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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貳貳貳貳章章章章 「「「「操縱操縱操縱操縱」」」」三族群關係之三族群關係之三族群關係之三族群關係之霧社事霧社事霧社事霧社事

件件件件 

第一節 「理蕃」政策下的「霧社」 

一、地理因素 

霧社海拔高度 1150 公尺，位於濁水溪與眉溪支流合望溪的脊稜臺地上，東

沿著濁水溪支流塔洛灣溪可通往花蓮縣木瓜溪流域；南沿著眉溪可進入埔里盆

地；西境與北港溪上源分水；北域則可通往大甲溪與立霧溪流域，是古代霧社群

的活動空間與向外移動的門戶。若以霧社為據點便可輕易連結附近之地，因霧社

乃橫越中央山脈的必經之地，地理位置特殊，東西控濁水溪與眉溪；南北據山勢

咽喉，是進出此區域之門戶。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有文獻記載以來，這個地

點一躍成為此區域最早記錄於文獻的地點，79清時期是如此，日治時期也是如此。

因此自古霧社一地常為族群相爭之地。據了解，霧社在 Seediq Tgdaya 佔領以前仍

為萬大群（Prngawan）的領地，後因 Seediq Tgdaya 勢力日漸強大，才逐出萬大群

在霧社的勢力80。到了日治時期更成為「理蕃」政府控制內山的重要據點81。見圖圖圖圖

2-1-1 霧社街道圖。82
 

 

 

 

 

 

 

                                                
79 清代文獻中僅記載居住在這附近的族群，「致霧」等十社，這是最早對此地族群的記載。《諸羅 

   縣志》〈卷一‧封域志：山川〉1962 年。 
80 鄧相揚《霧社事件》，臺北市：玉山出版社，1998 年 10 月，頁 19。 
81

 《仁愛鄉志》〈第一篇 地理篇〉，未出版。 
82 節錄自《仁愛鄉行政區域圖》南投縣仁愛鄉公所，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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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霧社街道圖 

 

 

 

 

 

 

 

 

 

 

 

資料來源：節錄自《仁愛鄉行政區域圖》南投縣仁愛鄉公所，2001 年。 

關於「霧社」名稱之由來，1717 年的《諸羅縣志》中，就已經出現了「致霧

社」這個名稱。雖然在 19 世紀《彰化縣志》的記載中，與當時稱為「平來萬社」

的泰雅族萬大社（今天仁愛鄉親愛村的萬大社區）合稱「萬霧社」。但是在清代文

獻中一般還是稱為「致霧社」。關於這個地名的由來，據說諧音來自同族 Sediq Toda

（道澤群）對於 Seediq Tgdaya（德哥塔亞群）的稱呼「tebu」（意為咬人貓，一種

植物名）。當然，此地也是以多霧著稱的，清晨之初，滿山遍野瀰漫著伸手不見五

指的山嵐也就讓人聯想到名符其實的名稱。到了日治時期，日本將其取名為「霧

社」。因此，可以想像「霧社」這個名稱，一方面是來自清代文獻上的「致霧社」，

一方面也得自氣候上四時多霧的特徵，另一方面則是 Toda 群對於 Tgdaya 群的稱

呼。綜合上述的來源推測，筆者認為「霧社」之名稱的形成若以 Sediq Toda 的「他

稱」而命名，且此名稱早在 1717 年就已經稱呼此名稱，那麼 Seediq Tgdaya 的勢

力佔據此地一定更早於 1717 年。然由於霧社地名的確切年代已不可考，所以一般

皆以《諸羅縣志》成書的年代作為霧社地名最早的時間。 

二、交通因素 

自清代之始，清政府為了開通東西之間的交通，便有意開發橫貫中央山脈的

道路。因此以賽德克人向外遷徙的路線為主而加以修築道路，因為在遷徙的過程



霧社事件影響賽德克三群間族群關係研究 

Pptasun Ndaan Mqraqil Alang Paran lmnglung pngluban dSediq 

 54 

中都是循著溪谷或山脈的稜線前進，這些路線就成了天然的「高速公路」。換句話

說自清代，便以東賽德克群遷徙的路線做為開發東西橫貫的道路，從黃叔璥《臺

海使艖錄》中的記載大致上可以略知一二： 

「…水沙連過湖，半日至加老望埔（約在魚池鄉茅埔一帶），一日至

描里眉（valivai，埔里盆地北半部的原住民眉番），…。由描里眉，二日

至斗截（道澤群），半日至倒咯嘓（土魯閣群）；過大山數重，四日夜可

至崇乂社（今花蓮市）。…。」83
 

從上述文獻中雖然看不到霧社在這條路線上的重要性，但是如果將之與《諸

羅縣志》對於霧社地區記載相對照，便可以發現賽德克三族群的空間分布是由西

自東為 Seediq Tgdaya 而後 Sediq Toda 最東則為 Seejiq Truku。所以若是按照這族

群空間分布的情形，黃叔璥自描里眉東去，大約一日多的路程必定會經過霧社

Seediq Tgdaya 的區域。因此清代這條東西橫貫的路線若以埔里盆地為起點東去的

話，霧社作為東西橫貫路線的重要性便能凸顯出來。而此東西橫貫的路線便是「能

高越嶺古道」的前身。 

晚清時期致力於開山撫番的政策，於此時期開闢了三條穿越中央山脈的道

路，分為北中南三路進行開鑿。「能高越嶺古道」始築於清代，而到了日治時代分

別由南投廳與花蓮港廳共同進行拓寬維修的工事。南投廳於大正六年十月十一日

開始著手進行拓寬維修的工事，並於隔年大正七年五月八日竣工；花蓮港廳於大

正六年九月十五日開工，並於大正七年六月三十日竣工，在東西完成連貫的這條

警備道路上，南投廳方面共設置四所駐在所；花蓮港廳共設置六所駐在所84，形

成了日治時期最重要的通往並開發東部地區的通聯警備道路。 

日本於 1896 年開始統治臺灣，為了有效控制山區的住民，在 1910 年設立了

蕃務署，訂立「理蕃」計畫，其後除對於不服統治的原住民加以討伐之外，並在

山區大量設立駐在所。駐在所與駐在所之間則大量修築警備道路以方便聯絡，其

中多沿襲原住民遷移路線及清代所開的路，並進一步開拓，沿途並修築防禦工事。

總督府對於開闢道路的意義做了以下的定義85： 

                                                
83

 （）內的字，為程士毅於〈風起雲湧－霧社地區泰雅族的歷史發展〉一文中所對照加註的。〈風 

   起雲湧－霧社地區泰雅族的歷史發展〉一文為網路搜尋資料： 

   http://www.twcenter.org.tw/g02/g02_06_02_07.htm 

84 藤崎濟之助《臺灣の蕃族》，南天書局，1988 年，復刻板，頁 641-642。 
85

 溫吉譯《臺灣番政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7 年 12 月，頁 728。中川浩一、和歌森民男《霧 

   社事件－突發的大悲劇》，武陵出版社，1992 年，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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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控制「蕃人」非常有利。 

（2）能確定警察機構的設置。 

（3）對物資的供應與搬出方便。 

（4）增進對「蕃人」的作業能力，另一方面能使其獲得生活的資源。 

（5）在「蕃地」內得以從事各種事業。 

（6）對「蕃地」內的各種調查極為方便。 

（7）能與「蕃人」密切接觸，進行感化。 

（8）發生事情能迅速處理。 

（9）便利通訊。 

（10）奠定開發臺灣東部的基礎。 

（11）建設「蕃人」的心理。 

由此可知理蕃政府所著手進行的開闢蕃地的道路這項工事對於居住於此區域

的蕃人將產生多大的影響，從這些定義便可窺知理蕃政府將在原住民的部落掀起

前所未有的改變。其中將之與日後發生於霧社地區的霧社事件聯結，便可以理解

開闢道路對於蕃人蕃地所帶來的影響。 

據統計 1914 年至 1928 年間日本「理蕃」當局為了修築防禦的工事，在這期

間一共開闢了包含上述的「能高越嶺古道」共 14 條的警備道路。而在這當中與「霧

社」有直接關連的警備道路中共有三條，「能高越嶺道路」、「內太魯閣道路」（即

合歡越嶺道）、「匹亞南道路」，因此霧社自然而然在這當中扮演的交通樞紐的角

色。 

首先，在「理蕃」政府的交通政策之下賽德克三族群被列入調查之處始於明

治二十六年十二月起，授命五個探險隊進行臺灣地區南北縱貫與東西橫貫鐵路路

線的調查事項，中部地區由深堀大尉與曾根大尉兩探險隊，深堀大尉探險隊一行

十五人自埔里社出發向東部進行勘查的工作，其探險之目的如下： 

1. 探勘所行之處鐵道設置的難易度之研究。 

2. 探勘所行之處交通道路設置難易度與設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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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勘所行之處關於地形、森林等項目的調查報告。 

4. 探勘沿路蕃社之風俗習慣、人口等報告。 

5. 探勘沿路適合殖產之地報告86。 

由此探險目的看來，深堀一行人最主要是希望藉由實地勘查的方式，進而對

於自霧社及以東之地交通狀況做詳實的報告。但此行也包含對於蕃社蕃人蕃情的

調查報告，但最主要還是在於交通地形的調查為主要任務。 

此後在佐久間總督期間為了討伐東部的太魯閣蕃而引發了「太魯閣抗日事

件」。日本出兵陷入窘境，為了連結東西間的道路，乃於當年的九月間興築能高越

嶺道路，由霧社經今精英村廬山部落（波亞倫社舊地）穿越能高山隘口，再沿木

瓜溪溪谷至溪口初音（今花蓮銅門）。沿途並設置了三角峰分遣所、屯巴拉（今屯

原）駐在所、波亞倫駐在所、尾上駐在所、能高駐在所等等。這些駐在所，除了

為維護能高越嶺道路之暢通或傳遞郵件外，最重要的是藉由道路的開拓，對深山

地區充實警備措施，能有效防止、鎮壓蕃人的反抗。 

在太魯閣抗日事件中，西部的賽德克三族群在文獻資料中雖然沒有記載參與

討伐的行動，但是在這場事件中賽德克三族群被動員進行開鑿道路以及建造駐在

所的後勤工作，並以霧社為支援後勤的指揮所，由此可見此時霧社在「理蕃」政

府的計畫中漸漸被規劃成有意發展的據點。 

在日本人全力建設武備措施，深植統治基礎後，霧社遂成了日本治理中部原

住民的行政中樞。各項「理蕃」事務的推行，也以霧社為首要地區。漸漸地，隨

著平地人、日警及眷屬的移入，霧社也成了日本人的聚落。 

三、戰略因素 

日殖民政府治臺以來就開始計畫性的將勢力版圖擴張至蕃人蕃地，隨著隘勇

線的不斷推進，漸漸地將殖民的觸手遍及到全臺各個角落。以埔里社為中心的版

圖逐漸擴張中。文獻記載霧社地區的賽德克人與日本人最早的接觸始於 1897 年 1

月 11 日，踏查臺灣橫貫鐵路路線的深崛陸軍大尉一行 15 人自臺北出發，於埔里

社重整裝備，便於本月 28 日從土魯閣群 sadu（沙都）社發出最後報告，表示將

東越中央山脈至花蓮港，但至二月初卻行蹤不明87。根據日後的調查，是在 Truku

                                                
86

 藤崎濟之助（1988：602）。 
87 藤崎濟之助（1988：60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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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魯閣社，今合作村靜觀部落）附近被殺，但也有一說此探險隊是在 28 日以後

進入花蓮山岳地帶，被德魯固族（今太魯閣族）所殺害88。此時日人仍與漢人民

軍作戰中，於是在 4 月加設蜈蚣崙出張所，對霧社地區展開全面封鎖行動。此後，

1902 年（明治三十五）4 月 29 日，日本派出埔里隊守備隊中村中尉一行在「人止

關」與 Tongan（東眼社）、Sipo（西寶社）、Paran（巴蘭社）、Hogo（荷歌社）、

Drodux（洛羅富社）交戰，史稱「人止關事件」。在這次行動中賽德克人佔據天

險要地，以致於即便是擁有「村田步槍」的日本軍隊，依舊要節節敗退，最後在

無計可施的情況之下採取了「資源封鎖」的策略。1906 年（明治三十九）佐久間

左馬太就任第五任臺灣總督，於本年 3 月 31 日將隘勇線推進至守城大山。隔年佐

久間總督的「第一次五年理蕃計畫」中推進了往霧社方面的隘勇線，1908 年（明

治四 0）11 月，在霧社設置了「霧社蕃務官吏駐在所」，從此，霧社蕃務官吏駐在

所就成為推進霧社山區最重要的據點。 

1914 年（大正三）5 月 17 日，開始執行花蓮港廳的太魯閣社大鎮壓；史稱「太

魯閣事件」，而在此時，霧社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負責西部軍事彈藥、糧食供應的討

伐隊基地。並從霧社出發以邊築路邊進攻的策略沿著山脊完成「合歡越嶺警備道

路」。1918 年（大正七）1 月，完成了「能高越嶺道路」，霧社就成了聯絡東部、

西部以軍事戰略為主的重要據點。 

從軍事戰略位置的角度來看，霧社為自埔里盆地入山以來一個明顯至高點，

意即從霧社臺地可以俯瞰自埔里盆地以東的情形，一覽無遺。又，以賽德克三族

群的分布空間為範圍，霧社地區恰如日本理蕃概念中常用的「前山」的概念，而

Toda 社與 Truku 社為「後山」，在理蕃的戰略中常以「前山」栓制「後山」的手

段進行彼此間的分化。由此，霧社的戰略位置更顯得重要。 

以軍事戰略的觀點比較，理蕃政府於北蕃的管理上便運用此統治手段，以泰

雅族大嵙崁地區為例。根據傅琪貽的研究，大嵙崁群包括 msbtunux（前山群）與

mkgogan（後山群）泰雅人，大嵙崁流域天然資源豐富，蘊藏高經濟價值的樟樹，

因此遭 gipun（日本）覬覦與侵略89。泰雅族於這場事件中經歷了「理蕃」政府操

弄族群關係，意即運用「前山群」與「後山群」的族群關係，在兩敗俱傷之後收

得於翁之利。大嵙崁地區以角板山為其據點，根據傅琪貽的研究結果歸納，角板

山在當時具有以下特性：1. 樟腦開發。2. 授產。3. 軍事戰略位置。三個特性。

                                                
88

 阿威赫拔哈口述/許介鱗編著/林道生翻譯《阿威赫拔哈的霧社事件證言》，台北：臺原，2000 

  年 10 月，頁 16。 
89

 傅琪貽《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大嵙崁事件（1885-1910）》，行政院原民委員會委託研究，財團

法人台灣綜合研究院執行計畫，2005 年 4 月，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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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霧社地區比較可以發現，霧社在理蕃的統治上同樣可歸納出幾點特性：1. 交

通要道。2. 軍事戰略位置。見圖圖圖圖 2-1-2 日治時期治理北蕃圖。 

圖 2-1-2 日治時期治理北蕃圖 

 

資料來源：筆者標示繪製。 

雖然日後大嵙崁地區的角板山以及霧社地區的霧社，兩個日本人眼中的模範

蕃社的發展不盡相同，角板山主要以授產為發展重點；霧社主要以蕃界文明都會

為發展重點。但是從初期「理蕃」政府對於兩個地方的統治手段，都以軍事戰略

要地為導向的手段進行對這兩個地區的人的控制。由此便也間接凸顯出霧社於霧

社地區軍事戰略位置的重要性，控制霧社便能控制位於後山的各蕃人蕃社。 

四、族群關係因素 

綜合以上幾點要素例如地形因素、交通要道因素，使得霧社成為這個區域族

群互動關係最為活躍的區域。因自歷史記載以來此地區同時盤據不同的族群於此

地，泰雅族、布農族以及賽德克三族群皆於地區活動，自 Seediq Tgdaya 以強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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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力佔領此地時，便成為了霧社最大的勢力群體。雖然各族群之間彼消此長的互

動關係不斷上演，但是自 Seediq Tgdaya 佔領霧社之後其他族群都無法撼動其在這

個地區的絕對勢力。清代雖然已經在地圖上標示霧社的地名，名義上是清政府的

統治權進駐於此地，但是此地區族群發展的態勢實際情形卻沒有受到多大的挑

戰，這樣的情形一直到日本殖民政府隨著隘勇線的推進於此地區，長年以來的族

群關係便產生了很大的改變，可以說完全主導了這地區的族群互動關係。 

根據森丑之助的觀察記錄著霧社地區複雜的族群關係，可以發現彼此都是相

互交通與互動的。並且在日本殖民政府來了以後經由道路的開鑿，使得各蕃社的

往來亦趨頻繁。 

「……蕃人間的交通與萬大社、tauda 蕃、toloko 蕃、hagu 蕃、malepa

蕃、baibala 蕃等往來，從前這些部族時而和平、時而為敵甚至交戰，多

半在不和之間；領臺之後不久，與各部族反目，因此多半時間陷於孤立

的狀態。……霧社支廳在 ho-go 鞍部之上，道路由埔里社通至合歡山縱

斷同一蕃地，其他如致萬大社、及經 mahebo 社至奇萊主山之路，又至

toloko 及 tauda、或至 baibala，以及溯眉溪直至 hagu 的道路等，現今的

新開鑿道路及舊隘路可說四通八達，可藉由這些道路與各蕃往來。……」
90

 

從這段文獻當中可以看出霧社地區複雜的族群互動關係網絡，霧社因其特殊

的位置，所以在此區可以看到不同 Sediq Alang（部落的人）於此區域活動。因此，

長久以來便有控制住霧社就等於控制住鄰近地區「蕃人」的咽喉。 

五、管理因素 

隨著 1908 年（明治四 0）11 月「霧社蕃務官吏駐在所」的設置以來，理蕃當

局就計畫性的建立以霧社為中心的發展與管理的工事，於是展開各項的建設。除

了警備的駐在所設施以外，其它如撫育設施，1910 年（明治四十三）「霧社教育

所」，警察職員辦的初等教育。同年，醫療設施，「霧社療養所」，霧社山區醫療事

務的開端。見表 2-1-1 日治時期各建設項目一覽表91
 

表 2-1-1 日治時期各建設項目一覽表 

                                                
90 森丑之助《臺灣蕃族志第一卷》，1996，臺北：南天書局，頁 30-31。 
91 整理自戴國輝《臺灣霧社峰起事件研究與資料》下，臺北縣：國史館，2002 年，頁 492-613；《仁 

  愛鄉志》，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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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項目---警備設施（警）、撫育設施（撫）、醫療設施（醫） 

年 月 日曆 設施（警）、（撫）、（醫） 備註 

1908 11 明治 41 霧社（Palan）駐在所（警） 隘勇線推進  

1908-1909  明治 41-42 羅多夫（Roduh）、立鷹駐

在所（警） 

 

1909 5 明治 42 荷戈（Hoko）駐在所（警）  

1909  明治 42 托洛庫（Truku）駐在所

（警） 

1911 8 明治 44 陶茲阿（Toda）駐在所

（警） 

「霧社方面隘勇線

前進後續行動」，《仁

愛鄉志》，第二篇。 

1910  明治 43 霧社教育所（撫） 警察職員辦的初等

教育。 

1910 9 明治 43 霧社療養所（醫） 霧社地區醫療設施

開端。 

1911 3 明治 44 馬赫坡（Mahepo）駐在

所（警） 

 

1912 2 明治 45 眉溪（Baikey）駐在所

（警） 

 

1916 11 大正 5 霧社公醫診療所（醫） 

 

蕃人公學校 

前身為「霧社療養

所」 

實施正規教育。 

完成能高越道路 

波阿隆（Boalun）駐在所

（警） 

屯巴拉（Tnpara）駐在所

（警） 

 

  

 1917 

  │ 

 1918 

  

 

 

大正 6 

尾上駐在所（警） 

1918 年 1 月完成能高

越道路，並依序建立

駐在所。 

                                                                續下頁續下頁續下頁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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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接上接上接上頁頁頁頁 

   能高駐在所（警）  

1922  大正 11 馬赫坡教育所（撫）  

1922 12 大正 11 波阿隆療養所（醫）  

1927  昭和 2 波阿隆教育所（撫）  

1928 11 昭和 3 埔里武德殿（撫） 總共動用蕃地警察

職員：3,703 人次，

蕃人出勞役：2,915

人次，需要總經費預

算：9,500 餘圓。從

「守城大山」搬運至

埔里，將近 20 公里

的路程，以勞代金的

方式工作。 

1929 10 昭和 4 馬赫坡療養所（醫）  

1929 10 昭和 4 荷戈療養所（醫）  

1929 11 昭和 4 伊那戈（Inago）駐在所

（警） 

 

1930 4 昭和 5 伊那戈鐵線橋（警）  

1930 4 昭和 5 霧社產業指導所（撫）  

1930 4 昭和 5 馬赫坡鐵線橋（警）  

1930 5 昭和 5 櫻（Truwan）駐在所（警）  

1930 5 昭和 5 托洛庫駐在所（警）  

1930 5 昭和 5 修繕馬赫坡駐在所（警）  

                                                               續下頁續下頁續下頁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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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接上頁接上頁接上頁 

1930 7 昭和 5 霧社小學校寄宿舍（撫） 改建霧社小學校寄

宿舍，本房屋 70 坪、

附屬建築物 30 坪，

預定檜材需約 28,000

材。霧社公學校也趁

機作修建計畫，需檜

材約 31,000 材。霧社

蕃，從馬赫坡後山

「西茲西庫」搬運至

霧社。總預算額：

6,388 圓整。 

1930 8~ 昭和 5 埔里蕃人宿泊所（撫） 8 月開工，遇上事件

爆發。 

1930  昭和 5 荷戈駐在所改建計畫

（警） 

改建預算：1,142 圓，

開工日期未定。未實

施 。 

1930  昭和 5 新建伊那戈療養所（醫） 預算：730 圓，未實

施。 

1930  昭和 5 改建陶茲阿教育所（撫） 預算：819 圓，未實

施。 

 

1930  昭和 5 改建陶茲阿駐在所（警） 預算：1,200 圓，未

實施。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彙整成表 

由上表所示自 1908 年 11 月始，日本理蕃當局勢力進入霧社地區之時便積極

建設霧社地區。根據資料顯示警備設施又多達 19 項建設；撫育設施 7 項；醫療設

施 6 項。按照各項設施用途可以發覺，其管理的意圖是很明顯的。從本表的整理

中也可以看到，在撫育時期時，理蕃當局強制勞動人力的事實，各項的建設設施

都動員了霧社地區的人進行材料的搬運等工作，由此可知理蕃當局管理的觸角實

已深入霧社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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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便局設施，1914 年（大正三）5 月 21 日，霧社三等郵便局配合成立，此時不辦

理郵便物集配業務。1918 年（大正七）10 月 1 日開辦郵便集配事務，1922 年（大

正十一）12 月 1 日，霧社郵便局改為埔里郵便局霧社出張所92。一直到霧社事件

發生的前夕霧社地區的發展計有，理蕃設施、撫育設施、醫療設施、郵便設施、

產業指導所、櫻旅館、雜貨商、腦館、養蠶室、交易所等等，見表表表表 2-1-2 日治時

期撫育設施建設一覽表93
 

表 2-1-2 日治時期撫育設施建設一覽表 

年度 項目工事 花費（圓） 簡述 備註 

. 霧社豬圈

及堆肥舍 

88.40 用來指導堆肥

使用法。 

 

. 霧社蕃人

水路開鑿 

600 整地效果良

好，但有灌溉

水不足的遺

憾。 

 

昭和二年 

. 霧社乾繭

室 

180 霧社以北的乾

繭均集中在此

處理，效果極

大。 

 

昭和三年 . 陶茲阿養

蠶指導所 

100 普通指導養

蠶，結果成績

良好。 

 

. 荷戈社蕃

人授產水

路開鑿 

461.70 開設後，為其

尚短，均未有

充分的成績，

但未來很有希

望。 

 昭和四年 

. 霧社產業

指導所，

水田設置 

60 種植後，氣候

極順利，效果

良好。 

 

                                                
92

 臺灣編/曹潛著《中華郵政史》，臺北：交通部郵政總局出版，1981年。 
93 整理自戴國輝（2002 年），頁 38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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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下頁續下頁續下頁續下頁 

接上頁接上頁接上頁接上頁 

 . 霧社產業

指導所，

桑園設置 

227.50 設置後播種，

效果良好，得

八萬銖左右的

樹苗，並分發

移植。 

 

 . 霧社產業

指導所，

園圃開墾 

200   

 . 授產造林 110 獎勵在波阿隆

教育所外造

林，分配各種

樹苗，令其種

植，成績良

好。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戴國輝（2002）。 

如此規模的建築設施，實為理蕃政府計畫性地發展，也讓霧社在還未發生事

件以前成為理蕃當局在蕃地管理中一顆耀眼的明日之星。 

 

 

 

 

 

 

 

 

 



                                                   第貳章 「操縱」三族群關係之霧社事件 

 65 

第二節 被「操縱」的「味方蕃」與「抗日蕃」 

一、學者觀點下的霧社事件 

   （一）日人觀點下的霧社事件 

（1.1）官方報告書 

霧社事件的研究與調查自事件爆發後臺灣總督府便刻不容緩的亟欲查明事情

的真相，由總督府的拓務省派遣了生駒高常深入霧社地區，自 1930 年 11 月 4 日

起進行大約兩個禮拜的調查工作。因此於 1930 年 11 月 28 日向拓務省提出覆命

書，此便成為官方對於霧社事件研究的調查報告書，書名為《霧社蕃騷擾事件調

查覆命書》。 

後由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的《霧社事件誌》更是詳實的紀錄霧社事件整個的

發生經過。這是一本厚達 550 頁的調查報告書，全書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

為「霧社騷動事件」、第二個部分為「保護蕃襲擊事件」。這部報告書可說是官方

對於事件的調查中最為詳細的報告書。因此對於日後霧社事件的研究莫不以此文

獻資料作為基礎資料而加以論述，可謂霧社事件研究參考的重要資料。 

臺中州能高郡警察課也編了一份對於霧社事件的調查概要報告書《關於霧社

事件的概要說明書》，此本書可算是與霧社事件關係最為深的官方單位撰寫的調查

報告書，但是全篇僅 32 頁，而就其文本內容多避談霧社事件的原因這類問題。但

此本報告書對於「保護蕃襲擊事件」的敘述以及嗣後強制移居與土地處分的問題

多有論述，因此等於補足了這部分的參考資料。 

最後則是關於軍方的調查報告，1931 年 6 月刊載《關於霧社事件》，由服部

兵次郎所撰寫。在霧社事件當中服部兵次郎是擔任臺灣軍參謀的陸軍部兵大佐，

因此當軍隊出兵至霧社地區時，負責統籌作戰計畫以及戰鬥行動的指揮等全盤作

戰指揮。因此從服部氏的觀點所談論的霧社事件卻也提出了不同之前官方所提出

的報告書，例如不斷推崇賽德克族在高山作戰的能力，透露出服部氏希望用他們

為士兵替總督府作戰，這樣的想法卻也實際表現於日後太平洋戰爭中「理蕃」政

府任用「高砂義勇隊」作為「皇軍戰士」的實現上。 

根據上述的幾本霧社事件的調查報告歸納整理出幾點關於官方對於霧社蜂起



霧社事件影響賽德克三群間族群關係研究 

Pptasun Ndaan Mqraqil Alang Paran lmnglung pngluban dSediq 

 66 

事件的看法以及觀點。見表表表表 2-2-3 霧社事件官方觀點一覽表。94
 

表 2-2-3 霧社事件官方觀點一覽表 

 編者 題目 觀點整理 

1 生駒高常 《 霧 社蕃 騷 擾 事

件調查覆命書》 

因此本報告書為第一本對於霧社

事件所做的調查，因此在探討上除

了對於事件發生的原因做整理之

外，更提出了諸多問題進而去探討

發生此事件後讓「理蕃」政府百思

不解的問題，例如為甚麼只殺內地

人？為甚麼無法事先察覺？蕃人

為甚麼斷然行動？等等問題，希冀

從本報告書中向總督府報告與解

答。 

2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霧社事件誌》 對於霧社事件的發生的原因整理

出十一項原因：1. 蕃人本性。2. 莫

那魯道的反抗心。3. 巴紹莫那對

家庭的不滿。4. 吉村巡查毆打事

件。5. 警察紀律鬆弛。6. 蕃婦問

題。7. 事件前待舉的工程。8. 霧

社小學校寄宿舍建築工程。9. 不

良蕃丁。10. 本島人的策動。11. 人

事行政上的缺陷。 

3 臺中州能高郡警察課 《 關 於霧 社 事 件

的概要說明書》 

本報告書對於霧社事件的論述基

本上沒有產生新的觀點，意即建立

在之前的調查報告，只是用輕描淡

寫方式概述，但是本報告比較多著

墨 於 保 護 蕃 襲 擊 事 件 的 善 後 處

理，算是補足先前調查報告的不

足。 

4 服部兵次郎 《關於霧社事件》 詳實紀錄軍警戰術\的運用，從戰

略的角度探討為甚麼單憑軍警先

                                                
94 戴國輝（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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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武器仍無法攻破，文中也探討軍

警之間在執行行動時產生的衝突

情形，例如對於警察執行效率的抱

怨。這是在這本報告書中才看的到

的觀點。因撰寫者身為軍警行動的

全盤作戰的指揮官，因此對於賽德

克人善於高山戰的能力讚不口，甚

至希望能延攬至軍中為皇軍效力。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製表而成。 

從以上的整理當中便可以清楚的看出，霧社事件在官方的調查研究中就產生

了不同的論點，例如生駒高常的調查報告書就等同於在向總督府報告為何在理蕃

政府有意栽培的「蕃界第一都會」會發生如此的暴行。根據其實地調查並提出種

種問題，然這些設定的問題或許正是總督府最意想不到的問題，用這種對答的方

式似是在與總督府做對話，因此所呈現出來的事件報告結果，多是站在「理蕃」

合理性的立場來論述。對於擁有先進武器的軍警聯隊卻久攻不下並沒有做探討，

這個部分在服部兵次郎的報告中便可一覽無遺。又此報告書呈報的時間在保護蕃

襲擊事件之前，因此對於這部分的論述就沒有觀察到。 

第二本報告書《霧社事件誌》這本報告書就其資料性來說是整個霧社事件的

調查與探討中最為詳盡的一部調查報告書，其補足了保護蕃襲擊事件的紀錄。然

在這本報告書中整理歸納出發生霧社事件的十一項原因，從這些觀點可以看得出

日方有意要掩飾「理蕃政策」挫敗的事實。這十一項的原因有多達八項是指向蕃

人本身的問題，因而導致事件的發生；只有兩項是反省「理蕃」當局的問題，這

也難怪，理蕃政府始終不願承認是理蕃政策產生了問題才導致發生霧社事件這件

事實。 

第三部與第四部報告書都不約而同的補足先前調查報告的不足，提出了不同

的觀點。整理官方關點的霧社事件調查報告，會發現每本報告書都有相互對照參

考的價值所在，因此這四本報告書在對於霧社事件的研究資料都是不可或缺的資

料，但深入去分析這些資料則會發現即便是花了 550 頁去研究霧社事件的原委，

但是始終還是只停留在日本人/官方的觀點下所進行的討論。至於當時賽德克三族

群的觀點卻無法從這些資料挖掘出來，換句話說這樣的霧社事件只是片面的報導

並不能代表這是霧社事件的全貌，更遑論霧社事件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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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官方以外之研究 

霧社事件的研究就日本人的研究結果來看是非常豐富且多樣的。根據河原功

整理出的《霧社蜂起事件關係文獻目錄》，自 1930 年至 1980 年之間 50 年間研究

霧社事件的相關文獻探討，若不分文獻書目類別，總計有 293 篇的文獻探討，其

中只有 43 篇是中文的著作，其他皆是以日文發表的著作。由此可知霧社事件的研

究自發生以來都不間斷的被人提出來討論。在此由於礙於筆者語言能力的關係，

對於此時期所發表的日文相關文獻探討就無法納入本論文的探討與分析，至於日

文的部分則以日文漢譯的文章作討論與分析。見表表表表 2-2-4 霧社事件非官方觀點一

覽表95
 

表 2-2-4 霧社事件非官方觀點一覽表 

 作者 題目 觀點整理 

1 小島麗逸 《 日 本帝 國主 義

的 臺 灣山 地支 配

－ 到 霧社 蜂起 事

件為止》 

從日本殖民地經濟的觀點探討霧

社事件的發生原因。本篇論述雖無

對於事件作論述，但是作者根據日

本殖民政府在山林搾取山林資源

的一貫政策分析並論述造成霧社

事件的發生就是因為殖民政府於

殖民地的本源性積蓄，造成殖民地

的土地與勞力的商品化，進而控制

剝削並搾取殖民地蕃人蕃地資源。 

2 宇野利玄 《臺灣的「蕃人」

教育》 

作者從臺灣總督府對於蕃人的教

育作論述，理蕃政府於 1914 年於

霧社設立首座「蕃人公學校」，便

意圖將此地區建立為「蕃界第一都

會」。在教育的策略上分成大人與

小孩兩個部分，大人施以內地觀

光，並讓他們知道日本的船堅炮利

不是蕃人能批敵；對小孩子施以蕃

同教育所，用教育的方式改變其社

會價值觀。根據作者的論述，由於

                                                
95

 戴國輝（2002 年）。中川浩一、和歌森民男《霧社事件－突發的大悲劇》，武陵出版社，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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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發了霧社事件，因此認為爆發了

此事件就是間接對於理蕃的教育

政策的反動，同時也是對於當時的

理蕃政策用實際行動表達抗議。 

3 春山明哲 《 昭 和政 治史 上

的霧社蜂起事件》 

以霧社事件為切入觀點，並且進而

探討因此事件在日本內地中央政

界所引發的衝擊與效應，作者認為

霧社事件於殖民地落幕了，但是自

日本內地卻引發了一場帝國議會

中的激烈論戰，提出了對於霧社事

件研究的不同觀點，跳脫支配與被

支 配 的 角 色 論 述 霧 社 事 件 的 影

響，將觀察的焦點頭注在內地政界

之間的明爭暗鬥。直接演變成政友

會與民政黨之間交鋒的議題。 

4 松永正義 《 日 本國 內媒 體

界 內 的霧 社蜂 起

事件反響》 

作者希望從這篇論文中思考，在日

本言論界內是如何消化霧社事件

所引發的社會衝擊，也就是希望能

從霧社事件的發生進而探討日本

內 地 的 人 於 此 事 件 中 學 習 到 甚

麼。從內地報章雜誌中的報導情形

分析內地人對於霧社事件的觀點

為何。 

5 河原功 《 在 日本 文學 上

霧 社 蜂起 事件 的

位置》 

作者整理自霧社事件發生以來文

學家所發表的關於霧社事件的作

品，不同於人類學式、歷史學式對

於事件的論述方法，多從作家本身

對於蕃人具有的獨特性所吸引，進

而對於霧社事件的探討隱藏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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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作品中。 

6 中川浩一 

和歌森民男 

《 霧 社事 件－ 突

發的大悲劇》 

本研究一改以往研究霧社事件，在

探討霧社事件的歷史一路從 1874

年日本出兵站領臺灣的歷史開始

談起，而不從 1895 年殖民政府佔

領臺灣之始談起。而關於霧社事件

的探討作者根據先前的研究結果

深入分析關於爆發事件的蛛絲馬

跡，例如對於敬酒風波的分析、警

察於部落的蠻橫等等，這些都是在

現有的資料上進行深度的分析。在

深度分析資料後作者便提出自己

的觀點，例如作者在深入分析莫那

魯道時，提出了許多關於莫那魯道

的相關記載，無論是文獻資料或是

口述資料，都一併分析，作者將這

些資料拼湊後，便將判斷的結果留

待讀者判斷，意即作者提出客觀的

分析條件，而至於主觀的認定則交

由讀者自行判斷。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並自行製表。 

從以上的霧社事件的論述觀點，事實上確實是以經看到了各種對於霧社事件

不同切入觀點的研究與分析，有從經濟的觀點去探討事件發生的原因；有從教育

的觀點檢視霧社事件發生後背後所隱藏的意義，從中去探討這是殖民地中支配者

與被支配者之間最直接的互動關係，並且表現在「理蕃」政策上是以此行動表達

賽德克人最深層的抗議；有從日本內地政界之間因著霧社事件的爆發而掀起的一

場政治勢力團體明爭暗鬥，當腥風血雨的鎮壓隨著軍警聯隊的撤退之後，在殖民

政府中便掀起一場人事大異動的結果；有從觀察內地媒體界對於霧社事件的報導

以及追蹤報導中，去發掘霧社事件在隔海之遠的殖民地所引爆的震撼，即便內地

對於事件的報導很快地焦點轉至於政爭的議題上，但是卻也發覺這樣的探討對於

殖民地的問題還是頭一遭，由此便可了解霧社事件對於日本內地所產生無形的影

響；有從日本的文學發展中觀察霧社事件對其文學的影響，表現在作品中或因作

者本身的不同背景而對於霧社事件的理解產生不同的感觸而轉化為文學作品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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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字裡行間；有從霧社事件的研究成果中進行深入且更多客觀分析的探討，讓霧

社事件的真相不再只是官方霸權式的詮釋，而是能夠成為兼容並蓄地探討。 

   （1.3）漢人觀點下的霧社事件 

據載最早將日治時期所研究的霧社事件研究資料帶入臺灣者為劉枝萬。根據

河原功整理的目錄，劉枝萬的＜霧社事件＞收錄在《臺灣日月潭史話》這本專書

裡，時為 1951 年 8 月。後又將此篇收錄於《南投縣革命志稿》，頁 290-351。由

此開啟了臺灣對於霧社事件的研究。此後陳渠川（1977 年 7 月）《霧社事件》則

是臺灣第一本研究霧社事件的專書，此書最大的特色在於其撰寫編纂的方式猶如

一篇長篇敘事的小說，但據內文來看卻是在史料、文獻堆積與爬梳的基礎上撰寫，

然此專書與以往的霧社事件研究不同之處在於書中以花岡一郎串成全書的靈魂人

物，從書中敘述可以清楚看到花岡一郎的記載，似是花岡一郎的傳記。 

在進入民國時期霧社事件的議題是不斷被提出來探討的，只是當漢人學者將

霧社事件放在臺灣史的範疇裡進行論述時，便會產生霧社事件被「漢化」的現象。

因此在論臺灣史時霧社事件的定位只是臺灣四百年史的一偶，但自鄧相揚發表了

一系列關於霧社事件的研究專書或論文，便延續了自日治時期以來霧社事件的研

究脈絡，持續關注霧社事件的研究，並且也鼓勵賽德克人要寫出賽德克人的霧社

事件。1985 年許介鱗發表了一篇專書《證言霧社事件》（日文），後將此書譯成中

文出版（2000），此書價值所在，在於整理自事件餘生 Awi Hepah（高愛德）的證

言所編纂的首本具有賽德克人觀點的霧社事件研究專書，讓霧社事件的研究開啟

了不同的切入觀點，不再只是日本人詮釋下的事件，這確實是有助於霧社事件在

臺灣的研究脈絡。在此列舉幾本專書作為分析，見表表表表 2-2-5 霧社事件漢人觀點一

覽表。96
 

表 2-2-5 霧社事件漢人觀點一覽表 

 作者 題目 觀點整理 

 劉枝萬 《霧社事件》 全書分為四個部分探討，1.前言 2.

原因 3.戰況 4.影響這四個部分進

行論述，除了提供日本研究的豐碩

成果資料以外，作者也在文中提出

自己的觀點，例如在原因與戰況的

                                                
96

 劉枝萬《臺灣日月潭史話》，1951 年、陳渠川《霧社事件》1977 年、鄧相揚《霧社事件》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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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就根據了先前的研究成果而

加以論述，作者對於事件的發生原

因歸納整理為：1.日本本身的政黨

內閣因素 2.警察的濫權 3.奴役的

問題 4.蕃眾立場 5.蕃眾生活受到

威脅。作者於影響部分提出關於漢

人的觀點，例如提出對於蕃眾的抗

日激勵了當時活躍的社會民眾黨

等等，等於是在霧社事件的研究中

加入了當時漢人的觀點。    

 陳渠川 《霧社事件》 作者以花岡一郎的生命史作為貫

穿霧社事件研究的主軸，從本書中

可以看到花岡一郎在霧社事件中

的定位，可以解釋一般對於花岡一

郎的角色問題，這在研究霧社事件

的方法上來說不外乎是提供了不

同的參考線索，全書用敘事的方式

敘述霧社事件的發生與經過。 

 鄧相揚 《霧社事件》 本書在霧社事件文獻資料的整理

與呈現上都非常詳盡，然此書在論

述上是以泰雅族的框架下進行論

述，比較難凸顯出德克三族群在事

件中的互動關係。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並自行製表而成。 

早期漢人研究霧社事件幾個特點，文獻資料的掌握以及運用詳盡、多呈現出

漢人觀點的思維，或說早期漢人研究霧社事件讓人感覺與實際賽德克人的霧社事

件是有些差距，這個距離或許來自於對「山地同胞」的認識與了解還不是很深，

或許仍只是從文獻中認識「山地同胞」。在劉枝萬的研究中對於文獻資料的掌握度

精確是其最大特色，在其分析中也提出了不同關於霧社事件起因的觀點，作為後

人研究的參考依據。但從其字裡行間很難看到賽德克人活躍於霧社事件中的記

載，若以許介鱗的研究專書作一對照比較便能清楚理解筆者所言之事為何。陳渠

川的研究專書實是提供了不同研究切入觀點，這樣的研究方法不見於先前的研究

之中。至於在鄧相揚的研究中雖然已經跳脫出初期「漢化式」的霧社事件，整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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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於日治時期的資料並實地進行賽德克地區的調查，惟在論述上多以「泰雅族」

的觀點進行論述，但平心而論就其成書的時代背景來看，當時確實是以泰雅族學

術研究為主流，誰也沒料想到賽德克三族群 10 年後在族群名稱上會歷經太魯閣

族、賽德克族這樣的鉅變，這也是無可預料的變遷。 

   （1.4）賽德克人觀點下的霧社事件 

賽德克人於霧社事件的正式發聲始於 Awi Hepah（高愛德）並由許介鱗彙編

的《證言霧社事件》這本研究專書，賽德克人觀點終於躍入學術殿堂中之一腳。

雖然就其研究成果的比例來看仍有一大差距，但是由於 Awi 的發聲也就替霧社事

件的研究注入賽德克人的切入觀點。之後距事件發生的 70 年終於有更多的賽德克

人對於事件提出了賽德克人觀點的霧社事件，有從傳統社會中的 Waya（Gaya）、

宗教信仰，有從事件中的婦女觀點等來探討霧社事件，等於是開啟了研究的另一

扇窗，另一種研究視野。2002 年因著霧社事件的議題探討，遂發展為探討臺灣原

住民於當代的自治議題，從事件中汲取的精神轉化為臺灣原住民向國家政府爭取

民族自治的訴求。2004 年首部 Toda 觀點的研究專書問世，更將霧社事件的研究

內涵細緻切割為賽德克人觀點中的 Toda 觀點。以下整理賽德克人發表關於事件的

一些論述及不同的觀點，見表表表表 2-2-6 賽德克人及其他霧社事件觀點一覽表97。 

表 2-2-6 賽德克人及其他霧社事件觀點一覽表 

 作者 題目 觀點整理 族群別 

1  

 

 

 

 

＜ 霧 社 事 件

七 十 周 年 的

回應文＞ 

1. 從傳統社會中論述土地對於賽德

克人的重要性，隱喻日本人來了之

後破壞賽德克人的土地。 

2. 論述賽德克人的傳統信仰中的生

命觀，認為賽德克人同樣是人，為

什麼日本人要蔑視賽德克人同為

人類的事實。 

Toda 

                                                
97

 Yabu Syat 等《霧社事件－台灣人的集體記憶》，臺北：前衛，2001 年、施政峰等《從和解到自 

   治》，臺北：前衛，2002 年、許介麟《阿威赫拔哈的霧社事件證言》，臺北：臺元，2000 年、 

   姑目‧荅芭絲《部落記憶－霧社事件的口述歷史》，臺北：翰蘆，2004 年、網路資料搜尋：  

   http://www.newtaiwan.com.tw/bulletinview.jsp?period=402&bulletinid=13771 檢索日期：200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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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霧社事件並不是只紀念莫那魯道

的紀念日，應該是紀念所有被捲入

這場事件的所有人及所有族群，合

解 祭 必 須 是 包 含 所有 族 群 的 和

解，不是只有賽德克族群之間要和

解。 

2 

 

 

 

 

 

Walis Ukan 
＜ 從 賽 德 克

族 的 傳 統 宗

教 看 霧 社 事

件＞ 

1. 站在賽德克族傳統宗教的角度探

討「霧社事件」。 

2. 賽德克人傳統信仰中神聖空間的

定義，認為只要是人居住的地方都

是屬「靈」的神聖空間，在這空間

裡受到侵犯賽德克人必須起而反

抗，不讓這神聖空間受到威脅。 

3. 霧社事件過程中成為賽德克人實

踐傳統信仰中「獵首祭」的神聖儀

式。 

4. 造成第二次霧社事件的原因為，傳

統宗教信仰 Utux Tmninun 制約的

賽德克社會被日本同化教育的政

策徹底取代，導致 waya 無法在約

束賽德克人對於獵首的約束。 

3 
 

 

 

 

 

 

 

 

 

＜ 婦 女 記 憶

的 現 場 － 霧

社 事 件 目 擊

者的見證＞ 

從口述資料中女受訪人的觀點詮釋霧

社事件的不同觀點，圖顯出霧社事件

中以往都由男性觀點主導整件事件的

發生與經過，但在此作者提供的口述

資料卻也讓霧社事件產生了不同的詮

釋，例如在事件中背著日本小孩逃難

的故事、母親狠心將小孩丟入山谷，

只因要報復自己的先生參與了殺日本

T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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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動，而做此決定。 

4 

 

 

 

 

 

 

Kumu Tapas 

《 部 落 記 憶

－ 霧 社 事 件

的口述歷史》 

分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地毯式訪

談所建立的口述資料，讓霧社事件的

詮釋不在只是單一族群單一部落的聲

音，而是用口述的資料將霧社事件重

新詮釋為賽德克族的霧社事件，補足

了自霧社事件發生以來歷經日治時

期、民國時期專家學者對於霧社事件

的研究，在其他兩群對於事件的觀點。 

第二個部分為，作者為 Toda 人因此在

其書本中提出以往沒有的觀點，例如

對於莫那魯道的行為的批判、婦女觀

點中的霧社事件補足霧社事件的兩性

觀點、運用宗教學的研究視野解釋霧

社事件後的賽德克三族群間的互動關

係，認為基督宗教化解了賽德克歷史

中的 pais（仇敵），將研究觀察的視野

拉到當代，檢視事件對於賽德克三族

群的互動關係產生的影響，例如事件

是如何撕裂三群間的關係。 

5  

 

許介鱗編 

Awi Hepah 

《 證 言 霧 社

事件》 

這是一本鉅細靡遺敘述賽德克族經歷

霧社事件戰爭史的作品，作者為事件

倖存下來用參與霧社事件的觀點所撰

寫的霧社事件戰爭史，補足日治時期

調查關於霧社事件經過的報告，提供

了賽德克人在這場戰爭中所經歷到的

不同日本人的觀點。後經過許介麟宏

觀的角度解析日治時期的「理蕃」政

策以及霧社事件中的問題，試圖釐清

事情的真相。 

Tgd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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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akun Walis 

郭明正 

＜ 霧 社 事 件

的 霧 社 觀 點

＞ 

Takun：「認為會發生霧社事件與 1925

至 1926 年間，霧社賽德克族人又開始

恢復傳統習俗，從賽德克 Gaya 文化角

度來看，這是對日本現代教育的反

撲，五年後發生的一九三○年霧社事

件，兩者間應該有一些關係，霧社事

件可以說是一種文化衝突的戰爭。」 

「多達本來也要反抗，因為多達分兩

派，一派主戰一派反戰，頭目反對才

阻止主戰派殺日警。」 

郭明正提出他的看法：「像我的祖父輩

的高永清、高愛德，他們也寫了霧社

事件的書，我是絕對尊重他們的看

法，不過有些觀點，我一定要講出來。

也許不同時空年代的見解，也許我們

看法不同，那時候他們所了解的，和

我此時所了解也不一樣，因此，我不

會完全贊同他們的看法。」 

Tgdaya 

Tgdaya 

7  

 

 

Siyac Nabu 

＜ Niqan ka 

dheran uka ka 

Sediq：Pccebu 

Sediq ka 

dTanah Tunux

＞ 

作者從賽德克傳統社會中的五個社會

文化現象探討霧社事件的發生原因，

用賽德克人觀點來檢視，為什麼會發

生此事件：1. 埋石祭的律法。2. 賽德

克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3. 經濟層面

思考。4. 傳統宗教的角度去思考。5. 

賽德克人的和解祭。從這五個部分去

探討日本人就是因為觸犯到了賽德克

人的這五個在傳統社會中的禁忌，因

此才會導致霧社事件的發生。 

Tgdaya 

8  ＜ 霧 社 事 件

的 歷 史 和 解

作者從賽德克人傳統的 gaya 觀點重新

詮釋霧社事件的解釋。提出了賽德克

Tru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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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ah Pawan 

＞ 三族群雖然因為自古以來互動關係呈

現出前山群與後山群有不和睦的互

動，但是在同樣是 gaya 規範下的賽德

克人是沒有甚麼差別，因此對 Toda 或

是 Truku 人來說 Tgdaya 的起而反抗並

不是甚麼偉大的事蹟，因為對於其他

兩群來說實踐出草就意義上來說是一

樣的，認同它的神聖性，但是認為不

能過分高舉甚至神話抗日行為。作者

並提出和解的實際行動，用基督教中

「愛與分享」的方式化解仁愛鄉地區

所有捲入霧社事件中的各族群。 

9 ＜ 從 霧 社 事

件 來 談 原 住

民 族 自 治 區

＞ 

本篇是以霧社事件為素材，進而論述

當代的人要有賽德克人般的精神，為

著原住民自治而戰。作者從霧社事件

中的六個影響賽德克族自治的層面探

討日本是如何積極介入。1. 酋長權力

問題。2. 強迫遷村的問題。3. 蕃地開

發的問題。4. 宗教自由的問題。5. 文

化自主的問題。6. 姓氏的問題。這六

個層面探討霧社事件前後的影響。 

10 

 

 

 

 

布興‧大立 

＜ 為 生 命 細

水 長 流 而 戰

的 霧 社 事 件

＞ 

本篇論述基本上是建立在以往研究霧

社事件的研究資料上，意即在觀點上

不出現有的霧社事件研究成果，。 

泰雅族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並自行製表而成。 

至此霧社事件的研究發展至今已成為同時兼具日本殖民觀點、日本非殖民觀

點、漢人學者觀點、臺灣原住民觀點、賽德克人 Truku 觀點、賽德克人 Toda 觀點、

賽德克人 Tgdaya 觀點，而在霧社事件的延伸研究中也可看到有從不同的領域所探

討的研究成果，例如有從教育、政治、經濟、宗教、社會文化等等不同的領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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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霧社事件的觀察提出不同論述。 

二、賽德克族觀點的霧社事件重塑 

  （一）光榮時刻十二小時 

推估從凌晨四點開始，攻日蕃98的行動勢如破竹的攻陷附近的駐在所，在這

進攻的動線上，沒有遇到多大的抵抗，燒毀駐在所99，掠取所內的槍枝彈藥。大

約上午八點至九點半期間，對於霧社地區展開總攻擊，燒殺掠奪日本人的性命、

房屋以及屋內的財物，造成日本人大舉傷亡100。在此時，挑起了霧社地區鄰近部

落的殺日念頭，有些人在不顧部落意見領袖的勸阻之下，毅然決然投入了殺日的

行列101。完成了霧社地區的大勝利之後，兵分三路，一群往 Tongan（眉溪部落）

的方向追擊逃亡的內地人，並將戰線拉至蜈蚣里，準備一舉衝入埔里社，一群往

Droduh（今仁愛國中）的方向，直到立鷹駐在所而折返，另一群則是往 Bwalun

（今廬山部落）至屯原駐在所、能高駐在所的方向襲擊沿路的駐在所。攻日的賽

德克人高昂的殺日士氣一直到下午將近四點的時候，由屏東基地出發的第八飛行

隊兩架四人編組的偵察機102，震耳欲聾的轟隆聲呼嘯過霧社地區的上空，這才讓

抗日的賽德克人逃竄於山林之間，也間接的弭平了部落空氣中不安的騷動因子。 

（二）「理蕃」政府的積極動員應戰 

自從臺灣總督左久間佐馬太 1914 年以來的全力掃蕩蕃人的「五年理蕃計

畫」，就未曾發生過重大的危害社會秩序的亂事，全臺沐浴在皇恩的「太平盛世」

中長達有 10 多年之久。一夕間爆發了令日本「理蕃」當局都措手不及的「騷擾事

件」，由於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訊息完全中斷，「攻日蕃」切斷了所有連外的電話

線路，霧社地區頓時消失在理蕃地圖上。理蕃當局對於騷動只能從零星的資訊中

拼湊出事件的輪廓，卻不得不立即做出反應，第一時間則是出動屏東機場第八飛

                                                
98 攻日蕃：在田野調查中賽德克人皆認為那是 Cecebu Tanah Tunux（Cecebu 攻打）、（Tanah Tunux  

   紅頭；日本人）因此在本論文皆使用攻日蕃來取代文獻中「抗日蕃」等字眼。 
99 中川浩一等（1992：108）。 
100

 霧社事件中遇難者死亡總數 139 人（男 86 人）（女 53 人），在警察職員及家族這一死亡人數高 

   達 116 人。戴國輝《臺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 下》2002，國史館，頁 562-563。 
101

 Toda 的 Rukudaya 社 Walis Watan 等 20 幾名終於在事件爆發第二天黎明時襲擊兩駐在所（立鷹 

   駐在所、三角峰駐在所），搶奪槍枝 4 枝、刺刀 3 把、子彈 500 發。同上註，頁 531-532。 
102

 第 1156 號機：無線裝備，偵察：久次中尉，操機：綾野大尉。第 1192 號機：偵察：行友中尉， 

   操機：大西少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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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隊作為偵察、威嚇的飛行任務103。為了徹底壓制反抗情緒從霧社地區蔓延燃

燒至全臺各地，理蕃當局封鎖了關於霧社地區反抗的所有消息104，並且動員軍警

聯隊兵分四路夾擊霧社地區，東路花蓮港廳、西路臺中平原、南路嘉南平原、北

路臺北宜蘭。在戰略上由原先的警察部隊打先鋒，搶奪霧社地區，之後由軍隊作

為攻擊主力，警察隊則是退居後線整合人力、物力資源。在軍警聯隊久攻不下的

膠著戰況時，「味方蕃奇襲隊」就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順推了膠著的戰局，

幫助日本人，抵擋了來自攻日蕃的子彈。軍隊砲火猛烈攻擊，飛機投下的炸彈以

平均每天 30 幾發炸彈疲勞轟炸，輕、重型的機關槍日夜不停掃射，山砲部隊不間

斷的轟炸。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戰時拉長到一個多月的時間，可以說，若非友

蕃的從中協助，戰時或許還會有無限延長的可能。 

（三） 意志堅決的攻日蕃 

根據日本人在霧社事件後的研究調查，所謂的攻日蕃組成的部落大致上有 8

個部落參與其中，分別是 Mahepo（含 Pukasan）、Buwalun、Sku、Tarowan、Hogo、

Drodux、Kaceku、Takanan 等社，男，725 人，女，700 人，總戶數 318 戶，總人

口數 1425 人，這些數據是日本人在事件發生之後所調查出來的，但是就實際的情

形來看，在事件發生初期，文獻資料與口述歷史呈現出，Toda 地區的人因為按耐

不住 Tgdaya 人殺了那麼多人頭而獲得的大勝利，而由 Ruku daya 的 Walis Watan

等 20 幾名，在 28 日黎明襲擊了立鷹、三角峰兩個駐在所這樣的事件發生，可見

在事件發生的初期，群起反抗殺日的氛圍，確實在賽德克各個部落之中蔓延、燃

燒。不只如此，在後續的調查之中，也經由指證，Palan 地區的人也有暗中參與殺

日抑或暗中協助攻日蕃的舉動產生，因此所謂的攻日蕃，就實際的參與的人來說，

它的範圍與邊界其實是不穩定的，隨時都有可能因此擴大與縮小的，但是就整個

事件發生以來，唯一不變的是殺日的意念是堅決的，不可動搖的，關於這點，也

讓調查的人摸不著頭緒，頻頻發出，為什麼只殺內地人而不殺本島人這個大疑問。 

在討論形成攻日蕃殺日決心的問題時，日本人羅列了有十一項的因素是造成

攻日蕃如此堅決的展開殺日的行動，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就有七項是歸咎於攻日

蕃本身的問題，例如：蕃人的本性、Mona Rudaw 由來已久的反抗心理、Basaw Mona

對家庭的不滿、Basaw Mona 的毆打事件、勞役問題、不良蕃丁（Pihu Sapu）的

策動。有一項則是認為是本島人於日本人與賽德克人之中從中作梗的因素，而導

致事件發生。而日本人自我反省的因素則是只有三項，例如：警察紀律的鬆弛、

                                                
103

 戴國輝 下（2002：574）。 
104 戴國輝 上（200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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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婦問題、人事行政上的缺失。在日本人的調查結果中認為事件的發生絕大多數

以攻日蕃本身的問題為主，卻不去檢討整個理蕃政策在實際執行面上到底出了什

麼問題。再者，基層理蕃警察作威作福以統治者自居的高傲心態，踐踏了賽德克

三族群基本生存權利與尊嚴，這才是首要檢討的因素。 

攻日蕃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打了一場驕傲的聖戰。飢寒交迫、眾叛親離，依

舊從容選擇追隨祖先腳步的道路。他們的訴求很簡單，並不是要收回山林資源廣

大的利益，而是要爭一口氣，這口氣就是要平反從日本殖民政府統治以來破壞傳

統 Waya/Gaya、掠奪山林資源、踐踏賽德克女性等等不平之氣。 

瓦解攻日蕃堅決的意念，並不是日本人猛烈而又殘酷的攻擊，也不是倒戈向

背的蕃刀出鞘，根本瓦解堅定意念的是時間，如果時間停留在爆發抗日事件的前

十二個小時裡頭，我相信對於攻日蕃來說絕對是一個完美的結局。 

（四）擴大臍帶裂痕的「第二次霧社事件」 

日本人的復仇計畫原以為到了攻日蕃紛紛出山走入收容所的同時而告落

幕。但是，殊不知在這四個多月以來的攻日蕃收容所時期，日本理蕃當局正在精

心策劃一齣「借刀殺人」的戲碼。賽德克族人成為了這齣戲中最悲慘的受害者，

不論是「殺人者」與「被殺者」都要在這齣戲中付上極大的代價。 

在攻日的尾聲，日本人用盡思量要讓躲在山中的蕃人受降，頻繁的出動助日

蕃105（Tgdaya 人）上山勸降，並且允諾會給予妥善的保護以及對待。同樣地，也

從飛機上投下八千多張的投降傳單，讓蕃人知難而退。最終，日本人將投降的蕃

人集中管理在 Droduh 收容所與 Sipaw 收容所，並且在這段期間提供給他們食物，

目的是要鬆動他們對於日本人的戒心。然而從同年的 12 月攻日蕃陸續被接收至收

容所起，或因眼紅於攻日蕃的待遇106，助日蕃發動了 7 次襲擊的事件，彼此的關

係持續維持在一觸即發的衝突狀態之下進行。或許 1930 年 11 月 11 日發生的

「Trqilin 峽谷事件」埋下了 Toda 人伺機報復的念頭，也在隔年的 2 月 14 日發動

了一連 7 次的襲擊事件，但是要完成大規模的報復行動，在理蕃警察嚴密的保護

監控之下談何容易，勢必要由理蕃上級的暗中指示才能完成大規模的報復行動。 

時為 1931 年 4 月 24 日上午 11 點一行高官如臺中州三輪警務部長、能高郡

                                                
105

 助日蕃：在賽德克族的語彙中會說成 Dmayaw Tanah Tunux（dmayaw 幫助），因此於本論文 

   中將以「助日蕃」取代文獻中「親日蕃」的字眼。 
106

 攻日蕃在接受投降之後，被理蕃警察集中管理於收容所中。於此期間除了受到警察的保護之 

   外，日常生活所需的糧食也由警察供應，所耕種的土地也比較肥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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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郡守、寶藏寺警察課長、高井霧社分室主任等抵達 Toda 地區，一直到下午四

點才從 Toda 離開前往 Truku 地區沒收槍枝彈藥。在這段時間日文獻中紀錄著，這

些官員因為害怕萬一的危險，因此絕口不提槍枝撤回的事情，這樣的敘述，顯然

是日本理蕃有意將報復行動的責任推託給 Toda 人，目的是要正當化報復的動機。

「第二次霧社事件」的付諸行動，關鍵還是在於 4 月 24 日傍晚秘密會議決議隔日

就要展開襲擊兩個保護蕃收容所的行動，但是在這裡卻沒有提到日本理蕃當局在

這次會議所扮演的角色，因為，他們要把殺人罪名巧妙的轉嫁到 Toda 人的身上，

這就是日本人的理蕃伎倆；創造出許多的矛盾與衝突。Toda 人陷入這樣的陷阱，

便一發不可收拾，砍下了保護蕃收容所男女老幼共 101 個人頭，其中還有因被火

燒死的人，在這次行動中總計有將近一半，二百多人遇難，這是 Seediq-Tgdaya

在歷史中最悲慘的一頁，這樣的命運似乎還沒有走到底，因為在日本理蕃當局的

劇本中，這是為著下一步所要鋪的路。 

三、「操縱」政策下形成的「味方蕃」 

（一）味方蕃襲擊隊的形成脈絡 

（1）隘的由來與組織 

「隘」起源於宋代，為了防禦西邊之苗猺所設置要砦之名稱。臺灣之初是做

為防番之設備，鄭成功時期為「土牛」（以土堆積，狀似牛，故稱之土牛）、「紅線」

（疊紅磚為牆，故稱之為紅線）之名稱。不論是「土牛」亦或「紅線」在當時的

功能是做為漢番界線的標的。後因漢人移民漸多，土地耕作需求量漸增，因而漸

入番界開墾，為了保障其身命財產的安全，便於私設防禦機關。至康熙 61 年福建

巡撫楊景素便下令於番界立石，並嚴禁漢番侵越，此便為官隘之始。 

如上所述隘為防番機關，通常設於漢番交接處，其駐屯處稱之為「隘寮」，每

個隘寮配置有「隘丁」或稱「隘勇」，至於隘寮中的隘丁數多寡不等，主要做為隘

寮與隘寮之間的緊密聯繫。隘有官隘與民隘兩種，但主要還是以民隘為普遍107。

日治初期沿用清代隘制度，明治 32 年稱官隘雇用者為隘勇，受政府補助之民隘雇

用者為隘丁108。 

（2）日治時期霧社地區隘勇線的推進 

                                                
107

 溫吉譯《臺灣番政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頁 490-496。 
108 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年，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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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01 年重新在埔里蜈蚣崙設立隘勇開始，理蕃警察便開始對霧社地區進行

隘勇線的推進策略。1902 年 4 月 29 日，發生了「人止關之役」，此衝突事件是賽

德克人與日本人首度正面衝突事件。這個衝突事件對日本理蕃警察來說可說是一

震撼教育，賽德克人仗勢其地形優勢之勢，導致日方損失慘重。由於第一次接觸

到的日本軍隊頭戴紅帽，此後本族就稱日本人為 tanah tunux（紅頭）。109
 

由文獻中也可得知，當時日本政府並未將注意力放在原住民身上，因為此次

事件發生後，官方暫時甚至不知道是與哪一族群接觸，後來才調查清楚。 

1905 年 3 月進行「埔里山麓隘勇線前進行動」，並設立霧關中央監督所（今

埔里鎮蜈蚣里獅子頭附近）。此後便設立一連串試探性隘勇線的設立，逐漸地確立

霧社地區的控制權。同年 11 月 1 日，霧社群中的巴蘭、塔卡南、東眼、西寶、荷

戈、羅多夫、卡奇克等社舉行「和解式」。 

日本理蕃當局勢力進駐霧社地區之後，遂開始掌握其領土的控制權，自 1905

年 12 月 8 日所進行的「守城大山隘勇線前進行動」，逐漸壓縮賽德克人的生活空

間。1906 年 2 月埔里支廳長親自到巴蘭社談判，再次確定彼此的同盟關係後，便

於同年 4 月進行了「埋石山方面隘勇線前進行動」，在這個行動中砲擊萬大社，攻

擊卡奇克、塔卡南兩社，並設置砲臺壓制萬大社。在上述兩個隘勇線前進行動中

主要佔領了霧社群南北兩側的戰略要地；守城大山及埋石山，如此等於箝制了霧

社群西面的通路，同時壓制住了萬大社方面的各族群。佔領了霧社之後，理蕃當

局便於同年 5 月 31 日再次舉行對霧社群地區的「和解式」，至同年 7 月時更深入

道澤群與土魯閣群地區舉行第一次的「和解式」。 

1908 年 4 月，於霧社設置警察官吏駐在所，日本理蕃警察的勢力遂正式進入

霧社地區，後於同年 7 月 31 日增設荷戈駐在所。1908 年 12 月 17 日，開始「霧

社方面隘勇線前進行動」，此擴展行動於翌年 2 月 25 日完成。本次行動中，沿著

霧社群與道澤群的右側佔領其要害，並設置砲壘作為壓制。道澤群因極力反抗而

於 1909 年 1 月被連續砲擊 6 天。 

1909 年 3 月到 5 月，日方再度進行「霧社方面隘勇線前進後續行動」，此隘

勇線的設立，使得理蕃當局完成左控北港溪流域之泰雅族各社，右壓濁水溪流域

賽德克三族群之戰略位置。在此行動之後除了再次與道澤群舉行「和解式」之外，

並將火柴、鹽巴、番刀列為違禁品，禁止交易，藉以控制霧社地區的交易行為。 

                                                
109

 簡鴻模、依婉‧貝林《中原部落生命史》，臺北市：永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 年 11 月， 

   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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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10 年 5 月，由於此時日本理蕃當局正積極進行北部地區的軍事鎮壓行

動，致使三族群趁機發動騷擾事件，至同年 12 月以霧社群和土魯閣群為主要的攻

擊目標，展開了攻擊行動，道澤群則因之前曾遭受砲擊，並無參與此次的攻擊行

動。後於同年 12 月 22 日，土魯閣群與日警「和解式」；12 月 26 日，道澤群也再

次與日警「和解」。 

1911 年 1 月對三族群進行攻擊，於庫嵨社上方高地設置砲臺（位置約在今五

里坡一帶），以砲轟波阿崙、斯固二社。後於同年 1 月 16 日與道澤、土魯閣兩群

再一次舉行「和解式」，23 日砲轟巴蘭、西坡、多岸三社，命令各部落交出所有

槍支，2 月 1 日宣布攻擊行動結束，共沒收槍枝 1210 挺，並趁機命令本族與萬大

族群交出保存之頭骨 1015 個後加以掩埋。圖圖圖圖 2-2-3 霧社地區隘勇線推進圖。 

圖 2-2-3 霧社地區隘勇線推進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而成。 

（3）關於義勇隊 

1896 年（明治 29 年）陸軍中尉長野義虎向臺灣總督府軍務局建議組織「義

勇隊」事由，認為義勇隊可以做為保護原住民部落的一個組織，其成員選自部落

頭目以及少壯的志願者擔任，其特點在於可以用僅少的經費而達到警備的效果，

至於遴選的條件如下： 

01. 身體強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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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富於尚武心。 

03. 能負重貨跋涉山水。 

04. 頗富忍耐力。 

05. 所需經費僅用於日本人之四分之一金額。 

06. 派兵至各蕃地時容易取得食物。 

07. 體質適合當地水土不易患病，且在炎日中亦有行軍能力。 

08. 性情樸質，自信心強而不圖利慾，而且不怕死。 

09. 原住民反抗時，派遣義勇隊討伐較為有利。因為派日本軍隊時，不

僅因地勢及糧食等容易遭遇困難，且會影響山地政策。 

10. 義勇隊之幹部派陸軍退休或預後備將校、下士擔任，從事指揮，訓

練隊員，指導啟發原住民及調查山地地形、物產等。又此等幹部住

於原住民部落時，原住民一定悅服歡迎。 

11. 設義勇隊司令部，置將校掌理事務，隸屬總督統轄，並設支部於各

部落。如此時不必設撫墾署，僅北部地區暫時維持原狀即可。 

12. 訓練隊員以二個月為期，最初半個月教授簡單之日語，其餘教授日

語及簡單之兵衛。結業後始其就業，每周召集一日複習。110
 

由上述的建議看來，雖然不能確定長野的建議是否成為日後理蕃政府組織味

方蕃襲擊隊的直接根據？且也無法得知長野對於組織義勇隊的構想來源為何？文

獻資料中也沒有繼續探討義勇隊實際的執行情形亦或到底由沒有執行。但是就其

內容來看確實與襲擊隊的意涵有相同之處。首先，從 01、02、03、04、06、07、

08 這些遴選條件來看便可發現這是一個專門為原住民量身訂做的條件需求，不同

於隘勇、隘丁的印象；由一群不堪一擊的老弱殘兵組成的防衛隊，義勇隊是要組

織一支強壯精實的防衛隊。在 05 的條件中符合理蕃政府於蕃地管理一貫的開源節

流政策；以最少的花費完成最大效果的統治管理。在 09 的條件中是最為符合襲擊

隊的條件，表現在「以蕃制蕃」的管理策略上一覽無遺，掌握了原住民善於高山

戰的作戰能力，並且可以減少日方的傷亡人數。在 10、11、12 條件中，似乎可以

                                                
110

 藤崎濟之助（1988）《臺灣の蕃族》，南天書局，復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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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透出長野建構的義勇隊是要將它定位於部隊編制內的常設組織，從其階序性的

組織架構便可看出長野的意圖。 

分析長野義虎所建構的義勇隊與日治時期賽德克三族群的味方蕃襲擊隊，在

某種程度是有所契合之處，但也有其差異之處，例如在其開宗明義的主要目的上

就有很大的差異，義勇隊的設立主要是組織一支常設性且能夠保護原住民部落的

一個組織，這與味方蕃襲擊隊臨時性編制且負責在反抗事件中牽制同為原住民的

意義上就有明顯的差異。雖然同為警備導向的功能，但是由於無法得知在長野提

報這份建議後，總督府的軍務局是如何回應，因此筆者不敢斷定義勇隊即為味方

蕃襲擊隊的實際執行的組織，但經由分析味方蕃襲擊隊在戰爭中的角色，確實與

長野的義勇隊編制有延伸意涵的意義所在，不啻為可供參考的線索之一。 

2. 襲擊隊於討伐部隊的定位 

（1）討伐部隊的編制 

首先，歸納整理出關於霧社事件時日本的討伐部隊，主要分為警察部隊與軍

隊部隊兩個編制，而在軍隊部隊中又可分出軍隊飛行隊。因此以下分成三個部分

探討在事件中討伐部隊的功能與作用。地面部隊的攻擊行動以霧社為攻據地，由

四面夾擊的方式進行推進、包圍的戰術執行。東：花蓮港廳沿能高越道路西進， 

西：各州廳警察隊從埔里沿眉溪道路進攻，南：由武界、干卓方面推進，北：臺

北州，沿翻越皮亞南的道路，再從東勢郡大甲溪南下入霧社。 

01. 警察部隊 

警察部隊在事件中的機動性及動員性來說是優於兩者，因此在事件爆發的第

一時間便是以警察部隊為鎮壓主力，見表表表表 2-2-7 警察部隊出動一覽表111。警察部

隊統計資料自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7 日傷亡人數，戰死 6 名、負傷 4 名112。 

表 2-2-7 警察部隊出動一覽表 

州廳 部隊名 人數 備註 

搜索隊本部 29 指揮警察隊的討伐行

動。 

 

 

 高井部隊 80 首先發難，於獅子頭駐

                                                
111 整理自戴國輝（2002 年）。 
112 戴國輝 下（2002：60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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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附近遇襲。初期主

力部隊。 

工藤部隊 63 同高井部隊為最早的

支援隊，與高井部隊、

宮川部隊完成收復霧

社，救助生存者之任

務。 

宮本部隊 134 10 月 28 日中午起強行

軍，於 31 日下午 3 點

抵 達 霧 社 搜 索 隊 本

部。後支援軍隊攻破馬

赫坡及塔羅灣。 

 

 

 

 

 

 

 

 

臺中州 

原田部隊 46 10 月 31 日下午由臺中

火車站出發，11 月 1

日下午抵達埔里。 

 

別動隊 27 與宮川部隊合併，作為

宮 川 部 隊 的 先 導 部

隊，29 日傍晚 7 點 30

分抵達霧社櫻臺。 

運輸隊 64 主要負責事件中的運

輸工作。 

 

救護班 8 負責醫療救濟，原設於

埔里，後於 31 日遷至

霧社。 

大村部隊 74 連續 35 個小時的強行

軍，後支援軍隊。 

壹歧部隊 57 由蘇澳郡出發，參與總

攻擊，後負責警備。 

 

 

 

臺北州 

清水部隊 57 搭船由蘇澳港出帆，主

要擔任尾上駐在所的

警備。 

新竹州 石田部隊 154 於 11 月 1 日晚間 8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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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霧社。擔任警備。 

臺南州 宮川部隊 149 29 日傍晚 7 點 30 分抵

達霧社櫻臺。 

 

花蓮港 

花蓮港部隊 209 29 日上午 11 點 30 分

出發，參與 31 日的軍

警總攻擊。主要負責後

山群部分。 

 

警官練習所 

練習生 155 由臺北出發，擔任霧社

地區的警備與供應糧

食。 

 總計動員人數：1306 人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並製表。 

02. 飛行隊 

事件爆發初期，在戰術執行上具有穩定內地人不安情緒與威赫騷動蕃社的效

果。見表表表表 2-2-8 飛行隊出動一覽表。113
 

表 2-2-8 飛行隊出動一覽表 

日期 出勤時間 內容 

10 月 27 日 午後 1 點 40 分晴 電話、電報通知，下達命令給飛行第八聯隊長：

1.霧社一帶蕃人叛亂，眉溪火災。2.派遣飛行隊

進行狀況搜索的行動。 

10 月 27 日 午後 3 點晴 飛行第八聯隊長，大佐後藤廣三下令綾野大尉出

動飛行隊。1.第 1156 號機：無線裝備，偵察：久

次中尉，操機：綾野大尉。2.第 1192 號機：偵：

行友中尉，操：大西少尉。 

10 月 27 日 午後 3 點 20 分晴 綾野大尉編隊長，屏東飛行場出發，4 點 40 分霧

社上空進行偵查工作，。1.看見蕃人集團 150-160

名 2.霧社駐在所附近幾乎看不見人影 3.對 Hoko

社威嚇性射擊。5 點 20 分鹿港降落。 

                                                               續下頁續下頁續下頁續下頁 

                                                
113 整理自戴國輝（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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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接上頁接上頁接上頁 

10 月 28 日 午前 6 點晴 出動飛行隊。1.霧社及霧社、大湳間(霧社東北方)

的狀況搜索。2.對 Roduh、Hoko、Suku、Bualun、

Mahepo 進行搜查，並對 Bualun、Mahepo 進行射

擊 3.白狗及能高方面部隊連絡。 

10 月 28 日 晴 二機，偵：行友大尉，操：大西少尉，偵：久次

中尉，操：船津軍曹。由行友、大西的飛機負責

射擊 Bualun、Mahepo 兩社。 

10 月 28 日 午後 2 點 15 分 由，偵：大西少尉，操：綾野大尉出動搜索並投

下手榴彈於 Bualun、Mahepo 兩社，並搜索干卓

萬、卓社蕃兩社，4 點 50 分返回基地。 

10 月 29 日 午前 7 點 10 分晴 偵：行友中尉，操：大西少尉，攻擊 Bualun、

Mahepo 兩社。 

10 月 29 日 午前 6 點 35 分晴 偵：久次中尉，操：藤原曹長攻擊 Roduh、Hoko

兩社 

10 月 29 日 午前 10 點 15 分

晴 

綾野大尉命田副中尉第 1109 號機進行霧社附近

敵情搜索並在立鷹上空進行威嚇飛行。 

10 月 29 日 午前 9 點 15 分晴 戰鬥機的使用，牧野靖雄第 707 號機，築地軍曹

地 705 號機，從屏東出發，午前 6 點 45 分道路

港，9 點 15 分出發攻擊 Mahepo 社，午後 1 點返

回屏東。 

10 月 29 日 午後 2 點 40 分晴 因 Mahepo、Hoko 兩社自行燒燬部落而像霧社逆

襲，因此出動偵：久次，操：大西，偵：行友，

操：綾野。攻擊 Hogo、Roduh 兩社。 

10 月 30 日 午前 8 點雲，時

時驟雨 

任命少佐渡邊廣太郎將校以下 31 名，編制偵查

四機，新編制。埔里飛行場擴編。 

10 月 30 日 午前 6 點 20 分

雲，時時驟雨 

天候不良而回。 

10 月 31 日 早朝，雲，時時

驟雨 

偵：綾野大尉，操：中島軍曹，偵：伊藤少尉，

操：田副中尉，出動攻擊 Hoko、Mahepo 兩社 

                                                               續下頁續下頁續下頁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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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接上頁接上頁接上頁 

10 月 31 日 午前 8 點 10 分 偵：久次中尉，操：船津軍曹，偵：行友中尉，

操：大西少尉，攻擊 Mahepo 社及其東南方。 

10 月 31 日 午後 2 點 偵：行友中尉，操：藤原曹長，出發攻擊 Mahepo

社、萬大兩溪谷附近。 

11 月 1 日 午前 6 點 30 分，

雲，時時驟雨 

偵：渡邊少佐，操：大西少尉，偵：伊藤少尉，

操：船津軍曹，攻擊 Mahepo 社及其南方溪谷，

萬大溪附近寫真撮影完後歸還。 

11 月 1 日 午前 8 點 命令偵：久次中尉，操：田副中尉，攻擊 Mahepo

社。 

11 月 1 日 午後 12 點 20 分 命偵：藤原曹長，操：中島軍曹，續行，但因降

雨飛行斷念。 

11 月 2 日 雲，濃霧 此日飛行天候不良，飛行中止。 

11 月 3 日 午前 6 點 晴 強風，飛行隊一機冒然飛行，至埔里以東雲深，

而歸還。 

11 月 4 日 午前 9 點 10 分雲 偵：伊藤少尉，操：田副中尉，依軍方要求拍攝

番地寫真，但因天候不良，飛行斷念。 

11 月 5 日 午前 5 點 50 分晴 偵：綾野大尉，操：大西少尉，爆擊能高、萬大

兩溪谷。 

11 月 5 日 午前 9 點 偵：伊藤少尉，操：永田曹長，蕃地各地的寫真

撮影。 

11 月 5 日 午前 11 點 飛行隊長渡邊少佐搭乘田副中尉開的飛機於

Mahepo 溪森林中投下由中央所員調製的三枚燒

夷彈，但是效果卻不得而知，飛行隊長想進行夜

間飛行看其效果，但由於天候關係因此作罷。 

11 月 6 日  飛行隊撤退關係指示，1.飛行隊主力撤退，於 11

月 25 日以前。 

11 月 6 日 午前 4 點 35 分 偵：大西少尉，操：綾野大尉，在 Mahepo 社南

方 2000 米的谷地、斷崖下飛行搜索，此日飛行

隊長決定自行編組 3 架飛機進行轟炸行動。 

11 月 12 日  天候不良，停飛。 

                                                               續下頁續下頁續下頁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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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接上頁接上頁接上頁 

11 月 16 日 午前 9 點 50 分 於 Mahepo 社進行爆擊，並投下投降的宣傳單。 

11 月 21 日  飛行隊主力歸還。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並製表。 

03. 軍隊部隊 

軍隊部隊的出動情形，見表表表表 2-2-9 軍隊出動一覽表。114軍隊部隊統計資料自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6 日傷亡人數，戰亡 22 名、負傷 25 名。 

表 2-2-9 軍隊出動一覽表 

單位 部隊名稱 人數 備註 

臺灣軍司令部 9 指揮總部 

臺灣守備隊司令部 11 戰術執行總部 

臺中分屯大隊 354 分 成 兩 隊 自 臺 中 出

發，與警察部隊合作收

復霧社。 

步兵第一聯隊 

臺北駐屯部隊 108 分成兩隊通信隊與中

隊，通信隊於 10 月 28

日出發，個日下午抵埔

里。中隊 11 月 22 日出

發，24 日抵霧社。 

花蓮港分屯大隊 84 10 月 28 日上午 10 點

由花蓮港出發，沿能高

越道路西進，負責包抄

馬赫坡背後。 

步兵第二聯隊 

臺南駐屯部隊 528 分成通訊隊與部兵大

隊。 

山砲大隊 臺北山砲兵大隊 109 10 月 28 日下午，自臺

北出發，30 日下午 3

點 50 分抵達霧社，立

即 在 櫻 臺 設 立 炮 陣

                                                
114 整理自戴國輝（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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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31 日砲轟荷戈社

與塔羅灣社，後又增援

36 名（砲二門）。 

基隆重砲兵大隊 8 11 月 23 日增派基隆重

砲兵大隊。 

臺北衛戍病院 18 軍醫 

臺南衛戍病院 5 

戰時醫療。 

憲兵 憲兵隊 28  

 總計動員人數：1303 人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並製表。 

霧社事件爆發時，霧社瞬間消失於理蕃統治管理的地圖上，第一時間的回報

是於 10 月 27 日上午 8 點 50 分115。當局為了扭轉局勢遂於同時電報請求出動飛行

隊，進行局勢偵查與威赫飛行。大約於同日下午將近 5 點時便於霧社上空盤旋，

並進行威赫式射擊。此後飛行隊自 27 日起至 11 月 21 日止執行多達 24 次的任務

執行，但據載其間也有因為天候不良的因素而迫使任務中斷，例如 10 月 30 日驟

雨、11 月 2 日濃霧、11 月 3 日強風等因素而終止任務執行折返。估計扣除掉任務

終止飛行隊於其間共投下 800 多枚的炸藥。 

地面部隊在戰術上的運用則是以警察隊與軍隊混編的方式進行作戰，收復霧

社分室則是要到事件爆發後的第二天上午 8 點，才將地面部隊的勢力推展到霧

社。一開始攻日蕃與軍警聯隊交鋒時日方便受到攻日蕃強勢的襲擊，10 月 28 日

晚間 8 點於獅子頭駐在所損失 6 名的搬運工。當攻佔霧社後便策畫 10 月 31 日的

軍警協同總攻擊，軍隊在此設立「鎌田支隊司令部」，警察隊在此設立「霧社方面

搜索隊本部」。關於總攻擊整理如下116： 

一、高井部隊與工藤部隊於 31 日早上 6 點開始行動，定位於軍隊右翼，進攻羅

多夫社，上午八點衝入該社，燒毀。後轉向東方，荷戈社北面山脊施以猛烈

砲火攻擊。最後在向東猛攻上午 10 點 30 分燒光司庫社。 

二、臺灣山砲兵大隊自早上 6 點 30 分起向荷戈社及塔羅灣社施行砲擊，掩護部

隊進入。 

三、陸軍飛行隊自 10 月 29 日以來每日對霧社方面作偵察及砲轟，31 日清晨更

                                                
115

 戴國輝 （2002 年），頁 566。 
116 戴國輝 下（2002：59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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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架飛機對馬赫坡社進行轟炸，造成重大損害。 

四、永野小隊與練習生隊自霧社出發攻取卡茲庫社，於下午兩點攻入塔羅灣社。

先頭部隊永野小隊與堀之內分隊於下午四點左右在塔羅灣社東南方與荷戈

社主力約 50 名及馬赫坡、波阿隆等激烈交戰達 4 小時之久，仍不退，後因

援軍來到以機關槍猛烈掃射才逼退，蕃傷亡 12 名，日軍傷亡 6 名。此後為

紀念松井大隊的奮戰，遂將此地稱為松井山高地。 

五、練習生擔任霧社附近的警備，因永野部隊苦戰為了補給彈藥等補給品，而進

行運輸等工作，於下午 6 點 30 分自霧社出發，隨同的 92 名搬運工因受到敵

翻襲擊而紛紛逃跑，但任務還是在 11 月 1 日早晨完成。 

六、高井部隊補給彈藥給陷入苦戰的永野小隊。蝦原巡查部長的一個分隊在塔羅

灣附近擔任架橋的工事，於次日完工，11 月 1 日上午十點完成佔領塔羅灣

東方。 

七、北部出擊隊與東部出擊隊參與總攻擊行動。 

八、駐防霧社櫻臺的山砲中隊（林中尉）於 11 月 1 日移到斯庫社，11 月 4 日增

援兩個中隊，並構築豪華的砲陣地，向塔羅灣高地、馬赫坡社、馬赫坡岩窟

方面進行超猛烈的射擊，發揮強大的威力。 

從以上軍警協同總攻擊的行動，可以看出日方對於鎮壓反抗勢力的決心，同

天飛行隊執行了三次的飛行任務，即便在 31 日早晨天候不良的情形下，卻也強行

的執行飛行任務，加上地面部隊的一輪猛攻、山砲部隊的掩護砲擊，為了一舉殲

滅攻日蕃的氣燄。在絕對優勢的武力攻擊下並無法如願迅速結束這場實力懸殊的

對戰，隨著戰事的延長也逐漸改變了軍警聯隊的戰術運用，主力部隊由軍隊擔綱，

而警察部隊漸退居後勤做輔助軍隊作戰的補給117。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戰術

運用上對於助日蕃的操縱與日俱增，自此以後便形成了對於攻日蕃所設立天羅地

網的戰術執行策略。 

（2）戰略下味方蕃襲擊隊的操縱 

自日治時期以來隨著隘勇線的不斷推進，逐漸壓縮原住民的生存空間，初期

隘勇線的設置是為了保障樟腦事業的穩定開發以牟取龐大的殖民地經濟來源，作

為充實府庫之功能而用。但隨著隘勇線持續的拓展，導致在人員的配置上相形見

                                                
117

 服部兵次郎對此於其報告中多對警察步對執行任務的能力有所抱怨，認為警察部隊在執行任務 

   的效率上令人感到失望，同時對於警察部隊的機關槍被攻日蕃搶奪之事耿耿於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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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因此便開始強制徵收隘勇線內的人力資源，以為財產之一部分。此舉逐漸變

為日後樟腦事業穩定開發的維持秩序的手段，甚至是轉變為維持蕃地社會秩序方

式之一。換句話說在隘勇線內理蕃當局便以組織當地住民維持社會秩序為其正當

性。由此分析霧社地區的族群互動情形，確實正是在此脈絡下被理蕃當局所操縱，

從 1906 年至 1911 年霧社地區隘勇線的擴張，便可以看出隘勇線內的族群互動關

係模式。例如霧社蕃因多年來受獵地的紛爭問題，以削除陶茲阿蕃的勢力為野心，

因此參與 1910 年至 1911 年警備線推進的行動，討伐陶茲阿與托洛庫二蕃（戴國

輝 2002：369）。霧社蕃與萬大蕃的關係也同樣是因為耕地的糾紛，正值霧社隘勇

線推進之時，使得兩群關係更形惡化。此時期霧社地區各族群就在理蕃當局對於

族群關係的「運籌帷幄」之下，彼此衝突不斷，但是就霧社地區族群關係來說，

將族群關係推向矛盾與衝突則不得不提 1920 年的 Saramaw（沙拉茅）事件。 

. 1920 年 Saramaw（沙拉茅）事件的奇襲隊 

關於 Saramaw（沙拉茅）事件的研究，除了日本官方對其事件整理出來的報

告書118之外，還有中川浩一等著《霧社事件》此本研究專書有對於 Saramaw（沙

拉茅）事件有詳盡的研究。至於在賽德克人觀點下的 Saramaw（沙拉茅）事件研

究，則可參閱姑目‧荅芭絲所論＜獵首祭中之族群關係＞一文，內文中有收錄關

於事件的口述資料。究竟 Saramaw（沙拉茅）事件對於賽德克三族群來說代表著

甚麼樣的意義，它是單純體現出賽德克人好戰武勇的性格嗎？還是有何深層的意

涵於此，這才是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 

根據日本官方的資料顯示，1920 年的討伐隊自 9 月 20 日以來即對沙拉茅社

（今梨山地區）展開一連串的攻擊行動。在這次的攻擊行動理蕃警察組織了霧社

地區各部落的人進行攻擊，整個討伐的行動一直到同年的 11 月 10 日才告落幕。

換句話說在這將近兩月的討伐行動中霧社地區的各部落幾乎都被動員參與此次事

件，除了鄰近的泰雅族部落被動員之外，再來就是賽德克三族群都被積極動員參

與。 

至於當時的賽德克人怎樣看待這次的討伐事件，根據姑目‧荅芭絲的口述資

料顯示： 

原先理蕃警察先向 Gungu（鄔烏社）部落遊說討伐沙拉茅社，但是

鄔烏社卻回絕：「他們又不是我們的敵人，你們自己卻解決吧！」後因為

看到巴蘭社在一次的討伐行動中獵取了許多人頭，因而感到懊悔並欽羨

                                                
118 參見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吳萬煌、古瑞雲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三卷，頁 554-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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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獵到人頭的人，所以之後也就參與了行動119。 

上述口述中，可以發現到一些線索，即賽德克人對於 pais（意即彼此相互獵

頭的對象）以即 kaalang（敵人、仇敵）這樣的概念是非常清楚的，乃至於鄔烏社

的人會拒絕警察的要求。再者，南投廳已於 1911 年 2 月公布撤除各部落頭骨架以

及 1913 年 9 月全廳全面禁止紋面等事項，意即理蕃當局在討伐沙拉茅社之前對於

改變原住民傳統社會生活之規定正如火如荼開展。端看這兩項政策在賽德克的傳

統獵首社會習俗中將帶來多大的社會衝擊，但是到了 1920 年時卻允諾賽德克人可

以藉由討伐沙拉茅社之後，將所獵得的人頭舉行被禁止許久的「獵首祭」，如此誘

使三族群在將近兩個月的討伐行動中皆群起響應此討伐行動。 

當賽德克人一腳踏進理蕃警察所設限的圈套之後，並毫無知覺的經歷了這次

警察與賽德克人的「合作關係」所建立的「默契」之後，更是確立了理蕃警察主

宰日治時期賽德克三族群互動關係的發展情形。 

. 1930 年霧社事件下的襲擊隊 

（1）探討形成味蕃方襲擊隊的原因 

除了有 1920 年討伐沙拉茅為先例可循之外。首先，即是要探討來自日方的壓

力。如前所述，日方在面臨理蕃史上最重大的挫敗；即便始終都不承認這樣的挫

敗，但是仍可以從日方在接獲此消息時的第一時間反應、處裡事件時的過程以及

事件過後的反應探知。當消息由第一通電話從眉溪駐在所傳開以後，日方便緊急

的調兵遣將，絲毫不敢大意，即便對於霧社內的情況完全無從掌握，在緊急動員

上卻不敢浪費時間，這從飛行隊第一次執行威赫飛行任務時間點來看便可知道對

於此事件除了震驚之外，隨即就有迅速的回應。 

地面部隊自 28 日晚間開始推進霧社地區，以其絕對優勢的武力、人力各資源

的動員能力，雖然受到頑強的抵抗，但是就損傷程度來說並沒有太大的損失，可

說不費吹灰之力即收復了霧社，在霧社建立起固若金湯的後勤支援作戰系統，便

開始展開軍警一連串的反擊行動。此時日方唯恐霧社地區會產生反抗的骨牌效

應，於是除了本身武力的討伐之外便在鄰近的部落配置人力以緩和飄盪於霧社地

區不安氛圍，強制徵招部落的人做為運輸資源的戰時工具。這套防護網確時起了

穩定蕃情的作用，致使反抗的勢力不至於擴大。但是在作戰的過程攻日蕃獨特的

                                                
119 姑目‧荅芭絲＜獵首祭中之族群關係＞《從和解到自治》，前衛，2006 年，頁 17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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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戰方式120卻不時讓日方的軍警聯隊吃了不少的虧。由此看來，即便是擁有強大

火力的軍警聯隊卻也要因為攻日蕃仗勢地理環境之熟稔以及特殊的作戰方式，不

得不將討伐戰術轉向於再次與霧社地區的族群建立另一個合作的機制，味方蕃襲

擊隊便於此產生。 

（2）討伐期間味方蕃襲擊隊的操縱 

根據戴國輝（2002）翻譯的研究專書中整理出關於在霧社事件中日方動員霧

社地區組織味方蕃襲擊隊的出勤資料，於此為了看出賽德克三族群在這個組織中

被動員的情形，因此分成兩個表來區分，見表表表表 2-2-10 味方蕃襲擊隊被動員之其他

蕃社一覽表，121以及表表表表 2-2-11 味方蕃襲擊隊被動員之賽德克三族群一覽表。122
 

表 2-2-10 味方蕃襲擊隊被動員之其他蕃社一覽表 

日期 時間 執行目地 人員 

11 月 9 日 早上五點 搜索 Mahepo 山中兇

蕃。 

警察 4 名、萬大社蕃人 194

名。 

11 月 11 日  Roduf 駐在所附近的

Hoko、Roduf 的反抗

蕃。 

在霧社「哈本」間，與敵蕃

衝突，友蕃傷亡 24 名。 

11 月 13 日  偵查 Truwan 社的森

林內部。 

高井部隊 隊長指揮萬 大社

119 名。 

11 月 14 日  分成兩隊，一隊向翻

越 Piyanan 的道路、

一隊向 Hapn 溪源頭

進行搜索。 

安立囑託、巡查 2 名，萬大

蕃 117 名。 

11 月 15 日  Tokan 社方面出發搜

索。 

萬大社蕃人 46 名。 

11 月 18 日  搜索北抗溪左岸各

溪流及樁谷溪、東峰

福岡巡查、巡查 2 名、警手 2

名、白狗蕃 100 名。 

                                                
120 服部兵次郎對於蕃人的戰術技能這樣認為：蕃人擁有強健的體格、視死如歸的氣概、對險峻地 

   形的熟稔，再加上擁有新式步槍，舊式村田槍，獵槍總計約 200 多支，獨特的叢林戰法，蕃人 

   戰術技能值得學習，敏銳的觀察力與小心謹慎的態度，在實戰上是個學習的好指標。戴國輝， 

   2002 年，頁 761-76。 
121 整理自戴國輝（2002 年）。 
122 整理自戴國輝（2002 年）。 



霧社事件影響賽德克三群間族群關係研究 

Pptasun Ndaan Mqraqil Alang Paran lmnglung pngluban dSediq 

 96 

溪、哈本溪。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並製表。 

表 2-2-11 味方蕃襲擊隊被動員之賽德克三族群一覽表 

群別 時間 奇襲人數 內容 備註 

Toda 10/30 下午

1 點 

9 名。 千葉巡查部長下令，調

查 立 鷹 駐 在 所 遇 襲 情

況，在該駐在所南方森

林發現敵蕃，槍殺婦 1

名，兒童 2 名（沒取首

級）。 

 

Toda 

布凱本社 

10/30 下午

7 點 

Temu Losi

等 20 名。 

在波阿隆駐在所附近迎

擊企圖潛入 Toda 的七名

兇蕃，砍下 Tanah Kcpali

與 Cika Masin 的首級。 

 

Toda 

Truku 

10/30 晚上

11 點 

110 名。 襲擊波阿隆駐在所西北

方，將 Bualun、Sku、

Mahepo、Roduh 等社合

計 23 名砍頭。 

 

Toda 

Truku 

11/1 清晨 6

點 30 分 

共 計 約 80

名。 

砍下立鷹駐在所南方約

1000 公尺開墾地避難的

Bualun、Sku、Roduh 社

共九名頭顱。 

 

Toda 

Truku 

11/2 早上 6

點左右 

共 計 130

名。 

砍下逃竄於 Roduh 社南

方與濁水溪右岸的敵蕃

Rubi Tapas 等 3 名頭顱。 

 

Truku 11/3 晚 上

10 點左右 

 在執行警戒時，發現一

名 Bualun 社的蕃婦潛

入，攻擊並砍頭。 

 

Toda 

Truku 

11/2 下 午

六點左右 

178 名、20

名川西部隊

長與隊員。 

經 Toda、Roduh 抵達霧

社。，次日 3 日受鎌田

司令官與三輪搜索隊長

鼓勵。再次日 4 日早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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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30 分霧社出發，9 點

抵達松井高地，在從此

前往塔羅灣溪搜索，於

叢林中發現敵蕃激戰後

Truku，砍下 17 顆，Toda

砍下 4 顆頭顱。下午 5

點撤回霧社。 

Toda 11/3  40 名、巡查

4 名、警手 8

名。 

收容因公殉職的屯原以

東各駐在所屍體，下午 4

點回程中在屯巴拉駐在

所下方 1000 公尺發現敵

蕃，擊斃 4 名，但因地

形不利，無法取頭。 

 

Toda 

布凱本社 

11/6  40 名。 Walis Temu 探知 Bualun

在與 Toda 之間，離開道

路 2000 公尺的山脊有敵

蕃藏匿，加以追擊並於

下午 4 點時砍下 Obin 

Nawi 以下 7 名首級。 

 

Toda 11/7 下午 2

點 

約 40 名。 小島巡查指揮，襲擊布

卡山溪左岸，Bualun 砍

下 蕃 婦 Kumu Pito 與

Iyung Walis 首級。※上

舉的 Iyung Walis 是 Toda 

Pawan Nawi 的親弟弟。

據說 Iyung Walis，在樹

上張望敵人，而被哥哥

打落，當他哥哥政要砍

下首級時，赫然發現是

自 己 的 弟 弟 ， 吃 驚 走

退，結果弟弟的頭被別

人砍去。 

 

Toda 11/8 下午 4 兩社頭目、 在斯庫砲陣地受鎌田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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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ku 點 有力人士 14

名。 

令 官 引 見 ， 並 發 送 贈

品，回程中，於布卡山

溪附近，殺死把風的蕃

丁，但未取頭。 

Toda 11/8 晚上 9

點左右 

20 名。 發現在布凱本社東上方

500 公尺有敵蕃蹤跡，加

以追擊，砍下 Bualun 社

Uwah Clekah 以下 2 首

級。 

 

Truku 

伊那戈社 

11/9 晚 上

八點多 

40 名。 川西警部補以下 19 名，

率 領蕃人 254 名，由

Boalun 出發。襲擊斯庫

社北方高地兇蕃，砍下

Walis lulu 與 Hapaw 

Pelin 首級。 

 

Toda 

Truku 

11/9  上午

4 點 30 分 

235 名、川

西 隊 員 20

名。 

護衛馬赫坡東方高地安

達 大隊約 100 名的士

兵，繼 5 日激戰於一字

高地尚未收屍的遺體，

在友蕃嚴密警戒下完成

收屍任務。後繼續搜尋

但沒發現。 

 

Toda 11/11 早上

3 點 

屯八拉頭目

以 下 42

名 、 Cka10

名、Rucaw2

名。 

早上 3 點出發，後發現

敵蕃蹤跡，尾隨，直到

下午 3 點於哈本溪發現

5.6 個身影於是奮勇去追

擊，但沒想到中了 Roduh

的 Puhu Walis 等圈套，

遇埋伏，導致屯八拉頭

目 Temu Walis 以下 13 名

戰死，Pawan Labay 以下

10 名負傷，損失至為慘

重，嚴重打擊友蕃士氣。 

屯 八 拉 頭

目 Temu 

Walis 曾經

解 救 小 島

巡 查 、 職

員 、 家 屬

7、8 名，大

親日派。 

當 天 返 回

Toda 的 兩

名友蕃，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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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 將 怒 氣

遷 怒 於 當

時 3 年級的

中 山 清 身

上，但小島

巡 查 化 解

了此危機。 

Toda 11/12 上午

六點 

Toda 蕃 120

名。 

自 Boalun 出發，搜索

Mahepo 東北。 

 

Truku 

伊那戈 

11/16 下午

1 點 

Butah Nawi

等 18 名。 

襲擊正在就布卡山附近

收割地瓜的兇蕃，砍下

Away Robaw 首級。 

 

Toda 

Truku 

11/16 Palan 社 人

107 名。 

川西隊長以

下 30 名，

Toda 蕃 170

名 Truku 蕃

135 名，共

計 305 名。 

自 Toda 駐在所出發，為

了報仇，大舉出發，在

南東眼山山中搜尋達兩

天一夜，但因沒發現敵

蕃而歸。破壞 Mahepo

社耕地，掃蕩南東眼方

面的兇蕃。 

 

Tgdaya 11/16  Kacku 社 Awi Siyac 將

Hogo 社的 Basaw Nawi

擊斃，因 Basaw Nawi 對

於友蕃從屬官憲而心生

忌恨，企圖燒毀蕃屋。 

 

Toda 

Truku 

11/18 、 

11/19 

Toda175

名、川西部

隊 16 名。 

Truku136

名、香坂巡

查 22 名。 

為偵察敵情，向松井大

隊根據地出發。連續兩

天實施馬赫坡岩窟大轟

炸，而派遣奇襲隊確認

轟炸效果，主要進入岩

窟裡確認狀況，中途有

數十名吊死，全隊於 19

日晚間 7 點 30 分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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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 11/23 175 名、小

島 巡 查 2

名。 

到 Bualun 設開墾地進行

農作物破壞，於下午 4

點左右，遭遇 10 幾名敵

蕃襲擊，雖砍殺 Hoko 有

力人士 Awi Losi，但也

使得友蕃戰死 7 名，負

傷 4 名。 

 

Toda 11/24 上午

11 點 20 分 

 Rukudaya 人在警戒時發

現 Bualun 社 Pilin Bakan

來進行偵察，遂將他射

殺砍頭。 

 

Truku 11/27 上午

10 點左右 

103 名。 在屯巴拉駐在所西南方

遇襲，友蕃戰死 3 名，

負傷 2 名。 

Truku 這次

的 損 傷 也

打 擊 了 士

氣，因此頭

目 也 出 來

精神喊話。 

Tgdaya 12/2 中 午

前後 

Watan 

Busiya 等 20

名。 

Takanan 社為了搜索敵

蕃在 Kacku 社附近找到

兇蕃藏匿的村田槍兩支

並交還。 

 

Truku 12/5 上 午

八點 

約 100 名。 襲擊 Bualun 駐在所東方

1000 公尺潛伏地，結果

讓他們逃逸。但正在破

壞農作的 Toda20 多名，

聽 到 槍 生 立 即 支 援

Bualun，而砍殺婦 1 名、

童 1 名。 

 

Tgdaya 12/11 上午

10 點 

Iyung Bakan

外兩名 

Palan 社的人在北東眼山

森林內拾獲三八式騎兵

槍一把子彈 280 發並交

還。 

 

Toda 12/13 下午 Umin Butah 在 Sku 鐵線橋北方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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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caw 社 3 點 以下 3 名。 公尺，砍殺 Sku 蕃丁

Temu Pihu 並 使 Ukan 

Pito 負傷。 

資料來源：本表整理係將《霧社蕃騷動事件調查覆命書》與《霧社事件誌》兩本 

           報告書中記載關於味方蕃襲擊隊的紀錄彙整而成。  

從上表的整理可以比較出賽德克三族群於味方蕃襲擊隊中被動員的次數以及

人次來看，可以發現與其他族群是呈現懸殊的差距123，產生這樣的結果筆者認為，

除了就動員的機動性來說動員賽德克三族群比起動員如萬大蕃、白狗蕃來說更能

達到其立即效果。再者就是理蕃當局對於賽德克三族群間歷史以來的互動關係瞭

若指掌，或說自 1920 年沙拉茅事件組織襲擊隊後便對霧社地區族群互動關係的操

縱有更完全的掌握，因此在事件爆發後想當然耳便立即組織味方蕃襲擊隊加入軍

警聯隊的討伐行動。根據上表最早出動味方蕃襲擊隊的時間是在 10 月 30 日的下

午 1 點，是由 Toda 群首先發難並於搜索行動中槍殺婦 1 名與兒童 2 名，正式開啟

了日方出動襲擊隊之先聲。 

根據表 2-2-11 所整理出襲擊隊的出動時間，其等同於正當軍警聯隊於霧社地

區攻城掠地時，隨即便組織了襲擊隊。由此可知日方在防患未然的態度上企圖做

到滴水不漏的地步，但是根據文獻資料的記載，組織襲擊隊的工作一開始並非很

順利，意思是說在當時混亂的氛圍之下賽德克各部落實是存在一種蠢蠢欲動的狀

態，眼看兇蕃的成功，血騰肉跳的蕃丁們無法保持平靜，終於也有不能夠自制而

跟在後面參加兇行的人（戴國輝 2002：536）。而對於沒有參與反抗的各蕃社，日

方是採取嚴密的監視，惟恐攻日蕃的鼓譟而加入反抗行動。在生駒高常的調查報

告書中對於襲擊隊也這麼一段評語： 

可是，觀望情勢，反覆無常，畢竟是蕃人的常態，一旦感到對自己

不利，就馬上通權達變，採取反抗的態度，這是很明顯的。……討伐一

有長期延期的情形，立刻就懷疑我搜索隊的武力。實際上正在與官憲合

作的蕃人，也抱著不安的心情，進而有帶來動搖的危險124。 

從上述生駒高常對於襲擊隊的觀察看來，透露出襲擊隊不穩定的特性，會因

著個人的利益而隨時都有倒戈的情形發生。筆者認為除了上述生駒氏的觀察之

外，還有一些因素是造成襲擊隊組成初期不穩定的特性，首要因素為賽德克人對

                                                
123 根據統計在事件中日方動員各群的人次如下，出動人次：Toda、Truku、Tgdaya 共 5311 人次， 

    萬大蕃 1075 人次，白狗蕃 436 人次，總計達 6822 人次。（戴國輝 2002：618） 
124 戴國輝，2002 年，頁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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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獵首的行為的態度。是一種根植於賽德克人的信念中，畢生所追求的一項「成

就」，看到攻日蕃的大勝利，即有人便偷偷參與攻日蕃的行動。再來就是，即使在

日方的認知上，賽德克三族群之間就存在著糾葛不清的衝突情形，但是可知在三

族群之間經過長年累月通婚的情形，在賽德克人觀念中的 dadan「親屬關係」概

念的前提下，賽德克人於襲擊隊中的角色肯定是更令人難以捉摸。最後則是，雖

然自理蕃統治勢力深入賽德克三族群各部落之後並且厲行社會價值觀、生活模式

的扭轉，但是就襲擊隊實際的討伐行動中，賽德克人仍以傳統 Waya 規範的夢占、

鳥占的方式進行其討伐行動。由此，不禁要問襲擊隊的組織內涵到實際執行任務，

真如文獻記載那般順利嗎？ 

從整理出來的表中可以發現自 31 日軍警協同總攻擊之後，幾乎每天都至少有

一次出動襲擊隊進行任務執行的紀錄。筆者認為能夠解釋此現象，或許與日方於

襲擊隊的組織之外另行設立的獎金制度125為其最大的誘因，此獎金制度無先例可

循，至少在 1920 年的沙拉茅討伐事件中並無這樣的制度設立。獎金制度的確立，

意味著襲擊隊在這場搜索行動中被塑造成六親不認的殺人機器，這在表 2-2-11 中

11 月 7 日的襲擊隊任務執行中便可看出這樣的情形。 

經筆者深入的分析，所謂的襲擊隊就組織的人員群別來看是包括霧社地區所

有的族群，意即之中有萬大蕃、白狗蕃、賽德克三族群，甚至也有來自於花蓮港

廳轄區內的太魯閣蕃也同樣捲進這場討伐行動。有別於 1920 年運用襲擊隊的戰略

戰術運用，以往對於討伐中通常是以原住民打頭陣，替理蕃警察清除「路障」，之

後才由警察部隊進行討伐，但是在這場討伐中改變以往的策略，以軍隊為主力部

隊全力進攻，後才由原住民進行深入山林的搜索，此時警察的角色則退居於支援

軍隊以及編組襲擊隊進行搜索的行動。 

. 1931 年 第二次霧社事件 

隨著霧社事件歷時將近兩個月的鎮壓之後，並將餘生統一集中管理在收容所

之時，攻日蕃的下場並未因此而落幕，反而漸漸步入日方慘絕人寰幾近滅族的計

畫之中。在襲擊隊方面，官方記載中襲擊隊的組織自 10 月 30 日編組以來一直到

12 月 20 日便解散，但是根據實際的情形來看，襲擊隊的工作並未因著官方宣布

解散而生活歸於正常。若說襲擊隊的工作仍持續地進行著，倒不如說襲擊隊的編

組已經到了失控的地步；連日方都無法掌控，連正在挖地瓜與正在播種的人都會

                                                
125 關於襲擊隊的獎金制度，特別設立一項，功勞特別顯著者，分為四個階級頒發，一、將頭目或 

   有力人士砍頭者；獎金二百圓，二、將蕃丁砍頭者；獎金一百圓，三、將蕃婦砍頭者；獎金三 

   十圓，四、將幼兒砍頭者；獎金二十圓。戴國輝，2002 年，頁 61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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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獵首，這樣的情形確實已經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並不是 Gaya/Waya 社會規範

與日治時期建立的社會秩序所能約束的。見下表表表表 2-2-12 霧社事件後賽德克三族群

衝突一覽表。126
 

表 2-2-12 霧社事件後賽德克三族群衝突一覽表 

語群別 時間 內容 備註 

Toda 布凱本社 1931 年 2 月 14 日

上午 9 點 

Walis Temu 狙擊

正 在 挖 掘 蕃薯 的

波 阿 隆 社 Ukan 

Robaw 並取下首

級。 

 

Toda 布凱本社 1931 年 2 月 14 日

上午 11 點 30 左右 

Watan Sama 與

Pawan Nomin 開

槍 射 殺 波 阿隆 社

的 Sapo Napay 並

取下首級。 

事 後 西巴 烏 收 容

所 有 數十 名 本 想

出去報仇，但被警

察制止。 

Truku 沙多社、塔

羅灣社 

1931 年 2 月 14 日

深夜 

由兩社組成 35 名

襲 擊 隊 意 圖襲 擊

羅多夫收容所，後

被 寺 尾 巡 查與 神

之 門 警 部 補以 下

18 名發現，制止並

沒收 28 支槍枝。 

 

Toda 魯茲紹社 1931 年 4 月 1 日 

下午 3 點 

Cili Pilay 與 Tanah 

Sama 射殺羅多夫

社 Ukan Masin 及

其 妻 ， 並 取下 首

級。 

 

Toda 1931 年 4 月 5 日上

午九點 20 分 

2 名蕃丁襲擊西巴

烏收容所的 2 名蕃

丁，但反倒遭遇反

擊，負傷逃跑。 

 

                                                
126 整理自戴國輝（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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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ku 塔羅灣社 1931 年 4 月 21 日

下午 3 點 

Temu Cilay 以下

10 名到梅木駐在

所附近出草，誤殺

以 為 是 保 護蕃 同

夥 的 Bakan 

Kumu 、 Rubi 

Nabli 、 Pacqaw 

Piho 並取首級。 

 

Truku 塔羅灣社、

沙多社 

1931 年 4 月 22 日

下午 2 點 30 

原 本 Butun 

Walis、Alis Walis 

及 Pito Dakis 在搬

運榻榻米，後發現

正在撥種的 Uwah 

Labayu 外 2 名，取

下首級。 

Pito Dakis 因前年

的 衝 突事 件 中 負

傷，懷恨在心，一

直想機會報仇。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並製表。 

由上表所整理出來的三族群關係便可發現，自理蕃當局宣布完成霧社事件的

鎮壓之時起，三族群之間的關係並未因此回復平靜，反到是接連不斷的衝突持續

發生。這期間就等於是賽德克三族群之間的內鬥關係，造成如此的原因，除了在

霧社事件的討伐過程中因為彼此的衝突而結下的樑子之外，例如 Trqilin 峽谷事件
127。筆者相信上表整理出來的資料絕對只是冰山一腳，那些沒有被記錄的事情一

定更多128，因此筆者的質疑在於，於此期間的警察都到哪裡去了，文獻記載中也

不見警察強制執行其維持社會安定的權力，似乎都只是消極性的回收槍枝而不加

以訓斥或處罰，在爆發第二次霧社事件的過去四個月，警察的角色似乎起了很大

的轉變。在姑目‧荅芭絲的口述資料中有這一段記錄： 

有一天，我們在參加 Luku daya 部落所舉辦的婚禮的宴席中，日正

當中，不巧，來了一為日本長官，不請自來，突然冒出這樣的話：「我們

的親朋友好友都被 Seediq Tgdaya 部落的人殺了，我們隨著來是要進行報

                                                
127

 關於 Trqilin 峽谷事件詳情逕行參閱姑目‧荅芭絲《部落記憶－霧社事件的口述歷史 上》，2005 

   年，頁 170-180。 
128

 研究者根據文獻資料推測到四月中時理蕃當局已經沒收了達 60 多支的槍枝，因此認為三族群 

   之間的衝突事件一定還有很多，只是被事件調查者選擇性記錄亦或沒有記錄到這些衝突事件。 



                                                   第貳章 「操縱」三族群關係之霧社事件 

 105 

復的行動129。」 

此份口述資料若與戴國輝所整理的文獻資料做比對，可以探究其敘述的真實

性。 

然而，由於預先的安排，在該駐在所集合的陶茲阿蕃各社的頭目、

有力人士十幾名，正好在前一天夜晚，到魯茲庫達雅（Ruku daya）社蕃

丁瓦歷斯‧諾明家列席婚禮，通霄喝酒，而酒氣未消，仍在朦朧狀態130。 

從這兩則記載，若以第一則為口述資料主，而第二則文獻資料為輔，分析口

述資料中所言之事。首先都提到同一個部落名稱；Ruku daya（鹿谷達雅社），再

來同樣提到婚禮，最後則是確實有日本長官，從三項要素看來確實都是在講同一

地點的同一件事，又受訪者在接受訪問時已經是一位高齡 91 歲的賽德克老人，因

此可以研判受訪者在接受訪問前是在沒有看過日文文獻的前提下受訪的，在這樣

的前提之下能夠與文獻資料記載的有這些雷同之處，便可以進一步推測其口述中

日本長官所言不差，由此便間接證實日方於第二次霧社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調查第二次霧社事件的報告書中，根據日本人的邏輯推理，是建構於賽德

克三族群由來已久的仇恨關係之上。當 Toda 人加入了警察組織的襲擊隊後而活躍

於搜索任務的執行，導致彼此的仇恨越形加深，順便解決向來因農耕地不足而困

擾的糧食問題，在這個邏輯下便定論，Toda 群會進行所謂的第二次霧社事件；襲

擊保護蕃收容所。 

筆者認為在這個邏輯中似乎有些重要因素是沒有考慮進去的。首先，在日警

嚴密監視的佈署下 Toda 群是要如何進行這大規模的報復行動？其次警察於各部

落所建立無上的權威，會讓 Toda 群在收取槍枝這件事上有討價還價的空間？再

者，賽德克人傳統中確實會有報復的行為，但是在這件報復事件中，是一件幾近

泯滅天良的行為，在三族群之中極為頻繁的通婚關係下，彼此互為親戚是件不容

抹煞的事實。因此筆者認為這之中若非日方居中操弄，是無法進行這樣殘忍至極

的殺戮，除非賽德克人已不再是賽德克人了。最後則是探討日方在面對這樣的事

件就其處置的方法來看，確實是不合乎常理，首先是於事件當天中午左右由三輪

警務部長對 Toda 群以最嚴厲的態度訓示，並處罰全社不准外出，也如願收回槍枝

彈藥，於蕃社前大合照並於當天舉行獵首祭。至於實際的處置其處置如下： 

1. 參加襲擊的蕃人各處拘留 5 日。但因執行之關係，以勞役代之。 

                                                
129

 姑目‧荅芭絲，2004 年，頁 180。 
130（）內之拼音字為研究者補上，戴國輝，2002 年，頁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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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敵蕃斬首者，每或一個首級，沒收其戰鬥用長身蕃刀一把131。 

上述處置還是在事件過後的七個多月才執行這樣的處置。觀看日方的事件後

的態度以及處理方式，便不難令人臆測日方是如何陷 Toda 群於不義而又不自知。 

襲擊隊發展至此從原本編組中包含萬大群、白狗群、太魯閣群、干卓群、賽

德克三族群，之後變成賽德克三族群，到了第二次霧社事件時只剩 Toda 群編組成

襲擊隊獵取霧社群的人首級，在此發展脈絡下 Toda 群理所當然成為日方嫁禍的對

象。 

因此，在釐清了味方蕃襲擊隊歷史中的發展脈絡之後，有助於客觀的理解賽

德克三族群於事件中被動員的原因為何。並不能直線式的思考，當時的賽德克人

就甘願做親日的一方。若將思考邏輯擺放在族群存亡之際、社會背景下等客觀因

素，或許對於味方蕃襲擊隊所延伸出來的親日觀點，在歷史評價上能有趨近於歷

史事實的詮釋，而非扭曲化、污名化的詮釋。 

 

 

 

 

 

 

 

 

 

 

                                                
131 戴國輝，2002 年，頁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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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霧社事件對三族群關係的影響 

經歷一場腥風血雨的霧社事件過後，不論對理蕃政府亦或對賽德克三族群，

甚至對於霧社地區無故被捲入這場戰爭的其他族群來說，勢必都遭遇不同程度的

影響。對理蕃政府來說這是日本於殖民地統治史上理蕃政策的公然挑釁；擺盪在

理蕃政策修訂與否、承認理蕃政策失敗與否的天秤上。對於賽德克三族群來說這

是族群歷史發展定律中無可避免的興衰存亡之歷程；擺盪在投誠與反抗、延續與

滅亡的選擇題上。對無端被捲入這場戰爭的其他族群來說這是族群互動關係中必

然發展的現象；擺盪在順者昌、逆者亡的單一選項中。 

然而這些影響便直接反應在事件過後各群體於各個方面的改變，這個改變，

是政策的改變；管理的改變；族群互動關係的改變等等。不論改變為何，都要在

這劇烈的改變中隨著時間的本質，而後適應它。 

本研究對於賽德克三族群於霧社事件後的影響層面整理歸納為以下五點，分

別為一、社會文化，二、土地關係，三、政治，四、經濟，五、傳統宗教信仰，

五項影響層面，希冀從這些影響面向的探討，進而呈現賽德克三族群在經歷霧社

事件之後所要承受的劇烈改變。 

一、 社會文化 

（1.1）族群關係 

      味方蕃襲擊隊的影響 

根據諸多學者的調查，歸納出所謂的親日蕃，大抵上有 Toda 蕃、Truku 蕃、

白狗蕃、萬大蕃、干卓萬蕃、Tgdaya 蕃（未參與抗日）。如前所述親日蕃的界線

也同樣是在模糊地帶，可以明確的說，在每個 alang（部落）各自為政的狀態下，

部落裡的意見領袖都各有自己的考量因素，選擇加入抗日行列與否。因此，呈現

出在爆發事件的四十八小時以內都有可能加入抗日的一方這樣不穩定的情形發

生。當日本軍警收復了霧社地區的時候，各式新式武器展開肆無忌憚的殺戮。然

而，在此時未加入抗日行動的各部落，開始被日本軍警運籌帷幄的利用著。根據

口述： 

我們沒有去搜尋 Tgdaya 部落的人，他們說是要舂米以及要搬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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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他們帶了一個很大的鍋子，大約要煮一百多個人份的吃的鍋子，我

們的菜只有紅色的鹹魚，還有味增配上小魚乾的湯。我們去追擊 Tgdaya

部落的過程……。132
 

從上述口述中透露出當時 Toda 人在被組織為襲擊隊之初的情形，首先是擔

當前線糧食、彈藥補給的輸送，之後轉變為執行特殊任務（搜索抗日的蕃人）的

角色，於是親日蕃於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形確立。值得一提的是，親日蕃在文

獻中的對等詞為「友蕃」、「味方蕃」，日本軍警比較常用這樣稱呼。 

友蕃在日本軍警策略性的運用上，可說是以「味方蕃襲擊隊」所建立的功績

最受軍警推崇，因為在戰時帶給軍警聯隊最大的困擾就是賽德克族特殊的叢林游

擊戰。雖然是配備最精良的新式武器，但是對於叢林中鬼魅般忽隱忽現的特殊作

戰方式，軍警聯隊於高山戰中加諸於抗日蕃的傷害性似乎有限，再加上對於地形

熟稔的程度不是軍警可以比擬的。因此，抗日蕃造成討伐隊精神層面上的傷害是

可想而知的。所以徹底利用友蕃受命組織的「味方蕃襲擊隊」，對攻擊策略來說，

則是克敵致勝的有效方法之一。討伐隊長官服部兵次郎便說：「他們的兇暴固然可

恨，但若加以薰化善導，或許在緊急時，他們能在我軍的領導下成為軍隊的一部

份。」顯示出指揮戰略作戰的服部兵次郎也有意納味方蕃作為戰術的運用。 

軍警聯隊手中握著這顆活棋，自從 10 月 30 日下午 1 點左右開始展開搜索逃

入山中的抗日蕃，直到同年 12 月 20 日搜索隊結束為止，襲擊隊出動的資料顯示

有時在一天之中早中晚各出任務一次，為的就是要趕盡殺絕。以 Toda 與 Truku

出任務次數來看總共出動了多達 23 次之多（或許更多）。在這些任務當中，總共

獵取了抗日蕃 81 顆的頭顱（Toda 獵取 51 顆、Truku 獵取 30 顆），而在傷亡中 Toda

戰死 19 人，戰傷 15 人，Truku 戰死 3 人，戰傷 2 人。在這些任務當中其中就屬

Trqilin 峽谷事件讓 Toda 人付出慘重的代價，一組 50 幾人的搜索隊，當場死亡的

就有 14 個人，其他的則是不同程度的負傷。 

「親日蕃」在日本人的操縱之下可說是 smlieq Gaya /Waya（違背社會生活規

範）。賽德克人固有的報復行為也必須在 Gaya /Waya 的規範下，才得以付諸行動。

可以說在沒有第三選項的抉擇之中，不是與日為敵；就是與日為友。然而，為了

要生存並延續生命，就不得不選擇 Dmayaw tanah tunux（幫助日本人）這個選項

了。以親日蕃的觀點來看，他們是做了一個延續族群命脈最正確的決定。因此在

事件其間，參與襲擊隊與否便成了切割賽德克三族群的一個指標，在這個邏輯思

                                                
132 姑目‧荅芭絲，2004 年，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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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便出現了親日蕃、抗日蕃這兩個區別賽德克三族群不同概念的群體。換言之

參與抗日的六社歸納為抗日蕃；至於沒有參與抗日的其他諸社便化約為親日蕃，

所以當後人在看賽德克三族群的這段歷史時則會用親日蕃與抗日蕃的對抗史來理

解並加以評論，甚至將親日蕃的帽子扣在 Toda 群的身上而加以撻伐。但筆者認為

這樣的觀點實際上是一種汙名的強迫認同；是扭曲歷史的做法。見圖圖圖圖 2-3-4 賽德

克三族群的二分法圖。 

圖 2-3-4 賽德克三族群的二分法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彙編而成。 

圖說：1. 以往研究者直線式的思考，認為親日與抗日的發展可以清楚切割三

族群於事件所扮演的角色。 

2. 忽略交織於中間親日與抗日混雜的事實。 

首先，當深入研究味方蕃襲擊隊的意涵時，所要考慮到的因素包括形成的原

因、背景、人員、時代背景等種種因素。自事件爆發以來襲擊隊的組織本來就是

一種因著日方不同的戰略需求而編組的戰時組織，因此就其群體的邊界來看並不

能將之斬釘截鐵的切割出來。因為事實上，所謂的襲擊隊從最初的組織成員來看

是包含霧社地區各族群且動性強大的一個策略組織，包括有：泰雅族、布農族、

賽德克三族群、埔里地區的漢人、平埔族、花蓮港廳轄區內的太魯閣蕃，是一個

聯合各族群的概念。此外初期在日方所組織的親日蕃陣營中也有因為蠢蠢欲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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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戈，偷偷參與獵取日人頭顱的行動等記載，因此味方蕃襲擊隊的組成邊界事實

上是不穩固的，是會隨著意見領袖當機立斷的決定而跳離或加入襲擊隊的組織。 

以往研究者皆以直線式的思考，見上圖 2-3-4，進而將賽德克三族群於事件

中所扮演的角色一分為二，相互矛盾、相互衝突。這樣的研究結果或許可以說是

由於日方文獻資料的誤導，而導致以往研究者會認為所謂的親日蕃等於味方蕃，

或更等於道澤群這樣的論述建構。因為若根據日文獻資料的記載，在第二次霧社

事件時所組織的襲擊隊是以純道澤群為主的襲擊隊，但若以這樣的邏輯思考勢必

導致道澤群要獨自揹負親日的沉重汙名。這樣的結果對於三族群之間的關係必會

產生很大的影響。確實，這樣的影響一直到現在都能觀察到，對於道澤群的不諒

解，冷嘲熱諷的說：「你們的祖先就是幫助日本人殺自己人的禍首。」133筆者本身

是道澤群的，對於這樣的指控若非經由本研究的深入探討，對於道澤群甚至是賽

德克族之間的互動關係，便要在這層陰影下尷尬進行著。 

（1.2）Gaya/Waya 的衝擊 

Gaya/Waya 作為規範賽德克三族群日常生活中的準則，在外來政權入侵之時

Gaya/Waya 便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在清代雖然在文獻上已經記載霧社地區被劃

編為清徵收稅租的地點，在與外界的接觸也因清代的文獻紀錄而得知。但是清時

期對於賽德克三族群的社會體系；Gaya/Waya 所維持的社會體系實際影響不大這

從日治初期與理蕃政府的互動中便可了解；即賽德克三族群的人依舊過著由

Gaya/Waya 所規範的社會生活。對於 Gaya/Waya 的衝擊影響最深且遠的則是日治

時期，更準確的說即是 1908 霧社蕃務官吏駐在所的設立之始，隨著理蕃一連串的

政策制定以及理蕃警察的威權政治，直接導致 Gaya/Waya 所建立的社會體系面臨

到前所未有的衝擊，表現在事件後便可探知 Gaya/Waya 實際被影響的層面為何。 

「……，Labay Aweyh 逃到她自己的娘家，她來到 Toda 部落不久，

就跟日本警察 Torosan 在一起，……Labay Aweyh 就跟他懷了一個孩

子，……日本人以前如果跟我們的女性有通姦的行為我們不會用賽德克

的傳統祭法（Gaya/Waya）處罰他們。如果是我們自己的人觸犯到這樣

的倫理禁忌的原則部落的人直接到他們的家抓豬，宰來作賠祭犧牲的儀

式，這對我們而言，乃是一個相當大的倫理禁忌的原則，很多人很怕觸

犯這種通姦的行為。他們怕日本人，所以不敢說他們，並且也不敢對他

                                                
133 口述資料，Kubuy Tanah, Tntana, 80 歲.2008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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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怎麼樣。……。」134
 

從上述的口述資料中可以發現 Gaya/Waya 所受到的影響，在 Gaya/Waya 規範

下的男女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嚴謹且具有約束力的一種「法律」，在這規範下的賽德

克人不會輕易或任意的觸犯到這樣的禁忌，因為在賽德克的社會觀中，這樣的事

情除了以殺豬做為賠祭之外，還得承受來自部落裡輿論的批判。但是當理蕃警察

的威權統治進入到部落時，警察的統治與 Gaya/Waya 的規範相互牴觸之下，

Gaya/Waya 的社會功能便銷聲匿跡。 

（1.3）獵首祭的操弄 

自日殖勢力深入到霧社地區後便致力於改善社會風俗為其職志，首先於 1911

年命令 Tgdaya 群交出歷代保存的頭骨予以掩埋，後 1913 年（大正二年）南投廳

長石橋亨打算逐漸禁止廳內「泰雅族」的刺青，以矯正其出草的習慣，便下達「南

投廳全面禁止刺青」之命令，此後凡是恣意獵取人頭者便會處以罰行。 

但是，根據記載 1920 年時正值沙拉茅社發生騷動之際，理蕃警察為了要討伐

此社，便組織襲擊隊加以討伐，又當時編組時不是很順利，有些部落回警察說：「他

們又不是我們的敵人，你們自己去解決事情吧！」因此，理蕃警察在編組時運用

其絕對權力威嚇外，也誘使賽德克人只要加入襲擊隊，便可舉行禁止許久的獵首

祭。就在舉行獵首祭條件的趨使下，便動員賽德克人組襲擊隊而將之於討伐。後

於第二次霧社事件時理蕃警察也運用同樣的伎倆，誘使賽德克人再度組織襲擊

隊，據文獻記載在事件過後確實允諾盛大舉行獵首祭。 

獵首祭對於賽德克社會來說並不是作為報復的行為而設立的儀式，理蕃警察

扭曲了獵首祭的社會意涵，為了要維持原住民社會秩序的「穩定」而使用舉行獵

首祭作為誘使賽德克人組織襲擊隊的條件，這對部落社會確實產生了穩定蕃情的

效果。但是反過來說對於賽德克人的社會來說，卻是扭曲與混亂賽德克人對於獵

首祭的認知。 

（1.4）埋石祭儀的效力 

「Imi na kesun pntyusan ni de, naku da dheran ni, dSeeiq duri de maha 

mkla sanheya. Kndadax cbeyo, nasi so niqal burah dheran, ini bale sai ptayus 

dsediq, nasi so kuhul dha ka dheran ni de, uka ka ali dha ka musa kmbgurah 

de, saan dhapsklaya han. Bukuy de qqpahun dma, pttuan dha btunux ptyusan 

                                                
134 姑目‧荅芭絲（2004：27-29）。（）中為筆者做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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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 Ana bitaqknuwan ida nheya ka dheran ni da. Muda ptaayus dheran ciida 

u, asi uka bale kandaan dha pntayus, kiya ka tduwa dha qpahan. Nasi niqal 

ka ayus pntetu dha de, anaso nrao ka qnepah kiya de, ini dha say mepah. 

Nasi so niqal ka lutuc dha ni  lqlaqi dha kmusa, ana anq soga dha laxan 

heya, ida yasi ka lutuc dha ni lqlaqi dha ka tduwa muusa mepah dheranii.「埋

石祭」所呈現的意義是要宣布及表明土地的所有權，並訂立地界，使其

他賽德克族人也確切知道這土地所有權歸屬及範圍。長久以來，如果有

未經墾荒的土地，且未經「埋石祭」為記，如正好沒有時間去開墾這新

地時，就會先做一個記號，然後就會去做墾作，並且舉行「埋石祭」來

立石為記號。如此知後，無論到哪個時候，他就是這個土地的所有權人。

當舉行「埋石祭」時，必須要確定這土地是未經埋石祭的，如此這土地

就可以墾作。如果有經過「埋石祭」的立石，縱然這個土的似乎已經荒

廢了多年，自己也相當的喜歡，也是不可以去動用的。唯這土地的家庭

或家族成員才可以接承這土地的所有權與墾作。」135
 

上述的口述資料最主要透露的訊息為，傳統賽德克人對於土地所有

權的規範有自己一套的方式，在這個規範下賽德克謹守著而不任意有逾

矩的行為，這是賽德克人對於土地所有權的認知。但是在理蕃政府來了

之後，不但恣意踐踏這些規範，搶奪了經由賽德克族祖先已經經過「埋

石祭」的土地，而且將土地據為己有。對賽德克人來說沒了土地就等於

與祖先的連結因此中斷。布興‧大立說：「經驗到土地是生命的機體，它

不但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我們也是它生命的一部份。出賣土地就是賤

賣了我們的生命，讓統治者成為土地的主人，就是出賣了祖先的靈魂。」
136

 

（1.5）三族群群體認同輪廓 

賽德克三族群於歷史的發展中很顯然的它是以部落認同為最大的認同邊界，

也就是 alang（部落）的概念。至於關於 kluwan dSediq（族群）的觀念137可以說

在日本殖民政府進來以前沒有這樣的概念。從事件中各部落的意見領袖與有力人

                                                
135

 Yabu Syat 等，Siyat Nabu＜Niqan ka dheran uka ka Sediq：Pccebu Sediq ka dTanah Tunux＞《霧社 

事件－台灣人的集體記憶》，臺北：前衛，2001。頁 24-25。原著中在譯文的部分有誤，已於 

本文中修改。 
136 布興‧大立＜為生命的細水長流而戰的霧社事件＞《霧社事件－台灣人的集體記憶》，臺北： 

    前衛，2001。頁 12。 
137 關於賽德克族的架構可參閱本論文第一章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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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各自為政的部落事務來看便可了解，在賽德克的部落組織中雖然理論上是以

Gaya/Waya 的社會組織為最大的邊界。可是在事件當中即便運用親屬關係的方式

進行各部落起而抗日的遊說，依舊抵不過部落 thulang paru（頭目）的意見，這也

是在事件中一直無法有效連結賽德克三族群部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筆者認為分析戰時日本動員的襲擊隊來看，此時漸漸將 kluwan dSediq（族群）

的觀念帶進三族群之中。我們可以發現理蕃警察在動員這些部落的人時，是以霧

社蕃、陶茲阿蕃以及土魯閣蕃這樣的單位進行編組，或許當時的賽德克人還沒有

建立關於 kluwan dSediq（族群）的觀念。但是理蕃警察打破傳統社會中部落互動

的模式，將陶茲阿蕃編組為一個單位進行搜索的任務執行，這對於道澤群來說是

已漸漸突破 alang（部落）的概念進而建構 kluwan dSediq（族群）的概念。 

二、 土地關係 

（1.1）強制移居 

第二次霧社事件過後，對於賽德克三族群在互動關係上影響至極的莫過於三

族群的強制移居政策，所謂的強制移居政策筆者認為在意義上它是有別於集團移

住政策，是一項專門為賽德克三族群所設立的族群互動關係制衡的一項政策。 

首先，關於集團移住政策，就其意涵來看，它是在理蕃事業中為了要方便管

理轄區內的原住民所訂定的政策，它是從管理導向來制定的一項政策。根據文獻

記載 1896 年 11 月，民政長官通告各撫墾署署長，高山族調查項目的的 24 項中記

載著，分發農具、種子，進量使蕃社集中在一個的方，並設立共同墾地。此為設

立集團移住之初衷。另 1904 年總督府參事官長石塚英藏以「臺蕃對蕃管見」為題，

於同年 11 月第 75 號的「臺灣協會會報」中，發表他對理蕃事業的看法： 

民蕃接觸為改變蕃人生活狀態之唯一捷徑，其接觸方法有二：一為

遷移蕃人至平地居住，二為令漢人移住蕃地，前者易於統御蕃人，一變

其生活狀態，依生存競爭之原則，比較容易達到同化之目的，若不幸導

致種族滅絕結果，則蕃人問題可迎刃而解。然而此法對於剽悍之兇蕃，

難以實行，蓋蕃人以蕃地為天然樂境，欲反其意志，強誘至平地，需要

大規模之武力，殊難照辦。而後者乃侵略手段對於兇惡蕃人，萬不能和

平解決，實行此法唯有推進隘勇線，開鑿道路等138。 

                                                
138 溫吉 譯《臺灣番政志》（二）頁 692-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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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集團移住政策的設立與執行，最主要是希望將位處於深山之原住民

便於集中管理。可以說從理蕃政府的觀點來看，這是一項幫助原住民發展的一項

「德政」。 

集團移住的調查以及實施自日殖政府治臺以來便持續進行，原本是要於 1930

年開始實施集團移住十年計畫，但是正逢霧社事件，所以所有的調查便暫時終止，

殆隔年 1931 年便繼續調查並實施。 

根據文獻資料顯示霧社事件完成鎮壓以後，便要對於保護蕃進行移住的計

畫，但在官方考量，若執意執行此計畫恐會造成另一波反動。因此則將保護蕃收

留於收容中心，這期間將近五個月的時間保護蕃都在警察嚴密的監況下生活著，

官方說法為直到爆發第二次霧社事件，造成了保護蕃一半以上的人遭到 Toda 群的

殺戮，鑒於此為了不讓衝突繼續擴大，遂將保護蕃強制移居至川中島。將保護蕃

的祖居地分配給 Toda 群以做為犒賞，而將土魯閣群一部分移居至波阿隆社；一部

分移居至伊那果社。至此完成理蕃當局的計謀；制衡霧社地區族群互動間的關係。 

若對於理蕃當局的強制移居做分析的話，便會發現，理蕃當局對於賽德克三

族群的移居政策是刻意並有其意圖的。首先，將保護蕃移居至川中島，一來解決

關於味方蕃犒賞的事宜，二來根除保護蕃於霧社地區的勢力。Toda 群的部分，一

來解決 Toda 群由來以久耕地不足的問題，二來收服於 Toda 群之心，可謂是一舉

兩得。對於 Truku 群的部分，就其移居的地點來看，除了犒賞 Truku 群於襲擊隊

中的貢獻之外，其次就是做為緩衝族群關係為策略。Truku 群被強制移居到今親

愛村，其意圖為彼此牽制干卓蕃與萬大蕃兩群。 

（1.2）部落空間重組、前山蕃，後山蕃 

霧社地區的沿革，清代時期此區域稱之為致霧社，又根據文獻的記載所謂的

致霧社就其空間領域來說，以賽德克三族群來看是泛指三族群所居住的空間。但

由於文獻中並無說明所謂的致霧社，當時確切的範圍以及所指涉的族群群體為

何，因此無從得知在清代時期所謂的致霧社到底有沒有包括北港溪上游的泰雅族

等部落的族群。 

進入日治時期，由於對於此區域確實執行實質上的統治之權，因此在日治時

期的霧社其空間領域有其比較具體的指涉範圍。一般來說初期的行政區劃是隸屬

於南投廳的霧社支廳，在其轄區範圍除了大致上與今之仁愛鄉行政區劃大致相同

外，初期所轄之地尚包含了沙拉茅社，但就其管理的概念上將霧社支廳所轄之處

粗略的分成前山、後山的概念區分。理蕃當局這樣劃分所轄之蕃地其實是普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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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蕃社地區。在日本理蕃管理的分類上前山就意味著文明、進步的象徵，是各

種撫育設施所在的；也是蕃地的行政中心。至於後山則為相對落後之處，用這樣

的概念區分。以賽德克三族群的所在的來分類的話，所謂的前山蕃，意即文獻中

的霧社蕃，後山蕃意即文獻中的陶茲阿蕃與土魯閣蕃。理蕃當局在管理上少有部

落的概念，因為在管理上部落數越多、越分散，這對於管理的理蕃當局是一件很

麻煩的事情，因此在賽德克三族群的部落分布上刻意將之集中管理，以行管理之

便利，其管理法為集眾部落為一的做法。換言之，在日治時期便開始將數個部落

合為一個部落加以統一管理。在事件過後更是將新型的部落形態呈現於賽德克三

族群之中，例如 Toda 群是由數個部落所組成一個族群，在這之前賽德克人的社會

單位，最小單位為賽德克人，最大單位為部落；此時的部落以單一部落為主，到

了後期所謂的部落在理蕃當局的重組下，即便成了由數個部落組成為一個部落，

這在事件過後便是一個很清楚的現象。在經過強制移居之後這樣的部落組織依然

是理蕃當局最主要的管理策略；集中各部落的管理。 

三、 政治 

關於事件過後造成賽德克群部落政治的改變此面向，分成兩個角度加以探

討，第一個為賽德克三族群部落政治的重組，再者為事件過後理蕃警察部落角色

的改變。這兩個面向便可清楚看出事件過後賽德克三族群部落政治轉移的過程以

及影響。 

（1.1）部落政治組織重組 

觀察這個面向的轉變，可從 tholan paru 於部落中權力的移轉作為參考的依

據。從許多口述資料中可以發現到，雖然各個部落中的理蕃警察駐在所已經成為

部落中一切事務的仲裁與解除紛爭的權力來源，但在事件過程中部落裡的頭目亦

或意見領袖或是有力人士，在部落中依然保有其實際執行部落事務決定的權力。

當各個部落的頭目向日本表明其立場且部落的人都在頭目宣示效忠後，任由理蕃

警察的調兵遣將執行搜索的任務，由此便可發現頭目於部落中地位，雖然權力已

經受到警察的威權而鬆動、分散，但是在事件中依然保有其代表部落全體意願的

權力。但不可否認的在事件中不乏有違背頭目助日立場的事實，這或許可以用頭

目於部落裡的地位受到挑戰來解釋這樣的情形。 

頭目權力的架空為理蕃警察進駐部落後可觀察到的權力移轉的過程。賽德克

族群的部落政治組織看似鬆散；因為鮮明的英雄主義、個人主義，導致部落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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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的和諧中進行著。其實不然，因為就算部落中強烈的個人行事風格盛行，但

對於具有 Gaya/Waya 效力的頭目，也都必須敬畏三分，誠如本論文先前討論的，

賽德克三族群的社會是建構於 Gaya/Waya 所規範的社會體系。當理蕃警察進駐部

落後；一說由於部落警察在素質上一直都有問題的說法，以其絕對的權威凌駕於

Gaya/Waya 所 規 範 的 社 會 秩 序 之 上 ， 從 警 察 踐 踏 與 漠 視 賽 德 克 三 族 群 的

Gaya/Waya 行為來看，部落頭目的威信與威望也就因為警察的跋扈而蕩然無存，

很快的頭目的部落政治被警察取代了。警察地位的竄起到穩固的歷程，便是部落

頭目地位的殞落到匿跡的歷程。 

（1.2）警察角色的大轉變 

觀察警察部落政治的歷程，可以歸納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威權時期的

警察政治；第二個時期為「恩澤」時期的警察政治，所謂威權時期表現出來的警

察特色為跋扈、自大、鄙視、沒有 Gaya/Waya 等等。所謂的「恩澤」時期表現出

來的警察特色為賽德克人的衣食父母、Tocang、Kacang
139。產生這兩個不同時期

的警察政治，最主要的轉捩點則為霧社事件與第二次霧社事件的結果。換言之因

為事件的爆發導致理蕃當局在歸究其因時，直接導向理蕃警察管理不當的結果，

因此產生了不同於以往的警察管理政治。表現在理蕃政策上，即為 1931 年「新理

蕃大綱」的制定。理蕃警察部落政治的大轉變與其影響，實是奠定現今 70 至 80

歲或以上賽德克人對於日本人的好感。 

關於上述的結論，筆者於部落經驗以及田野中觀察到這樣的矛盾的現象，歷

史文獻記載著日本人對於賽德克族的迫害、操弄賽德克三族群之間的互動關係，

甚至於其報負行動中幾近滅族殘酷作為，但這樣慘痛的歷史記憶似乎不見於現今

賽德克族的生活中，取而代之的是對於日本人的好感、部落慶典中老人家必準備

的穿和服表演日本舞蹈等等矛盾的現象，不禁要問，日本人過去不是一直迫害我

們這個民族嗎？為什麼部落老人對日本人的普遍觀感都呈現出這樣矛盾的現象。

筆者認為除了一般的解釋認為走過歷史慘痛記憶的賽德克人有權利選擇性的忘記

這段記憶以及實際經歷慘痛經驗的賽德克人已漸漸殞落的事實之外，並認為現今

70 歲以上經歷日治時期警察政治的老人與其長輩所經歷的警察政治是屬於不同

時期下的警察政治。如筆者歸納的威權時期的警察政治與恩澤時期的警察政治者

兩個不同性質的時期，如此便能解釋自幼以來認知中，現今賽德克人對於歷史日

本人的矛盾現象。 

                                                
139

 Tocang：父親、Kacang：母親。賽德克語發音，羅馬字拼音。也就是日語中 Otosan、Okasan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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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濟 

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帶來的不只是現代文明的船堅炮利，在另一方面卻也是落

實文明種子的深耕發芽，但對於殖民政府所帶來的「文明」究竟對於賽德克三族

群的關係代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本論文嘗試以事件中的貨幣觀點來進行論述。 

（1.1）貨幣制度；金錢觀的建立 

貨幣概念就三族群的歷史發展來說，在清代沒有明確記載此時期的三族群是

否已經具備貨幣交易的行為，雖有記載致霧社已納為水沙連社繳納稅租的地方，

但根據此時期三族群於埔里地區的交易行為，仍然是以以物易物的方進行交易，

因此筆者認為還不具備貨幣行為的交易方式。 

1902 年「人止關事件」後理蕃政府對於霧社地區遂實行加強物資管制，嚴禁

鹽巴、火藥等物品的交易，運用控制民生必需品的策略提高三族群對於物品的需

求度。當隘勇線推進理蕃警察形成霧社地區社會生活主導勢力，便強制徵招隘勇

線內的人進行各項建築工事的勞役，發以微薄的薪資作為酬勞，由此便逐漸建立

三族群對於金錢需求與貨幣行為的觀念。至於這對三族群有什麼樣的影響，從事

件中被動員的情形便可看得出。 

首先，在當時三族群被強力徵召作為建築工事搬運的勞役，一天的工資四、

五角不等，而當時理蕃警察月俸六、七圓，又根據襲擊隊的獎金制度依獵取不同

身分者給予高額的鼓勵獎金，頭目者首級二百圓、一般者首級獎金一百圓等等，

因此在如此高額獎金的誘惑與驅使之下扭曲了價值觀，金錢誘惑使三族群在理蕃

警察的操縱下成為不共載天仇的 kaalang、pais（仇敵、敵人）。 

五、 傳統宗教信仰 

霧社事件與其說是討伐鎮壓行動，倒不如說是理蕃軍警執行一場終極報復行

動。從軍警出動的規模、執行的戰術、盡出的武器；甚至毀滅性的生化武器，在

在顯示理蕃政府報復的決心。至於在三族群的關係，由於日方無所不用其極的戰

略戰術，直接導致翻轉三族群對於 Gaya/Waya 的信念，因此就必需要探討對於傳

統信仰中 Utux（祖靈）、Utux Tmninun（編織神靈）的衝擊並進而影響三族群之

間的關係。 

三族群對於 Utux（或稱人死後的靈魂）、Utux Tmninun（或稱掌管生命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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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靈）自古以來便有 Gaya/Waya 所規範的一套準則，對於人死後的靈魂有靈魂

不滅之信仰，因此認為人死後靈魂仍存在於人的空間，而在賽德克人的神聖空間

概念下，認為掌管生命主宰的神靈不具像的存在於人的生活空間，祂無時無刻庇

佑著賽德克人的部落及其空間，因此在這樣的信仰之下對於 Utux 與 Utux Tmninun

所表現出來的是絕對的敬畏，因為這信仰使賽德克人對於死後的人有自己一套

Gaya/Waya 所規範的準則。但是從文獻紀載與口述資料中不斷看到關於賽德克人

脫軌、脫序的行為表現，例如割取死人首級換金錢等事，部落空間頓時成為 Utux 

Tmninun 摒棄的地方，不再為 Utux Tmninun 制約下的神聖空間反倒是成為荒謬的

殺戮戰場。從這些結果看來，傳統的宗教信仰於事件中所遭受到的衝擊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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