎錄》引〈海上事略〉
：
「偽鄭時，上澹水通事李滄愿取金自效，希受一職，偽監紀
陳福偕行到澹水，率宣毅鎮兵並附近土著，未至卑南覓社，土番伏莽以待曰：『吾儕以此為活，
唐人來取，必決死戰』！福不敢進；回至半途，遇彼此土番泛舟別販，福率兵攻之，獲金二百餘，
並繫其魁令引路，刀鋸臨之，終不從。按出金乃臺灣山後，其地土番皆傀儡種類，未入聲教，人
跡稀到。自上澹水乘蟒甲從西徂東，返而自北而南，溯溪而進，匝月方到。其出金之水流，從山
後之東海，與此溪無與。其地山枯水冷，巉巖峻峭，洩水下溪，直至返流之處，住有金沙。土番
善泅者，從水底取之，如小豆粒巨細；藏之竹簏，或秘之瓿甊，間出交易，彼此人雖能到，不服
水土，生還者無幾。」（黃叔璥，
《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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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記載中，都消失了蹤影。
隨著 1683 年施琅擊敗鄭氏王朝之後，清帝國的統治力量跨過了臺灣海峽，
但領臺初年，主要支配的地方為臺灣西部平原地區，對內山原住民的治理政策極
為消極。為了防範不法漢人窩藏番地，及原住民逸出為害，同時限制漢人侵墾引
發番亂，遠在康熙末年「朱一貴之亂」平定之後（1722）
，即採畫分界線的策略。
最初是在原住民出沒的要地立石為界，接著也在立石處開溝，或以自然山川為
界；而無自然山川之地，則一律挑溝堆土為界（乾隆 25 年，1760）
。其所築界線
土堆外型如臥牛，故稱為「土牛」，而外側深溝稱為「土牛溝」。到了乾隆 53 年
（1788）「林爽文之亂」平定後，大將軍福康安以平埔族隨軍清剿有功，乃建議
設立「屯番」，以防守沿山接近生番的地界，使生番不致出擾。
由於清帝國未實際治理番地，因此，將之視為「化外之地」
、
「化外之民」
，6
長時間處於部落自治的狀態，而這也成為其後外國勢力入侵、覬覦番地的藉口。
在鴉片戰爭之際，雖曾有人建議清政府對臺灣未開發地區進行開墾，但當時的臺
灣道姚瑩於道光 22 年（1842）2 月 24 日寫了〈臺灣山後未可開墾議〉
，提出四
點可慮之處，打消了開發的念頭。7
雖然在清人的文獻中，經常出現關於七腳川（竹仔宣、即加宣……等等）、
斗難（荳蘭）、薄薄……等南勢阿美與撒基拉雅族社名稱的記載，但不可因此就
認為清帝國已正式統治奇萊地區；奇萊地區仍舊是化外之地、化外之民。而從以
下的文字記載，也可看出清人對奇萊地區等後山族社的印象是相當模糊的。
《續修臺灣府志》引《番俗雜記》記載：
「由雞籠沿山後山朝社（三貂社）、
蛤仔難（噶瑪蘭）
、直加宣（七腳川）
、卑南覓，民人耕種樵採所不及，往來者鮮

究室，1957），頁 139-140）。
6
事實上，直到同治年間，這樣的觀點仍舊存在。像臺灣道吳大廷在同治 6 年（1867）照會美艦
長費米日（J.c.Ferbiger）時說：「查臺灣生番穴處猱居，不隸版圖，為王化所不及，是以我國早
有土牛之禁，士庶商民，不准擅入。」而鳳山縣令也說：「生番行同獸類，不可理喻。」而到同
治 12 年（1873）總署大臣毛昶熙、董恂等答覆日使時仍說：
「生番係屬化外，中國不甚為理」
（轉
引自李國祁，《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臺地區，1860-191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
刊（4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頁 169）。
7
姚瑩提到：「一旦往墾山後，必以兵護行。番見兵至，勢必相持，或煽動內山兇番為助，則全
臺震動。是逆夷尚未外來，番釁已先內啟，將使英夷坐收漁人之利。……召徠民夫，荷鋤往墾，
地既廣大，眾當盈萬，非十餘年之功不能成熟，非十數萬之費不能竣功。方今軍需浩繁，豈有餘
力及此。……必督以文員，理其訟事，更將以兵弁鎮其紛爭，事屬創始，非得賢能廉正、年力強
壯、堪耐煙瘴、且熟悉地利、洞曉民情番俗者，不勝此任。目前文武尚未得其人。……山前、山
後形勢相背，兇番中阻，道路不通。南北須由海道遶行，風濤險遠。方今未入版圖，治亂猶可不
問。一經開闢，當設州縣。文如牧令，武則副參，守以重兵，乃能底定。果竟宴然，固善矣。設
有意外，而山前之兵，應援莫及。如其仍不能守，取之何為？」（姚瑩，《中復堂選集》（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頁 49-50。）其實，姑且不論其態度積極或消極性，姚瑩這個意見
倒是有先見之明，因為「開山撫番」後清廷面對後山族群統治時，的確花了相當大的功夫，卻仍
舊無法真正的控制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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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8《諸羅縣志》記：「蛤仔難、哆囉滿等社，遠在山後。崇爻社餉附阿
里山，然地最遠……」
；9〈記臺灣山後崇爻八社〉云：「山後有崇爻八社(康熙三
十四年賴科等招撫歸附，原是九社；因水輦（今壽豐鄉水璉村）一社，數年前遭
疫沒盡，今虛無人，是以只有八社)，東跨汪洋大海，在崇山峻嶺之中；其間密
箐深林，巖溪窮谷，高峰萬疊，道路不通。土番分族八社：曰筠郎椰（撒基拉雅）
，
曰斗難（荳蘭）
，曰竹腳宣（七腳川）
，曰薄薄，為上四社；曰芝舞蘭（泗波蘭，
今豐濱鄉港口村）
，曰機密（今瑞穗鄉奇美村）
，曰貓丹（今光復鄉馬太鞍地區），
曰丹朗（太巴塱，今光復鄉富田地區）
，為下四社……」
；10《東瀛識略》記：
「嘉
義縣……極東為崇爻八社……各社之或分，或併，或亡，或徙，末由詳考……」；
11

《臺海使槎錄》則記：「山後則卑南覓七十二社，北通崇爻，南極琅嶠，悉為

「上四社」即為撒基拉雅與南勢阿美各社。而從這些
傀儡番巢穴……」
。12其中，
記載看來，後山是個化外之地，是所謂「生番」盤踞、民人耕種樵採所不及的區
域。其自然環境是個「密箐深林，巖溪窮谷，高峰萬疊」的原始風貌。且由於統
治力量無法真正有效地延伸至這個「有番無民」的地方，因此，其間番社的分化、
合併、滅亡、遷徙的情況，無法清楚地了解。
由於後山北部崇山峻嶺、高山逼海，再加上山中有強悍獰猛的「生番」分佈，
因此，早期前來後山奇萊地區，走海路比陸路方便。
康熙 32 年(1693)，合夥往來沿海貿易的陳文、林侃，因為颱風漂到奇萊，
陳文到生番部落跟他們交易，住了一年之後略通番語，並且熟悉港道。13此為文
獻記載中，漢人到奇萊地區之始。賴科擔任雞籠通事，經常在番社之間出入，因
聽聞後山有番人，而想與之交通，乃於康熙 35 年(〈記臺灣山後崇爻八社〉則記
為康熙 34 年)的冬天與 7 人結伴，晝伏夜行，歷經數十番社，並翻越崇山峻嶺之
後到達後山，這是漢人走陸路前來奇萊地區的第一人，經由他的努力，使均榔(撒
基拉雅)、斗難、竹腳宣、薄薄、芝武蘭(芝舞蘭、泗波蘭)、機密、貓丹、丹朗、
水輦九社附阿里山番輸餉。14到了雍正 2 年（1724）
，七腳川等社歸化清帝國。15

8

余文儀，
《續修臺灣府志》
，中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12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頁 580。
9
周鍾瑄，
《諸羅縣志》
，收於方豪主編，
《臺灣叢書》第 1 輯第 2 冊，
《周鍾瑄修諸羅縣志、陳文
達修臺灣縣志》合訂本（臺北：國防研究院出版部，1968），頁 168。
10
藍鼎元，
〈紀臺灣山後崇爻八社〉
，收於丁曰健，
《治臺必告錄(全)》
，臺灣文獻叢刊第 17 種(臺
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42。
11
丁紹儀，《東瀛識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2 種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 67。
12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卷 7，頁 153。
13
連橫，《臺灣通史》，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頁 566-567。
14
連橫，《臺灣通史》
，下冊，頁 567；郁永河，
《裨海紀遊》
，臺灣文獻叢刊第 44 種（臺北：臺
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頁 33；鄧孔昭，《臺灣通史辨誤(增訂本)》(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
出版部，1991)，頁 225-226。
15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中冊，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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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輸餉的時間維持多久？是否完全臣服？我想成效應該相當有限。
但到了臺灣「開港」之後的清同治時期，由於臺灣近海地區屢屢發生船難意
外，使得奇萊地區的命運有了轉變。
二、「開山撫番」—清帝國國家力量的進入
清同治 10 年（1871）
，琉球太平山（宮古島）人遭遇颱風，而漂到臺灣琅嶠
（恆春半島）東海岸的北瑤灣（即八瑤灣，在今屏東縣滿州鄉）
，其中 54 人慘遭
當地排灣族高士佛社、牡丹社人殺害；同治 12 年（1873）
，又發生日本小田縣（今
日本岡山縣的一部分）淺口郡柏島村民佐藤利八等 4 人，因船遭風漂到臺灣後山
東海岸馬武窟（今臺東縣成功鎮與東河鄉的交界處），被生番所劫，於是日本以
生番乃「中國化外之民」，並運用李仙得（Charles W. LeGendre）的「臺灣番地
非中國所屬論」，及其對臺灣的情報與策略，16出兵進犯牡丹社、高士佛社。
同治 13 年（1874）日軍犯臺之後，清廷命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帶領輪
船兵弁，以巡閱為名，前來臺灣視察，並授之為「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
國事務大臣」，一切防務措施悉照所議辦理，並准其將福建省存款移緩濟急、酌
量動用，如有不足者，准其暫借洋款以應急需。同時，派遣福建布政使潘霨為幫
辦，與其共赴臺灣籌辦防務。17
「牡丹社事件」，使沈葆楨深刻體認到臺灣防務及後山番地治理的重要性，
他堅信經營臺灣的第一要務為「開山撫番」，欲藉著「一面撫番，一面開路，以
絕彼族覬覦之心，以消目前肘腋之患」。而且沈氏認為開山與撫番兩件事是相輔
相成，不可互缺的，
「務開山而不先撫番，則開山無從下手；欲撫番而不先開山，
16

林子候，
〈牡丹社之役及其影響─同治十三年日軍侵臺始末─〉
，
《臺灣文獻》27 卷 3 期（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6）
，頁 36-41；藤井志津枝，
《日本軍國主義的原型─剖析一八七一∼七
四年臺灣事件─》
（臺北：三民書局總經銷，1983）
，頁 7；毛利敏彥，
《臺灣出兵》
（東京：中央
公論社，1996）
，頁 99。當時李仙得曾提出多次備忘錄供日本當局參考。在第一號備忘錄中，李
仙得建議日本先以外交交涉方式催促清政府，如果清政府無法有效對先住民（原住民）採取對策
的話，日本想要領有此地，且強調清政府如果對臺灣先住民政策怠忽的話，臺灣將落入歐美列強
之手，與其讓臺灣落入西人之手，不如由日本領有。第二號備忘錄，則超越外交論領域，進入軍
事作戰計畫，而其前提就是如果日本方面所提議的臺灣領有受到清政府方面拒絕時，即採行此作
戰方案。備忘錄中建議，日本方面要求清政府將臺灣南部給予日本，也將作戰時的必要兵員數、
輸送方法、兵要日誌、清帝國方面的配備狀況等，具體記載下來。第三號備忘錄，則是確保佔領
先住民地域後的具體方策。第四號備忘錄，則是立論於 19 世紀國際社會的權力政治，為日本的
領有臺灣找理論基礎，其中，並且提到日本如果想要稱霸東亞，北邊的朝鮮與南邊的臺灣、澎湖
島，是不可欠缺的戰略要地，因此，應利用琉球漂民遭難事件，將臺灣、澎湖據為己有。而在第
五號、第六號備忘錄中，則對全權公使跟清政府如何展開外交部分，提出具體建議（毛利敏彥，
《臺灣出兵》
，頁 34-40；藤井志津枝，
《日本軍國主義的原型─剖析一八七一∼七四年臺灣事件
─》，頁 66）。
17
林子候，
〈牡丹社之役及其影響─同治十三年日軍侵臺始末─〉，頁 45；《清穆宗實錄選輯》，
臺灣文獻叢刊第 19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14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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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撫番仍屬空談」。18而後山的經營乃「為防患計，非為興利計。為興利，儘可
緩圖；為防患，必難中止」，19因此，積極地著手開山撫番，以兵工開闢通往後
山的番界道路，以便能在其地設施政教、實際統治，杜絕外人侵佔番地之心。20
沈氏的撫番，就是有計畫地促使原住民漢化，而其開山與撫番的目的，都在
使後山真正成為清帝國領土的一部分。在以前清帝國撫番的政策，乃綏撫與保護
（或兼有防範）二者並進，且作法上極為消極，以原住民自動漢化為主，很少積
極地強迫其進行；但沈氏的主張完全不同，是以主動地，甚至必要時強迫地促使
其漢化，絕不放任其自由發展。21因此，在撫番上他強調：「今欲撫番，則曰選
土目、曰查番戶、曰定番業、曰通語言、曰禁仇殺、曰教耕稼、曰修道途、曰給
茶鹽、曰易冠服、曰設番學、曰變風俗」
，22也就是希望從部落頭目、家庭生業、
學校教育、風俗習慣各方面，徹底改造原住民。
而在開山方面，同光年間的後山番界道路開鑿，乃分北、中、南三路進行，
期望在最短的時間內能剿撫番人、移民實邊，達到「以內地之治治之」的目的。
23

其中，北路的開鑿與奇萊地區的原住民族群有密切的關係。當時由革職留任福

建陸路提督羅大春督率兵工開鑿，24之後由宋桂芳代為接辦。其路線從蘇澳經東
18

沈葆楨，
〈請移駐巡撫摺〉
，收於《福建臺灣奏摺》，臺灣文獻叢刊第 29 種（臺北：臺灣銀行
經濟研究室，1959），頁 1-2。
19
羅大春，
《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
，臺灣文獻叢刊第 30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
頁 60。
20
清帝國當局在日本出兵南臺灣（琅嶠）的挑釁之下，對於後山的看法乃重新認定。以往畫分
民番界線，以杜絕民番間的糾紛，乃純屬國內問題，而今卻演變成生番居住的區域，是否隸屬於
中國版圖的國際問題。清廷雖然聲稱番地係中國版圖，而日本則要求清廷提出在其地設施政教、
實際管治之實據（張世賢，
《晚清治臺政策（同治十三年至光緒二十一年）》，私立東吳大學中國
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叢書之八十（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8），頁
307）。因此，清政府希望藉由在後山的設施政教、實際統治來強調其支配的事實。
21
李國祁，《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臺地區，1860-1916》，頁 169-170。
22
沈葆楨，〈請移駐巡撫摺〉，頁 2。
23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81 種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頁 5；
施添福，
〈開山與築路：晚清臺灣東西部越嶺道路的歷史地理考察〉
，
《師大地理研究報告》30 期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1999），頁 65。
24
原本最先率兵勇開鑿後山番界道路的是臺灣道夏獻綸，後來才由羅大春接替。在日軍侵臺之
後，沈葆楨奉命渡臺辦理防務，當時即咨調福建陸路提督羅大春一同前來臺灣會籌一切，但當時
閩浙總督李鶴年為了福州、廈門等處的佈防事宜，而奏請羅大春暫緩渡臺，並請其統領兵勇六營
駐紮在廈門。沈葆楨渡臺後，發現日軍經常出現在後山北路的洋面上，而噶瑪蘭的蘇澳乃民番接
觸的關鍵之地，更是日本所垂涎者，因而再次希望羅大春能渡臺，並坐鎮於蘇澳。但羅大春認為
福建陸路提督就只有一位而已，而在福建省像蘇澳一樣重要的地方不知道有多少，因此，以不能
分身為理由回信給沈葆楨，請求能夠暫緩渡臺，並請沈葆楨先行找人前往蘇澳鎮守。由於情勢危
急，沈葆楨只好先調派臺灣道夏獻綸率領原有部勇一營，並打算添募一營，以坐鎮蘇澳。當夏獻
綸於同治 13 年（1874）6 月 3 日抵達蘇澳之後，發現日本人在北路地區利誘原住民，而且日本
人成富清風也打算在奇萊一帶活動，因此，認為後山北路陸路交通的開鑿有其必要。夏獻綸因為
駐紮在蘇澳的兵勇力量過於單薄，因而在淡水、噶瑪蘭兩處各募練勇一營，約計 1000 人，先行
開鑿道路到南方澳；後來再募勇 300 人、料匠 200 人，隨同入山伐木。而羅大春因為延遲渡臺，
遭到朝廷革職留任的處分，並奉命立即渡臺，於 7 月 13 日抵達蘇澳，接替夏獻綸的任務駐防蘇
澳，並負責開路（羅大春，
《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3-18；施添福，
〈開山與築路：晚清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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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今宜蘭縣蘇澳鎮東澳里）
、大南澳（蘇澳鎮南強及朝陽里）
、大濁水（宜蘭縣
南澳鄉澳花村，當時曾設碉堡於今花蓮縣秀林鄉和平村和中部落北方 300 多公尺
處）
、大清水（秀林鄉崇德村清水一帶）
、得其黎（秀林鄉崇德村及立霧溪一帶）、
新城（新城鄉新城村）
、加禮宛（新城鄉嘉里村）、岐萊（奇萊，花蓮市）、花蓮
港（吉安鄉南埔海邊）
、木瓜溪（吉安鄉與壽豐鄉交界處附近）到吳全城（壽豐
鄉志學村到平和村吳全社區一帶）。此路開闢於同治 13 年（1874），沿路設置碉
堡以防禦番害。往南則接後山卑南道路，可到達花東縱谷的聚落。25
也許是大陸民族的思維，因此，清帝國官軍以「開山」作為接觸後山區域的
方式，讓前、後山土地連成一氣。事實上，如果參考過去漢人前來後山的路線，
則可發現以海路前來方便許多，而且少了原住民族群出草的風險。在胡傳的《臺
東州采訪冊》中，也可見到他對開鑿陸路的方式不以為然。胡傳提到：「……舍
海道、棄舟楫，專事陸路；道踰山嶺，穿番社，力求深入。處處設防，處處為番
所牽制，徒自罷（疲）其力於荒山窮谷之間；如羝羊（雄羊）觸藩，不能退、不
能遂。師老財費，夫何怪焉！……粵之瓊州（今海南島）孤懸海外，與臺灣同。……
自明以來，善言兵者往往議開十字道，橫直穿黎心，使北由瓊州、南達崖州、東
由萬州、西達儋州，均無阻隔；置兵其間，謂可居中以制外。光緒十三年，粵督
張香濤制軍用其策，果開通矣。而山中煙瘴甚厲，兵不能久駐；未幾而仍廢塞，
亦猶臺灣所開以通後山之六道，皆不能常通也。可見島嶼之鄉，利用舟楫由海道
自外而入易為力，由陸道自內而出難為功……」。26
番界道路既已著手開鑿，進一步要執行的工作，即是招募拓殖。然而自清帝
國領臺以來，即因治安及國家安全的理由，對臺灣施行海禁與山禁，其間或有稍
弛，但終究未明文廢止，因此，若要鼓勵人民前往後山拓墾，必須對這構成阻礙
的禁令加以解除，方能配合後山及臺灣其餘山地的開發。於是沈葆楨乃於同治
13 年 12 月 5 日（1875 年 1 月 12 日）上〈臺地後山請開舊禁摺〉稱：
「奏為臺地
後山急須耕墾，請開舊禁，以杜訛索而廣招徠……因思全臺後山除番社外，無非
曠土。邇者南北各路雖漸開通，而深谷荒埔人蹤罕到，有可耕之地，而無入耕之
民。草木叢雜，瘴霧下垂，兇番得以潛伏狙殺。縱闢蹊徑，終為畏途；久而不用，
茅將塞之。日來招集墾戶，應者寥寥。蓋臺灣地廣人稀，山前一帶雖經蕃息百有
餘年，戶口尚未充牣。內地人民向來不准偷渡，近雖文法稍弛，而開禁未有明文，
地方官思設法招徠，每恐與例不合。今欲開山不先招墾，則路雖通而仍塞；欲招

東西部越嶺道路的歷史地理考察〉，頁 81-82）。
25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史》(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88)，頁 447；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譯，伊能嘉矩著，
《臺灣文化志》中譯本，下卷(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頁 169；夏
獻綸，
《臺灣與圖》
，臺灣文獻叢刊第 45 種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 50-53、76。
26
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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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不先開禁，則民裹足而不前。臣等查舊例稱：臺灣不准內地人民偷渡；拏獲偷
渡船隻，將船戶等分別治罪，文武官議處兵役治罪。又稱：如有充作客頭，在沿
海地方引誘偷渡之人，為首者充軍，為從者杖一百、徒三年；互保之船戶及歇寓
知情容隱者杖一百、枷一箇月；偷渡之人杖八十，遞回原籍；文武失察者，分別
議處。又內地商人置貨過臺，由原籍給照；如不及回籍，則由廈防廳查明取保給
照；該廳濫給，降三級調用。又沿海村鎮有引誘客民過臺數至三十人以上者，壯
者新疆為奴，老者煙瘴充軍。又內地人民往臺者，地方官給照盤驗出口；濫給者，
分別次數罰俸降調。又無照民人過臺，失察之口岸官照人數分別降調；隱匿者革
職。以上六條，皆嚴禁內地民人渡臺之舊例也。又稱：凡民人私入番境者杖一百；
如在近番處所抽藤、釣鹿、伐木、採椶（棕）者杖一百、徒三年。又臺灣南勢、
北勢一帶，山口勒石分為番界；如有偷越運貨者，失察之專管官降調，該管上司
罰俸一年。又臺地民人不得與番民結親，違者離異、治罪，地方官參處；從前已
娶者，毋許往來番社，違者治罪。以上三條，皆嚴禁臺民私入番界之舊例也。際
此開山伊始、招墾方興，臣等揆度時勢，合無仰懇天恩，將一切舊禁盡與開豁，
以廣招徠，俾無瞻顧。……臣等思當茲開闢後山，凡百以便民為急，不得不因時
變通；合無再懇天恩，飭地方官將鐵、竹兩項悉弛舊禁，以斷胥役勒索之路，以
濟閭閻日用之需……」。27沈氏的建議，得到清廷的支持，於是臺灣的海禁、山
禁正式解除，販買鐵、竹兩項亦同意弛禁。
番界道路修築之後，對後山的開發起了相當的貢獻。但相對地對後山的原住
民族群來說，開山及招墾等舉措，無疑地是他們的生活空間受侵擾的加速劑。而
且軍隊隨著道路的完成進駐後山，一旦有風吹草動，即可能導致軍隊的武力鎮
壓。軍隊的進駐，除了維護番界道路順暢之外，於墾民拓殖時，亦可以武力防範
兇番攻擊，保護墾民安全，因此，或多或少帶有「武裝殖民」的意味。28當時在
後山北、中、南三區都有駐軍，北路方面，以宣武左右兩軍分駐東澳、大南澳、
大濁水、得其黎、新城、加禮宛、花蓮港、吳全城等地，以備不虞，29共紮一十
三營半及水師一營，由羅大春統之。30
三、統治機構的建立
光緒元年（1875），設「卑南廳」以統轄後山番地，使後山正式納入清帝國
27

沈葆楨，〈臺地後山請開舊禁摺〉，收於《福建臺灣奏摺》，頁 11-13。
李國祁，〈清季臺灣的政治近代化──開山撫番與建省（一八七五∼一八九四）〉，《中華文化
復興月刊》8 卷 12 期（臺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1975），頁 6。
29
連橫，《臺灣通史》，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頁 315-316。
30
丁日昌，
〈籌商大員移紮臺灣後山疏（附臺灣中路築城防守片）〉
，收於《道咸同光四朝奏議選
輯》（全），臺灣文獻第 28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頁 8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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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版圖，國家力量也正式統治後山地區。同時，隨著「開山撫番」的進行，內山
區域開闢日廣，番民之間交涉的事件日漸增多，使得原本以南路理番同知駐紮臺
南、北路理番同知駐紮鹿港的行政設施，有鞭長莫及之感，因此，在臺灣道夏獻
綸的建議之下，沈葆楨於同年（1875）6 月 18 日奏請將南路同知移駐後山的卑
南；北路同知改為中路，並移駐水沙連，另外加上「撫民」頭銜，「凡有民番詞
訟，俱歸審訊；將來升科等事，亦由其經理」。31並且於其下特設撫墾委員，掌
理與撫墾有關的一切事務。
當時卑南廳又區分為三路，由駐卑南的南路撫民理番同知總管理番事務。最
初南路地區由郭秀章擔任委員，設於卑南廳內，中路地區由璞石閣的帶兵官處
理，北路地區由花蓮港的帶兵官兼理；後來由駐後山的統領吳光亮32總其事，辦
理三路撫番事務。當時的撫墾方針主要在：（一）教化—為撫化番人，於各要地
設立適當的義學。（二）授產—對番人授產，使其得以料理生計，成為馴化善良
之民。（三）鼓勵移民—為達到番地開墾的目的，從中國大陸募集移民，並給予
特別的保護，且於其墾成之後予以獎勵。33
夏獻綸鑑於「臺灣後山南路之卑南、中路之秀姑巒、北路之岐萊（奇萊）及
前山南路之恆春所轄地方，並中路埔里六社等處，曠地甚多，未經開墾，而土地
肥美，不便久蕪」
，因此，建議設立「招墾局」
（或「招撫局」
）
，設委員以掌理墾
務，大規模從事拓墾。34
但是到了光緒 3 年（1877）3 月 29 日，巡撫丁日昌擬定〈撫番善後章程二
十一條〉，仍指出「前、後山各處曠土甚多，應即舉設招墾局，即日由營務處選
派委員前往汕頭、廈門、香港等處招工前來開墾」。35並「立章程，任保護，凡
應募者與以便宜，日給口糧，人授地一甲，助予牛種農器，三年之後，始徵其租」
。

31

沈葆楨，〈請改駐南北路同知片〉，收於《福建臺灣奏摺》，頁 60。
吳光亮以軍功的身分，於同治 6 年（1867）8 月署廣東南澳鎮總兵（代理）
，至 9 年 12 月才實
任（正式）
。光緒 2 年（1876）1 月 23 日，因為福建福寧鎮總兵宋桂芳積勞病故，上諭改由吳光
亮接替福寧鎮總兵的職務，直到光緒 3 年 8 月 24 日。但他都因為在臺灣辦理開山撫番事宜，並
未真正赴任（只有掛官銜，而未親赴其治地）
。8 月 24 日，吳光亮再次奉上諭，調補為福建臺灣
鎮總兵（邱敏勇，
〈吳光亮事蹟補述〉
，
《臺灣風物》38 卷 3 期（板橋：臺灣風物雜誌社，1988），
頁 2-3）。也就是說，吳光亮來臺灣時，已經是總兵的身分。
33
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04。本文參考者乃臺北古亭
書屋發行，祥生出版社出版，1973），頁 252-253。
34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伊能嘉矩著，
《臺灣文化志》中譯本，下卷，稱此機構為「招墾局」
（頁 174）
，而在〈南路招撫局移覆恆春縣關於鋪戶王和興開墾二重溪等地田畝給照事宜〉
（收於
《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全），臺灣文獻叢刊第 27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9）
，
頁 19-20）及《臺東州采訪冊》
，
〈墾務〉
：
「謹按光緒元年，設招撫局於埤南以撫番……」
（胡傳，
《臺東州采訪冊》，頁 41）之記載看來，當時設於後山區域者稱為「招撫局」，而非「招墾局」
。
35
〈分巡臺澎兵備道札行巡撫丁日昌擬定撫番善後章程二十一條〉
，收於《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
（全），頁 9。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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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當時，閩、粵之人多往南洋或遠至澳洲以致財富，來臺者較少，以致墾務不彰。

37

因此，恆春縣知縣黃延昭建議：「竊惟臺灣開闢後山，原為防護洋務起見，查

開拓茲三年，生番漸次受撫，而招墾連年，終無成效。今大軍分紮後山，口糧無
多，新米昂貴，運輸甚難，是誠所慮。宜廣募農民，開拓荒土。」38結果，從其
建議，招募臺人給予農具，每人月給口糧 6 兩，且以墾成之地三年免租的措施鼓
勵。39但後山土地雖然肥沃，卻瘴癘尚盛，居住者多病歿，因而農功仍未大啟。
清政府於新開闢的後山等地，為施行撫民措施，費了相當大的心力去謀劃，
然而收效卻不顯著，而且由於支出的經費相當浩繁，因此，在光緒 5 年（1879）
9 月，分巡臺灣兵備道張夢元裁撤招墾局，開墾事宜改由民招民墾方式進行。40
在光緒 3 年（1877）7 月 1 日，吳贊誠在〈查勘臺灣後山情形並籌應辦事宜
摺〉中，曾提到後山一帶共設立了 16 處教化原住民的義塾，有些原住民兒童甚
至能將王凱泰所刊行的《訓番俚言》琅琅上口，41但在奇萊地區究竟設在何處，
以及有多大的影響力，並無法得知。
中法戰爭之後，清政府於光緒 11 年（1885）10 月，將福建巡撫劉銘傳調任
為臺灣巡撫，並於次年 4 月時就任。光緒 13 年（1887）
，臺灣正式建省，並改卑
南廳為「臺東直隸州」
。按清帝國的制度，直隸州的地位略等於「府」
，往往設於
財富之地，或具有特殊作用的區域，後山地區設置直隸州，其主要著眼點當然在
加重其經營與開發的作用。42為了繼續進行招撫工作，乃於卑南設撫墾局，秀姑
巒、花蓮港則各設分局，以加強撫番的工作，使墾務得以順利推展，於是後山墾
地漸廣。43

36

連橫，《臺灣通史》，上冊，頁 314。
連橫，《臺灣通史》，上冊，頁 314。
38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伊能嘉矩著，《臺灣文化志》中譯本，下卷，頁 175。
39
連橫，《臺灣通史》，上冊，頁 314-315。
40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伊能嘉矩著，《臺灣文化志》中譯本，下卷，頁 179。
41
吳贊誠，
〈查勘臺灣後山情形並籌應辦事宜摺〉
，收於《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
，臺灣文獻叢刊
第 231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
，頁 10。日治時期，鈴木質在〈蕃人教育史〉一
文中，也曾提到有關東部生蕃的化育：「督辦沈葆楨所計畫的南、中、北三路完成之後，為了蕃
童教育，於各要所設置『義學』，以撫墾委員兼掌教育。由沈葆楨及福建巡撫王凱泰鑑定，編成
《訓番俚言》一篇作為教科書，這是仿支那（中國）初學教科書《三字經》，以五字為一句撰寫
而成的，其要旨諄諄、詳細地說明要改變番俗的鄙陋，與邁向文明的教化。光緒五年，南路撫民
理蕃同知袁聞柝豎立計畫，準備從卑南到新開園（花東縱谷）、成廣澳（東海岸）之間，設置十
八所義學，從璞石閣到花蓮港設置二十六所義學。這一年卑南、馬蘭拗社、璞石閣、水尾、拔子
庄、花蓮港等要地開始實施，召徠蕃童施行教育；經過二年，據說瞭解支那語的蕃童也多了起
來……。」
（鈴木質，
〈蕃人教育史（五）
〉
，
《臺灣警察時報》第 54 號（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2）
，
頁 46）
。對照吳贊誠的查勘，其中的「光緒五年」可能是晚了一些，而且也未提出其具體的成效。
42
孟祥瀚，
〈清代臺灣東部之拓墾與發展〉
，
《興大歷史學報》創刊號（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
學系，1991），頁 151。
43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史》，頁 254、347、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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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初接觸清帝國的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
一、太魯閣族
隨著清帝國統治力量的進入，使原住民族群慢慢地受到國家體制的約束。但
整體來看，由於「開山撫番」是因應外來入侵者所做的回應，因此，清廷並未積
極地經營，44後山仍舊是帝國的邊陲，只要原住民族群不挑戰統治權威、威脅後
山的統治，或引起外國勢力的覬覦，他們仍可依循傳統的行為法則，與周遭的族
群互動。然而一旦反抗，則可能帶來懲罰性，甚至是毀滅性的攻擊。
從後山北路方面來看，首先接觸到清軍「開山」的是太魯閣族。同治 13 年
（1874）後，負責後山北路番界道路開鑿的羅大春，在《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
中寫下沿途的見聞，他提到：「……新城漢民僅三十餘戶耳；外盡番社也。自大
濁水（今和平溪）起至三棧城止，依山之番，統名曰大魯閣（太魯閣）。其口社
（外太魯閣番系統）曰九宛（秀林鄉景美村加灣部落）、曰實仔眼（西拉岡，中
橫寧安橋北端的上方）
、曰龜汝（古魯，原在秀林村西北高地）
、曰汝沙（秀林鄉
三棧村北方，新城山的西南方）
、曰符吻（即得其黎的赫赫斯社）
、曰崙頂（落支
煙，立霧溪右岸，太魯閣峽口附近）
、曰實空（石硿，秀林鄉崇德村清水部落）、
曰實仔八眼(三棧南溪下游南岸)，凡八社；憑高恃險，野性靡常……花蓮港以南
為走秀姑巒之道；固木瓜番游獵之場也……該番兇惡不亞斗史諸社……木瓜五社
狡悍異常。」45其中，「木瓜五社」並未指出其社名；而「斗史」的社名只有麻

44

而清帝國官員對「開山撫番」也有不同的見解，早在光緒 2 年（1876）12 月 16 日福建巡撫丁
日昌所上的〈統籌臺灣全局擬開辦輪路、礦務請簡派熟悉工程大員駐臺督理摺〉中就曾提到：
「……
深惟目前情形，不在兵力之不敷，而在餉需之不足；不患番洋之不靖，而患聲氣之不通。……後
山之地，棄之必為彼族所據；取之則開百里之路，必須設數營之勇分紮要隘。否則，『生番』必
乘虛狙殺，路雖開猶不開也。開千餘里之路，即須添設數十處之營，費重時長；年復一年，勢成
坐困。……留營固恐餉需難繼，撤勇又恐事變忽來；處處為敵所制，即時時為敵所乘。……自『開
路撫番』以來，前後山一帶勇數添至二十餘營，每年需餉又在百萬兩外。零星散紮，分則勢孤，
以禦『生番』且不足，何況外侮！……後山瘴癘盛行，若有輪路則屯軍擇善地駐紮，遇有緊急方
軌而馳、朝發夕至，不必使有用之兵受瘟疫之害……是無輪路而兵多餉重，徵調遲延，我處處為
敵所制……又或以輪路經費繁重為慮。不知後山暫可緩開……不知臺事以禦外為要，外侮既靖，
擇『生番』之尤兇者大舉勦辦，則撫局自永遠可諧。一俟後山有礦可採，再行次第舉辦路線，庶
免浪費錙銖……」（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季臺灣洋務史料》
，臺灣文獻叢刊第 131 種 (臺
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9)，頁 7-15）
。他從國家財政及交通之重要性，對後山的開發及官
兵駐守提出不同的意見，雖然務實，但明顯比沈葆楨保守許多。他認為只需「擇善地駐紮」即可，
而把重心放在輪路、礦物等項的建設與經營，一旦有事即可快速派兵前往，不需將有用之兵置於
瘴癘之氣（瘟疫之害）之下，如此將不致受制於外敵。關於後山開山撫番議論之變化，在李宜憲，
〈晚清開撫議論之流變〉
（收入《臺灣風物》51 卷 1 期（板橋：臺灣風物雜誌社，2001）
，頁 111-140）
一文中有詳盡之探討，敬請參閱。
45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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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簡與實紀律，46而且也不是指塔烏賽番（又稱「斗史」
）
。在同治 13 年（1874）
馮安國的稟奏中，提到「小南澳溪頭之麻達簡社生番七、八十人乞歸化。」47其
位置並不在今和平南溪與塔烏賽溪範圍。
另外，光緒 5 年（1879）夏獻綸在《後山輿圖說略》中提到：「番社之在大
南澳者，曰斗史五社」
，而在〈附錄番社〉中記錄的斗史五社，為斗史武達、斗
史麻達簡、斗史實紀律、斗史麼、歌老輝。48再從廖守臣比對其音譯後，也得出：
「斗史是指南澳群則屬無疑」。49斗史武達，應該就是武塔舊社（老武塔）。
從以上的記載看來，其觀察的範圍有限，無法涵蓋到各個部族、番社，僅能
就沿途見聞加以記載，因此，無法瞭解內太魯閣番、塔烏賽番、巴都蘭番等的狀
況。事實上，即使到清帝國統治機構及軍隊進入之後，仍然因為太魯閣族群的凶
悍難治，而無法深入調查；一直要到日本統治時代，才以更強硬的手段打開門戶，
揭開面紗。
隨著「開山撫番」清軍的出現，官軍與太魯閣族群不時發生衝突。同治 13
年（1874）9 月 19 日，清軍以陳光華一軍為頭隊，王得凱一哨、李英一軍為二
隊，李得升一軍為三隊，航海至新城、得其黎一帶紮營。9 月底，陳輝煌一旅進
紮到大濁水之後，準備前往大清水，這時在新城一帶的通事為李阿隆、李振發等
人，他們深怕陳輝煌到新城後將盡奪田地，因而唆動太魯閣番眾抗拒。陳輝煌為
使道路順利開築，派人到新城與李阿隆協議，並請李阿隆招徠太魯閣番社十餘人
為嚮導。5010 月 8 日，陳光華一營進紮至小清水，陳輝煌等也進紮大清水；隨後，
李阿隆等帶太魯閣番目 12 人來迎接，願為嚮導。10 月 13 日，陳輝煌、李英、
王得凱等各軍抵達新城；14 日，李得升部隊也到達，都紮營於新城河東（新城
村靠海處）
。5110 月 13 日，新城通事李阿隆等帶領太魯閣之符吻等八社番目 8 人
歸化，陳光華也派人招來荳蘭等四社番目歸化。11 月 17 日，羅大春打算以右旂
及陳輝煌兩軍進紮三棧城，並飭李阿隆招募守碉之勇。52
然而到了光緒元年(1875)之後，太魯閣人不斷地攻擊駐守的清軍。1 月 9 日，
羅大春抵達新城，添設碉堡；1 月 10 日，陳光華稟報營勇在通過大清水時，遭
太魯閣族人狙殺；1 月 24 至 26 日及 2 月 5 至 8 日，太魯閣族人襲擊碉堡，羅大
春親率砲隊攻擊，始將太魯閣番眾擊退。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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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33、41-42。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33。
48
夏獻綸，《臺灣輿圖》，頁 75、77。
49
廖守臣，
〈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佈(上) 〉
，載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44 期 (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8)，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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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28、31。
51
沈葆楨，〈南北路開山並擬布置琅嶠旂後各情形摺〉，收於《福建臺灣奏摺》，頁 7。
52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32、37。
53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頁 43、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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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時，由於後山北路有很多屯駐的兵勇生病，加禮宛地區的噶瑪蘭族乘機
唆動七腳川社等南勢阿美諸社的少壯番，背其老番，各謀蠢動，當時大濁水、得
其黎、新城一帶的太魯閣族，也在 4 月 7 至 9 日及 12 日不時出沒騷擾，
「或數十
人、或百人伏途狙擊，乘雨撲碉」
，勇丁因而陣亡十多人。54為確保北路的治安，
因而以新到的宣義左營駐紮三層城（即三棧），以防止太魯閣族人的襲擊，55同
時，軍功陳輝煌進紮吳全城，招撫木瓜五社。56
光緒 2 年（1876），太魯閣族人經常攻擊三棧一帶的兵民，羅大春為使番眾
屈服，因此，討伐尤仔丹溪（今三棧溪）附近的番社。由於清軍優勢的火力，太
魯閣番眾逃到山上避難，並從山上滾下大木、巨石抵抗；為了達成鎮壓，羅大春
在三棧溪畔設置了「順安城」；之後，新城通事李阿隆居間斡旋乞和，羅大春乃
下令李阿隆搜捕 3 位首惡者送往臺北，57結束了征討。
當時為維護番界北路的暢通，及保護漢人墾眾，曾以軍隊分駐在重要據點以
備不虞，共紮十三營半及水師一營，由羅大春統之。但是到了光緒 3 年(1877)，
福建巡撫丁日昌鑑於蘇澳到新城一線崇山峻嶺，逼近生番，艱險難行，而且又無
田可墾、無礦可開，因而將各營移紮奇萊、秀姑巒、卑南一帶，歸總兵吳光亮調
度節制。58這項舉措，等於放棄了新城以北的據點；而到了次年（1878）「加禮
宛社之役」後，吳贊誠再次調整防務，將新城防營廢止，後山北路的經營也因而
宣告結束。59不過，這些營壘成了太魯閣族人與漢人進行以物易物的重要據點。
據說，當時的太魯閣族人常以獸類與藥草等物，交換漢人的絲綢、裝飾品、刀、
槍及食鹽；太魯閣族人的番刀製作技術，即是學自於漢人。60
軍隊的進駐對平原地區原住民所發生的效果，遠大於太魯閣族群，他們有些
屈服了，甚至遭到幾乎滅族的命運；但對於太魯閣族人而言，只能達到一時的威
嚇作用而已，太魯閣族人依舊活躍於山野之間。
二、噶瑪蘭族、南勢阿美族

54

羅大春，
《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
，頁 54；沈葆楨，
〈北路中路情形片〉
，收於《福建臺灣奏摺》，
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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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楨，〈北路中路開山情形摺〉，收於《福建臺灣奏摺》，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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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傳，《臺東州采訪冊》，頁 67。
57
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頁 579。
58
丁日昌，〈籌商大員移紮臺灣後山疏（附臺灣中路築城防守片）〉，頁 86-87。
59
吳贊誠，
〈番眾悔罪自投現辦撫緝並撤裁營勇摺〉
，收於《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
，頁 27。其後
清帝國官軍也曾兩度打算恢復後山北路的開鑿，分別是在光緒 8 年（1881）由何秀林、光緒 15
年（1889）由劉朝帶負責開路，但都因原住民出草，造成大量傷亡而結束（施添福，〈開山與築
路：晚清臺灣東西部越嶺道路的歷史地理考察〉，頁 87-88）。
60
廖守臣，〈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佈(上) 〉，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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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完了太魯閣族群於「開山撫番」後與清軍之間的互動，接著來看平原地區
的原住民—噶瑪蘭族、南勢阿美族與清軍之間的緊張關係。
早在同治 13 年（1874）9 月 3 日，當番界道路如火如荼地開鑿時，加禮宛
番目陳八寶即帶領同社 4 人前去拜會羅大春，
「請以已墾田園給照」
。61這應該是
奇萊地區噶瑪蘭族的老人家，聽到清帝國的官軍即將從噶瑪蘭開山進入奇萊，因
為過去在噶瑪蘭平原上與漢人有不愉快、吃虧的互動經驗，深怕好不容易在後山
開墾的田園又將消失，於是先行前往要求清政府，能以已墾田園的名目，發照給
奇萊地區的噶瑪蘭族人。當時羅大春姑且允之，並且給予犒賞。
光緒元年（1875）2 月，清軍以新到的宣義左營駐紮於三層城（即三棧），
宣義右營駐紮在加禮宛，並派遣軍功陳輝煌進紮至吳全城，招撫太巴塱、嗎噠唵
（即馬太鞍）等社的秀姑巒阿美族，及木瓜五社的太魯閣族。軍隊的進駐，增加
了奇萊平原地區原住民族群與軍隊的接觸。
接觸的開始，噶瑪蘭族即因番界道路通過其聚落，而引發不悅。3 月時，由
於後山北路疫氣流行，造成有很多屯駐的兵勇生病，噶瑪蘭族即乘機唆動南勢阿
美族七腳川諸社的少壯番背其老番，各謀蠢動；62而薄薄、里漏等社也傳出「反
覆無常」的情形。63由於羅大春「傳集各社通事窮詰實情，宣揚國家威德，切實
曉諭，伊謀乃息」
。又見「軍方汰遣病羸、添補精銳、戒備森嚴，愈形惕息」。64
這年，加禮宛地區的噶瑪蘭族人編入行政區，與漢人同治。
關於當時駐紮在後山北路清軍所遭遇的狀況，在〈臺灣府行知巡撫丁日昌即
日渡臺妥籌生番剿撫事宜〉奏摺中也可看到。
在國家力量進入奇萊地區初期，平原地區的原住民族群仍舊依照自己的行為
模式與周遭的族群互動。在光緒元年（1875）的秋天，「北路豆欄（荳蘭）社番
又時有乘機殺人，將首級賣與木瓜番之事」。光緒 2 年（1876）的春天，丁日昌
渡臺後，查知北路兵勇敷衍（鬆散），因而與福州將軍文煜、閩浙總督李鶴年會
商，派遣水師提督彭楚漢、福寧總兵吳光亮前往後山北路整頓，並挑裁舊勇。但
因後山是瘴癘之地，因此，前來整頓的武將個個病倒。4 月間，彭楚漢為瘴病所
苦回到內地；7 月間，吳光亮也因為煙瘴致病，好幾次幾乎喪命，因而到後山中
路璞石閣一帶養病。而加禮宛社則趁此機會準備聯合荳蘭社、木瓜番於夜間偷襲
營壘，白天則伺機狙擊軍民。65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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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譯，伊能嘉矩著，
《臺灣文化志》中譯本，下卷，頁 418；胡傳，
《臺東州
采訪冊》，頁 67。
63
《清德宗實錄選輯》，臺灣文獻叢刊第 19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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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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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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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光緒 3 年（1877）7 月，福建巡撫吳贊誠在〈查勘臺灣後山情形並籌應
辦事宜摺〉中仍提到：
「大魯閣（太魯閣）、嘉禮遠（加禮宛）、豆欄（荳蘭）等
社番情尚未甚馴服，墾民亦不敢輕往……。」66可見在當時後山的清軍對奇萊地
區的原住民族群仍無法完全控制，甚至在光緒 4 年（1878）5 月 5 日，閩浙總督
何璟〈奏陳阿棉老番馬腰兵等詭降受誅及現在番情安貼片〉中，也提及：清軍於
光緒 3 年（1877）底在東海岸討伐反抗的阿棉社（豐濱鄉港口村）、納納社（豐
濱鄉靜浦村）時，「北路岐萊（奇萊）之加禮宛熟番，有臺灣奸民潘蝠惺從中勾
引……加禮宛番並遣數十人往迎馬腰兵……」。67而從這裡也可看出加禮宛地區
的噶瑪蘭族人，經常伺機要反抗清政府。
從以上所述噶瑪蘭族人的反應，大致可以判斷清政府的介入後山，已威脅到
他們的生存，或許這也勾起昔日在蘭陽平原上不愉快的記憶。而從噶瑪蘭族少壯
番意圖唆動南勢阿美族少壯番，及之後「加禮宛社之役」中與老番意見相左，也
透露出他們在漢化的過程當中，其服從長老與年齡階級的傳統已經崩解。而七腳
川社傳統的部落組織仍舊健全，因此，在之後「加禮宛社之役」時未參與抗清行
動，甚至是站在清軍那一方來對付反抗的原住民族社。
就在清帝國為了杜絕外國勢力的覬覦，而駐紮軍隊於後山之後，軍隊、官員
與移墾漢人，因頻繁接觸奇萊平原地區的原住民族群而發生摩擦，最後竟爆發嚴
重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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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贊誠，〈查勘臺灣後山情形並籌應辦事宜摺〉，頁 11。
何璟，
〈奏陳阿棉老番馬腰兵等詭降受誅及現在番情安貼片〉
，收於《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
（四）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頁 2863-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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