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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台灣太魯閣事件及太魯閣蕃討伐戰役初探 

鴻義章 

慈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兼任副教授 

【摘要】 

  1871 年牡丹社事件，開啟了國際勢力入侵「台灣生蕃地區」的一扇門。1874
年參與征台之役的年輕少佐 樺山資紀，20 年後担任台灣第一任總督（1895），
參軍 佐久間左馬太則担任台灣第五任總督（1906.05.23）。 

「太魯閣事件」泛指 1895 年日本入主台灣後，所發生的諸多遭遇戰，如：

新城事件（1896）、威里事件（1906）、七腳川事件（1908）以至太魯閣蕃討伐戰

役（1914）。 

1896 年花蓮港守備隊新城監視哨軍人，因採沙金及發生太魯閣婦女問題情

事，引發太魯閣人殺害監視哨的 13 名日軍，而後日軍討伐是謂「新城事件」。      

1906 年 7 月因樟腦薪資發放問題，導致大山十郎等 25 人不幸罹難，引發了

「威里事件」。1907 年興建花蓮第一條「威里隘勇線」。 

1908 年 5 月興築「巴督蘭隘勇線」，以七腳川社阿美族為隘勇。後因日方咸

認所屬隘勇常「棄隘務不顧」，引發 1908 年 12 月日軍討伐的「七腳川社事件」。

並將其土地作為日本移民村。1909 年並完成「七腳川隘勇線」。 

1914 年完成「得其黎隘勇線」，經數次「山地調查」後，動用軍、警、人伕

萬餘人，進行軍事討伐三千名太魯閣人，是為「太魯閣蕃討伐戰役」。佐久間總

督的政策，前期以推進隘勇線為主，後期以「五年理蕃計畫」進行大規模討伐。

太魯閣蕃討伐戰役後，東台灣原住民族地區才算正式被納入國家體制。 

但「生蕃」並無「臣屬」的概念，也無「投降」的字言，更未與外界的政權

簽訂條約， 他們深信擁有東台灣主權。為了自主的國度及生存的空間，是其與

日本發生諸多遭遇戰而不懈的原因，咸認應與目前政界所謂的「抗日」的本質迴

異並應予區隔。 

關鍵詞：太魯閣事件、新城事件、威里事件、七腳川事件、太魯閣蕃討伐戰役 

 

 

 



東台湾におけるタロコ事件とタロコ蕃討伐戦役の初歩的考察 

鴻義章 

慈済大学通識教育中心 兼任副教授 

【要旨】 

 1871 年の牡丹社事件は、外国勢力が「台湾生蕃地区」に侵入する扉を開い

た。1874 年に征台の役に参加した若き少佐樺山資紀は 20 年後初代総督となり

（1895）、参軍（訳注：参謀的役割の軍人）の佐久間左馬太は第五代の総督と

なった（1906.5.23）。 

 「タロコ事件」とは広義には 1895 年に日本による台湾支配開始から発生し

た多くの遭遇戦のことを指す。例えば、新城事件（1896）、威里事件（1906）、
七脚川事件（1908）、それからタロコ蕃討伐戦役（1914）までがその範囲であ

る。 

 1896 年花蓮港守備隊新城監視隊の軍人が、砂金採掘とタロコ女性について

の問題を起こし、そのためタロコ人が監視隊の日本軍 13 名を殺害し、その後

日本軍が討伐したのが「新城事件」である。 

 1906 年 7 月、樟脳の給与支給問題に端を発し、大山十郎ら 25 名が不幸にも

殺害されたのが「威里事件」である。1907 年には花蓮初となる「威里隘勇線」

が設置されている。 

 1908 年 5 月に「巴督蘭隘勇線」が構築され、七脚川社のアミ族を隘勇とし

た。その後日本側はこれらの隘勇が常に「隘勇業務を顧みない」と認めたため、

1908 年 12 月に日本軍による討伐が行われたのが「七脚川事件」である。そし

てその土地は日本人の移民村とされた。1909 年には「七脚川隘勇線」が完成

している。 

 1914 年に完成した「タッキリ隘勇線」は、数回にわたる「山地調査」を経

て、軍・警察・人夫１万人余りを動員して三千名のタロコ人の軍事討伐を行っ

た結果であり、それが「タロコ蕃討伐戦役」である。佐久間総督の政策は、前

期は隘勇線の前進を主とし、後期は「五年理蕃計画」による大規模討伐の推進

であった。タロコ蕃討伐戦役の後、東台湾の原住民族地区はようやく正式に国

家体制に取り込まれることとなったのである。 

 しかし、「生蕃」には「臣下となる」という概念がなく、「投降」という文字

もなければ、外来の政権と条約を結ぶなどいう事はあり得ず、彼らは東台湾の

主権を有しているとひたすら信じていたのである。自らが主人であるクニとそ



の生存空間のために、日本と幾度となく遭遇戦となることをいとわなかった理

由は、現在の支配者が言うところの「抗日」の本質とは大きく異なっており、

また区別されるべきもの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タロコ事件、新城事件、威里事件、七脚川事件、タロコ蕃討伐戦

役 

（和訳：坂井洋） 

 

 



 

 

  1

內容提要： 

台灣為原住民族的原鄉，並為南島語系諸民族擴散的起源地，及至發展到

大航海時代；台灣則漸為外人所入侵，因而；也無可避免的面臨了受到外人影

響的命運。但是；無論西班牙、荷蘭、鄭氏王朝以至大清帝國，其活動範圍多

是以台灣西部平埔族、熟蕃地區為主，東台灣地區則仍處在所謂「生蕃」之勢

力範圍內。 

西元1871年台灣發生牡丹社事件，才開啟了國際勢力入侵「東台灣生蕃地

區」的一扇門。1874年參與「征台之役」的年輕少佐樺山資紀（當時官拜），20

年後担任台灣第一任總督（1895），時任參軍的佐久間左馬太則於1906年5月23

日任台灣第五任總督。 

1895年的馬關條約，大清帝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其後東台灣生蕃與大日

本帝國發生一連串所謂的「太魯閣事件」遭遇戰，及至1914年「太魯閣決戰之

役」後，東台灣地區才算正式完整地被納入國家體制內運作。 

一般而言，「太魯閣事件」泛指日本入主台灣後直至「太魯閣蕃討伐戰役」

（1895-1914）之間，日本人與東台灣太魯閣族及七腳川阿美族所發生的諸多遭

遇戰，例如：新城事件、威里事件、七腳川事件以至太魯閣決戰之役等。而「太

魯閣蕃討伐戰役」一詞則是專指大正3年（西元1914年）6月1日至8月31日的軍

事行動，是上述幾個歷史事件的 終階段，此役日本官方動用了上萬人以上的

軍警聯合部隊來進行爭伐。 

1896年花蓮港守備隊新城監視哨之軍人，因採沙金及發生太魯閣婦女問題

情事，引發了太魯閣族人殺害監視哨所的13名日本軍人。為此駐守於花蓮港的

守備隊兩中隊出動討伐。並命駐於澎湖島的軍艦葛城號，至新城沿海準備砲擊

外太魯閣各社，但因太魯閣地區的地勢險要難以攻打，日軍遂於1897年的五月

中止討伐，是謂「新城事件」。新城事件的發生，促使日本政府開始調整理蕃之

措施，但原則上仍以「綏撫」為主。 

森尾茂助繼任花蓮支廳長(1904)後，採積極開發蕃地, 促成日本財閥賀田

組壟斷花東地區的樟腦產業。1906年日本人與太魯閣人因採樟腦薪資發放問題

引發衝突，因日人認早已發放薪資給太魯閣各社頭目而不信邪 ，雖然山雨欲

來，但花蓮港支廳長大山十郎等25人，仍欲前往處理而不幸全數罹難，是為「威

里事件」， 又稱大山十郎事件。事後日軍遂進行圍堵措施，於1907年5月16日開

始興建花蓮第一條隘勇線－「威里隘勇線」。1907年7月調派海軍南清艦隊的浪

速及秋津兩艦從海上砲擊太魯閣近海部落。 

為防止太魯閣族向南擴張其勢力，1908年5月日軍又興築「巴督蘭隘勇

線」，並以七腳川社等南勢阿美族壯丁為隘勇。後因日方咸認所屬隘勇常「棄隘

務不顧」而私自回家不站崗，遂以調離原駐守地區和扣留薪資等手段，引發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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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川社隘勇的不滿而合謀攜眷逃入山中。1908年12月13日擴大為日軍討伐七腳

川社人爭戰，亦即「七腳川事件」。日人為防堵七腳川人及進行太魯閣大包圍，

遂於1909年完成興築「七腳川隘勇線」。事件後日人對七腳川人進行遷社並將其

逐出該社，將其土地全數作為日本移民村，事件後也把花蓮港支廳從台東廳分

離，獨立為一廳，以鞏固東台灣地區的統治。 

其實早在事件發生的同月即12月21日（明治41年），有日本通信局長鹿子

木即以電報向警察本署長大津麟平提出，平定後沒收七腳川社人之耕地。明治

42年（1909）日方沒收的七腳川社旧地，即被規劃於官辦日本內地人移民政策

中，1910年將七腳川社旧地名改稱為吉野村（現今吉安鄉）。 

1914年3月9日完成架設「得其黎隘勇線」，封鎖太魯閣群的正東方，至此

完成對太魯閣群的包圍態勢。自1910年以來展開五次的「蕃地、蕃情調查」，共

組成合歡山、能高山、達其黎溪及愚屈、巴督蘭等四方面的探勘隊，熟悉地理

與習俗並修築道路。1914年5月下旬展開大規模軍事討伐之行動。6月1日至8月

31日為期兩個多月的行動中，日軍動用軍隊3408人、警察3127人及人伕6800餘

人。而太魯閣戰士，合計約為2350人，其中內太魯閣蕃約1100人，外太魯閣蕃

約1000人，巴督蘭蕃則有250人。太魯閣戰至 後才屈服於日軍，是為「太魯閣

蕃討伐戰役」。 

  「太魯閣蕃討伐戰役」日本軍、警分東、西兩路夾攻太魯閣地區的太魯閣

人。 

西部方面以軍隊為其主力，由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親自擔任總司令，分

成兩路進攻，一路由霧社經廬山溫泉翻越能高山進入木瓜溪上游。另一路經霧

社、合歡山翻越奇萊山北峰直到太魯閣群 西部的部落（布德克）。這部隊是由

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親自領軍，先後攻打（斯旮黑恩）、給京、克萊寶、馬黑

洋。 

東部以警察討伐隊為其主力，民政長官內田嘉吉擔任總指揮官，共分為三

路，一路從和平溪往南，沿海岸至太魯閣路口，與第二路會合後，再攻擊內太

魯閣。第二路直攻外太魯閣，第三路攻打木瓜溪流域與西部日軍一路會合。 

日軍擁有當代機槍與山野臼砲、封鎖物質資源而打垮太魯閣人，燒毀部落。

太魯閣人則因槍彈、人力與物力有限，僅靠傳統打獵法、設陷阱、墜石塊、用

地形地物偽裝，夜間行動、埋伏、突襲等的戰術， 後終於屈服於日軍。 

佐久間左馬太繼任為第五任台灣總督後，其政策前期以推進隘勇線為主，

後期則以所謂「五年理蕃計畫」進行大規模討伐「北勢蕃」，太魯閣蕃討伐之役

則為終曲。1915年1月佐久間左馬太重提绥撫政策，進行對原住民的授產等事

宜。日後在塔比多（今天祥）建立神社， 紀念因本戰役而身亡的佐久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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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蕃討伐戰役後，使花蓮北部的阿美族與內、外太魯閣蕃先後向日本

屈服，國家體制之運作則開始深入部落，影響 鉅者為「集團移住」計畫，部

落社會生活、原住民族的社會組織、文化傳統、政治型態面臨重大之變遷。在

有計畫的民政措施中，亦使東台灣與國家行政機制日趨緊密，在現代化發展與

建設中東台灣地區的原住民族被正式納入國家體制之下操作。 

從「事件」發展顯示，大日本帝国對前兩次的事件—新城事件與威里事件，

採取消極的處理，而自七角川事件起則採積極的「討伐」，並完成隘勇線的大包

圍， 後才對太魯閣蕃致命的一擊。新城事件與威里事件固因太魯閣蕃擊殺日

軍，或可歸類為「事件」來處理， 但「七角川事件」與「太魯閣蕃討伐戰役」

卻是有計劃的積極討伐。  

尤其七腳川社阿美族並未對日軍施暴，只因在隘勇線擅離職守而無端遭

殃，遭到滅社並沒收其全數土地作為日本移民村。因日本單方面的攻擊，「七角

川事件」實應作「七角川討伐事件」解讀。另外，本文將1914年6月1日至8月31

日發生的「太魯閣事件」當作「太魯閣蕃討伐戰役」之原因，是當時東台灣的北

勢蕃太魯閣蕃尚處於「類國家」的存在，並未受日本統治， 而國家與國家之間

的遭遇戰謂之「戰爭」。 

由太魯閣事件之探討中，我們發現所謂「化外之民」或「生蕃」，從來沒

有臣服於任何外界的政權，「生蕃」深信自己是獨立自主的人，所佔居的蕃地是

祖先傳下來的自主的國度。而「生蕃」具有獨立自主意識的群體，並無「臣屬」

的概念。生蕃並無「投降 歸順」等字言，這些都是漢人通事翻譯的，東台灣生

蕃人從未與外界的政權簽訂條約，他們深信擁有東台灣主權。 

日本統治台灣後，諸多的漢人抗日事件是在根本否定日軍在台的政權行

使，而原住民之抗日則是為維護其既有的生活領域。為了自主的國度及生存的

空間而戰，是東台灣「生蕃人」與大日本帝國發生諸多遭遇戰而不懈的原因，

咸認應與目前政界所謂的「抗日」之用詞的本質迴異並應予區隔。 

值得探討的是吾人是否過度正視太魯閣人的猎首(head hunting)習俗，而認

應予「討伐」？ 倘若無李阿隆(1853~1908)的居間串聯各社，或有可能不會發

生新城事件、威里事件、七腳川事件以至慘烈的太魯閣蕃討伐戰役也未可知。 

 

一、 前言 

  森丑之助在太魯閣蕃討伐戰役前一年，1913 年〈關於台灣蕃族〉的演講

中提到1：所謂「化外之民」或「生蕃」，從來沒有臣服於任何外界政權，他們

內心裡深信自己是獨立自主的人。蕃語中，我們絕對找不到有「歸順」、「順從」

                                                 
1 林恩顯，《太魯閣國家公園人口變遷與經濟活動研究報告》，頁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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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意涵的語詞。過去大清帝国常討伐蕃人，每次清軍遭受重大傷亡後要求和解，

但清軍總是自誇「生蕃已經歸順」，而蕃人則指稱「清軍要求和解」。 

   「和解」都透過通曉蕃語的漢人通事居間處理。通事翻譯給清軍時，說

「生蕃願意歸順」，但是翻譯給蕃人的時候，因為蕃語中沒有「歸順」的語詞，

就用代「和解」、「和約」的蕃語代替，北蕃語叫做 Sibarai、Sibirak，或 Mohetono。 

   他們佔居的蕃地，在他們眼中是一個國度，是祖先傳下的，自主的國度。

「生蕃」並無「臣屬」的概念，是具有強烈獨立自主意識的群體。泰雅族人在

外來國家勢力進入之前，做為土地的主體，他們具有為族群生存權益而作戰的

堅強決心與毅力。而在與外界族群接觸的過程中，是對等的權力關係，並無臣

屬或歸順的概念。 

若以森丑之助的話語中，來看待太魯閣族何以能與日本政權持續對抗長達

十八年，而 後終結於「太魯閣蕃討伐戰役」中，應可理解原住民族如何從部

落社會的爭戰中，逐漸體認國家體制的強力介入，原住民族的處境轉變，進而

納入國家體制的統治中。並從該段歷史過程中，來檢視日本政權在東台灣理蕃

政策的轉變，以及對太魯閣族與東台灣日後的影響。 

 

二、 歷史背景與太魯閣族 

（一） 清朝 

清朝「開山撫番」的政策在實行上，首重軍事據點的建立以及交通網絡的

暢通，企圖透過對帝國邊防的鞏固來確保其疆域的完整。西元 1875 年，東台灣

正式成立一行政區--卑南廳，並設招撫局，下置秀姑巒與花蓮港兩分局。此謂

「開山撫番」政策之延續，不同於早期前來墾殖的漢人，國家體制的入侵所代

表的是軍事力量強權的干預，以及帶有絕對權威性國家制度對當地住民的生活

宰制。 

清朝霸權之手段，更引發了西元 1877 年的「大港口事件」及西元 1878 年

的「加禮宛事件」。其中「加禮宛事件」結束後，奇萊平原上的勢力範圍更出現

轉換，隨著清軍退出新城，太魯閣蕃順勢將其勢力延伸至新城一帶。 

（二） 日本統治時期 

明治 28 年（西元 1895 年）日清戰爭結束後，大清帝國割讓台灣之主權予

日本政府。該年 10 月，日本的軍事力量以武力完成進佔台灣西部的台南城2。

明治 29 年（西元 1896 年）5 月由打狗（今高雄）進兵卑南地區，攻佔卑南後

新設台東支廳，以統御當地之住民。6 月由卑南北進花蓮，日軍隨即入駐花蓮

                                                 
2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台灣前期武裝抗日運動有關檔案》，（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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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並置守備隊，遂完成台灣本島之接收3。自此日本正式開始經營東部台灣。6

月 29 日開辦台東撫墾署4，總理花東地區之撫墾及原住民等事務，花蓮太魯閣

地區在明治 29 年間有日軍駐守在新城地區。 

日本統治台灣後，諸多的漢人抗日事件是在根本「否定日軍在台的政權行

使」，而原住民之抗日，則多是為「維護其既有的生活領域」。日人對東台灣的

管理政策是以懷柔為主，雖有幾次的討伐，但與其對付漢人的規模相較，其對

原住民的討伐並不積極5。 

在日本統治的各時期，為了讓臺灣能夠分擔帝國在實行軍國主義時所需的

龐大財政支出，及儘早促使殖民地經濟的自主發展，遂將開發目標鎖定在擁有

豐富自然資源的山地區域。 

日本統治當局因時、因地制宜產生不同的「理蕃政策」，大致上可分為四

個時期： 

第一時期：從領台後到明治 35 年（西元 1895--1902 年）為止，此期在各

地有多起漢人的抗日行動，在原住民方面以「懷柔政策」為主。 

第二時期：從明治 36 年(西元 1903 年)漢人抗日大致被壓制後，到明治 42

年（西元 1909 年）為止。本期主要以兵力進入蕃界，施行恩威並濟主義，佐久

間總督於明治 39 年（西元 1906 年）就任後，除採取軍事動員外，到明治 42

年更將蕃地二百餘方里的土地皆劃在隘勇線內。 

第三時期：從明治 43 年（西元 1910 年）4 月，到大正 4 年（西元 1915 年）

3 月，即佐久間總督所謂的「五年計畫理蕃事業」的實施期。期間對台灣山地

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掃蕩行動，共花費日幣一千六百餘萬元，死傷者有二千數百

名之多，從原住民手上沒收的銃器有一萬八千餘挺。 

第四時期：是在「五年計畫理蕃事業」結束後，到昭和 5 年（西元 1930

年）「霧社事件」發生前為止。本時期日方乃專務教化、授產、醫療、交易等柔

性政策的施行。 

綜上所述，對居住在山地的原住民族而言，不斷被強化、被延長的隘勇線

是原住民族與文明社會接觸的點與線，同時；也是一種對其傳承自祖先的領土

與祖靈地的侵略。日方藉由生活必需品如銃器、彈藥、鐵器類、食鹽、火柴、

布類等加以控管供給，並限制漢人跟原住民之間的物資交流，採取策略性的節

制或控管，以達到經濟上弱化。 

                                                 
3 花蓮縣文獻委員會，《花蓮文獻》，（花蓮：花蓮文獻委員會，1983），頁 140。 
4 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卷，（南投：台灣省文

獻委員會，1997），頁 19。 
5 井出季和太著（郭輝編譯），《日據下之台政》，（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頁 213。 



 

 

  6

（三）太魯閣蕃的分佈與人口 

1、 分佈 

其分佈之遼闊，太魯閣蕃常將其居住地分為內、外太魯閣與巴托蘭三個地

區。 

內太魯閣地區：住於立霧溪中、上游一帶，東起科蘭，西抵中央山脈。 

在文獻上稱內太魯閣蕃，太魯閣群語稱「Dogiaq Torako」，Dogiaq 意即「山

頂」或「內」，故指住在「上太魯閣」的意思。其地主要是在立霧溪中、上游，

大部分住於沿溪一帶的臺地、緩坡地，太魯閣群人移居花蓮的早期居住地。 

太魯閣群由原住地 Toroko-Torowan（今南投縣仁愛鄉西南方山腹）東遷，

越過中央山脈來到秀林鄉境山地居住，其中移住於中央山脈與科蘭之間地區

者。至 1914 年時，在內太魯閣地區的已建有 40 餘部落。 

外太魯閣地區：住於中央山脈東走脊嶺盡端山脈，北起大濁水溪，南迄加

禮宛山。 

在文獻上稱外太魯閣番，而太魯閣群語稱 Mokisiyau Toroko， Mokisiyau

意指「外」或「邊緣」。其主要是分佈於中央山脈東走脊嶺偏東的山腹、河谷一

帶的山區，海拔由 26～800 公尺之間。北起和平溪（舊稱濁水溪），南抵加禮宛

山，東濱太平洋或東臺縱谷西邊山麓上方，西面在卡奧灣（Qaugwan）、巴達幹

（Batakan）、桑巴拉堪（Sonpalangna）一線以東之山區。 

外太魯閣地區的太魯閣群人大部分曾住於立霧溪中、上游一帶部落，約在

200 與 150 年前開始向東遷徙，截至 1914 年時，共建 40 餘個部落 

巴托蘭地區：住於木瓜溪中上游一帶的山區，東起榕樹，西至板邊。在文

獻上稱巴托蘭蕃，其主要分佈在木瓜溪流域中、上游。 

2、 人口 

  1896 年日據台灣後，相關日籍之史料並無太魯閣族人口及部落數目的正式

調查統計，根據學者概推，「太魯閣內、外社的總人口（1896），有人說一萬人、

五千人或三千人，無從知悉實際人口。」 

  直至大正 3 年（1914），日人完成太魯閣的征伐，日警於同年底起作第一次

人口調查。東賽德克群中以內、外太魯閣蕃（屬太魯閣亞族）及陶賽亞群之大

部份社群居於現今太魯閣國家公園之範圍內，此三群的人口數在大正 3 至 4 年

（1914 至 1915）之統計數字則如下所述6： 

                                                 
6 林恩顯，《太魯閣國家公園人口變遷與經濟活動研究報告》，頁 24。 



 

 

  7

 (1)內太魯閣蕃：共 3,084 人，其中男 1,581 人，女 1,503。 

 (2)外太魯閣蕃：共 3,154 人，其中男 1,500 人，女 1,654。 

 (3)陶賽亞群：花蓮境內有 699 人，其中男 295 人，女 404。 

再根據西元 1933 年由台灣總府警務局所做整體的人口調查紀錄指出： 

(1)花蓮支廳轄區：太魯閣亞群：共 247 戶，1,251 人。 

(2)研海支廳轄區：太魯閣亞群：共 1240 戶 6275 人。陶賽亞群：共 113 戶 693

人。 

 
三、 太魯閣事件太魯閣事件的發端 

「太魯閣事件」則泛指日本人入主台灣後，直至「太魯閣蕃討伐戰役」之

間（1895-1914），日本人與太魯閣蕃所發生的諸多衝突，例如：新城事件、威

里事件、七腳川事件等7。在日本官方早期的史料中，則先後以「太魯閣事件」

一詞來指稱「新城事件」、「威里事件」等的論述。而本文所指「太魯閣蕃討伐

戰役」一詞專指大正 3 年（西元 1914 年）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的軍事行動。  

「新城事件」發生於明治 29 年（1896）11 月，「威里事件」於明治 39 年（1906）

7 月爆發，繼之明治 41 年（1908）12 月發生「七腳川事件」，而「太魯閣蕃討伐

戰役」則是上述各個歷史事件的 終階段。日本官方動用了上萬人以上的軍警

聯合部隊外，更務求將花蓮地區可能威脅其統治政權的外在因素徹底根除，

後的一擊「太魯閣蕃討伐戰役」於焉發生日軍會對太魯閣人實施全面性的討伐

行動，是因循「新城事件」發生以來的各種互動歷程，所形成的政策轉變。 

茲將日本官方的紀錄與田野資料進行解讀分析來探討「太魯閣事件」，並一

探太魯閣蕃在花蓮地區所扮演的角色及定位，及討論其事件結束後對太魯閣蕃

及花蓮地區所造成的變化與影響。 

（一） 新城事件 

  關於此事件發生之原因，就現有之文史資料歸納之，有下述說法可供參考： 

  1.明治 29 年（西元 1896 年）12 月 23 日，因日軍行為不檢，潛通番女，導

致太魯閣人極為憤怒，因而在李阿隆暗中協助下，召集諸社約二十餘名男丁，

突襲花蓮港守備隊新城分遣隊監視哨，共殺死官兵 13 人8。 

                                                 
7 李季順，《太魯閣國家公園原住民文化講座內容彙編》，〈風雲太魯閣—二十世紀台灣 大規模

的戰役〉，（花蓮：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2001），頁 85。 
8 廖守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44 期〈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佈

（上）〉，，（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8），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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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據太魯閣人的口述：有位名叫 Agiun 的漢人，自宜蘭移居至此，娶族

人女子為妻，精通族語，與族人生意。受清末官員與日人重用。Agiun 的小姨

子到他家拜訪，竟遭日本兵蹂躪，族人群情激憤9，引發新城事件 

日軍花蓮港守備隊為平反此一暴動事件，遂全隊（二中隊）出動討伐，並

募集到花蓮阿美族（南勢群）近六百人參與。準備砲擊之軍艦「葛城號」，因海

上風浪過大暫止任務。日軍所組合之討伐隊於 10 日抵達新城地區。由於當地荊

棘遍佈，只有狹小山路可通行，且太魯閣人佔據險要並頑強抵抗，討伐隊進擊

困難，且軍中多人生病。及至 5 月，日方終止其討伐行動10，而南勢（北部）

阿美族與太魯閣人因而結仇，使雙方往後相互征伐11。 

「新城事件」日軍花費超乎計畫的大量人力、物力及財力卻失敗，此事件

使日本明白到太魯閣人的兇猛善戰以及太魯閣地區總通事--李阿隆的善於謀

略。 

日本官方遂在明治 30 年（西元 1897 年）12 月，由臺東廳長相良長綱前往

花蓮,會同當地奇萊辦務署長與地方有勢力者及諸社通事等商議對策，並召集花

蓮阿美族（南勢群）及木瓜群各社頭目，進行訓誡並欲化解兩群與太魯閣群之

間的紛爭及嫌隙，以強太魯閣群歸順日本政府之意願12。李阿隆等人及部分太

魯閣人為能舒緩緊張情勢，後來表示向日本歸順之意13。 

「新城事件」後日本當局對太魯閣山地作了一些教化設施及設置派出所。

森尾茂助於明治 37 年（西元 1904 年）接任臺東廳長後，對原住民「綏撫」政

策逐漸轉成「取締」原住民之違法行為，並開始允許日本財閥大規模的開拓事

業14。森尾茂助提出所在增設警察官吏派出所，以利管理及取締原住民族非法

之行為15，正式地將警察官吏的職權確定。然而，早在明治 34 年（西元 1901

年）4 月前在卑南、成廣澳、璞石閣、花蓮港等支廳內，設有三十三個警察官

吏派出所16。太魯閣地區的警察官吏派出則在明治 38 年（西元 1905 年）8 月及

10 月在太魯閣及古魯設置警察派出所才有，但成效不彰。因此森尾便將該廳內

原設於路旁的警察官吏派出所轉置於各臨近的原住民部落內，除了保護交通及

管制漢人外，亦需辦理及撫育原住民等工作17。 

                                                 
9 李季順，《族群互動與泰雅族文化變遷研討會─論文集》，〈太魯閣事件遠因口述〉，（花蓮：花蓮

縣青少年公益組織，2000），頁 49。 
10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頁 31。 
11 中川浩一，和歌森民男編著，《霧社事件─台灣高砂族の蜂起》，（台北：鴻儒堂，1988），頁

50。駱香林，《花蓮縣志稿》卷一，〈總記〉，（花蓮：花蓮縣文獻委員會，1957），頁 13。 
12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頁 68。 
13 花蓮縣文獻委員會，《花蓮文獻》，頁 24。 
14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頁 78。 
15 藤井志津枝，《理蕃--日本治理台灣的計策》，（台北：文英堂，1997），頁 204。 
16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頁 317。 
17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頁 31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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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隨著東部山區樟腦事業的擴張，日人則開始設限供應武器給予原住

民。「南勢群」該部落之位址與太魯閣群接壤，又深受日方之信任及重視，日方

採取充分供應武器予七腳川社，藉以阻止太魯閣群南下的作法，是「以蕃制蕃」

的高明手段。 

（二） 威里事件 

日人在明治 34 年（西元 1901 年）7 月時，於古魯社（今秀林村）首次設

置日語傳習所太魯閣分教場，除教育歸順之太魯閣子弟與教授太魯閣人日語。

當時並指定日本商人賀田組在社內限制彈藥供應。明治 37 年（西元 1904 年）9

月派駐公醫於太魯閣地區。明治 38 年（西元 1905 年）3 月改古魯國語傳習所

為蕃人公學校18。 

明治 37 年（西元 1904 年），新接任的臺東廳長森尾茂助，准許「賀田組」

興辦花蓮地區之樟腦事業，採腦共有設 650 灶。到了明治 39 年（西元 1906 年）

時，增加至 1000 灶19。而太魯閣地區的製腦業明治 38 年（西元 1905 年）12 月

在威里社（今秀林鄉佳民村）開始經營製造，次年（西元 1906 年）又在古魯社

（今秀林鄉秀林村）山地進行製腦。此舉容易侵犯到太魯閣群的勢力範圍，成

為太魯閣人傳統出草的習俗獵取的對象及範圍，造成日人與太魯閣族之間的關

係變化。 

明治 39 年（西元 1906 年）7 月，歸順之外太魯閣群擔任腦寮警備者，認

為製腦業者發給之警備津貼有不公平之情事。後來威里社和西拉罕社發生爭

執，演變成西拉罕社人殺害二名日本人腦丁。當地的 高行政長官花蓮港支廳

長大山十郎，決定廢止腦寮、撤出威里社地帶的日本人。但當時的製腦事務所

主任和部份腦丁們卻反對，擔心「停止製腦時，他社人會利用此地區甚多道路

攻擊當地社人，所以非常畏懼日本人退出」20。 

為解決製腦事業帶來的爭端，明治 39 年（西元 1906 年）8 月 1 日，花蓮

港支廳長大山十郎、幕僚及賀田組事務員等三十二人赴威里社以思解決之道，

途中遭到太魯閣人出草，大山等 25 人不幸罹難21。此事件之主角係太魯閣群九

宛之一小社的「威里社」，所以稱「威里社事件」，又稱大山十郎事件。 

日方對於主謀者採取處刑，對於其他滋事的社人，酌量處分。此舉與以往

嚴厲的軍事鎮壓政策極為不同22。「威里事件」在日方低調處理，助長了太魯閣

群的氣焰，使其更囂張並襲擊平地之庄民，並侵佔了加禮宛庄、十六股庄及歸

化社等區之耕地。為安撫平地庄民之情緒並保護其生命財產之安全，日方於明

                                                 
18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頁 71-72。 
19 藤井志津枝，《理蕃--日本治理台灣的計策》，頁 205。 
20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頁 631。 
21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頁 630-631。 
22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頁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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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40 年（西元 1907 年）5 月設南至沙巴督溪（今娑婆噹溪）右岸，北至遮埔

頭（今北埔）海岸間，足以封鎖該群交通，稱之「威里隘勇線」（又稱北埔隘勇

線）。該隘勇線長達 2 里 15 町（里、町為日本距離單位，一里約合 4 公里，一

町合約 109 公尺），以警戒太魯閣群之發展23。 

威里隘勇線設置完成後，日方於西元 1907 年 7 月調派海軍南清艦隊之「浪

速」及「秋津」兩艦從海上砲擊太魯閣近海之部落，配合陸上臺東廳警察官吏

（警部 2 人、警部補 3 人、巡查 16 人、巡查補 13 人、隘勇 100 人、花蓮奇萊

平原七社阿美族 500 餘人）所組成之搜索討伐隊攻擊去年（明治 39 年）滋事的

主謀威里等社人24。 

為防範太魯閣群的南侵，在明治 41 年（西元 1908 年）5 月，日方設置南

起木瓜群住地新設的達莫南（今文蘭）警察官吏駐在所，溯木瓜溪後至牟義路

（今榕樹）河流點之隘勇線，此稱「巴督蘭隘勇線」全長共 3 里 2 町，總計招

募隘勇共 80 人25。 

太魯閣人在此事件中遭遇到日方大規模的砲擊而喪失其臨海之土地外，其

生活空間亦因受到隘勇線的封鎖其發展則愈形艱困。 

（三） 七腳川事件26 

七腳川事件的發生及其滅社一事，使太魯閣人因其宿敵的消亡，得以掌握

鄰近山區之豐富資源，也得以跨越隘勇線的封鎖，朝向花蓮南方發展。太魯閣

人也逐漸被日人所熟悉，「七腳川事件」的發生，亦是往後日人發動「太魯閣決

戰」的轉折點。 

七腳川社在花蓮奇萊平原七個阿美族部落中佔地廣闊，且人口數 多。根

據西元 1900 年的記載，其戶口數有 360 戶 1628 人27。其部落太魯閣群接壤，

常與之發生衝突，因此七腳川人性格較為凶悍。日方為拉攏和壯大其勢力以控

制花蓮奇萊平原諸社群，對七腳川社加以扶植，也造成七腳川人和其他阿美族

人相處不甚和善。對日方之態度也變得倨傲、不友善，在協助日軍討伐威里社

後更甚28。 

日方招募甚多七腳川人來擔任隘勇駐守隘勇線，與征討太魯閣群前鋒之任

務。威里隘勇線（又稱北埔隘勇線）上計有 35 位七腳川人擔任隘勇。 初，隘

勇屢屢擅離職守回家休息，影響勤務，監督之巡查將怠惰隘勇者之薪資扣押，

                                                 
23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頁 641。 
24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頁 648。 
25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頁 651-652。 
26 胡政桂，《七腳川社（Cikasuan）的研究》，（台北：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2003），頁

103-124。  
27 田代安定，《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頁 253-254。 
28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頁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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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隘勇心生怨忿。 

部分七腳川部落隘勇因薪資過於微薄，促請頭目 Kumud Cungaw 建議日人

提高戍守隘勇線之薪資，但卻不為日人所接受29。日警於明治 41 年(1908) 7 月

間，將怠惰抗議者調動至全線各處以資懲戒。引發受調動者之隘勇伍長及隘勇

18 人對此調動感到憤慨30。認為是警察官吏與部落頭目有所勾結、併吞了其薪

餉，眾隘勇因而懷恨日人與頭目之壓榨。不久，該 19 名被調勤的隘勇遂與部落

中有勢力者 Luoh‧Putal 密謀行動，暗中與太魯閣群之巴督蘭社人有所默契31，

伺時機成熟則欲攜眷逃至山中隱匿，而後企圖殺害頭目及耆老與警察洩憤。 

整個事件之經過約可分為兩個時期來說明： 

從明治 41 年(1908) 12 月 13 日起事至同年的年底為止可謂第一時期。該時

期日方徵召軍隊及警察隊全力對抗七腳川社、巴督蘭社(Patulan)及木瓜群等部

落的暴亂，期間亦要防範太魯閣人的不定時攻擊。該時期採取大規模的鎮壓、

掃蕩行動，雙方並曾激戰多次。 後，七腳川人亦因原居部落被燒毀，而進入

山區與日軍繼續周旋。 

明治 42 年(1909) 1、2 月初至討伐隊解散為止視為第二期。七腳川社人藏

匿於山中多採游擊戰略，只與少數之日軍零星之交戰。日方積極架設七腳川隘

勇線以封鎖七腳川社人。該年 2 月 17 日，七腳川隘勇線完成後，日方隨即派遣

隘勇駐守之並停止攻擊。隨後，又派荳蘭部落(Natawran）之長老入山進行遊說

歸順。18 日，日方則在花岡山上舉行解散討伐部隊之儀式。至此討伐隊之任務

亦告一段落32。 

從 19 日開始陸續有人下山尋求歸順，日方當局多次與七腳川社人會面並交

涉歸順條件33。3 月 3 日與 3 月 15 日分別舉行歸順儀式，分別有一百多人及九

百多人歸順。 

日方認為舊七腳川部落之土地絕不可分給歸順社人使用，且舊部落已在戰

爭中全毀，因此，日方決定遷一部份至鹿寮（今臺東縣鹿野鄉）附近之大埔尾

原野。其餘則遷至有親朋之社34。然而；被日方沒收的七腳川社舊地，在明治

42 年（西元 1909 年）起成為臺灣第一個官方經營的日本移民區，改稱「吉野

村」35。事實上七腳川討伐事件在明治 41 年(1908) 12 月 13 日起事，不到 8 天，

至 1908 年 12 月 21 日，即已決定將全數七腳川社土地作為日本移民村。 

                                                 
29 廖守臣編著，吳明義校訂，《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頁 60。  
30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頁 652。 
31 廖守臣編著，吳明義校訂，《花蓮縣阿美族部落的形成與變遷》，頁 60。 
32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頁 667-668。 
33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頁 675-676。 
34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頁 680-682。 
35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頁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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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太魯閣蕃討伐戰役」 

日本帝國開始進行殖民產業，將台灣所有的土地及自然資源視為國家所

有，無視於在地住民的權益，引起在地居民抗爭。然而，太魯閣決戰的發生則

是台灣總督府有計畫、有預謀的軍事圍剿行動，以徹底斷絕原住民族不斷挑戰

其統治政權之威信。 

1. 太魯閣蕃討伐戰前的預備 

太魯閣蕃討伐戰役的發生則是起自台灣總督府有計畫、有預謀的軍事圍剿行

動，以徹底斷絕原住民族因輕視日軍之情事而不斷挑戰其統治政權之威信。從其

戰役前之準備，進行蕃情調查,即可發見太魯閣蕃討伐戰役是大日本帝國是暗中

有計畫地展開,進行下述之行動。 

（1）蕃地調查與理蕃道路之修築 

太魯閣蕃討伐戰之準備與探勘：日本人認為太魯閣蕃是 為兇猛的族

群，其與日本的關係宛如一個獨立且對立的敵國。自明治 43 年（西元 1910 年）

經歷三次嘗試性的探勘，進行多次蕃地、蕃情的調查。大正 2 年（西元 1913 年）

9 月至 11 月，舉行太魯閣討伐之準備探勘，共組成合歡山、能高山、達其黎溪

及愚屈、巴督蘭等四方面的探勘隊。次年 1914 年展開第五次的探勘。期間每次

的探勘行動兼有開鑿、修築道路之使命。綜合勘查結果，日方刊行出「太魯閣

事情」一冊，分發給太魯閣番地廓清準備之工作人員36。此謂取得必要的地理學

上的知識，以避免重蹈因不熟悉山地地理之「新城事件」，以失敗收場之窘境。 

（2）太魯閣蕃及他一般蕃情（自太魯閣蕃討伐誌譯書-未出版） 

1）太魯閣蕃（タロコ）（Taroko）（內、外太魯閣蕃及巴督蘭蕃），彼等自恃

有天嶮、人口、武器之眾多（內太魯閣主力蕃約八百人，內太魯閣深山蕃約三百

人，外太魯閣蕃約一千人，巴督蘭蕃約有壯丁二百五十人），經常逞兇行暴。目

前該蕃人與其他蕃人（除了陶賽蕃之外）均處於敵對的孤立狀態。 

2）另外，陶賽蕃（タウサイ（Taosay）（位於內太魯閣蕃與南澳蕃間）。3）

七腳川蕃（Cikasuwan）（位於木瓜溪隘路口鯉魚山之西南方地區），然其擁有之

人力、武器不多，勢力亦頗為微弱37。4）南澳蕃。5）溪頭蕃-馬瑙洋社（マナウ

ヤン）(Manauyan)社人。6）西卡亞布（シカヤプ）(Sikayapu)、沙拉毛（サラマ

オ）(Salamaw)蕃：去夏遭我軍討伐，沙拉毛蕃大部已移居新竹廳蕃界。7）哈庫

（ハック）(Hakku)、馬磊帕（マレッパ）(Maleppa)蕃。8）萬大、霧社、托魯閣

                                                 
36 郭輝編譯，《日據下之台政》，（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 487-490。 
37 案：所說的「人力、武器不多，勢力亦頗為微弱」的七腳川部落，應是指 1909 年以後，即經

歷過遷社之後的部落。依當時遷社的分佈及此處所說的位置，應是指今溪口村的七腳川人之

聚落，應非七腳川事件(1908)前舊勢力範圍中的「七腳川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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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トロック）(Torokku)蕃。 

（3）完成「以隘勇線包圍太魯閣群」之態勢 

明治 39 年(1906)5 月 23 日佐久間左馬太的就任台灣第五任總督，乃謂背負

著「理蕃」的 終使命。其理蕃事業計畫，約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為佐久間

總督到任起至五年討伐時期開始前，其 主要的成果，是隘勇線的前進發展，完

成對山區原住民族形成大包圍的態勢。 

在花蓮修築了威里隘勇線、巴督蘭隘勇線，迨七腳川事件後，明治 43 年

（1910 年）2 月，日本當局構築第四條的「鯉魚尾隘勇線」，北接七腳川隘勇線，

南迄北清水溪（鳳林鎮），以防「七腳川事件」後流竄各地之七腳川人的報復。

大正 3 年（1914 年）完成架設 3 月「得其黎隘勇線」，南接北埔（威里）隘勇

線，北迄得其黎溪（立霧溪）口。至此，日軍將整個太魯閣群包圍在隘勇線內，

正式發動討伐太魯閣人之準備。大正 3 年（西元 1914 年）1 月，佐久間總督命

「飯田花蓮港廳長，以歸順原住民架設鐵絲網於期間」，後完成架設複式鐵絲

網。該年 6 月，進行討伐太魯閣人之作戰。依此，就討伐隊的軍事行動來看隘

勇線之發展，洽可印證兩者之間的關係，亦即日治前期花蓮地區的各隘勇線的設

置及規劃，多是為了壓制太魯閣人的生存空間而存在的38。 

隘勇線之設置時間及起迄地區： 

1907.05.16 威里隘勇線：南自沙巴督溪（纱婆噹溪右岸北至遮埔頭（今北埔）

海岸。 

1908.05. 巴托蘭隘勇線：自達莫南（今文蘭）至牟義路（今榕樹）。 

1908.12.2~1909.02.27 七角川隘勇線：北接威里隘勇線，南迄鯉魚尾庄(今壽

豐)外。 

1910.02.2~03.25 鯉魚尾隘勇線：北接七角川隘勇線，南迄北清水溪(今鳳林) 

1914.01.2~03.09 得其黎隘勇線：南接威里隘勇線，北迄得其黎溪(今立霧)溪

口。 

（4）太魯閣蕃討伐戰役之實施 

佐久間總督將其理番事業視為治理台灣 為急迫的任務，計畫在西元 1910

年至 1914 年間，要徹底掃蕩北蕃和廓清番地，並得到日本帝國議會在討伐經費

上的支持。佐久間總督在 1909 年的官制改革當中，先將理番事業從「警察總署」

分離，在中央分設「蕃務總署」，在地方設「蕃務課」。較之先前有廢「撫墾署」，

改設「蕃政局」。同年 10 月 25 日，廢「花蓮港支廳」，置「花蓮港廳」，花蓮地

                                                 
38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二卷（下），頁 369-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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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獨立成為行政區域。 

大正 2 年（1913 年）9 月起，統治當局舉行太魯閣討伐之準備探勘，在太

魯閣蕃地建設與部署，像架設電信設備、設輕便車於新城至花蓮以載運軍火，

也設置了臨時病院及救護班。到了大正 3 年（1914 年）2 月 20 日，花蓮港前進

部隊開始前進太魯閣人居住地，使太魯閣群遭逢日治時期 強力的鎮壓戰爭。 

2.太魯閣蕃討伐戰役之日程 

（1）太魯閣蕃討伐戰役之原因和背景39 

依照族人耆老等口述及傳言謂：傳統上外族人日本人即屬敵人。而日本人

佔領我們的領土，干預生存空間，並破壞族人的生活規範及相關禁忌。並對族

人不尊重、無人性，霸道，習慣壓榨族人且富心機，造成族人諸多的不滿及爭

端。 

族人從未有被外人或敵人統治過，只知傳統鄰近族群互動的關係，沒有現

代帝國主義、國家的觀念。在早期，太魯閣人的祖先從平地居住地被敵人趕至

山區，族人秉持祖先所囑咐後輩的唯一生存法則，藉「出草」來保衛家鄉。 

日本人對族人近 20 年的作戰準備，族人仍以平常方式很誠實、純樸、慷慨、

有理性的對待日人，像對待其他不同族群一樣。但日本人在經多年的接觸及調

查，對族人瞭若指掌，並把重要人物說服後，終於攻打太魯閣族人。 

事實上從隘勇線對太魯閣蕃的大包圍，即可知佐久間左馬太任總督的理蕃事

業計畫，主要是為了徹底制压台灣生蕃，建立大日本帝国的統治威信，並有效控

太魯閣山區龐大之自然資源, 而主動展開討伐之有計畫的軍事行動。 

太魯閣蕃討伐戰役發生時間、軍警部署、參與社群 

太魯閣蕃討伐戰役 簡表 

發生時間 大正 3 年（1914）6 月 1 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歷時三個月之久。 

發生原因 大日本帝国為徹底制压台灣生蕃建立其統治威信，並有效控太魯閣山區

龐大之自然資源, 而主動展開討伐之有計畫的軍事行動。 

戰前之準備 進行蕃地 蕃情調查 修築道路 部署炮陣地 臨時病院 救護班 

大日本帝国

之軍警部署 

軍隊 3408 人, 警察 3127 人, 人伕 6800 餘人, 軍隊 5 月 29 日由台灣西

部攻擊，警察部隊 6 月 1 日由東部攻擊。總動員力計 20,749 人次的。

                                                 
39 楊盛涂，〈我所知道的太魯閣事件〉，《族群互動與泰雅族文化變遷研討會─論文集》，頁

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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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野戰砲 48 門 機關槍 24 挺 軍艦花蓮沿海砲擊。 

太魯閣參與

各社及戰法 

內太魯閣蕃壯丁約 1100 人，外太魯閣蕃壯丁約 1000 人, 巴托蘭蕃壯丁

約 250 人，總計 2350 人。靠有限槍支 傳統打獵法、設陷阱、墜石塊、

擅用地形地物偽，夜間行動、埋伏、游擊、突襲等。 

  

關鍵人物 

太魯閣蕃討伐隊總司令佐久間左馬太於 1915 年 8 月 5 日辭世葬日本仙

台。外太魯閣社總頭目哈鹿閣那威於 1914 年 7 月 3 日繳械屈服，於 1915

年 2 月 22 日含恨以殁。李阿隆(1852~1908): 加深日人及太魯閣之間之

矛盾對立，使太魯閣事件趨激烈。 

 (製表人: 鴻義章, 2015) 

（2）太魯閣蕃討伐戰役之動員 

日本對太魯閣的決戰行動是由陸軍部隊及警察隊伍分頭進行，動員人力軍

隊 3408 人、警察 3127 人及人伕 6800 餘人。軍隊部分自大正 3 年（1914）的 5

月下旬起，開始攻擊外太魯閣各社，經由合歡山附近進入內太魯閣各社的領域

範圍。警察部隊之攻擊自同年 6 月 1 日開始。軍隊部分是由佐久間總督自任總

司令官率領。警察部隊由民政長官內田嘉吉擔任總指揮官，當時花蓮港人口僅

4000 餘人，但由各州廳調來之警察及人伕約有 10000 人。 

參加「太魯閣蕃討伐戰役」的太魯閣戰士，合計約為 2350 人，其中內太魯

閣約 1100 人，外太魯閣約 1000 人，巴督蘭地區則有 250 位。但是，攻打的日

軍卻總計有 20749 人次的動員力量。日軍武器配備精良，補給糧草充裕，不是

只有弓箭獵槍且糧食彈藥有限的太魯閣人所能抗衡。 

太魯閣蕃討伐 軍隊警察幹部及武力編成：如附表 （自太魯閣蕃討伐誌譯書-未

出版） 

太魯閣蕃討伐之準備，自大正二年即已開始的計畫，以地形之探勘、道路之

開鑿、糧食之儲存以及通訊機關之設施為主。至大正三年五月十三日，此等準備

工作之大致完成，軍隊、警察隊及所屬人伕等，總計不下二萬餘人的討伐隊員之

輸送，也自是日起開始運送。由於此一行動的開展使「五年理蕃計畫」得以大功

告成，蓋此亦可謂為空前絕後之偉大壯舉40。參加討伐之軍隊、警察幹部如下： 

                                                 
40 楢崎冬花編著《太魯閣蕃討伐誌》，臺北：臺南新報社臺北支局，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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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出動之意義及編制41（自太魯閣蕃討伐誌譯書-未出版） 

太魯閣蕃因地形艱險、地區遼闊，且壯丁、槍枝、彈藥甚多，日方領臺後，

基於雖曾多次進行膺懲但終歸失敗的歷史考量，除警察隊之外尚需軍隊參加，相

互協力，以 快速的行動給予 大的打擊。確信此一禍根必能根絕（之重要性），

故有此次出動軍隊之舉。軍隊之兵力、編組以及指揮系統如下： 

【討伐軍司令部】     司令官佐久間 左馬太總督 

【第一守備隊司令部】 司令官 平岡 茂 少將 

【第二守備隊司令部】 司令官萩野末吉 少將 

司令官 萩野 末吉少將 

步兵第一聯隊第一大隊 第一、第二中隊、機關槍銃小隊 

步兵第二聯隊 本部、第一、第二、第三大隊、機關槍隊、第二乃至第

九中隊、第十一、第十二中隊 

山砲兵第二中隊（山砲四門） 

基隆臼砲中隊（九公分口徑臼砲四門） 

第一衛生隊、第一作業隊、第一電話隊、電信隊 

【步兵第一聯隊】聯隊長鈴木秀五郎大佐 

步兵第一聯隊聯隊長 鈴木秀五郎大佐 

步兵第一聯隊本部 第五、第六中隊、第三大隊本部、第九、十一、十二中

隊、機關銃小隊 

澎湖島臼砲小隊（九公分口徑臼砲二門） 

第二衛生隊、第二作業隊、第二電話隊、各地倉庫員 

【步兵第二聯隊】聯隊長 阿久津秀夫 大佐 

步兵第二聯隊聯隊長 阿久津秀夫 大佐 

第一大隊本部（一中隊缺） 

第二大隊本部 

第三大隊本部（一中隊缺） 

第二中隊、第三中隊、第四中隊、 

第五中隊、第六中隊、第七中隊、第八中隊、 

第九中隊、第十一中隊、第十二中隊、 

機關槍隊、山砲第二中隊、基隆臼砲中隊、 

第一衛生隊、第一作業隊、第一電話隊、電信隊 

警察隊編成的概要42
（自太魯閣蕃討伐誌譯書-未出版） 

                                                 
41 楢崎冬花編著《太魯閣蕃討伐誌》，臺北：臺南新報社臺北支局，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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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討伐隊，總指揮官由總督府民政長官內田嘉吉親任，副總指揮官則由警

視總長龜山理平太擔任。討伐隊並分為「德其黎方面討伐隊」和「巴督蘭方面討

伐隊」，兩隊進行討伐，總計動用十四部隊（槍枝數量約二千八百），各種火砲三

十一門，機關槍八挺。其編組和兵力概要如下： 

【警察討伐隊】總指揮官民政長官 內田嘉吉, 副指揮官警視總長 龜山理平太 

得其黎方面討伐隊隊長 永田綱明, 巴督蘭方面討伐隊隊長 松山隆治 

警察隊總指揮官   民政長官   內田嘉吉 

警察隊副總指揮官 警視總長 龜山理平太 

得其黎方面討伐隊 隊長 永田 綱明 警視 

八部隊（一部隊的槍數約二百，計約千六百）     

各種火砲二十二門，機關槍六挺 

巴督蘭方面討伐隊 隊長 松山 隆治 警視 

四部隊（槍枝數量約八百） 

各種火砲九門，機關槍二挺 

預備隊 二部隊 （槍枝數量約四百） 

計 十四部隊（槍枝數量約二千八百） 

各種火砲三十一門，機關槍八挺 

（3）太魯閣蕃討伐戰役之經過及歷程 

  該場戰役日本總動員軍、警、民約近二萬人，分東、西兩路夾攻太魯閣地

區的太魯閣人。在台灣東部以警察討伐隊為其主力，共分為三路，一路從和平

溪往南，沿海岸至太魯閣路口與第二路會合後再攻擊內太魯閣。第二路直攻太

魯閣，第三路攻打木瓜溪流域與西部日軍一路會合。 

  在台灣西部方面以軍隊為其主力，由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擔任總司令，

分成兩路進攻，一路由霧社經廬山溫泉翻越能高山進入木瓜溪上游。另一路經

霧社、合歡山翻越奇萊山北峰直到太魯閣群 西部的部落（布德克）。這部隊是

由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親自領軍，先後攻打（斯旮黑恩）、給京、克萊寶、馬

黑洋。 

  經歷近三個月的戰鬥中，太魯閣族人用有限的槍彈、人力與物力作 高的

發揮，僅靠傳統打獵法、設陷阱、墜石塊、擅用要塞、地形地物偽裝掩飾，夜

間行動、埋伏、游擊、突襲、迂迴等等的戰術，都能給予日軍痛擊造成傷亡無

數。日軍雖擁有當代機槍與山野臼砲、封鎖物質資源而打垮太魯閣人，燒毀部

                                                                                                                                            
42  楢崎冬花編著《太魯閣蕃討伐誌》，臺北：臺南新報社臺北支局，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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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後，太魯閣族人因人少幅員廣闊、交通不便、無援無助而屈服於日本帝

國主義。 

（4）太魯閣蕃討伐戰役後結果及其影響 

為期兩個多月的討伐行動中，日軍動員萬餘名的軍警及人伕，太魯閣人只

有三千壯丁可參戰，且武器實力差異懸殊，為了族群的命脈，太魯閣人只好屈

服。 

關於日本人在台期間如何看待太魯閣人，其看法之發展為發動戰爭之重要

因素。我們可從下述的層面來看。 

日本政府利誘及威脅，並運用警察政治，又劃分「蕃界」，以控制部落無法

自由發展，以達完全控制。日本人對於不易馴服的太魯閣，設置「隘勇線」阻

絕其對外交通，不准太魯閣人越線，也限制與漢人的接觸。 

日本為能控制太魯閣族的思想，刻意不給族人接受高等的教育，更視太魯

閣蕃為「兇蕃」，知識未開不宜教授，才識淺薄較好統治，只要教導粗淺的言語

即可。對蕃人善於利用險惡地形，且善於山地戰略的生活模式，促使日本人要

進行對其思想的改造。日本為達同化的目的，即透過初等教育的普及，使太魯

閣蕃有機會接觸到文字和日本文化。西元 1896 年設立日語學校及日語傳習所。

1898 年設立台灣人初等教育學校，1899 年設立總督醫學校。1904 年起設立第

一所蕃人教育所。至此，台灣原住民族正式被迫接受國家體制之下。 

總之太魯閣蕃會反抗日本 主要的原因在於：太魯閣族咸認日本侵犯到太

魯閣族的禁忌及文化習慣，並有侵入太魯閣祖靈聖地之實。又破壞了族人傳統

之宗教，並蓄意瓦解太魯閣族人的社會組織和蓄意殺害族人等等之因素。 

吾人是否過度正視太魯閣人的猎首(head hunting)習俗，而認應予「討伐」？

倘若無李阿隆(1853~1908)的居間串聯各社，或有可能不會發生新城事件、威里

事件、七腳川事件以至慘烈的太魯閣蕃討伐戰役，這兩者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 

 

四、太魯閣事件關鍵人物解析 

（一）李阿隆 

1、花蓮北部之關鍵人物：李阿隆 

日本沿用清時的通事制度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溝通橋樑，多以傳達

政令及下情上達為目的。政令應全部週知族人，絕不可遺漏43。明治 29 年（1896）

六月，日軍進佔花蓮，日軍因此亟欲借重新城李阿隆誘使太魯閣歸順44。李阿

                                                 
43 伊能嘉矩《理蕃誌稿》第一、二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頁 87。 
44 王學新，〈論日據初期花蓮地區太魯閣番綏撫策略〉，頁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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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於明治 31 年（1898）一月，被臺東廳花蓮出張所派任為「太魯閣總通事」，

月領二十日圓。 

2、李阿隆與日及太魯閣蕃之關係 

臺東廳長相良長綱在明治 31 年（1898 年）透過與李阿隆有深交的居民，

勸誘李阿隆歸順時，李阿隆不肯出面，反提出條件談判：一、日本人不得直接

掌控太魯閣群，；二、以遮仔埔頭為平地與太魯閣領域的接界，日本人及平地

原住民不得涉足於遮仔埔以北之地45。由此看出李阿隆欲獨霸太魯閣及新城地

區。 

3、性格分析 

李阿隆因從事通事一職，常藉「蕃」意向日本人要求錢物彈藥，引起相良

長綱的懷疑，派人偵察得知，要求錢物彈藥等似乎並非「蕃」眾之意，而是李

阿隆個人的需求。當時新城地方有來自宜蘭地方之帆船（junk） 出入，李氏暗

地從事砂金之採收，並與太魯閣「番」眾交換物品之走私貿易而獲暴利46。 

李阿隆居於日人及太魯閣之間的關鍵位置，為求自己的利益及勢力而加深

日人及太魯閣之間矛盾，想藉此坐收漁翁之利，使得太魯閣事件的發展漸趨激

烈。 

（二）佐久間左馬太 

佐久間左馬太為日治時期台灣第五任總督，為日治歷任總督當中任期 長

且年齡 高47。日本殖民政府針對原住民的政策主要以懷柔為主，在佐久間總

督上任後採取較為激烈的方式，期在短時間內綏撫原住民，以達到開發山林資

源的目的。 

1、任內的理蕃政策 

佐久間總督是以「掃蕩生番」為重要的施政方針。 

（1）第一次理蕃 

佐久間總督上任，在策劃「理蕃」事業計畫方面，則交由台灣總督官房秘

書課長大津麟平負責48。明治 40 年（1907 年）月 6 日，頒佈「蕃地」經營方針
49，確立以經濟利益豐富的「北蕃」地，作為「理蕃」之重心；並以以隘勇線

作為主要的理蕃策略。 

                                                 
45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2000，頁 454。 
46 王學新，〈論日據初期花蓮地區太魯閣綏撫策略〉，頁 475。 
47 黃昭堂著  黃英哲譯《臺灣總督府》，2002 年 5 月，台北：旭昇圖書公司。, 頁 97-98。 
48 藤井志津枝《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台北：師大歷史研究所播時論文，頁 176-177。 
49 伊能嘉矩《理蕃誌稿》第二編，頁 48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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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久間從明治 39 年（1906）年到明治 42 年（1909）年之間，採隘勇線封

鎖為主並以招降或殲滅的方式進行作戰。派遣部隊去鎮壓原住民的次數共計十

八回。 

（2）第二次理蕃 

1910（明治 43 年）年起，佐久間開始進行以「兇蕃」掃蕩及隘勇線前進為

主的第二次理蕃計畫。到大正 4 年（1915）年為止的五年間，在台灣全島總共

十二個地域展開作戰。其中規模 大的是 1914 年（大正 3 年）對太魯閣群的攻

擊討伐作戰，至 1915 年（大正 4 年）時，大致被鎮壓了50。然蕃務本署長大津

麟平對於此一味採取軍備圍剿的掃蕩政策極為不滿， 後導致大津麟平辭職51。 

2、死因之謎 

佐久間的死因，太魯閣人認為是在太魯閣戰役時被族人射殺身亡，而被誰

射殺身亡則有多種說法。但日人認為佐久間是因跌入山崖負傷過重，到日本醫

治去世的。 

3、任內政績 

至 1914 年（大正 3 年）為止，總督府共設了 19 所「蕃務官吏駐在所」，48

所「隘勇監督所」及 426 所「分遣所」，779 個「隘寮」，7 座「砲台」。1914（大

正 3 年）年 9 月，隨著「太魯閣蕃」討伐結束，完成第二次「理蕃」計畫。此

五年的討伐：隘勇線推進至 261 萬餘里，原住民槍枝收繳增至 27058 餘支52。

在總督府方面，從 1906 年算起，軍隊、警察、隘勇、腳夫等死亡人數超過了

940 以上，負傷人數達 1229 人53。 

1915 年起，「五年討蕃計畫」結束，佐久間總督的理蕃改以撫育為主，威

壓為輔之策略，此時頒佈七項積極的撫育方針54，期望原住民漸次成為皇民。

安東貞美繼任第六任台灣總督府之後，即大幅度修改理蕃機構，以警察系統為

主55。佐久間總督已將花蓮地區原住民的反抗能力削弱至 低，使得阿美族及

太魯閣族受到極為嚴重的傷害，此後花蓮地區完全被納入國家體制。 

（三）芝宛 

芝宛所生長的年代，正值日本政府積極的同化太魯閣族人，即實施皇民化。

芝宛本身有語言的能力、談判的能力、且熟悉許多的部落長者，日軍請芝宛擔

                                                 
50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臺灣總督府》，2002 年 5 月，台北：旭昇圖書公司。頁 102-104。 
51 藤井志津枝，《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頁 216。 
52 伊能嘉矩，《台灣治績志》，頁 465-466。 
53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臺灣總督府》，台北：旭昇圖書公司，2002，頁 104。 
54 伊能嘉矩，《理蕃誌稿》第四編，頁 5。 
55 胡曉俠，《日據時期理蕃事業下的原住民集團研究》，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注 23，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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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協調的工作。當日本人開始侵略太魯閣族時，芝宛擔心族人不久就會被日軍

殲滅，深怕為數不多的族人將遭到族群滅亡的命運，因此勇敢的作和平的使者
56。採取和平的辦法，讓太魯閣群免於遭受更大的傷害57。 

（四） 哈鹿閣.那威 

相關文獻史料中有關哈鹿閣．那威的資料相當的有限。在森丑之助所撰《生

蕃行腳》一書提及其為一部落之頭目，是統領外太魯閣各社的總頭目。 

哈鹿閣‧那威是赫赫斯社 Huhus 人，因其聰明、勇敢被推舉為該社頭目。

並陸續擔任砂卡丹 Skadang 地區聯合祭團首領及外太魯閣地區四十個部落之總

頭目。自日人侵入花蓮地區始，哈鹿閣即與其熟識的漢人朋友李阿隆聯合抵抗

日本人達十八年之久。日人為弭平哈鹿閣的抵抗，數度勞師動眾進行討伐，哈

鹿閣於大正 5 年（1916）2 月 22 日含恨以歿58。但其人在太魯閣事件之中的關

鍵地位，因本研究所獲之文史資料甚少故而難以論斷之，其應歷史定位留待後

人加以補續評斷之。 

 

五、結論 

（一）太魯閣蕃討伐戰役後之措施發展及影響 

在此決戰之後，東台灣正式被納入國家體制，花蓮地區的七腳川社以及內

外太魯閣各社之太魯閣族，被國家體制深入掌控，阿美族及太魯閣族各自之傳

統文化受到各層面的影響，可從事件後的措施來看。 

在教育層面，日本透過教育以達到統治原住民的策略，在相良長綱廳長死

後，被武力討伐與隘勇線的設置取代。直到「太魯閣決戰」後，講求撫育，表

現在「番人公學校」和「番童教育所」的相繼成立上。 

日據之初，每年有近七百人遇害，在「太魯閣決戰」之後才急遽減少。在

1915 年以前，花蓮地區的政務，只有「蕃政」而無「民政」。花蓮地區的民政

直到戰事結束，才推展。戰爭後，也使行經原住民勢力範圍的交通建設得以實

行。期後，有東部鐵路的興築，另爲進一步地開發山地資源，有更多的公路及

「理蕃道路之修築」，其中 具代表性的是---能高越：此為對番人威壓及開發番

地，於 1917 年九月興工開鑿南投廳霧社支廳至花蓮港廳木瓜溪，約計七十八華

里之中央山脈橫斷公路，於 1918 年三月竣工，以及為了配合糖業與伐木業，普

遍地存在於花蓮各地的輕便道。 

                                                 
56 李孝誠，《姬望於太魯閣宣教的研究》衛理神學研究院博士論文，頁 68。 
57 李孝誠，《姬望於太魯閣宣教的研究》衛理神學研究院博士論文，頁 195。 
58 瓦歷斯．諾幹，余光弘著，《台灣原住民史—泰雅族史篇》，（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2），

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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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原住民之授產，五年討伐之後，養蠶與水田開始發達。另外，原住民

族慣依其宗教習慣以應付疾病，在五年計畫之前，日人僅「於管轄警察機關，

配備醫藥，發給病人」，頗見成效。自大正五年起，更「逐漸配置公醫，或設立

療養所，以期醫生思想之普及與治療之徹底」。 

（二）戰後的太魯閣族 

對太魯閣人而言，綜觀延續 18 年，歷經 1896 年的「新城事件」、1906 年

的「威里事件」和 1908 年的「七腳川事件」，及至 1914 年的「太魯閣決戰」的

「太魯閣事件」。每一次事件的發生多與其文化傳統與國家政權的衝突為始，而

發展出令日方有所藉口行武裝鎮壓之軍事行動。 

影響太魯閣人 深且 廣的變化，當屬集體移住之計畫。太魯閣族原居於

山區，不易治理，在西元 1896 年時有強迫太魯閣族從原居的奇萊山遷移到花蓮

淺山地區，一開始並非很順利。 

所謂的集團移住是間接性，非全部落或全族一次遷移，先請一部份的部落

人去開墾新地，在那地方先種地瓜、五穀或做房子。預備的完成後就強迫移住，

遷移計畫至西元 1937 年始遷移完畢。日本政府把太魯閣族人從 熟悉的地方遷

移到 陌生的地方，讓太魯閣族群連根拔起，瓦解了太魯閣族的勢力及其活動

空間。 

集團移住對太魯閣族群部落的文化、傳統管理、生活方式、宗教儀式影響

甚巨。日本人刻意將不同家族、部落的人混合住在一起，部落的結構與形態受

到衝擊，其文化傳統混雜不清難以承續，至此，其傳統管理的機制受到破壞，

Gaya 無以制約族人，轉變的生活方式違背傳統，傳統的宗教祭祀儀式，如祖靈

祭亦被族人遺忘，游耕狩獵之慣習因集團移住，其漸成定居並學習水耕技術，

其原有習俗如出草、獵頭、戰爭多已廢除59；紋面之傳統習慣被日人禁止。 

太魯閣人的生活價值、物質需求和群體觀念漸次的改變，部落產生分化，

部落傳統社會制度因而蕩然無存。原始部落的整體性、統一性、一致性變得複

雜化、個人化及變異化。另外，其固有的強烈排外性、仇他性，在移居平地後，

因為交通之便利，往來方便，各部落的居民接觸外來文化，原有的血緣團體所

構成的部落觀念逐漸消失。 

總之，太魯閣事件後，太魯閣人雄霸花蓮北部山區的英姿不再。花蓮地區

的原住民族及其生活領域被完全納入國家體制之下，其傳統文化則多被行政勢

力所操弄、控制。至此，亦不再被稱是「化外之民」，在社會文化各層面中失去

原有的自主性，且開始面臨的不再只是國家軍事武力的威脅，而是自身文化內

涵的諸多變遷。就太魯閣族人而言，其文化命脈 Gaya 的失序與崩落，實是造

                                                 
59 參照廖守臣，《泰雅族東賽德克群的部落遷徙與分佈》，頁 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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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許多非適當觀念的滋生與發展。當日方深入其部落內部拓殖時，是太魯閣族

人文化傳統與其思想價值觀轉化的開端，亦即國家機制強將其力量展現於太魯

閣各社之中，其民族特徵或其民族性恐將走向消亡之途。 

（三）小結 

 決定性的戰役結束後，日本政府乃將各廳中之理蕃單位廢止，而移歸警

務單位掌管，這是讓地方事業回歸地方官員職權的措施。從中央到地方，均在

「太魯閣蕃討伐戰役」之後，走上回歸民政的道路。諸如此類，顯示出一個在

性質上大異於前的時期。花蓮正式進入民政時期，日據初期延續 18 年之久的「太

魯閣事件」，是使花蓮逐步進入日本國家體制的重要里程碑，今日所能見日據時

代所留下來的建設，正是始於對「太魯閣事件」的回應與善後措施。 

日方在 1986 年之後即對太魯閣族進行集團移住計畫，直至 1937 年為止，

此計畫在執行過程中應對太魯閣族群產生重大影響，然而日方此政策如何確實

運作，以及賀田組在太魯閣地區的採樟活動對日人與太魯閣族的關係必定造成

緊張關係與領域衝突，都有待更詳細的資料分析，才能對太魯閣事件有更完整

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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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北部地區隘勇線前進圖 

 

資料來源：擷取自持地六三郎，《台灣殖民政策（附錄）終》，（東京：富山房，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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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魯閣決戰－日軍部隊進行圖 

 

資料來源：楢崎冬花編著，《太魯閣蕃討伐誌》（臺北：臺南新報社臺北支局，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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