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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風」初識苦澀味— 
臺博館藏屏東獅子鄉排灣族19世紀末相關古文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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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Shihzih Township, Pingtung Count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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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74年牡丹社事件結束後，次年清政府正式重新區劃南臺灣，於

包括南排灣群原住民領域在內的南國之地設立「恒春縣」，今屏東縣獅

子鄉為此新設地方行政體系的一部分。清政府為展現統治的格局與效

能，施行許多意在逐漸改變原住民傳統社會與文化風格的多層面、互有

關聯的管理措施，獅子鄉排灣族原住民社會也自此步入「非自主性」社

會文化變遷的路途。本文即以國立臺灣博物館藏官方古文書為素材，透

過社會格局相異的歷史族群—南排灣群與漢族—之勢力交會而形成的各

種文化接觸印象、權力轉換與衝突事例，以初步呈現、說明獅子鄉排灣

族社會在19世紀末牡丹社事件之後所面臨的廣泛社會歷史氛圍，以及其

中涉及的族群關係、文化變遷議題。

關鍵詞： 屏東縣獅子鄉、排灣族、臺博館、古文書、社會文化變遷、 

牡丹社事件

Abstract: Following the concluding note of the Bootang (Botan) Incident1 

in 1874, the Qing Administration officially rezoned southern Taiwan to 

facilitate the local Heng-chuen County, a southern land that included the 

indigenous Southern Paiwan territory, which the nowadays Shihzih Township, 

Pingtung County was a constituent part. Numerous multi-level and correlated 

1
  西方文獻亦稱「牡丹社事件」為 The Japanese Expedition to Formosa in 1874 (House, Edward,1875)，或 The First Formosa 
Expedition (Davidson, James,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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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measures aiming for gradually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formulation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were taken to bring to light the 

full scal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Administration, henceforth commencing the 

involuntary socio-cultural change of the Paiwan tribe in Shihzih Township ever 

since. This article, while incorporating relevant official antique documents in 

the National Taiwan Museum’s collection to delineate impressions of cultural 

contact and events of transference and conflicts of dominant power, in terms of 

the convergence of social force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with diverse scales 

of social complexity, i.e. the southern Paiwan and the Han Chinese, primarily 

seeks to illuminate the general socio-historical atmosphere of the late 19th 

century Paiwan tribesmen in Shihzih Township, and its relevant issues of ethnic 

relations and cultural change as a result of the Bootang Incident.

Keywords:  Shihzih Township of Pingtung County, Paiwan tribe, National 

Taiwan Museum, antique documents, socio-cultural change,  

the Bootang Incident

前言

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與屏東縣獅子鄉公所、獅子鄉文物陳列館於

2012、2013年合作策畫了「遙吟e-nelja 榮耀vuvu－獅子鄉大龜文古文物返鄉特展」、

「vuvu 的衣飾情：臺博館與臺大典藏獅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兩項展覽，並以結合臺博

館與獅子鄉在地文物（vuvu的衣飾情特展並融入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典藏的楓林村採集文

物）為主軸
2
，基本上皆屬於人類學器物類展示，具有代表性的歷史文物，如「明治 7 年

（1874）牡丹社事件蕃社歸順保護旗」，雖在展示定調中扮演了關鍵性的前導角色，但

紙本歷史文獻的運用在這兩次展覽中均因展示目的、空間的限制、詮釋主題的選擇而頗

受限制，獅子鄉近代歷史氛圍與歷史結構變遷的耙梳在展覽中也較少著墨。

屏東獅子鄉近代原住民社會以南排灣群為主體，包括內文（大龜文，Tjakuvukuvulj）、

射不力（Sapediq）兩地域群體，以及淵源獨立的快子社（在竹坑村），而內文社群分佈

2
  見李子寧、吳佰祿主編，2014，《獅鄉．情：獅子鄉排灣族古文物返鄉特展圖錄》，國立臺灣博物館，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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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草山溪、楓港溪之間，枋山溪流域為其核心地帶，具有嚴謹的部落聯盟與權威體系，

近代中國文獻常以「琅嶠上十八社」稱之，射不力社群則分佈於楓港溪北岸至牡丹鄉，

為「琅嶠下十八社」的一部分（快子社亦屬之），以整體社群規模而言，內文社群較射

不力社群為大。以臺灣近代歷史空間的建立而言，具有完整意義的臺灣生活空間建構約

在19世紀末牡丹社事件落幕、清政府推行「開山撫番」政策之後方逐漸形成，透過開

路、移民、軍事、人群與資源管理等方式將空間的實質內涵導引入全盤管理機制之中，

將17世紀末以來所謂「前山」、「後山」的空間區隔架構逐漸打破，而南排灣群原有的生

活空間正是將這種管理機制具體化的實踐場域之一（即恒春縣的設立與發展），獅子鄉

排灣族原住民及其生活空間也是此場域的一部分，清政府利用多層面、互有關聯的管理

措施展現對獅子鄉地區原住民制約與誘導其「熟」化的統治機制。這類歷史性的管理機

制之運作及其中牽涉的社會文化衝突、社會權威轉換、文化勢力重組等現象，也出現在

19世紀末官方歷史古文書之記錄中。

臺博館所典藏與獅子鄉有關的歷史文獻主要附屬於一批原總名為「恒春縣行札」

的清末地方政府官方公文書（總編號為AH000534，計164件）。這一批公文書之內容以

19世紀末恒春縣設立（1875）後，恒春縣官署與臺灣各政府機關（主要是道、府級各地

方政府官署及省級機關）的各類行政事務往來公文為主（計153件），但也雜有少數彰

化縣、安平縣的公文檔案，其起迄年代為光緒2年（1876）至明治29年（1896）
3
，並已

以《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1969）為名集結出版。此文書檔案與「淡新檔案」、「岸

裡大社文書」可說是清代最有系統的文書類地方歷史文獻，向來被視為極具歷史、社會

研究價值，但與獅子鄉原住民有關的「恒春縣行札」資料（計 10 件）目前仍較少受注

意。此外，另有數件非屬「恒春縣行札」檔案，但仍與同時期獅子鄉原住民及其文化歷

史氛圍有關的館藏歷史文書與輿圖，亦值得一併討論。本文即針對這些與屏東縣獅子鄉

排灣族原住民 19 世紀末文化歷史氛圍有關的臺博館藏歷史文書進行初步說明與討論。

3
  該檔案中明治  29 年中部地區拺東上堡總理林振芳、紳士呂汝玉之米穀產銷情形呈文已至日本時代初期，見

AH000534-075「明治 29 年拺東上堡總理林振芳等呈報當地米穀產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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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背景

「恒春縣行札」於臺博館日本時代前身「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時期即已入藏，其入

藏之原由、管道雖已不可考，但主要應是清末恒春縣官署倖存之官方文書檔案，至日本

時代，臺灣總督府接收了這一整批檔案，在相當程度上有助於其對清代地方行政舊慣之

圖1.  屏東縣獅子鄉行政區域圖（內政部發行，2004年，比例尺：三萬五千分之一）。

Fig. 1.  Shihzih, Pingtung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004, scale:1: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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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其後再歸由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典藏，各文件之裝裱形式頗為一致，原均為單張文

書，入藏博物館後方統一裝裱為橫幅手卷，裝裱後其寬幅均介於292~294mm之間，裱紙

亦統一。此外，另有一批原總名為「臺灣舊政府時代古文書」（AH000765~AH000766）

的清代官方文書檔案，亦於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時期入藏，包含清末各地方政府官署的散

佚文書，計100件，其中亦有15件恒春縣官方文書，而與獅子鄉直接相關者則僅1件。故

臺博館藏舊恒春縣官方文書計168件，其中與目前獅子鄉原住民有關者計11件，涉及年

代則自光緒元年至19年（1875-93），涵蓋主題則包括原住民族群關係、行政管理、社會

與土地調查、文化改造、移民墾務、原漢關係、軍事等幾項。這些與獅子鄉排灣族原住

民有關的古文書，均未見於《恒春縣志》徵引之官方奏摺文書，同時討論恒春縣或恒春

地區族群關係、獅子鄉近代歷史之構成的相關研究也多未利用這些素材，因此就文獻原

始資料價值而言，這十餘件古文書仍應具有參考意義。

表1.  藏品資料表。

Table 1.  Raw data of relevant collection items.

編目號 中文名稱 尺寸 (mm) 年代 (西元) 主　　題

AH000765-007 光緒元年恒春縣知縣接憲諭覆陳琅

【王喬】、卑南一帶番社情形

306*764 1875.11.19 
以前

原住民族群關係/ 
行政管理

AH000534-031 光緒3年分巡臺澎兵備道夏「為札

飭事」札恒春縣（勘定南路各番社

界址並將已墾未墾地畝查明稟覆）

294*1265 1877.5.12 社會與土地調查

AH000534-033 光緒3年統領臺灣南路潮普營方

「為札飭事」札恒春縣（所有墾務

礦務分別劃歸經理）

294*1262 1877.10.28 移民墾務

AH000534-038 光緒5年分巡臺澎兵備道張「為行

知事」札恒春縣（福靖前營副將稟

報移請發給撫輯南路各番社墊款礙

難照准）

294*2070 1879.10.4 行政管理

AH000534-039 光緒8年分巡臺澎兵備道劉「為札

發事」札恒春縣（札發塾師番童通

事番目脩伙口糧銀兩）

294*1020 1882.4.14 行政管理/ 
文化改造

AH000534-013 光緒11年臺澎兵備道劉「為札飭查

覆事」札恒春縣（密查牡丹社私通

法人情事）

294*1510 1885.4.3 軍事/原漢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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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目號 中文名稱 尺寸 (mm) 年代 (西元) 主　　題

AH000534-015 光緒11年署恒春縣正堂羅「為稟覆

事」（牡丹社素鮮與法人往來）

294*1895 1885.4.12 軍事/原漢關係

AH000534-060 光緒15年臺南支應局「為札發事」

札恒春縣（札覆核發中心崙等

四十三社社長春秋衣褲）

294*726 1890.1.20 行政管理/ 
文化改造

AH000534-063 光緒16年代理臺南府正堂方「為轉

飭事」札恒春縣（臬道批飭恒春縣

稟報牡丹等社送出番童番勇經分別

充勇月給伙食衣褲緣由）

292*754 1890.7.16 文化改造/ 
原漢關係

AH000534-066 光緒18年臺灣善後總局「為行知

事」札恒春縣（鎮海中後軍剿撫射

不力等社兇番並改稱善化社）

294*1665 1893.1.17 原漢關係/ 
軍事

AH000534-067 光緒19年臺南府正堂唐「為飭知

事」札恒春縣（巡撫邵友濂奏請獎

勵剿平恒春滋事番社出力人員摺硃

批）

292*743 1893.5.4 軍事

資料出處：臺博館歷史類藏品資料

資料內容說明

本節茲以前述「恒春縣行札」、「臺灣舊政府時代古文書」之中內容涉及獅子鄉地

區排灣族原住民的11件公文書為主要重點，先說明其立書之背景及文書主要內容，再進

一步分析該事例所涉歷史脈絡及可能反映的社會文化動態，以呈現獅子鄉排灣族原住民

19世紀末被納入新統治架構之後，其基本生活體系、族群勢力變遷的概況，最後再綜述

這種「主客易位」的歷史情境對獅子鄉排灣族原住民社會文化變遷基本走向的影響。

(1)  AH000765-007（光緒元年恒春縣知縣接憲諭覆陳琅【王喬】、卑南一帶

番社情形）（光緒元年10月22日（1875.11.19）以前）

內容說明：

1.文書背景：恒春縣首任知縣周有基受命調查轄境排灣、阿美族糾紛所致阿美族部

表1.（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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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有意遷徙之事端，並擬往牡丹社等社探查，而稟於臺灣道夏獻綸。文書中可見當時清

政府對牡丹、高士佛、內文等社之一般觀感，文書成於「獅頭社事件」甫結束之際。

2.文書詳情：四林格社（施那隔社）（排灣族部落）內有移居的萬里得阿美族人

（屬恒春群阿美族，該群約於清中葉乾隆年間由東部南移）
4
混居，歷年之後與四林格

社產生嫌隙，萬里得阿美族人不堪受折磨，而有意移往東部阿美族地區（按為咸豐、

同治年間恒春阿美族移居東部之歷史過程的一部分），故光緒元年（1875）（9月初）

萬里得阿美族人往訪卑南馬蘭社（麻朗凹社）阿美族人以聯繫，並於9月12日返回，同

時有意勸說射麻里社（射蔴裡社、紹貓釐社）頭人一色（又名乙色，漢名葛亦失，為恒

春下十八社重要人物）前往卑南開墾，至10月8日馬蘭社80餘人前來萬里得社回訪，與

萬里得社頭人老阿冷化解之前之嫌隙，並參觀猴洞（即將動工之恒春縣城，該城於10月

18日動工興建），而於15日返回馬蘭社，並約定於烏魚季時
5
再次前來交好。恒春閩粵

籍漢民恐「蕃民」將借機生事，民心不安。新至恒春撫番之南路理番同知（兼署臺防同

知）袁聞柝先聞知萬里得阿美族人往返卑南地區之事，乃稟於閩浙總督、福建巡撫（見

AH000765-006「（光緒元年）袁聞柝稟閩浙總督、福建巡撫有關恒春琅【王喬】地區紹

貓釐（射蔴裡）、施那隔二社欲遷往卑南阿眉社事」），其後臺灣道夏獻綸乃於10月19

日飭周有基察明，周有基初步了解原委後，認為「蕃民」在社並無生事之心。周有基稟

文中並述當時官方對琅嶠地區原住民習性之觀感，謂「射蔴裡社最刁、龜仔角社最頑、

牡丹高士佛及上龜文等社亦皆兇惡」；文末則述將於10月22日與招撫局委員前往龜仔

角、高士佛、牡丹等社察看番情之後，再作最後定奪。

相關歷史脈絡：

文書中對射蔴裡等社之描述，與清初以來原住民對外關係與衝突之歷史情境有關。

射蔴裡社（今滿州鄉永靖村）在恒春、滿州、牡丹、獅子鄉地區「琅嶠下十八社」傳統

部落體系中，其勢力雖居豬朥束社之後，但因居於原住民與漢族勢力接壤、混雜之地，

漸染漢俗，對於土地、生活資源跨族群交換介入甚深，因此掌握部落關係與社會經濟關

係之樞紐，漢移民難對其予取予求，故稱其「最刁」。龜仔角社因在1867年美國船隻

4
  許木柱、廖守臣、吳明義，2001:222。

5
  《恒春縣志》卷九「物產」記烏魚：「今於冬至前後數日，盈前累萬而來，居民醃以作蜡」，萬里得社民擬以烏魚款

待馬蘭社民，說明烏魚不僅對漢族而言是美食，對恒春阿美族人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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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發號」（羅妹號，Rover）擱淺遭難事件中馘首其船員，引起清政府與美國的糾紛，

被清政府視為頑冥之徒，也影響官方對南部排灣族原住民的印象，故稱其為「最頑」。

牡丹、高士佛各社因1874年「牡丹社事件」，上龜文社（內文社）等則因1875年「獅頭

社事件」而被視為強悍難以管束的「兇惡」地域。這些先入為主的印象反映了原住民部

落特性、原漢文化差異性對官方所造成的歷史震撼，以及官方自1875年逐步推動強力行

政管理、文化風俗改造政策的基本原點。

在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1830-1899）1870年「福爾摩莎島

與澎湖群島地圖」（Formosa Island and the Pescadores）中，上述諸社就已出現於圖中。

李仙得因1867-72年間處理羅發號事件與原住民部落之協商、訂約事宜，因此與琅嶠地

區原住民直接接觸，對部落關係亦有相當認識，故其對於南部排灣族的觀察在當時頗具

代表性。圖中以牡丹社群（Bootang Tribes）為琅嶠地區原住民的總稱，由北而南，各別

標示了大龜文群社（Ta-kouboun）、射不力群社（Saponlai）、女仍群社（Qunar）、高

士佛群社（Kousakouts）、豬朥束社（Tui-ah-sock）、射麻里社（Sabaree）、龜仔角社

（Koalut）等地域群社或重要部落，這些大致反映了其認定的關鍵社群或部落，在此區

域中活動的阿美族群體，相對地就不是其描述的重點。對於涵蓋豬朥束社在內的偏南區

域另標註其為由一族長（chief）統轄（應為豬朥束社之大股頭人）、包括18個部落的聯

盟組織（confederation），此大致可與清政府官方所謂「琅嶠下十八社」之地域結構相

關聯。大龜文社群、射不力社群則是獅子鄉主要的地域群體，牡丹社事件時，駐紮於楓

港營所之日軍，亦從莿桐腳耆老訪談中，得知大龜文群社「大龜文十八社」之大致部落

概況
6
，相對地，此則大致與所謂「琅嶠上十八社」之地域結構相關聯。比對清代文獻中

的「琅嶠」、李仙得所稱之Bootang Tribes，以及恒春縣之實際界域，三者之北界實頗為

近似（約在草山溪流域），這也說明了在19世紀末之前，這個區域具有相當程度的歷史

空間穩定性，並隱含了區域性的文化特殊性，而獅子鄉的排灣族原住民則為其構成要素

之一。

6
  據《風港營所雜記》〈內外大龜文來降之始末〉明治 7 年（1874）8月28日莿桐腳耆老口述：「大龜文番有內外兩

社，各分轄小社。內文社之所轄有七小社，曰中文、曰根阿燃、曰阿郎一、曰內獅仔頭、曰駡乳藕、曰無里一、曰本

務。外文社之所轄有十一小社，曰大加錐來、曰麻籬笆、曰中心崙、曰笆嘮仔啐、曰阿遮未薛、曰竹坑、曰外獅仔

頭、曰大宇類、曰房武爛、曰大甘嗎立、曰草山。內外併共一十八社，故土人呼曰：大龜文十八社。」（王學新譯，

2003，頁 4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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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書主要描述的阿美族群體中，東部阿美族人移居恒春地區與近代卑南族勢力

在海岸區域的擴展頗有關聯，因而長途遷徙至恒春，與排灣族部落比鄰，然亦於恒春

地區活動的部份卑南族部落，因錯綜複雜的族群關係、特殊的歷史空間區位，其勢力逐

漸抬頭（如射麻里社），排灣族部落亦感新競爭壓力，阿美族人之社會勢力更小，未

免再度受侵害，部份恒春阿美族人乃於19世紀後半葉逐次遷回東部，其中不乏與勢力

較強的阿美族部落（同時也是跨部落領袖）結盟者，以獲得較可靠的生活條件，萬里

得社與當時卑南地區馬蘭社親善的原因主要在此
7
。另一方面，萬里得社民對馬蘭社與

卑南族的族群勢力糾葛當亦知之甚深，其在恒春地區複雜族群環境生活的歷史經驗及

其對多層次的地域性部落關係的認識，使其相當程度體認若遷往馬蘭社，有勢力強大的

雄長為後盾將有助於制衡卑南族勢力，因此乃有邀射麻里社頭人一色（「琅嶠下十八

社」二股頭人，同時也是包括萬里得社在內的地域性原住民群體的領導者）前往卑南地

區開墾的構想，以壯大其聲勢。至於恒春地區漢族民眾因原住民群體頻繁的互動而激

起的社會不安情緒，邊陲地區的漢族移民對原漢族群關係的細微波紋原即較為敏感，但

對於原住民群體彼此之間的「內部邏輯」卻不必然了解。袁聞柝為紓解卑南、琅嶠兩

地阿美族人串連對漢移民可能造成的威脅感，因此早在周有基奉命詳查之前，就已先遣

人飭令萬里得社阿美族人不得遷徙，卑南地區阿美族人亦不得集眾助勢，以免影響建

城在即的恒春縣民情（同見AH000765-006文書）。這項舉措明顯以行政命令凌駕阿美

族人部落遷徙的內部規則之上，開啟了官方干涉原住民部落運作的大門。周有基所指

「蕃民」在社並無生事之心，其用意無非安撫民心，而察看龜仔角、高士佛、牡丹、上

龜文等社番情，亦意在宣示官方貫徹原住民管理的政策，展現總體行政管理的企圖。

7
  有關恒春地區阿美族人與周遭原住民族群、卑南地區阿美族人的關係、遷徙的規則，早在 19 世紀末即有在臺外籍人

士注意到此議題，如 George Taylor 指出恒春阿美族人受鄰近原住民族群的頭人管轄，但如果阿美族人不滿這些原住

民頭人或認為身受不平的待遇，他們可以遷離該地區，到距卑南地區較近的地方，受阿美族大頭人的直接保護。見

Taylor 188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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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光緒元年恒春縣知縣接憲諭覆陳琅【王喬】、卑南一帶番社情形。

Fig. 2.  Report issued by Magistrate of Heng-chuen County to Superintendent of Taiwan concerning 

current situations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Liang-kiau and Pei-nan region, 1875.

圖3.  (光緒元年) 袁聞柝稟閩浙總督、福建巡撫有關恒春琅【王喬】地區紹貓釐 (射蔴裡)、施那隔

二社欲遷往卑南阿眉社事。

Fig. 3.  Report issued by Superintendent of the Indigenes Yuen to the Viceroy and the Governor concerning 

the intentions of two indigenous villages moving to the Amis village in Pei-nan region, 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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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AH000534-031（光緒3年分巡臺澎兵備道夏「為札飭事」札恒春縣(勘定
南路各番社界址並將已墾未墾地畝查明稟覆)）（1877.5.12）

內容說明：

1.文書背景：「獅頭社事件」結束後，福建巡撫丁日昌在赴臺視察之後，於光緒3年

3月29日（1877.5.12）擬訂「撫番開山善後章程」（計21條）政策白皮書，將原住民戶

口、田畝及其利用列為原住民管理政策的一部分，並欲派員進行調查，臺灣道夏獻綸承

之，乃令各地進行。

2.文書詳情：臺灣道夏獻綸令埔里社（中路）、加鹿塘－恒春－八磘灣（南路）、

八磘灣－璞石閣－成廣澳（後山）相關人員進行土地利用情形勘丈，勘丈時由委員（撫

墾委員）會同誠實通事、番目履勘，進行各社戶口、土地利用情形調查，以查定各社界

址、既有之番業及可供招墾之田土，其中南路為恒春縣主要調查勘丈範圍，獅子鄉各社

應在調查勘丈範圍內。此事南路由恒春縣令（題為代理縣令）黃延昭會同候補知縣周有

8
  本圖中「恒卑交界」在八磘灣係就當時軍事防營南路、後山之防域而言，反映了整體「海防政策」的思維，就行政區

域畫分而言，恒春縣、卑南廳之分界在更北之觀音石（觀音鼻）一帶，見《恒春縣志》卷一「疆域」前後山道里紀，

頁37。

圖4.  李仙得 ，1870，福爾摩莎島與澎湖群島

地圖（局部，南排灣群部份）。

Fig. 4.  The southern Paiwan sub-group, in Le 

Gendre, Charles W., 1870, Formosa Island 

and the Pescadores, China.

圖5.  夏獻綸編，光緒6年（1880），臺灣輿圖

並說（二）〈恒春縣輿圖〉
8
。

Fig. 5.  Map of Heng-chuen County, in Sieng-

luan, Hsia ed., 1880, Map of Taiwan with 

annotated descriptions, vo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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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辦理，中路則由代理北路理番同知（題為鹿港同知）李時英辦理，後山則由南路理番

同知（題為署臺防同知）袁聞柝辦理，並於同年費時不逾半年辦理完成。

相關歷史脈絡：

本官方歷史文書實源於福建巡撫丁日昌擬訂的「撫番開山善後章程」，為清末原住

民管理新策略的施行藍本。有關清末「開山撫番」事務，沈葆楨先於同治13年12月1日

（1875.1.8）舉奏「南北路開山並擬布置琅【王喬】旗後各情形摺」，具陳各路橫貫、

縱貫番境道路開通、兵力佈署概況，及建設南部與後山番境之需要，接著於光緒元年

（1875）解除人民入「蕃地」之禁令。丁日昌亦為清末「洋務運動」的追隨者，繼沈

葆楨之後，於光緒2至3年間受命赴臺巡察，以擬議臺灣在清政府中的新角色，「酌擬撫

番開山善後章程」即為其一項具體政策主張。丁日昌固然依循沈葆楨開山撫番政策的基

本精神，以拓展清政府在原住民領域的直接勢力、改變原住民風俗、開發內山資源為主

軸，但擬訂了更具體的施行方案。該章程共計21條，內容包羅廣泛，包括薙髮、清戶

口、選頭目社長、定田地界址、禁民人墾番社山田樹木、約束番民、設公局經理民番貿

易、訂民番交易章程、禁民番仇殺私鬥、社番禁攜武器入市、禁販軍火予社番、未附

番社不得授予鹽鐵布酒等接濟物資、鳳恒另派委員與局紳地方官會辦番務、派醫治療痘

疾、新開之番境道路兩側禁植草木、教耕種增產、設招撫局往廈汕香港募墾、禁阻截

水源、設義學等項。整體而言，這些措施可分為收編「番社」、田土管理、改變生產方

式、族群關係管制、社會安全管制、改變番俗、要地番務處置等七類（吳佰祿 2005:54-

55）。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醫療等層面齊頭並進，管理（management）、羈縻

（leash）、隔離（segregation）策略並用。

戶口與土地調查、勘丈可說是國家體制下最基本的社會調查工作，在清代歷來被視

為建構行政管理與資源開發體系等撫墾事務的重要參考，如清初岸裡社的「歸化」，就

以查戶口、勘丈、獻圖為開端，以表明官方行政管理的企圖。夏獻綸銜命推動丁日昌擬

訂的新管理政策，首項工作之一就是以最快的速度進行這些調查，而其札飭各地文件所

指示的調查事項與內容即係抄錄「酌擬撫番開山善後章程」之條款，但在這麼短的時間

就辦理完成，亦可想見其履勘是頗為粗略的。完成後，閩浙總督何璟、福建巡撫丁日昌

乃進一步頒令各處墾務礦務分別劃歸經理（另詳 AH00053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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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H000534-033（光緒3年統領臺灣南路潮普營方「為札飭事」札恒春縣

（所有墾務礦務分別劃歸經理））（1877.10.28）

內容說明：

1.文書背景：後山駐軍振字營、綏靖軍疲弱，致營勇於牡丹灣、阿塱衛溪屢遭原住

民殺害，除懲處管帶軍官外，閩浙總督何璟、福建巡撫丁日昌下令裁汰原防營，並進行

防務調動，兼以推動墾務、礦務。

2.文書內容：光緒3年（1877）8月吳光亮任臺灣鎮掛印總兵（實任總兵為張其光），

時南路及後山營務調動
9
，原駐恒春城「蘭」軍中營提督高登玉調接防後山卑南至大陂、

平埔（花蓮縣富里鄉東里村），原駐三條崙李光副將調接防後山八磘至大貓厘（太麻

9
  調駐防於恒春、三條崙地區之蘭軍，以及方勳（勛）所部主要原因在於這些營勇均在同年率芒社（士文社）事件立有

戰功，同時就近進行區域內調防亦便於步伍迅速融入環境，以保恒春-卑南道路安全，並協助推動募民招墾事務。

圖6.  光緒 3 年分巡臺澎兵備道夏「為札飭事」札恒春縣(勘定南路各番社界址並將已墾未墾地畝查

明稟覆)。

Fig. 6.  Administrative order issued by Superintendent of Taiwan Hsia to Magistrate of Heng-chuen County 

concerning inspection and return report of the boundaries of indigenous villages and the utilization 

and disuse of their crop land, 1877.

圖7.  光緒 3 年福建巡撫丁日昌酌擬撫番開山善後章程條款。

Fig. 7.  Clause of the Statutes of Facilitating Tending of the Aborigines and Exploitation of the Aboriginal 

Frontiers, drafted by Governor of Fukien Ting, 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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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仍歸吳光亮調遣，高、李原南路營務由統領臺灣南路潮普營統帶臺南防軍後補道

方勳（勛）接防（統帶粵勇五營，由旗後入臺，原駐鳳山）。同時為統整撫墾事宜，9

月時閩浙總督何璟、福建巡撫丁日昌令各處墾務、礦務分別指派人員經理，其中南路自

射寮、紅泥嘴、南勢湖、楓港以達恒春歸方勳（勛）所統部隊經理；中路歸鹿港理番同

知彭鏊、彰化縣知縣鍾鴻逵共同經理，後山則自恒春轉入後山達卑南平埔由南路理番同

知（題為署臺防同知）袁聞柝、候補知縣周有基辦理，由璞石閣至歧萊（奇萊）新城由

吳光亮經理。方勳（勛）因此於同月札恒春縣令黃延昭準備接管相關事務。

相關歷史脈絡：

開路、戶口、土地調查勘丈完成後，募民開發為開山撫番的新重點，由於招墾區大

多或原屬原住民領域或地近原住民領域，為監視原住民行動、保護墾民、器械、交通線

之安全、處理可能的原漢衝突，相當程度的武力戒護在管理上被視為有其必要性，官方

部隊乃涉足墾務、礦務之管理。南路招墾區在各部隊調防之後，自射寮（新埤鄉箕湖村

附近）至恒春區域乃由潮普營粵勇部隊負責防戍與墾務、礦務管理，而以粵勇為主力可

能與至恒春縣謀生的新募民中粵籍人力所佔比例頗高有相當關聯
10
，如此不致產生募民

與戒護、管理者的文化隔閡，降低邊疆地域潛在的族群衝突性。開路、駐防、土地重新

分割與募墾所構成的管理移轉三部曲，也因此出現於獅子鄉周遭區域。

10
  參見許世融，2012，〈清末到日治初期恆春地方的族群分佈（1870-1900）〉，頁32-34 之討論。

圖8.  光緒 3 年統領臺灣南路潮普營方「為札飭事」札恒春縣(所有墾務礦務分別劃歸經理)。

Fig. 8.  Administrative order issued by Commander Fang to Magistrate of Heng-chuen County concerning 

allocation of jurisdiction over cultivation and mining affairs, 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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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H000534-038（光緒5年分巡臺澎兵備道張「為行知事」札恒春縣(福靖
前營副將稟報移請發給撫輯南路各番社墊款礙難照准)）（1879.10.4）

內容說明：

1.文書背景：南路營勇部隊交接，新指揮官受命招撫各部落，乃逐次進行「和番」

（和撫番社）工作，酬各社頭人，且要求各頭人按月前來防營（報悉社務狀況），領取

官給「和番」諸物，新指揮官並稟告和番事務辦理情形及請撥墊款。

2.文書詳情：福靖前營副將李光
11
於光緒 5 年（1879）接任副將王福祿，其時營務

處夏獻綸（為臺灣道兼銜之一）告以王撫輯地方未周（僅以枋寮至獅頭山地區為限），

致往來漢民屢遭殺害，以及射不力等社最刁蠻好鬥等語，要其加意招撫番社，所用「和

番」之物可另行報銷。6月25日李光乃通傳25社頭目到營，「示以軍威，以奪其氣」，

並以牛、酒、布匹、銀鍊、瑪瑙珠等物「施之恩惠」犒賞前來的頭目，獅子鄉一帶部落

如內姑文（內文）、中心崙、竹坑、外姑文（外文）、見也恩（根阿燃社）、武厘烟（布

立逸社）、加黑旺（阿斯紅社）、馬有爻（駡乳藕社）、內獅頭、外獅頭、中文、射不力

（巴士墨社）、馬里拜（外麻籬巴社）、甘仔蔑（大甘嗎立社）、邦武蘭社（崩布蘭社）

等，均為此次招撫的對象。李光又由通事何士登、吳青等得知王福祿招撫內姑文、外

姑文、中文、獅頭社、率芒（士文社）、割肉（古華社）等社，賞其頭人口糧、牛酒等

物，乃為處理突發狀況的一時權宜之計，但其他各社認為這些部落因「擾害地方」，官

方懼其為害，乃力加安撫，對其他安業守分的各社反而毫無表示，故心生不滿，李光懼

其他各社因此生事，6月29日又於糞箕湖（今新埤鄉箕湖村）以豬、酒、布匹、銀鍊、

瑪瑙珠等物招撫草山社等以北24社，並要求各社頭人以後每月前來其駐營，賞以豬酒。

此兩次「和番」之費用李光請全臺支應總局撥還其墊款，然新任臺灣道張夢元以招撫原

住民各社之事為招撫局委員之專責，非營將之權，同時也不採信李光所言夏獻綸面諭其

招撫原住民部落之事，乃拒其撥還墊款之請。

相關歷史脈絡：

李光於6月25、29日兩次招撫的部落大致為獅子鄉內文社群「琅嶠上十八社」及以

北之各排灣族部落，射不力社雖屬於南側「琅嶠下十八社」系統，但夏獻綸既要求對其

11
  李光所部原為振字軍、福靖軍，光緒 3 年調駐後山之後，所部多次移防，至光緒 4 年（1878）「加禮宛事件」後，

福建巡撫吳贊誠重整軍務，李光所統之振字前營、福靖前營均遭裁撤（見《吳光祿使閩奏稿選錄》，頁27）。但在

本件光緒 5 年的文書中李光之銜仍為「總帶福靖前營」，似乎其所率防營並未全遭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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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加留意，故亦在李光招撫番社之列，而其兩次招撫犒賞各社所用之物：牛、豬、酒、

布匹、銀鍊、瑪瑙珠等物除藉以逐步改變原住民風俗之外，也不乏為族人所喜愛的外來

物品，這也是一種出於對排灣族社會文化及原漢關係之觀察所產生的管理策略。對此，

1875年初愛莎尼亞人Pavel Ibis於「獅頭社事件」初起時恰在臺灣南部進行民族學調查，

他除了注意到原住民與漢族交換武器、彈藥、衣服、煙草、酒、珠飾的現象之外，也提

到牡丹社事件之後清政府以「和番」控制原住民背後可能的族群政治思維：「…那就是

要以最和平的方式進行，但必須也能讓自己滿足，至少有部份的。讓各部落的頭目期待

每年的捐助物餽贈（即豐厚的禮物），讓他們因在某方面順服政府而得利，以使其日後

逐漸依賴」（Ibis 1877:167-71）。這種觀察大致點出「和番」政策具有的「操縱理性」

（rationality of manipulation）基礎。另一方面，「貨幣」概念之引介在形式上仍不是此

時所欲著力的重點，亦值得注意。

圖9.  光緒 5 年分巡臺澎兵備道張「為行知事」札恒春縣(福靖前營副將稟報移請發給撫輯南路各番

社墊款礙難照准)。

Fig. 9.  Administrative forwarding order issued by Superintendent of Taiwan Chang to Magistrate of Heng-
chuen County concerning rejection of reimbursement for pacification of the indigenes carried out 
by Commander Li, 1879.

圖10.  棉布（排灣族）。

Fig. 10.  Cotton fabric of the Paiwan.

圖11.  銀鍊佩帶（排灣族，士文社採集）。

Fig. 11.  Silver shoulder insignia of the Paiwan, 

collected in Kasuvongan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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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H000534-039（光緒8年分巡臺澎兵備道劉「為札發事」札恒春縣(札發
塾師番童通事番目修伙口糧銀兩)）（1882.4.14）

內容說明：

1.文書背景：恒春縣令章瑞坦請領光緒8年2月份義塾（16處）、通事（10名）、番目

（未提數目，估計約近40社）之修伙（膏伙）、口糧銀兩。

2.文書詳情：章瑞坦將各處義塾、通事、番目明細列冊呈送，相關經費列屬海防經

費，臺灣道劉璈同意後，恒春縣再按律請支應局臺南分局撥付經費，發放給相關人員。

相關歷史脈絡：

番社行政管理與風俗習慣的改變是清政府視圖將「歸化」部落更形「熟化」，從內

在強化其管理在部落內部所具有的基礎，進而將番社導入更完整的新區域架構之中的要

務，因此由官方選派社丁、社長為「番目」作為宣導官方政策的代理人，選派番童入義

塾就學，以熟悉漢族文字、典章，學成歸社後即為移風易俗的推手。此外，官方對於恒

春縣「琅嶠上十八社」、「琅嶠下十八社」的管理策略亦略有不同，下十八社一般與漢

移民的接觸較深，土地、資源跨族群交換的程度亦較高，因此在番社行政上，除了以各

社番目管理部落事務、頭人管理跨部落事務之外，合數社另設通原住民語言之通事以處

圖12.  瑪瑙頸飾（排灣族）。

Fig. 12.  Agate necklace of the Paiwan.

圖13.  女子珠串頭飾（排灣族）。

Fig. 13.  Women’s headgear of the Paiwan, 

collected in Supaw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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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原漢交易、交涉事宜，上十八社相對地漢移民入社者尚不多，土地、資源跨族群交換

的程度亦較低，傳統地域權威系統層次性亦頗明確，因此除各社番目之外，另責成有地

域領導權之頭人管理跨部落間的事務，內文社群的內文、外文社頭人因此具有較大的地

域管理權，而這種管理權主要來自於傳統部落規範。有關原漢雜處的情況，夏獻綸《臺

灣輿圖並說》（1880）「恒春縣輿圖說略」（頁34）曾記錄：「番社向有上十八、下

十八之分，…而牡丹、龜文實搆外釁，獅頭、率芒曾視兵威，粵莊、閩莊之雜處於番社

者，又不啻四五十，均有頭人可資號召…」，但閩粵漢民、原住民雜處的情況，仍以下

十八社區域為多、規模亦較大，上十八社區域的漢族聚落主要仍分佈於界內海岸地帶。

恒春縣境義塾溯自首任知縣周有基於光緒元年（1875）啟辦，初為7處，後逐漸增

加至16處（《恒春縣志》卷十〈義塾〉，頁198），但獅子鄉內並未設置，最近者為楓港

義塾，欲就學之原住民兒童須跋涉方得就學，而發放修伙銀乃為使就學者較無後顧之憂

安心就學，其經費至光緒11年（1885）知縣武頌揚時改以枋山頭收取之牛稅等收入為義

塾膏伙銀之來源（《恒春縣志》卷六〈田賦志〉，頁122）。

相對地，發放口糧銀乃為犒賞通事、番目協助執行公務之辛勞。本文書中直接提到

與獅子鄉有關的番社番目為內文（頭人應為惹礙）、外文（頭人應為新瑤）、射不力社

（頭人應為零阿零），乃僅舉具有地域領導權之頭目的番社名，分別代表內文社群（內

文、外文社）與射不力社群（射不力社）。管理內外山庄通事10名雖未舉列，但應即各

「琅嶠下十八社」通事，其中一名為射不力社通事（應為陳玉聲，見《恒春縣志》卷五

〈招撫〉，頁110）。

圖14.  光緒 8 年分巡臺澎兵備道劉「為札發事」札恒春縣(札發塾師番童通事番目修伙口糧銀兩)。

Fig. 14.  Administrative order issued by Superintendent of Taiwan Liu to Magistrate of Heng-chuen 
County concerning the grant of subsidy and provisions in cash for indigenous school-children, 
village headmen, and supervising translators, 1882.



「南風」初識苦澀味—臺博館藏屏東獅子鄉排灣族19世紀末相關古文書研究 29

(6)  AH000534-060（光緒15年臺南支應局「為札發事」札恒春縣(札覆核發中
心崙等四十三社社長春秋衣褲)）（1890.1.20）

內容說明：

1.文書背景：光緒15年（1889）年恒春縣令呂兆璜按例請領該年所轄中心崙社等43

社「社長」、「副社長」計48名之成年男子春秋季衣褲各一套，共96套（《恒春縣志》

的記數則為192套，乃將衣褲各別計算，見卷六〈田賦志〉，頁120）。

2.文書詳情：呂兆璜請領之稟文，臺灣布政使衙門全臺支應總局臺南分局（為財務

會計部門）經查核所附清冊等資料後，至光緒15年12月30日（1890.1.20）批定，准由軍

裝局臺南分局負責統籌發放，俟恒春縣查收後，再賞給各社長、副社長。

相關歷史脈絡：

1885年劉銘傳治臺之初擬定章程，對新綏靖歸服的原住民部落以社丁（部落人口

100人以上）、社長（部落人口500人以上）作為管理部落的代理人，社丁每月口糧銀5

元，春秋兩季各發衣褲四件，社長每月口糧銀8元~10兩不等，全家每人春秋兩季各發衣

褲一套，且需親至地方衙署領取。1886年春恒春縣知縣武頌揚認為其轄境除牡丹社、加

芝來社民與車城漢民常有衝突之外，內文社一帶原住民部落自1875年「獅頭社事件」歸

附以來，因清政府於南勢湖、莿桐腳駐軍防守，且拓平南勢湖、莿桐腳兩地間原有的舊

路以利運補，因此情勢大致平穩，以地域雄長大頭人管束所屬各小社的措施似已非現實

所需，武頌揚乃力主強化已歸化之40社各社社丁的管理權，裁汰原地域傳統大頭人
12
的

12
  當時獅子鄉內的地域傳統大頭人包括內文社大頭目、二頭目、外文社大頭目、二頭目、射不力社大頭目，計5人。見

《恒春縣志》卷五〈招撫〉，頁109-110。

圖15.  光緒 19 年統領張為給發七家山社正社長王力裡口糧事（排灣族七佳社，含光緒12-19年分月

餉單，月給重洋三元，係依光緒12年（1886）鳳山縣知縣張星鍔所奏之標準支領）。

Fig. 15.  Sheets of submission of provisions in cash granted by Commander Chang to Official-sanctioned 

Indigenous Headman Wang of Cov-tsukadan village, 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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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權，各社分設社丁，並給口糧，以利官方更直接掌握各部落情況。同時，武頌揚也

認為原有原住民頭人雖已歸順多年，有事到官署時仍僅以片布圍下身，有礙觀瞻，不符漢

俗禮節，故再次重申議請發給各部落頭人漢式衣褲，以供其至官署辦事之需。

至1886年底，新任恒春知縣何如謹會同統領鎮海後軍各營提督張兆連奏呈招撫恒春

縣所轄番社之丁口、社長名冊（《恒春縣志》卷五〈招撫〉，頁101-106），計43社，

男丁4269人，包括高山薙髮34社、平埔薙髮9社，以恒春縣城為方位中心，高山薙髮分

為「南勢湖」、「西北兩路」兩路，平埔薙髮則蓋屬「東南兩路」，而獅子鄉屬於高山

薙髮部落，分屬南勢湖（內文社系，22社）、西北兩路（射不力社系，2社；快子社，1

社），共25社
13
，並以各社「社長」、「副社長」為各部落管理窗口，且均冠以漢姓，

其按月發給之口糧銀各有差，具體落實武頌揚之構想，並於1887年初由知縣何如謹發放

各「社長」、「副社長」春秋季衣褲各一套。光緒15年3月8日（1889.4.7）知縣高晉翰

造送之恒春縣戶口清查資料，其中已撫番社同樣亦為43社，其後知縣呂兆璜於同年又據

此資料查照保甲，初步落實「編戶齊民」的傳統漢族社會政治理念。

從這些恒春縣番社地方行政的歷史發展來看，自光緒元年至12年已形成一種形式性

的穩定管理機制，各原住民部落已難以脫離這種外來的行政管轄，獅子鄉原住民也不例

外。此外，就何如謹、呂兆璜兩位恒春知縣發放43社社長、副社長春秋衣褲之時間點而

言，大致均在冬初才發給，其原因可能在於冬初原住民農閒，此時有較多時間辦理官方

公務，穿著官給衣褲的機會也較多。

13
  夏獻綸《臺灣輿圖並說》「恒春縣圖說略」中所記獅子鄉內原住民部落為24社，包括內文社系17社（屬琅嶠上十八

社）、射不力社內有5社、上、下快社（屬琅嶠下十八社），數字上較何如謹所奏呈者少1社，但夏獻綸書中番社名

稱書寫、精細程度與何如謹所奏者各有不同，兩者間最大的差異在於《臺灣輿圖並說》未列何如謹奏呈番社資料中

答加藔社（Takariyau）、小籠肴社（Chiuragao）、阿乳芒社（Asubon）三處「琅嶠上十八社」的部落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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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
  圖中左方之旗幟草圖另見於《臺大人學系伊能藏品研究》書中，其說明指該旗為內文社Rovaniau頭目家族所蒐藏，原

係張兆連、武頌揚所頒，查張、武所呈歸化部落名冊中內文社歸大股頭人、二股頭人管理，圖中人物亦係其後裔，

唯旗上之內文社管理人為「正社長嚴野崖」，此為張兆連、何如謹呈送之薙髮歸化部落名冊中使開始出現之用語，

故圖中之「歸化良民」旗應非張兆連、武頌揚所頒，而是同年底（1886）張兆連、何如謹所頒。參見胡家瑜、崔伊

蘭，1998：204-205。

圖16.  光緒 15 年臺南支應局「為札發事」札恒春縣(札覆核發中心崙等四十三社社長春秋衣褲)。

Fig. 16.  Administrative order issued by Tainan Branch of the Bureau of Treasury to Magistrate of Heng-
chuen County concerning issuing of clothing for Official-sanctioned Indigenous Headmen of 43 
indigenous villages, 1890.

圖17.  內文社頭人持清末「歸化良民」旗幟，約1930年代
14
（引自《台灣蕃界展望》，1935，頁

83）。

Fig. 17.  Indigenous headmen of Caqovoqovo village holding “Flag of Submission＂ issued by the 
former Qing Administration, ca.1930´ (from Prospects of Aboriginal Territory in Taiwan, 1935, 
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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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H000534-063（光緒16年代理臺南府正堂方「為轉飭事」札恒春縣(臬道
批飭恒春縣稟報牡丹等社送出番童番勇經分別充勇月給伙食衣褲緣由)）
（1890.7.16）

內容說明：

1.文書背景：光緒16年（1890）新任恒春縣令宋維釗解送牡丹社等社番童番勇分別

入學充勇名冊，並請各撥伙食、衣褲。

2.文書詳情：宋維釗稟文經臺灣道唐景崧批核，有關番勇充「屯勇」之事，因仍須

候臺灣鎮、中路營務處調處牡丹社與車城漢民之衝突事件之結果，以及巡撫、總督之裁

示再行定奪，故由代理臺南府知府方祖廕轉飭恒春縣此情。

相關歷史脈絡：

本文書主要涉及光緒15年末到16年初之牡丹社與車城地區原漢衝突事件。光緒15年

（1889）冬牡丹社與車城原漢衝突，互有兇殺，當時即由臺灣總兵萬國本派兵彈壓，至

光緒16年元月方處理完畢，至2月又發生牡丹社民加也叭（又名加也巴，另見《恒春縣

志》卷十九〈兇番〉，頁287）因兄弟為車城漢民所殺，持火槍報復傷民，統領鎮海中

軍等營臺灣總兵萬文（萬國本）撥兵紮石門並築碉堡，以防牡丹社民生事
15
，由於前次

衝突方落幕，萬國本不欲於此時有太大的動作，以免過度刺激牡丹社，而欲以懷柔策略

撫平衝突，故未直接攻擊牡丹社，同時也詢問相關通事、頭人以了解詳情，其後加也叭

雖未再生事，但臺灣總兵萬國本、中路棟軍林朝棟道員仍受命持續調處（見AH000534-

062「光緒16年代理臺南府正堂方「為轉飭事」札恒春縣(巡撫劉銘傳批覆臺灣鎮總兵萬

國本稟報牡丹社與車城民人起臖緣由)」），故牡丹社等社為緩和緊張局勢由社民充勇之

事，仍需候萬國本、林朝棟二人辦理情況再行決定。

對於恒春地區原住民與漢移民的衝突，1886年恒春縣知縣武頌揚、何如謹即已注

意到牡丹社、加芝來社民與車城漢民常有衝突的現象，但武頌揚認為整體而言原住民

部落情勢已漸趨和緩，官方優勢武力防堵已奏效（《恒春縣志》卷五〈招撫〉，頁98-

101），因此對於漢移民之拓墾亦採取較鼓勵的態度，然而原住民與漢移民之文化隔閡

及生活資源衝突的現象實仍激烈，1889-90年牡丹社民與車城漢移民的糾紛即反映了此一

歷史氛圍。

15
  有關光緒15年至16年牡丹社與車城地區原漢衝突之事，另見伊能嘉矩、粟野傳之丞，1900:226。



「南風」初識苦澀味—臺博館藏屏東獅子鄉排灣族19世紀末相關古文書研究 33

有關番童入學之事，自首任恒春縣令周有基即開始設立義塾，其間於光緒10年12月

（1885）知縣羅建祥一度奏請改設官塾，廢義塾，至光緒11年（1885）新知縣胡培滋又

奏請恢復義塾，逐一重新於各地開辦，計15處；光緒16年恒春縣令宋維釗以牡丹社車城

原漢衝突事件，議於恒春縣城設番義塾
16
，圖改善下十八社風俗、減低原漢文化差異，

額定收「番童」13名，包括牡丹社（6名）、高士佛社（3名）、射不力社（4名）三社番

童，此三社均為官方認為與漢移民接觸日漸頻繁且潛在衝突較劇烈的部落群體，議為巡

撫劉銘傳批准（見《恒春縣志》卷十〈義塾〉，頁215），牡丹社等社乃據此送出入番

義塾番童名冊，並月給2000文伙食，每季衣褲一套，以10月為期入學，由閩、粵生童負

責教習文字語言。射不力社民入番義塾就讀之名冊當在此次宋維釗解送相關名冊之中。

本文書反映了原漢衝突固然是19世紀末南排灣群體重要的歷史面相，然而另一股

欲和緩原住民與漢移民社會衝突的勢力，也同時並存，舉番童番勇各入學充勇也因此出

現。這也反映了不同內涵的社會文化力量同時激盪的歷史效應。此外，番義塾之番童招

選亦僅限於琅嶠下十八社廣義的射不力社群之中，則主要著眼於其與漢移民之接觸漸深

（或官方有意強化此傾向），至於以內文社群為主的琅嶠上十八社部落，其與漢族文化

接觸的廣度與深度較淺，族群固有特色之力量仍強，以官方的角度來看，其「教化程

度」仍有限，強力推動番童特殊教育的時機仍不成熟，這在相當程度上也反映了「琅嶠

上十八社」、「琅嶠下十八社」的潛在地域性差異。

16
  番義塾原設於恒春縣城，但隨即因入學番童年紀幼小，不便離家過遠，至1891年乃就近移於文率社（蚊蟀社，豬朥

束社所屬）。見《恒春縣志》卷十〈義塾〉，頁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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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H000534-066（光緒18年臺灣善後總局「為行知事」札恒春縣(鎮海中後
軍剿撫射不力等社兇番並改稱善化社)）（1893.1.17）

內容說明：

1.文書背景：楓港庄民與射不力社因柴寮欠繳番租，釀成嚴重衝突，清軍進攻射不

力社群、原漢重立協議，以至事後射不力社改名之清末理番事件，為以射不力社群近代

族群關係為核心的重要文獻。

圖19.  光緒16年代理臺南府正堂方「為轉飭事」札恒春縣(巡撫劉銘傳批覆臺灣鎮總兵萬國本稟報

牡丹社與車城民人起臖緣由)。
Fig. 19.  Administrative order issued by Acting Magistrate of Tainan Prefecture Fang to Magistrate of 

Heng-chuen County concerning Governor Liu´s concluding comments upon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conflict between Shinabaujan aboriginal village and Che-cheng Han settlers, 1890.

圖18.  光緒 16 年代理臺南府正堂方「為轉飭事」札恒春縣(臬道批飭恒春縣稟報牡丹等社送出番童

番勇經分別充勇月給伙食衣褲緣由)。
Fig. 18.  Administrative forwarding order issued by Acting Magistrate of Tainan Prefecture Fang to 

Magistrate of Heng-chuen County concerning comments made by Superintendent of Taiwan 
Tang upon issuing of meal allowance and clothing for indigenous school-children and militia of 
Shinabaujan and other villages,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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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書詳情：楓港庄民於射不力群社域闢柴寮（於山區設柴寮採薪燒炭以運銷府

城為恒春縣的重要地方產業，見《恒春縣志》卷九〈物產〉，頁191），並交番租由射

不力社（巴士墨社）頭人管收，但庄民於光緒18年（1892）5月欠繳番租，巴士墨社頭

人零阿零（竇冷仔、郎阿郎）率眾攻之，殺庄民張大雹等人，釀成原漢糾紛，楓港聯

庄請恒春縣令高晉翰、恒春遊擊張世香率軍攻之不利，事態擴大，乃稟報巡撫邵友濂

請臺灣鎮萬國本派兵平之。臺灣鎮總兵統領鎮海中軍萬文（萬國本）率軍於閏6月19日

（1892.8.11）抵達，募屯番（應即南路屯番）為嚮導，其後後山鎮海後軍統領提督張文

（張兆連）所部亦加入，8月9日攻克巴士墨社，續進草埔後社，並調太麻里「化番」大

竹高社等社番丁加入，8月17日攻克草埔後社，8月28日於家新路社擒獲零阿零，9月3日

於恒春城斬首，而其子新磘乃率眾數十人散入草埔後社山區。清軍於9月8、16、20日

分派兵入山搜拿新磘，殺其夥十餘名並拿獲三枝火槍，然未拿獲新磘。清軍轉向諸社施

壓，射不力社群各社受株連，關押草埔後社長Kapi（加必）、家新路社長章武朗（大木

朗）、牡丹路社長陳加別（加別）、巴士墨社（巴仕嚜社）副頭人竇姑仁（朱炎），並

令其限期協助拿獲新磘，唯各社長、副頭人俱言不明其下落。隨後，新任恒春縣令陳文

緯為安定民心，遂邀集琅嶠上下十八社民與漢籍民戶齊集楓港修好，重新訂立柴寮按年

交付番租之條款，同時在楓港庄董事、總理及琅嶠下十八社大股頭人潘文杰（屬豬朥束

社）協助下，遭關押之巴士墨諸社頭人亦獲釋放，並偕社民至楓港與庄民修好。其後，

清政府懸賞重銀以捉拿新磘，同時將射不力社改稱為「善化社」（包括巴士墨、牡丹

路、草埔後社三社範圍，家新路社不在善化社範圍內，此由事件後所訂善後章程各社社

長名單可知，見《恒春縣志》卷19〈兇番〉，頁291），並由恒春縣正式註冊新社名。

善化社新社長陳立卯（即陳麟卯，族名嘉禮耄）欲社情早歸穩定，盼清軍儘速撤出原住

民部落，轉請縣令陳文緯、恒春營游擊張世香陳報，萬國本、張兆連佈置後續守備妥當

後，乃通令各營及協助之後山「化番」於10月18日（1892.12.6）由善化社域撤往楓港，

10月20日各軍開始啟程回返各原駐地，同時奏報事件始末。巡撫邵友濂以此案已處理完

竣，論功行賞，令剋期彙案以奏報兵部獎賞萬國本、張兆連兩統領及所保舉六員，事亦

涉其間財務、運補事宜，臺灣善後總局乃請恒春縣就相關事宜彙報
17
。

17
  有關射不力社事件之始末，除《恒春縣志》所載，另於國立臺灣大學所藏「伊能嘉矩手稿」中存有一份題為「光緒

十八年上生番社叛亂討伐之情形」之手稿，該手稿為日本時代恒春辦務署事務囑託汪金明之口述紀錄，汪氏於該事

件時曾擔任軍務幕僚，故對事件始末知之頗深，網站資料見：http://dtrap.lib.ntu.edu.tw/DTRAP/item?docid=M011_00_
0229_0233&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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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歷史脈絡：

在清代南排灣群地區，除了車城、龍鑾地區漢移民開發較早之外，楓港為另一處漢

移民聚集之地，漢移民約於1770~80年間（乾隆中晚期）方移入楓港地區（「本島發達

ニ關スル沿革調查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782，頁69-70），至19世紀末其人

口僅次於車城、恒春城，為琅嶠地區北部最大的漢移民聚落。楓港原為射不力社領域，

漢移民先是以交番租的方式由社民取得墾地，後由包辦人經管番租事宜，光緒年間清丈

後，方以銀錢交租。因此射不力社群與漢移民接觸遠較內文社群為密切，但漢移民勢力

多集中於海岸地帶，山區主要仍為排灣族原住民的領域，多非漢移民勢力直接可及。因

此楓港一帶漢族集體力量穩固的時間較晚，其勢力與原住民直接接觸的時間也較車城、

龍鑾地區為晚，至19世紀方逐漸顯著，而柴寮為漢移民勢力直接進入原住民社會的途徑

之一。由於雙方接觸時間尚短，「番租」又涉雙方各別利益，衝突事件自所難免。

南路「楓港卑南道」是橫穿楓港溪流域連接東部地區的一條開山撫番道路，同治13

年（1874）底由候補通判鮑復康進行開通，1875年「獅頭社事件」時，清軍即曾利用此

路進攻內文社群，但此戰事亦使道路受損，1876年駐兵撤出，往來於此道路之漢籍民眾

並不多（夏獻綸，1880，《臺灣輿圖並說》〈恒春縣輿圖說略〉），其原因應與沿途須

穿越楓港溪、莿桐腳溪流域原住民領域，而此區域之射不力社群、內文社群排灣族部落

仍頗強悍有關，「射不力社事件」也因此成為19世紀末清政府「開山撫番」戰爭的重要

事例。

統領此次軍務的萬國本統鎮全臺軍務、張兆連長駐後山地區，清末多次因原漢衝突

而對原住民部落發動的戰事，清政府均以大軍、優勢武力壓制原住民，如1888年卑南族

呂家社的「大庄事件」、1892年排灣族射不力社的「射不力社事件」均由萬國本、張兆

連統帥的部隊合力處理，快速調動、聯合壓制、防範串連都是這些戰事的基本特點，而

其目的不外乎儘快「回歸管理體制」。

有關治理恒春縣原住民部落之官方基本思維（體制原點），尤其是1886年薙髮歸化

已成定局、以社長為代理人之原住民部落管理制度定著、移風易俗行動強勢推動之後的

官方思維，可以巡撫劉銘傳光緒13年（1887）所撰擬的「土音勸番歌」
18
為具體縮影。

18
  該「勸番歌」歌詞如下：「勸番切莫去擡郎（擡，殺也；郎，人也），擡郎不能當衣糧；擡得郎來無好處，是禍是

福要思量！百姓擡你兄和弟，問你心傷不心傷？一旦大兵來剿洗，合社男女皆驚慌。東逃西走無處躲，房屋燒了一

片光；官兵大砲與洋槍，番仔如何能抵當？不拏兇手來抵命，看你跑到何處藏？若是你們不肯信，問問蘇魯馬那

邦。莫如歸化心不變，學習種茶與耕田；剃髮穿衣做百姓，有衣有食有銀錢。凡有擡郎兇番行，那個到老得保全？

你來聽我七字唱，從此民番無仇怨」。（見《恒春縣志》卷五〈招撫〉番語條，頁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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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化番歌」札發知縣，並抄發給各社頭人、通事以勸導社民，強調「歸化」、「膺

懲」（武力征服）互為表裏的統治概念，而為處理射不力社事件爭端所訂之「善後章

程」相關條款（見《恒春縣志》卷19〈兇番〉，頁289-93），對於原漢族群關係主要立

基於「管理嚴密性」、「社會安全」概念，並制訂了各種畫境管制、嚴防解紛、懲治的

事務條款，「管理體系」的強化與落實到地方基層無疑是其最終的標的，透過這些多重

的管制，射不力社群的地方結構乃逐漸異於其傳統部落時期的狀態。

本文書對於射不力事件過程中自搜拿新磘以至善化社民請清軍撤出社境的描述，遠

較《恒春縣志》所載者為詳細，也呈現了較多原住民內部，以及原住民與漢族社會錯綜

複雜的社會關係概況。

(9)  AH000534-067（光緒19年臺南府正堂唐「為飭知事」札恒春縣(巡撫邵友
濂奏請獎勵剿平恒春滋事番社出力人員摺硃批)）（893.5.4）

內容說明：

1.文書背景：此為光緒18年（1892）射不力社與楓港庄民因柴寮（伐木製炭）收番

租事而起原漢衝突事件，清軍弭平衝突事件後清政府獎賞有功人員之相關文書。

2.文書詳情：各軍回防之後，臺灣巡撫邵友濂、閩浙總督譚鍾麟於10月29日

（1892.12.17）會銜請奏賞臺灣鎮總兵萬國本、鎮海後軍統領提督張兆連及兩人所保舉

六員等人勦平之功，並於12月13日（1893.1.30）奉硃批，光緒19年1月16日（1893.3.4）

兵部轉旨回臺，由巡撫邵友濂、臺灣道顧肇熙、臺南府知府唐贊袞（3月19日，

1893.5.4）層層轉札飭，至3月26日（1893.5.11）札到恒春縣令陳文緯（因有功人員中有

恒春縣屬員）。

圖20.  光緒 18 年臺灣善後總局「為行知事」札恒春縣(鎮海中後軍剿撫射不力等社兇番並改稱善化

社)。
Fig. 20.  Administrative forwarding order issued by Bureau of Logistics to Magistrate of Heng-chuen 

County concerning army’s conquering and tending of Sapediq and other village, and changing the 
name of “Sapediq” into “Shan-hua” village, 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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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H000534-013（光緒11年分巡臺澎兵備道劉「為札飭查覆事」札恒春縣

(密查牡丹社私通法人情事)）（1885.4.3）

內容說明：

1.文書背景：清法戰爭期間恆春縣駐軍據聞牡丹社原住民疑通法國敵軍，臺灣道劉

璈乃令恒春縣知縣詳查地方實情。

2.文書詳情：光緒11年（1885）2月清法戰爭時，南路下十八社屯軍（光緒10年

（1884）設，計127名，見《恒春縣志》卷四〈營汛〉，頁93-94）副哨王添登（駐獅頭

山）據聞牡丹社有意為法軍內應，私至鵝鸞鼻燈塔領取法軍旗幟（按光緒10年（1884）

臺灣道劉璈曾發佈諭告公佈捕獲法軍船艦與人員之獎勵標準，其中即刊示了法軍旗號的

圖樣，見AH002791「光緒10年分巡臺澎兵備道劉璈出示『法人棄好背盟無端挑衅』曉

諭」），待機而事，並邀射不力社共同舉事，事為射不力社所拒，牡丹社欲脅迫射不力

等社加入，乃謀截殺行人，使各社懼禍而加入內應法人的行動，當時自南勢湖、楓港、

車城、新街至射寮等處均有漢民遭殺害，疑與此計有關，而居於楓港與車城中途的竹溪

屯軍兵力不足，亦宜加強兵力。王添登至臺灣道劉璈轅門遞送上情，劉璈雖認為其說無

據，但仍恐未察原住民情勢變化，故請恒春縣知縣羅建祥查明其原委，同時也將此事移

知南路營，南路營隨同移請恒春營務處（羅建祥兼管）查明，並要求屯軍加強防備。

圖21.  光緒 19 年臺南府正堂唐「為飭知事」札恒春縣(巡撫邵友濂奏請獎勵剿平恒春滋事番社出力

人員摺硃批)。

Fig. 21.  Administrative forwarding order issued by Magistrate of Tainan Prefecture Tang to Magistrate 

of Heng-chuen County concerning Emperor´s concluding comments upon petition of military 

rewarding for conquering indigenous trouble-making villages in Heng-chuen region, 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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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歷史脈絡：

1884-85年的「清法戰爭」是與臺灣在東亞地區的戰略重要性有關的臺灣涉外事件，

對臺灣建省、現代化發軔影響深遠。

1884年5月清法兩國簽訂「天津簡約」，但兩國政府都不滿意條約內容，兩國各為

維持尊嚴與利益，連帶使戰事擴大，臺灣乃被捲入這場戰爭之中。8月法軍進攻基隆，

並持續對臺灣施壓，臺灣社會民心、港口交通、國際貿易頗受影響。10月下旬法軍片面

宣佈封鎖臺灣（至1885年4月15日方解除封鎖），並派法艦巡航臺灣海峽，搜捕欲入臺

接濟、貿易之中外船隻。當時臺灣道劉璈已整頓強化臺灣防務，分五路駐守，劉璈並負

責南路之防務，內堅守、外尋求外交協助。1885年1月5日至20日，法艦巡邏臺南海岸，

又緝拿30艘清國小帆船，捕獲之中國人遭遣送基隆服勞役
19
，臺灣南部人心騷動，緊張

情勢再度升高。王添登所報之傳聞正逢此詭譎的情勢，而劉璈為一致對外，對於牡丹社

可能通敵這類來自內部的雜音，自希望以最快的速度處理，並由地方行政、防務兩方面

齊一調查傳聞的可靠性，同時一面加強屯軍的防務，以免發生社民為害的情況。

本文書中的南路屯軍乃於臺灣道劉璈時由「歸化」原住民及楚勇構成，計一哨，

正哨駐南勢湖，副哨駐獅頭山，並分駐莿桐腳、枋山頭（兼為牛卡）。清法戰爭時，其

初設立未久，副哨官王添登或因求功心切，力圖報效，而墮入傳聞之中。而傳聞牡丹社

欲以殺害路上行人脅迫射不力等社加入內應的行列，射不力等各社所懼者並非牡丹社截

殺各社民，而是因牡丹社攻擊漢民而使各社受株連，遭到官方鎮壓，但破斧沉舟群起為

亂，官方反將有所忌憚，不至輕易鎮壓各社，即牡丹社所欲號召的是部落聯盟（如射不

力群社）的集體力量。但以清軍聯防的部署而言，部落聯盟實難以抗衡，各社民亦無意

無端以集體力量與清軍對抗。

19
  當時中外對此亦有相關報導，《述報》光緒10年12月4日（1885/01/19）即載當月：「…有拖船兩艘載貨物赴臺，猝

被法船探見，即燃礮轟擊。一被轟沉，船上之人盡問諸水濱；一被拘回，現為法人押禁。」（《述報法兵侵臺紀事殘

輯》（二），頁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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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H000534-015（光緒11年署恒春縣正堂羅「為稟覆事」(牡丹社素鮮與
法人往來)）（1885.4.12）

內容說明：

1.文書背景：恒春縣知縣受命察查牡丹社於清法戰爭期間私通法軍之傳聞真偽，並

稟於臺灣道。

2.文書詳情：恒春縣知縣羅建祥依臺灣道劉璈之旨及南路營統領之移照，查覆牡丹

社通法國敵軍之傳聞，其結論為牡丹社距鵝鸞鼻燈塔頗遠，且原車城守備已於光緒9年

（1883）移駐鵝鸞鼻（見AH000534-008「光緒9年署理臺灣府正堂侯「為轉飭事」札恒

春縣(恒春車城守備移駐鵝鑾鼻並更名為鵝鑾鼻守備)」），若有勾結串通之事，鵝鸞鼻

圖22.  光緒 11 年分巡臺澎兵備道劉「為札飭查覆事」札恒春縣(密查牡丹社私通法人情事)。

Fig. 22.  Administrative order issued by Superintendent of Taiwan Liu to Magistrate of Heng-chuen 

County urging a secret investigation upon the liaison between Shinabaujan aboriginal village and 

the French Enemy, 1885.

圖23.  光緒 10 年分巡臺澎兵備道劉璈出示『法人棄好背盟無端挑衅』曉諭。

Fig. 23.  Edict issued by Superintendent of Taiwan Liu declaring the ill-intentioned betrayal and gratuitous 

provocation of the French, 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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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營對其跡象不應毫無所覺，同時自光緒10年（1884）劉璈立番團及番屯（南路屯軍）

之後，各社勇於防務，不應有貳心，因此傳聞牡丹社勾串法國敵軍之說頗不可信，遞送

此傳聞之下十八社屯軍副哨王添登可能因目不識丁誤聽他人之言訛傳此說；而南勢湖至

車城、射寮等地之漢人遭殺害事件，應屬地域性各別案件（故與牡丹社殺害路上漢民無

關），經察查仍無所獲，竹溪屯軍則已添編至20人（原編制為17人），以應防務所需。

上述詳情分移南路營、恒春營游擊劉必達、下十八社屯軍正哨夏致才、副哨王添登，

並稟臺灣道劉璈，稟文由招墾局委員攜至臺南代投。對此稟文劉璈批示安內攘外之必要

性，對進言之營弁並未究責，但對於漢民被殺害之事，基於社會安全之考量，則持務需

究償的態度。

相關歷史脈絡：

鵝鸞鼻一帶海域為東亞航運要衝，早為國際人士所知，其「海防」的重要性也逐漸

受到重視。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於1867-72年處理Rover號事件時，雖已提出於龜仔角

社海岸一帶築營壘保護來往船隻安全之議，但清政府直至「牡丹社事件」引起更大的國

際風波後才正視這項問題。1875年，任職於清政府工部的畢齊禮（Michael Beazeley）受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總稅務司之命，來臺勘察建燈塔之地點。地點選定於當時西方人稱

為「南岬」（South Cape）的鵝鸞鼻，鄰近的南灣（西方人稱為Kwa-liang Bay）洋面因

暗礁遍佈，且岸上原住民不喜外人接近，被當時西方航行者視為危險地帶。畢齊禮此行

由中國海關人員及恒春縣令周有基陪同，一行共41人由打狗（高雄）沿陸路南行，並與

龜仔角社民進行交涉，以便在其領域內建燈塔
20
。其後幾經折衝，至1881年底方正式啟

建，由英國人John Harding（哈爾定）設計，1883年4月1日完工（另一說1882年，見《恒

春縣志》卷二〈建置〉，頁73），臺灣文武官員參與其督造與監造，並僱用原住民勞力

以緩解其反對的聲浪，而為強化海防，再於同年將車城守備移駐鵝鸞鼻。

1884-85年清法戰爭法艦封鎖臺灣期間，墾丁、鵝鸞鼻海域為法艦巡航的範圍，鵝鸞

鼻燈塔建造及駐兵亦在琅嶠下十八社間造成騷動，清政府武力與管制似乎直接伸進原住

民生活領域中，燈塔如同可見的外力干預與威脅，這種原住民潛在的不安情緒及以部落

聯盟（牡丹社、射不力社屬於同源地域群體）抗衡外來族群的傳統部落倫理，在相當程

度上可能就是王添登訛傳牡丹社原住民通敵及欲聯合射不力社群的內在歷史因素。

20
  Beazeley, Michael,1885, Notes of an overland journey through the southern part of Formosa, from Takow to the South Cape, 
in 1875, with an introductory sketch of the island,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s of 
Geography, New Series,7, 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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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風」初識苦澀味— 

「後牡丹社事件時期」獅子鄉排灣族社會的歷史情境

1874年牡丹社事件結束日軍撤臺前，指揮官西鄉從道都督曾發佈諭示，一方面嘉

許南排灣群各社於事件期間紛已「悔過改德」，另一方面又勸誡各社於日軍離臺後「謹

奉清國之教勿敢犯三尺」，反映了以統治、教化威權管理為核心的政治統御意識。事實

上，1875年清政府正式於南排灣群領域設立行政機構（恒春縣）後，對於包括獅子鄉排

灣族在內的原住民群體所持的基本態度，幾乎與此如出一轍，而其目標不外乎使獅子鄉

排灣族人逐漸「由生轉熟」，從律令難及之地變為全島新管理機制的一環。

圖24.  光緒11年署恒春縣正堂羅「為稟覆事」(牡丹社素鮮與法人往來)。

Fig. 24.  Report issued by Magistrate of Heng-chuen County Luo alleging the Shinabaujan aboriginal 

villagers seldom have contact with the French Enemy, 1885.

圖25.  光緒9年署理臺灣府正堂侯「為轉飭事」札恒春縣(恒春車城守備移駐鵝鑾鼻並更名為鵝鑾鼻

守備)。
Fig. 25.  Administrative forwarding order issued by Magistrate of Taiwan Prefecture Hou to Magistrate of 

Heng-chuen County concerning relocating the Che-cheng Battalion to O-luan-pi, and henceforth 
changing the military codename into “O-luan-pi Battalion”, 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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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牡丹社事件之前，獅子鄉海岸地區清代漢族聚落的建立與發展，原均與早已在

此的排灣族群維持一種形式上的主客關係，莿桐腳、枋山聚落與內文社
21
、楓港聚落與

射不力社都在漢族群體向原住民納「番租」、「貢禮」（如布匹、鐵鍋、鐵器等）的方

式下，進行農業開墾、入山建柴寮、物品交換，這種主客關係在官方勢力正式進入前形

成了某種相對平衡關係，部份稀有物資互通有無，少數原住民風俗亦受漢族影響（如內

文社婦女外出撐傘
22
），但生活領域、社會權威體系的族群區隔仍頗為顯著。然而這種

基於文化傳統差異、族群接觸社會默契而在邊陲地域形成的主客關係，對於1874年牡丹

社事件以後亟欲在南排灣群領域建立正式管理體系的清政府而言，卻是其試圖突破的困

境，主客易位、「化生為熟」的各種政策乃紛紛出爐。

21
  有關加祿堂、莿桐腳、枋山地區漢移民與內文社（大龜文）之主客關係見《風港營所雜記》〈松野義篤、濱崎康、百

崎俊雄所提莿桐腳事情探索報告〉（明治 7 年（1874）6月14日），頁72-107；同書，〈莿桐腳崩山記事一條〉（明治7
年（1874）8月24日），頁426-450。漢移民入墾此區域的時間較楓港為晚，約19世紀初至中葉才逐漸移入。

22
  內文社Cholon頭目家族日本時代家屋壁板雕刻中可見婦女持傘的刻畫，這一組排灣族木雕據調查完成於1927年
（1931年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曾拍攝此文物之影像，影像現存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而清代臺灣南部漢

族婦女外出盛裝持傘的風俗，自清初《諸羅縣志》即見記載，作為婦女身分的一項表徵，日本時代初期的風俗畫報

（野口勝一編，《風俗畫報》「臺灣蕃俗圖會」，1896年）所刊「臺灣土人風俗の圖」，也曾以婦女持傘作為平埔族

「熟蕃下等賤民」形象的一部份，反映了漢文化的影響。本件內文社家屋壁板雕刻中持傘婦女其中一位為女巫師，

似亦與此漢族風俗相近。此木雕雖成於日本時代，但其反映的應是19世紀以來與漢族接觸的文化影響。相關討論見

陳奇祿，1961:33；簡芳菲，2002:59-60；趙家凌，2010:127-130。

圖26.  明治7年（1874）征臺都督西鄉從道曉諭（抄本）。

Fig. 26.  Edict issued by Japanese Commander-in-chief General Saigo Judo during the Taiwan Expedition 
of 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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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社事件最廣泛的歷史意義是提升臺灣在清政府「國家安全體系」之中的地位，

為落實此海防新政，全島管理架構與功能的增強為其主要的策略，「開山撫番」政策即

在此準則下積極推展，對南排灣群領域與部落的管理為其中的一環。以獅子鄉而言，其

為南北往來的重要交通孔道，「琅嶠上十八社」內文社傳統部落群體組織嚴密，「琅嶠

下十八社」射不力社群與牡丹、高士佛社聲氣相通、關係緊密，皆頗強悍，與漢族接觸

面尚不廣，河谷短淺不適耕作，因此以駐兵防衛、「番社」管理、教化漢俗為主要管理

方針，資源管理與移民拓墾暫居次要。因此，於海岸出入山區的要衝駐兵，以官方任命

的頭目/社長、通事雙軌處理部落或部落間行政事務，嘗試掌握部落戶口、領域範圍與

土地利用情況，以布匹、酒、珠飾等外來物品賞予歸服的部落，設義塾從基本面改變部

落「番童」文化習性，當「番社」管理體制大致穩定之後，則嘗試進一步將部落力量整

合到「整體管理體制」之中（如番屯軍
23
、設保甲），提升體制完整性與功能，但對於

「社會安全」議題則以跨部落、跨地域性思維進行整體考量，以防勢態擴大，並以官方

優勢武力為後盾快速處理，必要時並操縱傳統部落關係之權威體系（如射不力社事件）

以獲得各部落之配合。

表2.  「開山撫番」政策推行前後獅子鄉排灣族社會文化操作概念比較。

Table 2.  Comparisons of change of socio-cultural arena of Paiwan tribesmen in Shihzih Township in terms 

of the practice of the policy of “Opening the mountains and pacifying the aborigines”.

 範疇

時期

社會

身分

部落權威

來　　源
社群關係依據

族群關係

依　　據

部落社會

體系特質

資源管理

方　　式

風俗慣習

管　　理

傳統時期 生番 傳統開發

歷史

頭人與附庸聯盟

關係

主客關係 密合 內部再分配 部落傳統

開山撫番

時期

歸附番 官任/傳統

歷史

區域體系操作/
內部統領結構

社會安全

架構

區隔化 定界/交易與

物資管理

統御式教

化

至19世紀末，短短20年之間，歷經開境駐紮、「和番」、「歸化」的官方政策推移，

獅子鄉排灣族社會在政治、社會、族群關係等層面，已受到前述管理體系的影響，雖然

文化價值信念、資源管理、社會成員組成等層面主要仍以傳統形式為主，其間原漢族群

衝突事故頻傳，但其社會獨立性與自主權已明顯削弱，苦澀的「非自主性」現代變遷路

23
  屯軍除負責地方駐守外，牛卡巡檢、屯番郵路遞送也是其相關功能，如自楓港橫穿楓港溪至臺東埤南的郵路即由屯

番分段負責遞送，至20世紀初仍可見以武裝番丁運送郵件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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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已現端倪，這種歷史變遷圖像可說是「後牡丹社事件時期」的另一種縮影。

本文主要討論的11件清末官方文書反映了統治機構試圖進入原住民領域並改變其傳

統結構、建立新區域性架構的各種互有關聯的措施，但對於身處其間的獅子鄉排灣族社

會或其後裔，傳統上主流社群未充分觀察排灣族內在思維與邏輯所形構的各種「他者鏡

像」、歷史詮釋，自然與其族群本土認知或記憶有相當差距。近年來，以「主體記憶」

與「大歷史」的多層次關係與社會文化效應為詮釋重點，透過原住民族群內部文化視

野重新檢視、分析具代表性的歷史文物、重要歷史事件與相關紙本歷史文獻，以呈現不

同社會格局的文化歷史族群之社會勢力交會之下所形成的多層次歷史形貌（multi-level 

historical configuration），以及此歷史形貌對於形塑族群歷史意識與社會實踐所具有的意

義，已逐漸在原住民歷史研究中佔有一席之地，尤其是近代至現代的廣泛結構性轉變更

是主要的焦點。以獅子鄉為研究分析範疇之此類相關研究，近年亦陸續出爐
24
，這也是

後續綜合其他文獻、歷史文物、生活器物、口述故事與語料，再進一步分析這這一批19

世紀末獅子鄉官方古文書時必須釐清的另一層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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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9世紀末(1874-95)獅子鄉排灣族部落名稱版本對照表

版本

社名＊

1874
風港營所雜

記

1880
臺灣輿圖

並說

1886
武頌揚、

張兆連奏呈

1886
何如謹、

張兆連奏呈※

1875-1893
臺博館藏

官方古文書

備註

(一) 內文社系

Naibun
(Caqovoqovo)
(Tjakuvukuvulj)

內文社

外文社

內龜文社

外龜文社

內文社

外文社

內文社

外文社

上龜文社

內姑文社

內文社

外文社

內文社

(大龜文社)

Chiubun 中文社 中文社 中文社 中文社 中文社 奇尤崩社

Kenaiyan
(Qinaljan)

根阿燃社 近阿烟社 金蘭玉社 根仔然社 見也恩社 基納蘭社

(根也然社)

Nai-Sitou
(Atsudas)

內獅仔頭社 內獅頭社

(內永化社)
內獅頭社 內獅頭社 內獅頭社 內獅頭社

Masiyagao
(Majnngao)

駡乳藕社

(貓乳藕社)
馬來藕社 馬肉坑社 馬乳肴社 馬有爻社 馬乳餚社

Buriits 無里一社 霧里壹社 舞理給社 霧里乙社 武厘烟社 霧里乙社

(布立逸社)

Chiuragao 本務社 本武社

(永福社)
小籠肴社 奇由拉高社

Asubon 加柔夢社 阿乳芒社 加黑旺社 阿蘇崩社

(阿斯紅社)

(二) 外文社系

Nai-Kachirai 大加錐來社 大加之來

社

大加芝來社 內加芝來社 內加芝來社

Gai-Kachirai 外加芝來社 外加芝來社

Gai-Malipa
(Chulyasow)

麻籬笆社 麻裏巴社 外麻里吧社 外麻籬巴社 馬里拜社 外麻里巴社

Nai-Malipa
(Pinasasawayan)

內麻里吧社 內麻籬巴社 內麻里巴社

Malipa
(Pentelje)

中麻籬巴社 中麻里巴社

Chiushinron
(Tsupotsug)

中心崙社 中心崙社 中心崙社 中心崙社 中心崙社 中心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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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社名＊

1874
風港營所雜

記

1880
臺灣輿圖

並說

1886
武頌揚、

張兆連奏呈

1886
何如謹、

張兆連奏呈※

1875-1893
臺博館藏

官方古文書

備註

Maraji 笆嘮仔啐社 媽(月勞)喇
社

Aiyabishi 阿遮未薛社 阿栽米息

社

阿者美社 阿也眉薛社 阿吉雅比希

社（阿遮美

薛社)

Kurayu
(Tjutjaluvu)

驅獵遊社

Tekin 竹坑社 竹坑社

(永平社)
竹坑社 竹坑社 竹坑社 竹坑社

Gai-Sitou
(Huwaluge)

外獅仔頭社 外獅頭社

(外永化社)
外獅頭社 外獅頭社 外獅頭社 外獅頭社

Takariyau 大宇類社 答加藔社 塔加寮社

Bonburan 房武爛社 周武濫社 邦武南社 方武巒社 邦武蘭社

(拜武蘭

社)

崩布蘭社

(小內獅社)

Chiukomaris 大甘嗎立社 大干仔笠

社

大柑馬理社 大柑仔密社 甘仔蔑社 大甘也密社

Souzan 
(Chiuboran)

草山社 草山社

(永安社)
草山社 草山社 草山社 草山社

(三) 射不力社系

Pasbok
(Pasaumaq)

射不力社 射不力社

(內有五社)
射不力社 射不力社

(吧賜墨社)
射不力社

巴士墨社

巴仕嚜社

善化社

巴士墨社

Botanro 牡丹路社 牡丹路社

Supaw 草埔後社 草埔後社

Kasinro 新路社 家新路社 家新路社 家新路社

(四) 快子社

Kowai
(Quwai)

上快社

下快社

快子社

上快社

快子社 快子社

(庫瓦伊社)

＊社名英譯以《高砂族調查書》(1938) 片假名譯音為準，括弧內為族語社名譯音

※1889年呂兆璜縣令奏呈內容大致相同，未錄

附錄.   19世紀末（1874-95）獅子鄉排灣族部落名稱版本對照表 (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