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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優等研究論文 
I.學生組 

（壹）異族觀光─《裨海紀遊》的「番族」再現 
陳孟君（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摘 要 

本文所謂的番族，是指廣義的台灣原住民族群，包含現在的平埔族。筆者試圖從郁

永河的《裨海紀遊》中探討番族的「再現」圖像，在士大夫與番族的互動與觀看中，番

族圖像的再現是否會宛如哈哈鏡的折影一般，扭曲而怪誕？台灣番族的圖像在《裨海紀

遊》裡是如何被型塑與建構？如果番作為一種符碼，這些書寫者又是如何轉譯、運用、

操作這些符碼？而不單只是作為遊記書寫的《裨海紀遊》，在歷史與地理的描述中又暗

含著什麼樣的文化論述，使得清朝能再進一步發展納編台灣的帝國論述？ 

首先筆者分析郁永河筆下的野番、土番、番婦描述。認為從郁的路線圖來看，即便

郁永河從來沒有接觸野番，仍可以憑藉他自身的深林恐怖體驗，而想像可怖的野番形

象，真實的野番是不存在於郁永河的描述中，有的只是郁在山林驚異經驗的一抹投射或

倒影而已。而在觀光旅遊的土番記錄中，儘管他認為土番文化粗俗、鄙陋，卻也滿足了

他窺視、書寫與土番種種差異的慾望。另外，番婦在郁永河記述土番的兩性交往以及番

漢互動中，因各種中心主義的自大(漢人中心主義、士大夫、男性)，使的番婦的再現存
於不潔、隨便、攀附者的隱喻中，這些隱喻都是對「異族」的影射。 

在異族觀光的面向中土番原本是作為一種區分我群的符號，卻在郁永河提出「以番

制番」，認知土番的可利用性後，便自然的納入漢族認同的範圍內，而「我族」與「異

族」間的區分與認同，也開始產生矛盾、交混的情形。由此證明，「番」作為一個符號，

其意義是流動的，且在書寫者為了追求其自身或者群體的最大利益時，番的意義是可被

挪移、置換的。然而，不管是美化土番為上古遺民，或矮化番人搖尾乞憐的族群心靈，

都是一種以漢人為歷史主體論述之下的再現。 

另外郁永河利用文字締造「歷史」，提出番人的「歷史祖源說」企圖在台灣和清朝

之間，創造一個純化與同質化的認同。剔除台灣番人本身在人種、歷史、文化上的異質

性，使台灣番人認同自己為金之遺民，成為清朝順民。同時也發展出清朝接收台灣的文

化論述，藉由血緣、共祖的修辭，清朝得以較順利地與台灣架接。 

郁永河的半官方身分，並沒有讓其文字敘述，具有較有客觀、非漢人主體意識的陳

述，相反的，我們藉由《裨海紀遊》同時觀察到，觀光旅遊與歷史書寫這兩個面向，「番」

如何作為一種符號，又如何被書寫者轉化、操弄，而置入漢人認識番族牢不可破的知識

系譜中。 

關鍵詞：郁永河、裨海紀遊、番族、番、異族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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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書寫作為一種歷史的表述，常常不是客觀純然的記載「歷史」。以新歷史主義的觀

點來說，歷史只是某一時期某一人的撰述而已，而任何一人在書寫的過程中，透過對歷

史材料的選擇與組串，其實就已不是歷史原有的面貌了。所謂的「歷史」書寫，背後總

是隱藏了書寫者本身的文化負載。這個文化負載可以說是書寫者所有的背景，也就是書

寫者本身所處的文化環境而涵養出來的學識、人格、視野等。而書寫者藉著其自身一套

的文化、知識、價值體系，去「再現」其他異文化的同時，就像透過一個「有色眼鏡」

或是「框架」，壁壘分明的呈現「我群」與「他群」，面對與自身文化相悖的異文化時，

會給予一番重說與解構。 

台灣自納歸為清帝國的版圖時，有關台灣的論述著作大量地被生產，台灣這個被視

為「瘴癘之地」，島民都是「化外之民」的灇邇小島，一夕之間，突然活躍地出現在士

大夫、官員、宦遊詩人的筆下，在這些「筆記」、「遊記」、「札記」、「紀略」裡，有關台

灣原住民的描繪一再成為書寫的重點之一。而本文試圖從郁永河的《裨海紀遊》中探討

原住民的「再現」圖像，在士大夫與原住民的互動與觀看中，原住民圖像的再現是否會

宛如哈哈鏡的折影一般，扭曲而怪誕？台灣原住民的圖像在《裨海紀遊》裡是如何被型

塑與建構，如果原住民作為一種符碼，書寫者又是如何轉譯、運用、操作這些符碼？而

不單只是作為遊記書寫的《裨海紀遊》，在歷史與地理的描述中又暗含著什麼樣的文化

論述，使得清朝能再進一步發展納編台灣的帝國論述？ 

陳虹如1與郭侑欣2的碩士論文曾以《裨海紀遊》為主要探討主題，不過陳虹如主要
是針對《裨海紀遊》裡清初台灣的平埔族社會、文化之整理。而郭侑欣則是以《裨海紀

遊》及西川滿、葉石濤等改寫的《採硫記》做文學文本的分析。而筆者認為針對番族「再

現」的討論，仍有補足空間。本文的題目之所以訂定為〈異族觀光─《裨海紀遊》的「番

族」再現〉，是因為筆者以為郁永河來台對他來說是一趟觀光之旅3，而島上的自然環境、
人種、文化、語言的差異，更形成了異族觀光（ethnic tourism）4的基本要素。謝世忠指
出異族觀光除了看物看地方，更把看人當作最重要的目的(謝世忠 1994：4)。本文的焦
點在於，郁永河與原住民的接觸情況，因此，有關《裨海紀遊》中的原住民書寫會是分

析重點。另外，本文所使用到「番人」、「番族」全是為了文本的真實性才如此使用，對

於台灣原住民族群或平埔族群絕無鄙視意味。 

 

二、郁永河與《裨海紀遊》之背景 
許多學者認為遊記纇書寫文章的出現與清代大量鼓勵編修方志有關。何素花指出歷

                                                
1 陳虹如〈郁永河《裨海紀遊》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2 郭侑欣〈憂鬱的亞熱帶：郁永河《裨海紀遊》中的台灣圖像及其衍異〉，靜宜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1。 
3 由於郁永河雖然是為了採硫，但是其自願、主動的性格仍是來台之主要原因。 
4 社會科學家在研究觀光的過程中，常會為理解方便而依性質進行類型的分析。Graburn曾將觀光分為自
然與文化兩大類。前者包括不更動或不汲取任一原始景觀或資源的「生態性觀光」（ecological tourism；
如入山賞鳥或短期參觀山區部落的日常生活）以及對自然景觀略加修整或稍作資源汲取的「環境觀光」

（environmental tourism；如滑雪、水上活動等）。至於文化觀光則主要係指如參觀歐洲古堡或中國長城的
「歷史觀光」，另外，還有一纇 Graburn認為自然與文化特質兼具的「異族觀光」（ethnic tourism）。參見
謝世忠《山胞觀光：當代山地文化展現的人類學詮釋》，台北：自立晚報，1994，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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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統治者為加強中央與地方的聯繫，即以法律規章明文規定各地方必須按時編纂方志，

而雍正七年更下令各省府州縣修志，限期完成，並且須每六十年續修一次，這些相關措

施促使方志之學在清代蔚為大觀(何素花 2002：172)。因此即便是私人性質較高的「遊
記」、「筆記」類的文體，作者在書寫意識上普遍都有考慮到日後可作為編纂志書的功用。

以下，這段文字足以見得，當時郁永河深受清朝學術思想「經世致用」的影響，《裨海

紀遊》5也是配合清代的政令宣達而撰寫的。正如郁所言： 

余既來海外，又窮幽極遠，歷無人之域，其於全臺山川夷險，形勢扼塞，番俗民

情，不啻戶至而足履焉。可不一言，俾留意斯世斯民者知之？(郁永河 1950：18) 

《裨海紀遊》是郁永河的旅行筆記，有詳細的時間記載，為日記體，筆法則以散文

形式夾敘夾議。全書共分上、中、下三卷，其中在上卷的最末，附有郁永河另外寫成的

〈台郡竹枝詞〉；而下卷的最末也有〈土番竹枝詞〉。從竹枝詞在全書中所被安排的位置

來看，郁永河似乎有意以竹枝詞這一類的文體，作為整個旅程所紀錄、觀察的總結。因

此，竹枝詞可以說是，郁永河對台灣風土環境的重點提要，以簡潔易懂的文體，吟詠出

台灣旅行紀實的精華部分，這個精華的部分，當然就是郁永河認為最値得記載，與自身

文化相較之下，最為差異的部分了。除此之外，為了紀實的完整，郁永河還特別在某些

較難懂的竹枝詞中加註釋，從這個現象可觀察出，《裨海紀遊》雖然是郁永河個人的所

見所聞，但因考量到閱讀者若不是政府官員就是文人雅士，所以必須另外在旁邊加註，

以補充說明當地的風土民情。對於竹枝詞加註的觀察，翁聖峰認為流寓者所描寫的竹枝

詞，記異仍是主要特點，因此竹枝詞加上自註之風，用以增加竹枝詞敘述的空間，除了

描寫異趣之外，為他日編寫方志所參考，垂為有用之書，也是另一個主要的創作動機。

因此，作者在撰筆時，不僅靈活運用帶文學性的詩歌，也加入社會性較高的「自註」，

兩者相互配合，以兼顧韻散雙方面的筆法(翁聖峰 1996：168)。 

郁永河字滄浪，浙江杭州仁和人，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來台，主要是因為福建
的榕城火藥庫意外爆炸，損失五十多萬斤的硝礦火藥，而郁永河欣然答應前往台灣淡

水、基隆採硫礦，以添補損失。目前對於郁詳細的生平背景，相當稀少，也都沒有明確

記載。不過我們仍可以從《裨海紀遊》中觀察郁永河其為人與個性。郁在來台以前已經

歷遊福建各地，他在《裨海紀遊》中提到： 

余性耽遠遊，不避險阻，常謂台灣已入版圖，乃不得一覽其概，以為未慊。(郁
永河 1950：1) 

而當眾人勸阻，告誡淡水、基隆環境惡劣，常常是有去無回，郁永河卻是以一副豁

達淡然的心情回答： 

吾生有命，蒼蒼者主之，水土其如何？余計之審矣，不可以不往。(郁永河 1950：
12) 

由此可看出，他很喜歡遊歷，而且對台灣充滿好奇，也因此，郁永河的台灣之旅勢

在必行。 

另外，《裨海紀遊》在清代的的方志編撰裡，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例如與他同一

                                                
5
有關《裨海紀遊》的版本問題，已有先行研究專門討論。可參考陳虹如〈郁永河《裨海紀遊》研究〉，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而本篇所使用的版本為民國三十九年，由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出版，經過史學家方豪校定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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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的黃叔璥所寫的《台海使槎錄》，其中引用《裨海紀遊》的內容頗多；而日據時代

初期，本書也作為日本政府了解台灣的重要文獻資料，特別是人類學家伊能嘉矩非常重

視此書，不但以本書為研究台灣早期文化史資料，並在他所撰寫的《台灣番政志》中特

別整理了「郁永河的理番方策」與「郁永河的馭番意見」，且稱郁為中國第一個發表理

番意見的士大夫(溫吉編譯、伊能嘉矩著 1999：67)。 

 

三、看與被看之間：番族的再現 
本文所謂的番族，是指廣義的台灣原住民族群，包含現在的平埔族。潘英指出中國

人6以「番」、「蕃」指稱異文化的民族，鄭氏稱平埔族為「土番」或「土民」，並泛稱曰
番。而「土番」一詞後來便泛指各族原住民，並成為清領時代稱台灣原住民最常見的名

詞，但界說並不分明。潘英推測首先將台灣原住民分類的，可能是郁永河。將土番中的

野番剔除，另歸一類，最後分成土番、野番(潘英 1996：17)。 

郁永河所經過的原住民部落，目前大多是居住在平地，多已漢化的平埔族群。郁永

河並不了解原住民各族群的差異與名稱。只是將台灣原住民統稱為「番」，而番人中又

分為「土番」、「野番」。郁永河將野番和土番的主要分別是依照受漢化的深浅而定，漢

化較深者為土番；而難以馴化，漢化較淺者為野番。除此之外，郁永和也將有「輸餉應

徭」劃歸為土番，不過這是可想而知的，既然漢化較深，也就得按照清朝政府規定，需

繳納官稅與服公役。但是，清朝在尚未有效掌握台灣所有原住民族的分布情形之下，「輸

餉應徭」的規定也就難以落實在全部的原住民族上。雖然潘英認為，郁永河所謂的土番

除了是今日的平埔族群外，還包括了所謂的山胞若干族群，其土番、野番的分類仍不明

確(潘英 1996：18)。但是，郁永河的區分認知，大致上與比較為人所知的熟番、生番相
同，但不管是什麼的名稱，區別的主要標準都是以漢化的深淺而定，和種族血緣或居住

平地山地與否無關。不過在〈土番竹枝詞〉第二十四首，內容寫的是野番行為，卻統一

歸在〈土番竹枝詞〉，表示《裨海紀遊》中有些對番人的描寫，吾人還須仔細對照，以

免混為一談，或是判斷錯誤。 

筆者在這一部分，將針對郁永和對野番、土番、番婦的描寫做個別討論，以了解這

三種類型的人們如何在郁永河的視野下「再現」？而郁永河在與其互動、觀看中，其心

理狀態、好惡情緒的反應為何？  

（一）想像的野番圖象 

雖然台灣歷經荷蘭、明鄭、清朝的統治，但整體而言，都是偏重西部沿海地區的經

營，對於台灣許多深山、以及東部都是相當陌生。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為許多的原住

民族，就身處在這些地方，原住民族，都以部落為單位，部族中的年輕人肩負守護家園

的責任，對於誤闖或是有意侵襲部落的外人，最直接的抵禦方式就是馘首，就是所謂的

「出草」、「獵人頭」，馘首在原住民族部落中，具有重要的文化意涵。然而，馘首在漢

人、外國人眼中無非是一種野蠻的行徑，因而感到十分懼怕，面對剽悍的原住民族，都

以盡量避免兩者接觸的消極政策為主。 

                                                
6 這裡的「中國人」指的就是漢人。而漢族雖形成於漢潮，卻肇始於周代。中國自西周以來便逐漸形成一
個以周文化文認同對象的文化集團。這集團由各種不同血緣的民族構成，自稱：華、夏、或華夏（潘

英 19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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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郁永河對野番的描述，可看出其對野番的恐懼。筆者認為郁永河這八個月來台採

硫所經過的部落，大都是平埔族人的部落，十分懷疑郁永河有無實際的接觸野番。從遊

記中，並無法確切看出，郁永河與野番相遇互動的記載，假設，郁永河沒有接觸過野番，

那麼，那麼他對野番的恐懼從何而生？這個問題就十分有趣了。 

自從明鄭以來，番人就有「輸餉應徭」的規定，必須按時繳納官稅，以及服公役，

不過，野番因為較難馴化，因此這項規定，大多以平埔族群較能遵守，難以落實在所有

番人身上。正如郁所觀察： 

自海岸而東，至山下打狗仔港，廣五十里。社土番十一社，曰：上淡水、下淡水、

力力、茄藤、放索、大澤磯、啞猴、答樓，以上平地八社，輸餉應徭；曰：茄洛

堂、浪繑、卑馬南三社在山中，惟輸腹、不應徭；另有傀儡番並在山中，皆無社

名。諸羅縣居其北，社番社新港、加溜灣、歐王、麻豆等二百八社外，另有蛤仔

難等三十六社，雖非野番，不輸貢賦，難以悉載。(郁永河 1950：7) 

其中的傀儡番，就是郁永河認知中的野番，根據潘英指出，清代稱今屏東縣一帶的

排灣族與魯凱族為傀儡番，現今屏東民間仍稱其為傀儡仔(潘英 1996：8)。郁提到傀儡
番皆無社名。「命名」這個動作本身，即帶有收編、管轄的力量，統治者握有對台灣每

一個部落的「命名權」，藉由命名的動作、以及文字的符號化，確認統治的正當性，因

此每一個被有命名的番社，皆是統治者新的納編。然而，對於位居深山的野番，郁永河

無法指出其社名，表示清朝尚未收編野番，因此，像郁永河這樣的士大夫對野番的了解，

不如對土番來的熟悉。 

雖然，在《裨海紀遊》中，郁永河並沒有記載與野番的實際互動，但是他仍紀錄著

他對於野番的種種感受。其中，有他身處異地的焦慮、對於野番的恐懼。然而，沒有接

觸，何來恐懼？筆者認為，郁永河對於野番的恐懼是來自於他對台灣山林的恐懼。也就

是說，郁永河在親身經歷、體驗台灣山林之險惡後，而野番竟能居住在如此險要的密林

裡，且能來去自如，因而形構出他視野番為不是一般人類的恐懼感。當時的台灣大部分

地區仍是極為原始的地貌，曹永和指出，在當時大概西部平原自今天的高雄市附近到彰

化為止，為熱帶或亞熱帶性草原，間或有些森林，高雄以南是熱帶性的密林；北部在新

竹、台北和宜蘭等處平原外多為亞熱帶性的密林。中央的高山是一片原始森林(曹永和
1997：400-401)。 

郁永河第一次踏進台灣山林而產生的恐懼經驗，是在他經過沙轆社後(台中縣沙鹿
鎮)，因連日大雨，而滯留牛罵社(台中縣清水鎮)數日時，誤闖深山密林的描寫： 

十七日，小霽，余榻面山，霾霧障之，凡五日，苦不得一覩其麓，忽見開朗，殊

快。念野番跳梁，茲山實為藩籬，不知山後深山，當作何狀，將登麓望之。社人

謂：『野番常伏林中射麓，見人則矢鏃立至，慎毋往！』余頷之，乃策杖披荊，

拂草而登，既徙巔，荊莽樛結，不可置足，林木如蝟毛，連枝累葉，陰翳晝暝，

仰觀太虛，如井底窺天，時見一規而已。雖前山近在目前，而密樹障之，都不得

見，惟有野猿上下，向人作聲，若老人欬；又有老猿，如五尺童子，箕踞怒視。

風度林杪，作簌簌聲，肌骨欲寒；瀑流潺潺，尋之不得，而修蛇乃出踝下，覺心

怖，遂返。(郁永河 1950：13) 

在他進入深山之前，他沿途所經過地景地物，大都是匆匆瞥過，並無刻意佇足，而

這一次，郁永河是因為想到野番，才好奇地踏入深山，想一窺究竟，雖然他沒有遇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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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卻因近距離的貼近原始山林，面對眼前的自然景觀、野生動植物感到害怕。 

至此之後，郁永河經過桃園到新竹的山區，同樣的，又是一次體驗台灣山林之野莽。 

自竹塹迄南崁，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求一樹就蔭不得，掘土窟，置瓦釜為

炊，就烈日下，以澗水沃之，各飽一餐。途中遇麋、鹿、麏、麚逐隊行，甚夥，

驅獫猲獟獲三鹿。既至南崁，入深菁中，披荊度莽，冠履俱敗，真狐貉之窟，非

人類所宜至也。(郁永河 1950：15) 

這些對於週遭環境、水土的深刻體驗，不但令郁永河感到他所處的環境，是人類不

宜至之處，更形成了他認為野番非人的觀念。於是，野番形象融入原始深林的一景，成

為深山密林的動物，或是鬼魅。即便郁永河從來沒有接觸野番，仍可以憑藉他自身的深

林恐怖體驗，而想像可怖的野番形象，真實的野番是不存在於郁永河的描述中，有的只

是郁在山林驚異經驗的一抹投射或倒影而已。因此郁對野番的醜怪書寫，非人的扭曲圖

像，與其說，郁是帶有漢人的優越民族意識，意圖貶低野番，不如說，郁永河對於野番

能生活在原始山林，感到不可思議，而產生懼怕心理，因而欲以醜化、妖魔化之。以下

是郁永河對野番的描述： 

野番在深山中，疊幛如屏，連峯插漢，深林密箐，仰不見天，棘刺籐蘿，舉足觸

礙，蓋自洪荒以來，斧斤所未入，野番生其中，巢居穴處，血飲毛茹者，種類實

繁，其升高陡巔越菁度莽之捷，可以追驚猿，逐駭獸，平地諸番恆畏之，無趕入

其境者，而野番恃其獷悍，實出剽掠，焚廬殺人，以復歸其巢，莫能向邇。其殺

人輒取首去，而熟之，剔取髑髏，加以丹雘，置之當戶，同類視其室髑髏多者為

雄，如夢如醉，不之向化，直禽獸耳！譬如虎豹遭之則噬，蛇虺攫之則嚙，茍不

近其穴，彼無肆獨之心，亦聽其自生自槁於雨露中。(郁永河 1950：20) 

又〈土番竹枝詞〉最後一首「深山負險聚遊魂，一種名為傀儡番；博得頭顱當戶列，

髑髏多處是豪門。(郁永河 1950：28)」郁永河描述野番，必先從野番居處的地理環境講
起，除了加深野番的神秘色彩，更要強調野番異於常人，具有動物性，不知進化，而獵

人頭的行為，讓郁永河視為低等的禽獸行為，所以野番在形象、行為、居處環境上的再

現，都是原始山林中的動物圖像。 

儘管郁永河沒有親眼目睹野番的一切，但因許多繪聲繪影的傳聞、士大夫之間以訛

傳訛的傳說，加上自己的山林體驗，郁永河想像一套野番圖像，於是，深林的陰險景象、

原始動物的描繪、驚駭心理的描摹，都會伴隨著野番圖像而出現，這些元素，或說這些

文字的使用，都變成了漢人描繪野番的既定論述，不斷地被後人所沿用、複製，最後成

為漢人對野番的一套知識系譜。而野番在這樣的知識系譜中，永遠處於被描繪的他者，

野番這個代表原始、令人懼怕、非人的符碼，可隨著士大夫的想像、臆測，加以變裝重

現，當然，在既定的框架下，只會變的更張牙舞爪、奇形怪狀。然而，這套對原住民族

的知識系譜的建立和置入，直至現代，仍時常被操作，不管是在廣告或電影中，當我們

要表現原住民身影時，背景總要烘托出高山、野原等自然景象，以確認這是原住民圖像。 

（二）異己論述中的土番 

《裨海紀遊》中對土番(平埔族）的描寫相對於野番，在篇幅上不僅較充實，敘述
的內容也更加具體，不管是平埔族人的居住、飲食、文化等記載，都相當詳細完整。這

顯示了，在郁永河八個月的異族觀光裡，他所經過的部落多半都是平埔族群，也因平埔

族人漢化較深，郁永河可以近距離地觀察紀錄，甚至走入部落，與平埔族人一同飲酒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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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對郁永何來說，比起在腦海中想像的野番，土番似乎來的更加的真實，這一趟異文

化觀光，郁永河與土番之間，透過仔細的凝視與實際的互動中，讓他能細細察覺土番與

自身的差異，而這種種的差異，就成為了他旅遊筆記中，所要紀錄的重點了。 

由於郁永河採納其同鄉友人敷公的建議，不坐船，改乘牛車，由敷公陪同前往基隆、

淡水等地。而駕馭牛車的是土番，沿途經過許多番社，也因此展開了郁永河的異族觀光。

首先，他們遇到了新港社、嘉溜灣社、麻豆社，是目前位在台南縣的新化、善化、麻豆

等地的西拉雅族人。郁永河對於這三個部落雖然都是番社，卻能夠嘉木陰森，屋宇完潔，

跟清朝的村落相差無幾。而發出了這樣的驚嘆： 

「孰謂番人陋？人言甯足信乎？」(郁永河 1950：12) 

郁永河在來台灣之前，或多或少會聽說台灣番人的描述。這些描述就成為了郁永河

對台灣番人的既定印象，或是刻板印象。然而，當郁永河實際看到番人的居住情形，發

現台灣番社的整齊不減內地村落時，便檢討了自己所聽說到的番人描述，針對番社整齊

與屋社完潔來說，這個發現，可以說是打破了郁永河尚未來台前對番社、番人的刻板印

象，因此郁永河不但不認為番人粗陋，還提醒自己不要完全聽信人言。然而，郁永河這

一句話「孰謂番人陋？」並沒有涵蓋他對番人整體的觀感。對於郁永河的觀察，敷公向

他解釋，這四社在明鄭時期，因受過相當教化，所以，其風俗優於其他番社。然而，當

郁永河看見已受教化的平埔族人，卻仍是披髮裸體，對於敷公所說的「故其俗於諸社為

優」(郁永河 1950：12)不以為然，而有了如此的評論「然觀四社男婦，披髮不褌，猶沿
舊習，殊可鄙。」(郁永河 1950：12)顯然，郁永河認為儘管番社整潔、番人受過教化，
知道耕種、懂得儲蓄，但只要番人還披髮落裸體，表示番人尚未進入文明，文化水準依

舊低落，而這一段話的言外之意，似乎也透露著，鄭成功在台灣對番人的教化，不夠徹

底、周全。 

在〈土番竹枝詞〉的第一首，郁永河有這樣的描述： 

生來曾不識衣衫，裸體年年耐歲寒；犢鼻也知難免俗，烏青三尺是圍闌。(郁永
河 1950：26) 

竹枝詞的內容在《裨海紀遊》中不但為采風紀實的精華部分，也是郁永河認為此趟

台灣之旅最為差異、最値得吟詠的事情。筆者以為郁永河將「番人裸體、不識衣衫」的

觀察，作為〈土番竹枝詞〉的開場，可以想見，郁永河將有無穿衣視為漢民族與台灣番

人最直接、最明白的差異。所以，即使遇見受過鄭氏教化的新港、嘉溜灣、歐王、麻豆

四大社，族人從狩獵社會進步到農業社會，不僅會耕種、甚至與漢人一樣具有儲蓄的抽

象觀念，郁永河仍因為族人不改舊習，披髮裸體，視為鄙夷。儘管在其他方面，番人逐

漸漢化，但本質上仍不同於漢人。披髮裸體，是郁永河藉以區隔自我與他者的一個標準，

而在他的異族觀光中，經過許多番社、所看到番人皆裸體披髮，番人裸體的印象不斷被

加強，而成為書寫差異的第一個重點。 

除了裸體是郁永河與番人最大的差異外，隨著旅程的開展，郁發現更多值得大書特

書的「不一樣」。郁永河在台灣的異族觀光，雖然是一趟觀光之旅，但是就當時台灣的

交通、環境而言，相當簡陋與不便。尤其在旅行途中，一遇上連日大雨，陸上就多沼澤、

泥濘，一行人常常必須徒步涉水。有時郁永河還必須騎在牛背，由番人牽引牛隻渡水，

旅途不但勞累且危機四伏，絕不是我們現代人所認知的那種舒適方便、有專人處理的旅

行團模式的觀光行為所可以想像的。而郁永河因有公務在身，有時也必須連夜趕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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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永河經過了新港等四大社之後，到達倒喀國社(台南縣東山鄉)已經黃昏了，他想到和
他一起採硫的同事，王雲森等人乘船北上，瞬息萬里，不免感到時間緊迫，於是決定繼

續趕路，一路經過了嘉義市與雲林縣，這時郁永河在車上已兩天了，身心俱疲。他形容

那時候的狀況： 

車中倦眸欲暝，每至深崖陡塹，輒復驚覺，所見御車番兒，皆遍體雕青，背為鳥

翼盤旋，自肩至臍，斜銳為網罟纓絡，兩臂各為人首形，斷脰猙獰可怖，自腕至

肘，壘鐵鐲數十道，又有為大耳者。(郁永河 1950：12) 

連日的顛簸，讓郁永河心神疲乏，大概無法安眠，隨著車隊越往北走，郁永河觀察

到番人的文身、毀飾也越加頻繁的出現。他在這裡所描寫的番人，是現已消失的洪雅族

人，為平埔族群的一族。這些遍體文身、手戴鐵鐲、大耳朵的洪雅族人，雖是郁永河短

暫的驚鴻一瞥，卻在他心裡形成一個猙獰、醜陋的面貌，而之後郁永河也開始注意到不

同地區的番人其文身的差異。 

當郁永河在大武社郡(今日的彰化縣社投鄉)稍做停留時，做了如此的紀錄： 

「……至大武社郡，宿。是日所見番人，文身者愈多，耳輪見大如椀。」(郁永河

1950：13)而當車隊穿越了台中縣，渡過大甲溪後，除了紀錄不同地區番人的文身之外，

郁永河更表達出越往北走，番人面貌越加醜陋的感覺。郁永河認為番人面貌醜陋的原

因，主要是因為文身，以及各種他認為奇形怪狀的裝扮。〈土番竹枝詞〉第二首對於番

人文身，有一番敘述，「文身舊俗是雕青，背上盤旋鳥翼形；一變又為文豹鞹，蛇神牛

鬼共猙獰。」(郁永河 1950：26)顯而易見，郁永河對番人的文身、毀飾，感到害怕、恐

懼，甚至與中國的牛鬼蛇神同為猙獰恐怖。 

原始住民，在尚未有衣飾之前，常會以自然環境中的材料，作為身體裝飾的一部分，

有自成一系的審美準則。例如，我們常見到原住民族群用貝殼、動物的角、鳥類的羽毛

作為飾品，因為有了飾物的裝扮，人類開始有了審美觀，而每一族群，因文化不同，其

裝扮與審美觀自然不同。不過，對郁永河這樣的清代士大夫而言，看到番人將貝殼、羽

毛穿戴在身上，都覺得是奇特怪異的裝扮，而有這樣的描述，「項間螺貝櫐櫐，盤繞數

匝，五色陸離，都成光怪。」(郁永河 1950：14)土番手戴鐵鐲在〈土番竹枝詞〉則是，「銅

箍鐵鐲儼刑人，鬥怪爭奇事事新……」(郁永河 1950：26)這些敘述都可看出，一個負載

漢文化的士大夫，面對台灣土番的身體裝扮，不但投以異樣眼光，還進行了一番自以為

是的解說，將眼前的土番手戴鐵鐲的形象，描繪成戴著手銬腳鐐的人犯，可看出其對於

異己的書寫，充滿大漢民族中心的觀念。而這也表示了，任何人在面對異文化時，總會

以自身的文化負載，去理解、解釋甚至解構眼前的他者。因此，番人文身，在郁永河眼

中宛如牛鬼蛇神；而土番的鐵手鐲，郁永河視為刑犯的銅箍。 
這些異己論述都是郁永河眼中所看到的土番形象，郁永河藉由這些差異，意識到自

我與他者的不同，而區分「我群」、「他群」，且在文字記述中，給予優劣之分。在所有

與土番的互動之中，儘管他認為土番文化粗俗、鄙陋，卻也滿足了他窺視、書寫與土番

種種差異的慾望。而這些記載，都是他之後，針對番族所提出的「理番觀」、「教化觀」

的背景，成為他或清朝「認識」番族的主要依據。 

（三）番漢互動中的番婦再現 

郁永河除了紀錄番人在外觀上有裸體文身的外顯文化之外，對於土番(平埔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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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文化，像是兩性觀念、婚姻制度、社會制度等，都有仔細的記載。根據潘英指出，

平埔族是母系社會，採招贅婚，實行母系承嗣制，以「以女成家」就是女性家長制，是

母系社會的特徵(潘英 1996：229)。然而，郁永河是來自一個父權社會底下的士大夫，
面對迥異的平埔族社會，郁永河的觀看視野究竟為何？ 

郁永河紀錄的土番兩性觀念，顯然是有悖於他傳統禮教的男友交往觀念的，正如以

下他所說的： 

婚姻無媒妁，女已長，父母使居別室中，少年求偶者皆來，吹鼻簫，彈口琴，得

女子和之，即入與亂，亂畢自去；久之，女擇所愛者乃與之挽手。挽手者，以明

私許之意也。明日，女告其母，召挽手少年至，鑿上齶門牙旁二齒授女，女亦鑿

二齒付男，其某日就婦室婚，終身依歸以處。(郁永河 1950：21) 

土番自由戀愛的兩性觀念，在他看來是一種亂象，而土番的男女交往就像自然界中

的動物般求偶苟合，郁永河面對平埔族人如此不同的婚姻制度，不免以自身漢文化的背

景框架，予以詮釋。王明珂認為區分我群與他群的「潔淨」與「污穢」時，往往與女人

或性的潔與不潔相關，他指出性方面的純潔，謹守倫理與男女之防，則為廣義「潔淨」

的代表，潔淨與不潔成為「我們」與「他們」間的重要分野(王明珂 2003：104)。那麼，
從「得女子和之，即入與亂，亂畢自去」這一段裡，可看出郁永河對於平埔族女性，能

自主的決定與男子的婚姻，甚至可在婚前發生性關係的現象，大不以為然，並認為平埔

族女性不具有像中國傳統婦德的貞潔觀念，也因此，在郁永河筆下的番婦，似乎有著性

關係混亂、行為隨便、不貞潔的影射。 

而以下這一段郁永河與土番飲酒同樂的情形，更暴露出郁永河凝視土番與番婦的位

階和視角。 

客至，番婦傾筒中酒先嚐，然後進客，客飲盡則喜，否則慍；慍客或憎之也，又

乎其鄰婦，各衣毯衣，為聯袂之歌以侑觴，客或狎之，亦不怒。其夫見婦為客狎，

喜甚，謂己負實都，故唐人樂之。若其同類為奸，則挾弓矢偵奸人射殺之，而不

懟其婦。」(郁永河 1950：21-22) 
一般論者常將此段文字視為，這是平埔族人好客、熱情的表現，並與其他有關番漢

互動的文獻資料並列討論，認為這些文字是記載著原住民族友善、好客的天性。但是筆

者認為，這段文字，是郁別有用意的敘述。7 

首先，從土番、番婦、和客人(漢人)的互動位置中，可以看出郁永河挾帶優越的漢
民族意識，將自己(漢人)的位階，放置於土番、番婦之上，不管是土番或番婦，都以一
種討好姿態對待客人，在筵席間飲酒作樂，即使客人帶著輕慢的態度調戲番婦，土番不

以為意，甚至以引以為榮，但是對於同族人調戲自己的妻子，卻有如仇敵。從族人、番

婦、唐人(漢人)的相對位置，筆者認為，郁永河這段文字，其意圖並不是在說明土番熱
情的待客之道，而是在展現一種土番與唐人(漢人)失衡的權力關係。我們可以說，郁永
河所再現的番漢互動，是刻意矮化土番，以突顯自己漢民族的優越位置，將土番形塑成

                                                
7 筆者認為，史料的閱讀不應侷限於文字表面，況且郁永河是一位漢人，掌握書寫的權力，在史料中番人
形象都以被消音的方式存在著，如果我們只是單純地將這段文字，視為紀錄原住民族人天性如此，那麼，

身為讀者的我們，不也是接續著郁永河其書寫的主體位置，觀看這一場番漢互動嗎？筆者認為，這是漢

人研究者閱讀原住民族史料的危險之處，常在不知不覺中，接續了書寫者（史料的作者）的主體視角，

而再一次地強化對原住民族的邊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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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個性、近乎懦弱地接受番婦作為漢人的戲弄對象，而番婦在這三者的位置當中，是

處於最弱化的邊緣位置。因此，番婦是唐人可戲弄、甚至可提供性服務的她者。這一場

互動的描寫，其實就是漢人、土番、番婦這三者的權力階序圖，而番婦在郁永河記述土

番的兩性交往以及番漢互動中，則因各種中心主義的自大(漢人中心主義、士大夫、男
性)，使的番婦的再現存於不潔、隨便、攀附者的隱喻中，而這些隱喻都是對「異族」
的影射。 

 

四、「番」作為一種符號 

從郁永河對番族的差異書寫與各種想像或扭曲的再現，使得「番」成為一種標誌「我

族」與「異族」的符號，從此，「番」這個符號的指涉是，野蠻、無知、亂搞性關係、

數典忘祖以及有著各種奇異扮裝的「異族」、「異類」。而漢人書寫者透過對「番」這個

符號的不斷銘刻，達到自我強化、凝聚「我族」的認同，並賦予「我族」與「異族」優

劣的價值判斷。然而，弔詭的是，番作為一種符號，在《裨海紀遊》中，並不是一固著

的符號，而是可任意變更、換置這個符號的意義。所以，番族再現，所再現的樣貌，或

醜或美，端看書寫者如何認定番族在歷史上的定位或價值。 

莊雅仲認為，《裨海紀遊》大部分的篇幅乃試圖歷史化(historicize)台灣及當地住民，
郁永河將台灣關連於近代之「歷史」發展(荷蘭殖民、鄭氏反清、施琅復台)，清朝因此
成為台灣歷史的詮釋者與啟動者，而更進一步成為新的種族觀念的定義者(莊雅仲
1990：49)。而筆者更以為，郁永河所提出的種族平等或教化觀，是有一連串步驟且意
圖使其合乎邏輯的演序。以下筆者將以郁永河在《裨海紀遊》中所提出的「理番觀」，

與他對番人的「歷史祖源說」等觀念，分析郁永河如何透過文字述說歷史，清朝如何作

為台灣歷史的一個能動者，創造其帝國、文化論述，將清朝與台灣番人做一勾連、化為

一體。而更進一步指出，在這些歷史陳述中，「番」作為一種符號，在主要群體8追求其
利益之下，這個符號將如何被轉化、操弄。  

（一）符號的美化：番人是友善的上古遺民 

郁永河在提出他的「理番觀」之前，他先講了一段他曾經聽聞的故事。這個故事的

重點在於，友善的東土番請賴科等人向清朝官方傳話，派駐軍隊到東部，幫助東土番鑿

山通道，東、西土番再聯合，一起擊潰深山的野番，最後東西番一家，成為清朝良民，

共輸貢賦。從文字的描述來看，賴科等人進入台灣東部，在東部土番人的眼中，就像一

個發光體，土番相爭款待，不但帶著他們遊歷各番社，最後還親自送行、贈送紀念品。

東部土番以一種良善親切的友好形象，與中國人有一良好的互動。首先，這段文字敘述，

讓筆者思考到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何在《裨海紀遊》較為具體的番漢互動，包括先前筆

者所提的土番、番婦、與漢人的互動，所呈現出來的番人不但是友善、好客，而且還具

有了自我矮化的族群心靈的特色？要解決這個問題，先來看郁永河提出「以番制番」想

法： 

當事者能持其議，與東番約期夾擊，剿撫並施，烈澤焚山，夷其險阻，則數年之

後，未必不變荊棘為坦途，而化槃瓠筰為良民也。(郁永河 1950：21) 

                                                
8筆者所謂的「主要群體」，是相對於番在歷史書寫中的邊緣位置，而位居於核心位置的漢人、或稱華夏民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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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永河認為，野番對清朝統治台灣來說，是一個頭痛且麻煩的問題，唯有「以番制

番」，以尚可教化且能馴化的土番主動出擊，才較有可能順利的剷除野番。郁永河認知

到，土番的價值性與可利用性。於是，在剿除野番、東西番一家同為清朝貢賦的前提之

下，記錄下的土番形象才會是無害友善且急切地渴望歸附於統治者。這也就是為什麼郁

永河筆下的番漢互動，番人總帶有自貶、矮化的態度與漢人相處。 

如果剿除野番，掌控全台，是清帝國所要追求的目的，那麼，我們可以在郁永河的

文字，看見「土番」這個符號的轉變，在郁永河的異族觀光中，充滿異文化的土番，是

郁永河記異的主要重點，是用來壁壘分明地區別「我族」、「異族」的符號，然而，「我

族」與「異族」的分野卻在「以番制番」的提出下，變的模糊了，這樣的轉變意味著什

麼？郁永河以「土番歸化」的故事，將土番描寫成友善、急於歸化的族群，而「土番歸

化」的目的是為了成為「我族」。所以，郁永河對土番友善形象的描寫，是因為土番在

清朝統治台灣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段文字主要是讓清朝了解，土番沒有野番

可怕，若給予適當地教化，以土番制伏野番，土番甚至是清朝統治全台的關鍵。 

然而，要教化土番之前，必須先認可土番能夠被教化，能夠成為清朝良民。因此，

郁永河開始專注於土番性情純樸的記述。 

若夫平地近番，冬夏一布，粗櫔一飽，不識不知，無求無欲，自遊於葛天無懷之

世，有擊壤鼓腹之遺風，亦恒來市中，狀貌無甚異，惟兩目拗深瞪視……(郁永
河 1950：21)  

又 

出不慮風雨，行不計止宿，食云則食，坐云則坐；喜一笑，痛一顰；終歲不知春

夏，老死不知年歲；寒然後求衣，飢然後求食，不預計也。(郁永河 1950：22) 

郁永河延續陳第《東番記》，美化番人為上古遺民的觀點，在部分論者，都會以為

這段文字，只是士大夫來到原始部落，以為找到類似「桃花源」、「烏托邦」的情感投射。

9但，除此之外，筆者還認為郁永河描寫土番的美好心性、單純生活，其實都是在對土
番作一種身分的認可，是具有政治意味，也就是說，郁永河藉由描寫土番質樸的性情，

認可土番是天真無害且可受教化而成為「我族」的良民。因此，這樣的文字敘述，除了

是書寫者的文化優越感使然之外，更重要的是，這也是將土番納入以漢族為主體認同的

一種手段，先透過教化，而施行「以番制番」，達到清朝一統台灣的大業。 

土番在郁永河的異族觀光是作為一種區分我群的符號，卻在郁永河提出「以番制

番」，認知土番具有可利用性後，便自然的納入漢族認同的範圍內，成為中國的一份子，

而不再是清帝國邊疆的「化外之民」。10由此可知，番作為一個符號，其意義是流動的，
在書寫者為了追求其自身或者群體的最大利益時，番的意義是可被挪移、置換的。然而，

不管是美化土番為上古遺民，或矮化番人搖尾乞憐的族群心靈，都是一種以漢人為歷史

                                                
9例如，郭侑欣其碩論〈憂鬱的亞熱帶：郁永河《稗海遊記》中的台灣圖像及其衍異〉，頁 98-99中的敘述。 
10 正如潘英說明，「漢化」正是中國人自豪的民族融合力與文化優越感的具體化。這「中國人」其實便指
「漢人」，而漢族雖形成於漢朝，卻肇始於周代。中國自西周以來便逐漸形成一個以周文化為認同對象的

文化集團。這集團是由各種不同血緣的民族構成，自稱：華、夏、或華夏，而把不認同周文化者稱為：

蠻、夷、狄、戎。除了「夷」勉強是「人」外，其餘都不是「人」。但這些不是「人」的人若認同了周文

化，也可成為華夏集團的一份子，而成為「人」。所謂「入中國則中國之」、「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德

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及「我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的華夏文化中心思想，早在漢族形成

以前便已完成。文見潘英《台灣平埔族史》，台北：南天書局，1996，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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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論述之下的再現。 

（二）編造的歷史祖源：番是金人的後裔 

對清朝來說，收編台灣的最大利益，是為了享有台灣一切的資源，但是，島上各種

文化迥異的番族，始終是一統台灣的障礙，如何收編台灣也能收編番族呢？郁永河除了

提出他的「理番觀」之外，他還針對了抽象的「民族認同」進行「歷史」的構述。筆者

這裡的「歷史」是指文字、圖片、影像等紀錄，經由人們加工、選擇、組串的「歷史」，

並不是那些曾真實發生、客觀存在的歷史。11 

郁永河在提及，台灣番人的歷史起源，有著如此的記載： 

相傳台灣空山無人，自南宋時，元人滅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者，為颶風飄至，各

擇所居，耕鑿自贍，遠者或不相往來，數世之後，忘其所自，而語則未嘗改。(郁
永河 1950：21) 

這段文字的敘述，無非在說明，台灣原住民族是金人的後裔，如果對台灣原住民的

歷史、文化稍有概念的人，這段敘述肯定是貽笑大方，但是筆者在這裡，不是要辨別郁

永河這段「歷史」敘述的真偽，而是要指出為何郁永河會做出如此的「歷史」構述？我

們都知道金人，也就是女真民族，曾經兩次入主中原，建立王朝，第一次是金先擊敗了

遼國，越過長城進入中原，造成歷史上的「靖康之難」，滅北宋，建立正史上的金帝國，

而後蒙古崛起，元滅金，經過了四世紀，最後金又再度橫越長城，建立了長達三百年的

清帝國。而郁永河認為，台灣開始有人居住，是在元滅金的背景之下，逃難到台灣的金

人始之。 

王明珂認為，有悠久文字歷史書寫傳統的人群，譬如中國人，其歷史書寫傳統是足

以自傲的文化財產。藉此，人們相信某些「過去」是真實的、重要的。也根據此種歷史

心性與歷史概念，認為許多文明落後人群沒有「歷史」(王明珂 2003：214)。而浦忠成
也指出，漢族的史觀，由「史」字的結構與內涵，即可窺見，可以納諸歷史內涵的部分，

有其一定的要件，就是經過「書寫」後，方能視為歷史(浦忠成 2004：170)。在郁永河
編造番人的歷史祖源的文字中，他首先將台灣番人塑造為一集體失憶的族群，並否認台

灣番人有自己的歷史記憶，然後再給予台灣番人一個新的「歷史起源說」，並且在文字

敘述中，安排了歷史史實的鋪陳(元滅金)，作為番人與清帝國共同的集體記憶，其目的，
是為了要使這一段對台灣番人的「歷史起源說」更具「真實」性，而郁永河在這段敘述

中儼然是台灣番族歷史的啟動者。郁掌握文字的書寫權，對一個沒有文字、無法記史的

邊緣族群，在中國自成系統的歷史脈絡中，他也掌握了詮釋、安置邊緣族群的歷史位置

的權力。 

郁永河鍛造一個新的「歷史起源說」，使番人與清朝有一共同的祖先、共同的血緣、

共同的歷史記憶，順理成章的將台灣原住民族與清朝作一血脈相承、無法分割的勾連。

然而，為何要將番人與清朝作如此的扣聯？王明珂認為，「歷史」，特別是與人群「共同

起源」有關的歷史，在強化族群感情間上具有特殊的魔力(王明珂 2001：261-267)。他進
一步說明，「共同起源」歷史記憶以追溯人們的共同血緣起始，來模擬並喚起族群成員

們的根基性情感聯繫(primordial attachments)。它也是人類「歷史」的一種原始型式；我

                                                
11此觀念的提出，是源自於王明柯對於「歷史」與歷史的差異比較，筆者在此部分的行文，多受惠於王明

珂在《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一書中的啟發。在此特以感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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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稱之為「根基歷史」(primordial history)，而這是普遍存在於人類社會中的一種歷史
記憶形式(王明珂 2003：215)。承繼這樣的概念，筆者認為，當時台灣已納歸於清朝版
圖，而郁永河所鍛造的「根基歷史」，其目的除了是為了合理的收編台灣，確立統治的

正當性之外，更重要的是，藉由這段文字，欲在台灣和清朝之間，創造一個純化與同質

化的認同。剔除台灣番人本身在人種、歷史、文化上的異質性，使台灣番人認同自己為

金之遺民，成為清朝順民。且這個認同是兩兩相對的，除了是番人認同清朝而歸化，也

是清朝與台灣因為有了血脈的扣連，而必須趕緊教化番人，使其成為漢族。而藉由這一

連串的動作，也發展出清朝接收台灣的文化論述，藉由血緣、共祖的修辭，清朝得以較

順利地架接台灣。 

清朝在收編台灣的動作上，不只是表現在地理空間上，還包括對島民的統合納編，

使台灣合理且正式地成為清朝統治的邊疆之域。而郁永河深知文字作為歷史表述的重要

性，此一台灣的「根基歷史」，也不斷被後人傳抄，最後進入漢人理解台灣的知識系統，

成為「真實」的「歷史」。如：「金人竄服來海濱，(相傳台灣蕃係金人遺種，避元居此，)
五世十世為天民。花開省識唐虞春，阡陌雜作如無人」(孫元衡 1958：27)。以及「信有
仙源可避秦，土番半是女真人，(元滅金，金人有浮海避兵者，為颶風飄至，遂孼其類。)」
(馬清樞 1985：55)。 

有了這一個驗名正身的過程，確認清朝統治台灣的「正宗」與「正統」後，郁永河

才開始談論他的教化觀。談論過程中，他列舉了許多他對番社番人的觀察，像是，番人

愚笨常被欺負、番人嗜酒導致殺人誤事等，看似對番人給予人道關懷，事實上，是一再

呼籲教化的重要性，認為番人會有如此的文化差異，全是教化不全及管理不周延，而只

要教化周全，番人就跟漢人一様了。如他所說： 

茍能化以禮義，風以詩書，教以蓄有備無之道，制以衣服、飲、食、冠婚、喪祭

之禮，使咸知愛親、敬長、尊君、親上，啟發樂生之心，潜消頑憝之性，遠則百

年，近則三十年，將見風俗改觀，率循禮教，寧與中國之民，有以異呼？(郁永
河 1950：23) 

郁永河這段對番人需要教化之處的描寫，皆是根據他在異族光觀光中所紀錄的差

異。可見他所有的異己論述，不只是觀光的心得紀錄，更是作為以後教化番人的參考資

料。而郁永河強調以「文化」為準的種族平等觀，雖然本質上是同意受教化之番人等同

漢人，但這種以漢文化為尊的觀念，卻無形地加強了漢人的優越，形成番漢之間無法跨

越的鴻溝。 

 

五、結論 
郁永河來台的異族觀光，不但是滿足了他個人對蠻荒土地的征服欲望，他所留下的

文字資料，更是後世「認識」台灣的根據之一。本文首先探討作為一種異族觀光型態中，

番族的再現為何，之後再根據郁永河所作的「歷史」陳述，分析番族再現的面貌改變。

而筆者特意挑出郁永河的「理番觀」、與他對番人的「歷史祖源說」，來說明「番」作為

一個符號，如何在紛雜的歷史書寫中，被賦予各種指涉，且一旦關係到書寫者其自身或

群體利益的追求時，「番」這個符號會如何被操弄、轉化。在「以番制番」的觀念下，

土番突然躍昇為清朝一統台灣的關鍵，也因土番具有如此的可利用性，遂能轉成為漢民

族的一部分。而在番人的「歷史祖源說」中，更暴露出清帝國拓殖的野心，利用文字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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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歷史」，同質化台灣所有的「異族」，使其凝聚對清朝統治的認同。除了「番」這個

符號具有流動性之外，我們也發現，對統治者來說，若是觸碰到群體最大利益的追求時，

「我族」與「異族」間的區分與認同，這兩者也開始產生矛盾、交混的情形。 

郁永河的半官方身分，並沒有讓其文字敘述，具有較有客觀、非漢人主體意識的陳

述，相反的，我們藉由《裨海紀遊》同時觀察到，觀光旅遊與歷史書寫這兩個面向，「番」

如何作為一種符號，又如何被書寫者轉化、操弄，而置入漢人認識番族牢不可破的知識

系譜中。 

對於所有的歷史書寫，我們必須秉持懷疑精神，並開創一種多元對話的歷史空間。

經過本文的撰寫，令筆者聯想到的是，所有的刻板印象都其來有自，諸如，原住民族很

好客、熱情或是原住民女性私生活隨便等，這種似是而非的印象，是否早已從有歷史記

載原住民開始，經由「歷史」、「文本」的再現，變成了對原住民刻板的烙印？且時至今

日我們仍可看見，對「原住民」符號化的操作，仍在觀光、商品、媒體、政治、教科書

等各面向被消費、操弄。台灣是個多元社會，我們期待所有的族群都能夠作為主體在其

歷史發聲，而不再是被消音、被再現的族群，也盼望多元文化的意義與內涵能早日落實

於台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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