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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歷史紀年與歲時觀之研究】導讀

戴寶村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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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時間尺度有採天文觀測太陽月亮為主的的陽曆與陰曆，也有生

業方式的經濟年序，另有宗教性的佛曆、伊斯蘭曆，而基督教則廣泛影響世

界公元的紀年。當王朝或帝國的形成後，政治形態的紀年是朝代興衰帝王承

續的表徵，政治紀年更成為歷史時間的重要形式，也常是歷史學斷代史、分

期史研究的主要依循。臺灣因統治政權更迭頻繁，也影響歷史年代的書寫方

式，甚至造成某種程度的錯亂性與斷裂性，因此本期主題論文特別以臺灣歷

史紀年方式作完整有系統的探討論述。 

李進億探討清代臺灣的紀年方式，可分為官方紀年與民間紀年兩大類。

官方紀年以帝王年號與在位年份連用以紀年，居於正統觀清治初期曾以「偽

鄭」冠稱鄭氏東寧王國，另由於荷蘭殖民統治的教化遺緒，出現以羅馬字母

拼寫官方紀年的新港文書，1895年的臺灣民主國另立年號但仍多用官方紀年

等特例。民間紀年則是存在於特殊情況下的紀年方式，如民變時自立為王

的領袖另立年號紀年，以及民間信仰受陰陽五行說影響而採用天運、干支紀

年。他指出清代臺灣的紀年採行皇帝年號紀年，可視為一種服膺政權的象

徵，清代的中國與臺灣雖然共同使用官方的年號紀年，但仍發展出不少歧

異，此與臺灣「孤懸海外」的地理環境、族群多元的文化經驗有關。

戴寶村的論文以日本統治時代為主，比較集中在日本統治時代的數本歷

史書類；明治、大正天皇逝世與紀年更替、公共事務包括皇紀2600年、戶籍

登載年號、公共建築落款年代等三個具有代表性的面向，敘述其紀年方式的

特色，進而析論其所代表的政治文化意涵，究明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採用的天

皇年號式的紀年方式，在於彰顯日本「正統」的政治符碼，而統治者也藉著

紀年的重要時間點進行動員作為，進而強化被統治者向心力。

吳俊瑩對邇來「日治」、「日據」百家爭言的現象作詳細的分析討論，

戰後初期，不論官民都很少使用「竊據」或「占據」描述日本統治臺灣的事

實。1951年以後以黨政力量介入，順著日本從中國「竊取」臺灣的「日據」

思維邏輯，臺灣省政府在1952年後展開普遍性的取締日本遺習、挖銷改易日

本年號的行動，包括文獻資料、紀念碑、寺廟牌匾、橋樑建物、墓碑與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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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等，意在抹掉日本統治臺灣的事實。在敘述日治臺灣時也被冠以時空錯

置的清朝年號或民國紀元。解嚴後，伴隨著臺灣主體意識興起，有充分表述

的自由，以回歸事實的角度使用「日治」時，卻仍必須面對國民黨政府從中

國民族主義出發的歷史慣性反應。

林承緯著眼於近代臺灣贈答習俗的傳承發展及其變遷，以中元、中秋、

歲末的贈答為題，探索今日臺灣民間逢中秋、歲末的送禮與日本贈答文化的

關聯，解析日治時期由日本人引進的御中元、御歲暮對臺灣民間饋贈可能的

受容影響。也將針對併行於日治臺灣社會的新舊曆法制度，及日本人、臺灣

人歲時觀造就的贈答行為展開討論，由此可看出歷史紀年的政治色彩之外，

民俗年節行事的演變所反映的時間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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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異調：清代臺灣的紀年

李進億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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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臺灣的紀年方式，可分為官方紀年與民間紀年兩大類。官方紀年以

帝王年號與在位年份連用以紀年，另由於清代臺灣特殊的時空背景，產生如

以羅馬字母拼寫官方紀年的新港文書，以及臺灣民主國另立年號但仍多用官

方紀年等特例。民間紀年則是存在於特殊情況下的紀年方式，如民變時自立

為王的領袖另立年號紀年，以及民間信仰受陰陽五行說影響而採用干支紀年

等。

清代臺灣的紀年方式有其背後的象徵意涵，採行皇帝年號紀年，可視

為一種服膺政權的象徵。此外，清代的中國與臺灣雖共同使用官方的年號紀

年，仍發展出不少與中國歧異之形式，此與臺灣「孤懸海外」的地理環境、

族群多元的文化經驗有關。

關鍵字：紀年、民變、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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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清代臺灣的紀年可分為官方紀年與民間紀年兩大類，官方紀年為主流，

但民間亦自有一套紀年方式，呈現出「官民異調」的現象。

清代的官方記年是以帝王的年號為首，附加在位年份以紀其年。年號為

中國帝王為了紀錄在位之年而立的名號，自漢武帝在西元前140年使用「建

元」作為年號開始，至清宣統3年（1911）為止，年號紀年沿用2,051年之

久，為官方主要的紀年方式，1清廷統治臺灣的211年間亦然。

另一方面，出現於民變領袖稱王所另立之年號，或是民間信仰中採用的

干支紀年，此類與清廷官方紀年迥異而行之於民間者，可歸類為民間紀年。

唯清代西方傳教士或在臺海關人員所採行的西元紀年，2或是在臺活動日本

人所使用的日本天皇年號紀年，3這兩種紀年方式雖留存於清代臺灣的文獻

紀錄之中，但其身分並非清廷治下之人民，故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以下，分就官方紀年與民間紀年，考察清代臺灣的紀年方式及其背後隱

1　劉乃和，《中國歷史上的紀年》（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年4月），頁72-73。
2　�咸豐8年（1858），清廷與法國簽訂「中法天津條約」，開放臺灣沿岸6個港口准許外人居住與對
外貿易，臺灣邁入開港通商時期。�西方的領事人員、海關官員、商人與傳教士來到臺灣，其生活
與從事行政、經商、傳教等工作上產生許多文件，如碑文、領洗簿、海關報告與信封郵戳，其紀
年方式與清廷官方的年號紀年相異，主要採用的是母國所使用的西元紀年。此外，基督教則多採
用耶穌基督誕生後年份的「主後」紀年，源自拉丁文「Anno Domini」（主的年份）之縮寫，基督
徒翻譯為「主後」，與西元的紀年方式相當。參見戴寶村，《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臺北：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4年），頁32-34；葉振輝，《清季臺灣開埠之研究》（臺北：作
者發行，1985年），頁85；黃子寧，《天主教在屏東萬金的生根發展（1861-1962）》（臺北：國
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6年11月），頁336；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主編，《清末臺灣海關
歷年資料（Ⅰ）》（南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6月），頁123；國立臺灣歷
史博物館籌備處編，《黃虎旗的故事：臺灣民主國文物圖錄》（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
處，2002年4月），頁164。

3　�明治28年（1895），日本領有臺灣之後，臺灣的官方紀年形式轉變為以日本天皇年號紀年，但在
此之前的清代已有不少日本人在臺灣活動，他們在臺灣留下的文件與碑文皆是以日本天皇年號紀
年。如同治13年（1874）牡丹社事件爆發，日軍兵分三路攻打牡丹社，大本營設於風港（今屏東
縣枋山鄉楓港），當時日軍記錄戰情的《風港營所雜記》，即以當時日本天皇的年號「明治」紀
年。事件平息之後，日方於今屏東縣車城鄉設立〈遭難琉球藩民紀念碑〉，亦是以日本天皇的年
號「明治」紀年。參見王學新譯，《風港營所雜記》（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年9月），
頁137；何培夫主編，林文睿監修，《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屏東縣•臺東縣篇》（臺北：國立
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5年12月），頁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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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象徵意義。

貳、官方紀年

清代臺灣的官方紀年，與中國漢武帝建元元年（西元前140年）以來歷

代相同，採行皇帝的年號與在位年數以紀其年，為官方文書規範的形式。以

閩浙總督李侍堯上奏乾隆皇帝的奏摺為例（如底線所示）：

閩浙總督臣李侍堯跪奏，為遵旨奏請陞補道府事。

竊臣接奉上諭：匪犯周思等糾集匪類，執械行劫，經兵役圍挐，復

敢放鎗抵拒，致傷兵丁，該管上司並不能查出揭參，非尋常失察可

比。朱芫會、黃彬俱應照部議降調，但目今臺灣有事，福建需人，

所有汀漳龍道及漳州府員缺，著李侍堯酌量，或於事完再按例降

調，或即於前次發往閩省差委之保舉堪勝道、府人員內各揀選一

員，奏請補授，餘依議。欽此。

查閩省正當差務絡繹之時，自須留用熟手較為得力，但漳州地方民

刁俗悍，奸匪最多，吏治因循已非一日。該道朱芫會謹飭有餘，但

素有腿疾，時發時止，精神照管不周。該府黃彬人亦中平，事簡地

方，尚堪靜鎮，而漳州繁劇之地，實非所宜。臣正擬奏請將該道、

府調簡，因閩省現亦無可調之員，是以暫緩。今蒙皇上指示，令將

發閩之保舉堪勝道、府人員內揀選，奏請調補。查各員已俱來閩，

臣察看淮安府知府伊轍布，心地明白，才具練達，可勝汀漳龍道之

任。又羅定州知州李華國，人亦明敏，若以之陞授漳州府，使之整

飭地方，訪察奸匪，較可勝任。查該二員經督撫保舉後，伊轍布已

經引見，應即令到任外，李華國尚未赴部，即行來閩，應請亦令先

行到任，俟軍務竣後再行送部。臣謹會同撫臣徐嗣曾恭摺具奏，如

蒙允准，伏乞皇上敕部施行。謹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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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硃批］：著照所請行，該部知道。

乾隆五十二年九月初一日
4

清代沿襲明代「一帝一年號」的規制，5清代歷朝皇帝的年號與統治臺

灣的年數如「表1」所示。其中，比較特別的是同治皇帝僅維持半年的「祺

祥」年號，一帝擁有兩個年號，成為特例。

表1�清代臺灣官方年號紀年表

年號 起迄年 西元起迄年 年數（年）
康熙 23-61 1684-1722 38
雍正   1-13 1723-1735 13
乾隆   1-60 1736-1795 60
嘉慶   1-25 1796-1820 25
道光   1-30 1821-1850 30
咸豐   1-11 1851-1861 11
祺祥 1 1861 0.5
同治   1-13 1862-1874 13
光緒   1-21 1875-1895 21.5

資料來源：
1.  孫文良、董守義主編，《清史稿辭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8年11月），
頁2906-2911。

2.�李崇智編著，《中國歷代年號考》（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月），頁223-224。

同治皇帝的年號從「祺祥」改為「同治」的由來，與「辛酉政變」（或

稱「祺祥政變」）有關。咸豐11年（1861）8月（以下所提及之月份皆為農

曆），咸豐皇帝奕詝駕崩，其子載淳即位，9月3日改年號為「祺祥」。6同

年11月3日，慈禧皇太后聯合恭親王奕訢發動「辛酉政變」，促使權臣肅順

一黨下臺，形成慈禧、慈安兩太后共治的體制，7遂於11月7日再改年號為

4　�洪安全主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九）（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4年11月），
頁495。

5　李崇智編著，《中國歷代年號考》（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月），頁50。
6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第1冊（新店：國史館，1886年2月），頁767-768。
7　�王闓運，〈王湘綺先生錄祺祥故事〉，《東方雜誌》，第14卷第12期（1907年6月），頁93-96。
歐陽錦志，〈論辛酉政變〉，《文史學報》，第9期（香港：珠海書院，1972年12月），頁27-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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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以翌年（1682）為同治元年。8因清代慣例皇帝駕崩當年仍沿用

舊年號，隔年才使用新年號，所以「祺祥」年號實際上並未使用，9幾乎不

見於官方文書上。然而，「祺祥」年號卻出現在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長天宮

廟名橫匾之中（圖1），相當罕見。推斷是臺灣距離北京朝廷遙遠，立匾時

尚未得知年號已改為「同治」，故仍沿用舊年號「祺祥」，卻成為「祺祥」

年號在臺灣使用過的證據。10此類由於中央朝廷年號變更的佈告未能及時通

達地方所造成的紀年錯誤，亦可見於偏遠地區出土的漢簡與日本銅鏡之紀年

上，11位居海外的臺灣鄉間廟宇在改元同治之際仍使用舊年號「祺祥」，屬

於同一種情況。

圖1  嘉義縣新港鄉板頭村長天宮廟名橫匾，紅線處有「祺祥元年壬戌置」字樣，壬戌為該
年之干支。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民國103年（2014）3月10日。

除了以中文書寫的年號紀年之外，臺灣還存在著以羅馬拼音書寫的紀

年方式，此種紀年出現在學者通稱為「新港文書」的契約文書之中。「新港

文書」是指以羅馬拼音來書寫西拉雅語的契約文書，新港社（位今臺南市新

市區）是荷治時期西拉雅族的一個社，由於以羅馬拼音書寫的契約文書多出

8　清史稿校註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第1冊，頁771。
9　李崇智編著，《中國歷代年號考》，頁51。
10　�陳永順，〈長天宮木匾�見證清朝政變〉，《聯合報》，2011年10月16日，版B1（雲嘉運動
版）。

11　劉乃和，《中國歷史上的紀年》，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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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該社，因此凡是以羅馬拼音書寫的契約文書被通稱為「新港文書」。17

世紀荷蘭傳教士教導西拉雅人以羅馬字母拼寫西拉雅語，此後西拉雅人與漢

人簽訂的契約文書皆以羅馬拼音書寫而成，這種書寫方式一直延續到清嘉

慶末年（1818年左右），始隨著西拉雅語使用人口銳減而逐漸消失。12新港

文書的紀年方式是以羅馬字母拼寫閩南語發音的清代年號與年份，如「乾隆

二十一年」被拼寫為” chianliong 201 ni ”。（圖2）新港文書的紀年方式雖與

官方的年號紀年無異，但書寫形式採用非中文的羅馬拼音，為臺灣多元族群

背景下所產生的官方紀年特例。

圖2  新港文書上以羅馬字拼寫「乾隆21年」的紀年方式（紅線部分）
資料來源：乾隆21年灣裡社大馬役賣書根契，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

此外，光緒21年（1895）5月為阻止日本接收臺灣，唐景崧成立「臺灣

民主國」，13另立「永清」年號紀年，但仍「恭奉正朔」，以大清為宗主

國。唐景崧以「永清元年」紀年發布的告示如下：

臺灣民主國總統、前署臺灣巡撫布政使唐，為曉諭事。照得

日本欺凌中國，大肆要求。此次馬關議款，於賠償兵費之外，復索

臺灣一島。臺民忠義，不肯俯首事仇，屢次懇求代奏免割，總統亦

12　李壬癸編著，《新港文書研究》（南港：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10年6月），頁1-4。
13　�吳密察，〈一八九五年「臺灣民主國」的成立經過〉，《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報》，第8期

（1981年8月），頁8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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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多次；而中國欲昭大信，未允換約。全臺士民，不勝悲憤！當此

無天可籲、無主可依，臺民公議自立為民主之國；以為事關軍國，

必須有人主持。於四月二十二日，士民公集本衙門遞呈，請余暫統

政事，經余再三推讓；復於四月二十七日相率環籲，五月初二日公

同刊刻印信，文曰「臺灣民主國總統之印」，換用國旗「藍地黃

虎」，捧送前來。竊見眾志已堅，群情難拂；不得已，為保民起

見，俯如所請，允暫視事。即中議定，改臺灣為民主之國。國中一

切新政，應即先立議院，公舉議員，詳定律例章程，務歸簡易。惟

是臺灣疆土荷大清經營締造二百餘年，今雖自立為國，感念列聖舊

恩，仍應恭奉正朔，遙作屏藩；氣脈相通，無異中士。照常嚴備，

不可稍涉疏虞。民間有假立名號聚眾滋事、藉端仇殺者，照匪類治

罪。從此臺灣清內政、結外援、廣利源、除陋習，鐵路、兵輪次第

籌辦，富強可致，雄峙東南，未嘗非臺民之幸也。特此曉諭全臺知

之。

永清元年五月某日
14

唐景崧於同年5月11日棄職逃亡至廈門後，劉永福在臺南延續臺灣民主國，

更重新使用光緒年號，15臺灣各地的抗日民軍也大多使用光緒紀年，16故臺

灣民主國紀年方式可視為官方紀年的一環。

參、民間紀年

除了官方的紀年之外，清代臺灣的民間在特殊情況下，也出現不少獨特

14　�不著撰人，〈臺灣自主文牘〉，收於《中日戰輯選錄》（臺北：大通書局，1984年），頁67-
68。

15　黃昭堂，《臺灣民主國研究：臺灣獨立運動史的一斷章》（臺北：前衛，2006年1月），頁185。
16　翁佳音，《臺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板橋：稻鄉，2007年），頁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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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紀年方式。通常在如下2種情況，民間捨棄官方紀年，使用自成系統的紀

年方式。

一、民變中的年號紀年

清代臺灣為一移墾社會，民風慓悍好鬥，且位居海外，吏治敗壞，官治

力量控制不足，造成械鬥與民變頻仍，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俗

諺。17大型民變的領袖為強化自身正當性，號召更多群眾加入，攻下重要據

點後即封王設官，自立年號以紀年，以有別於所欲推翻的清廷。（表2）

表2�清代臺灣大型民變年號紀年表
領袖 年號 起迄年 西元起迄年 清廷官方紀年
朱一貴 永和 1 1721 康熙60年

林爽文
天運 1 1786 乾隆51年
順天 1-2 1787-1788 乾隆52年至53年

陳周全 天運 1 1795 乾隆60年
張���丙 天運 1-2 1832-1833 道光12年至13年

資料來源：

1.��孫文良、董守義主編，《清史稿辭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8年11月），
頁2906-2911。

2.�李崇智編著，《中國歷代年號考》（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月），頁231-237。
3.��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3年9
月），頁1-384。

4.��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合編，《天地會（一）》（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年11月），頁153-162。

5.��張菼，《清代臺灣民變史研究》（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年5月），
頁55-101。

如「表2」所示，清代臺灣有4次民變自立年號，分別是朱一貴立年號

「永和」，林爽文立年號「天運」與「順天」，陳周全立年號「天運」，以

及張丙立年號「天運」。以乾隆51年（1986）12月8日的林爽文告示為例：

順天盟主林，為祝天瀝示，以安民心，以保農業事。

照得居官愛民如子，才稱為民父母也。今據臺灣皆貪官汙吏，擾害

17　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3年9月），頁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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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靈，本帥不忍不誅，以救吾民，特興義兵。當天盟誓，不仁不

義，亡於萬刀之下。致蒙上天保持，立將彰化頃刻成灰。茲順天掃

北，所過之處，香案疊疊，唧唧相迎。

本帥嚴諭軍伍，不許絲毫妄取。到大甲一跕，宛裏一路，後壠一

跕，安穩無疑。昨日到中港，遇官兵截戰，聞有義民圖財相混，殊

覺駭異，且甚不解。繼而又聽得本帥留存守公館些少兄弟，與廣東

百姓如何鬧事，實屬不該。現逢出軍緊迫勞苦，理已不及，出示寬

限，候軍回師，查實究辦。如吾軍不是，失一賠二，焚茅賠瓦，仍

究明強暴；若吾民不該，亦照法究處。

本帥至公無私，爾等不必懷疑，致傷和睦。除寬限究辦外，吾軍再

有無辜滋事，上天不容。吾心堅鐵石，更慮吾民不信，是以祝天瀝

明，以顯天良，出示曉諭。為此示仰閩、粵民人知悉。自示之後，

爾等務宜安分耕農，當俟回軍究賠，勿因小忿輒生鬥殺，釀成殺身

之禍。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天運丙午年十二月初八日給發茄冬坑曉諭。
18

 

從這份告示可知，除了自立年號與官方年號有別之外，民變中的紀年方式在

年份部分多採用天干地支紀年，而非清廷以當今皇帝在位年份紀年，如引文

中加底線處的「天運丙午年」即清廷的「乾隆51年」。

此外，林爽文在乾隆52年（1787）之後，改採「順天」年號紀年，如乾

隆52年8月3日的林爽文告示所示：

順天大盟主林軍令，仰將軍沈得速往該地，立吊該股頭方庇、楊君

選、謝做、游媽皇、郭照、陳宋奇、楊應、陳景、陳春、黃雷、游

露等，速將各旗下人馬齊赴該將軍沈得營中約束，聽調征戰。如敢

18　�劉如仲、苗學孟，《臺灣林爽文起義資料選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207-
208。不著撰人，〈林爽文布告〉，《文物》，1963年第3期（1963年3月），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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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延，即帶該股頭正身解赴本盟主帳前，按法嚴究，毋得縱延，致

干並究，速。速。須令。遵。

右仰准此。

順天丁未年八月初三日給。

盟主。行。
19

另一個使用「天運」年號的民變領袖為乾隆60年（1795）起事的陳周

全，其安民告示如下：

大盟主朱，為曉諭安民事。

諸我兄弟等，今爭天奪國，招賢納士，敬老慈幼、矜孤恤寡之念，

開釋兵役房科。無罪不許強索財利，搬搶物件，如敢故違，立斬示

眾。爾鋪民等，切勿驚惶，各安生業毋違。特示。

天運乙卯年叁月 日給。
20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4場大型民變中，有3場立「天運」為年號（其中

林爽文的另一個年號為「順天」），並皆連用干支紀年。民變領袖之所以使

用「天運」、「順天」年號與連用干支紀年，應與林爽文、陳周全、張丙及

其部眾，大多出身自民間秘密會黨「天地會」有關。21天地會為以「反清復

明」為宗旨的秘密會黨，是以內部不使用清廷年號紀年，從而創造「天運」

與「順天」等年號，再連用干支以紀年。22因此，天地會出身的民變領袖於

19　�劉如仲、苗學孟，《臺灣林爽文起義資料選編》，頁212-213；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中國
第一歷史檔案館合編，《天地會》，（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年11月），頁
9。

2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天地會》，（六）（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年11月），頁
11；劉如仲，〈陳周全領導的臺灣天地會農民起義的「安民告示」〉，《文物》，1977年第6期
（1977年6月），頁35。

21　�莊吉發，《清代天地會源流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1年1月），頁1-113。張菼，《清
代臺灣民變史研究》（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年5月），頁55-72。

22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合編，《天地會》，（一）（北京：中國人民
大學出版社，1980年11月），頁148；饒宗頤編，《新加坡古事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94年），頁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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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年號之際，自然採用會中常用的年號，除了具備識別敵我的作用，更可

號召全臺各地的會眾積極參與抗清事業。

二、民間信仰中的干支紀年

清代臺灣民間信仰宮廟所採取紀年方式，主要為年號和干支連用紀年，

此種紀年方式與「陰陽五行說」有關。陰陽五行說起源於中國的戰國時代，

為鄒衍的五德終始說與陰陽思想相互結合所產生，並與干支結合而成為「干

支五行說」，進一步成為天地間萬物的根本起源。23陰陽五行的思想為中國

的民間信仰所接受，成為廟宇紀年的主要方式，清代臺灣的宮廟加以沿襲，

常見於廟中的牌匾與碑文之上，如艋舺龍山寺水仙尊王殿「泛舟利濟」橫匾

的紀年即為「同治丙寅」（圖3），另臺南市大天后宮「后恩浩蕩」橫匾的

紀年「大清光緒歲次丁亥十三年」，則是在干支之後附加年號之年份（圖

4）。

圖3   以年號與干支連用紀年的艋舺龍山寺水仙尊王殿「泛舟利濟」橫匾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民國103年（2014）6月3日。

�

23　�小林信明，《中国上代陰陽五行思想の研究》（東京：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1951年），頁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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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以年號與干支紀年的臺南市大天后宮「后恩浩蕩」橫匾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民國103年（2014）7月8日。

干支紀年的另一種形式為「歲陽歲名紀年」，又稱「太歲紀年」，在清

代臺灣的廟宇中較為少見。「歲陽歲名紀年」指的是以太歲年名取代天干地

支，用以紀年，規則與干支紀年相同。24（表3、4）

表3�天干與太歲名對照表

天干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太歲名 閼逢 旃蒙 柔兆 強圉 著雍 屠維 上章 重光 玄黓 昭陽

資料來源：劉乃和，《中國歷史上的紀年》（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年4月），頁33。

表4�地支與太歲名對照表
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太歲名 困敦 赤奮若 攝提格 單閼 執徐 大荒落 敦牂 協洽 涒灘 作噩 閹茂 大淵獻

資料來源：劉乃和，《中國歷史上的紀年》（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年4月），頁33。

太歲紀年可於臺南市竹溪寺的「默助成功」橫匾與臺南市法華寺的

「灋護靖氛」橫匾得見。兩匾右側的紀年皆為「光緒旃蒙協洽」（圖5、圖

24　劉乃和，《中國歷史上的紀年》（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年4月），頁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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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對照「表3、4」可知太歲名「旃蒙」相當於天干的「乙」，「協洽」

則相當於地支的「未」，因此立匾時間可確認為光緒乙未年，亦即光緒21年

（1895）。25

圖5   以古太歲干支紀年的臺南市竹溪寺「默助成功」橫匾，由於竹溪寺重修中，該匾現移
置於竹溪會館。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民國103年（2014）7月8日。

圖6 以古太歲干支紀年的臺南市法華寺「灋護靖氛」橫匾
資料來源：筆者攝於民國103年（2014）7月8日。

25　�蘇峯楠，〈臺南市法華寺、竹溪寺清光緒乙未年古匾〉，《臺灣文獻別冊》，第31期（2009年12
月），頁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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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清代臺灣紀年的象徵意涵

如前所述，清代臺灣的紀年方式可分為官方紀年與民間紀年兩大類，民

間之所以在某些情況下，另立與官方不同的年號以紀年，有其背後的象徵意

義。

採行皇帝年號紀年，可視為一種服膺政權的象徵，故當臺灣民間起而反

抗清廷中央政權時，即自立年號推翻固有象徵，並建立新的政權象徵。研究

「集體記憶」的學者Jeffrey Olick與Joyce Robbins認為：「曆法構築了基本

的社會時間結構，促進且限制了人們對於過去回憶的能力。……新的日曆是

新的領導者打破舊有政權的有效象徵記號。」
26年號是用以紀年的名號，中

國歷史上以帝王年號紀年是「奉正朔」的一種象徵，為人民歸順、降服或遵

奉於政權統治的符碼。正朔有曆法、曆書之意，中國歷代新立皇帝之際即頒

行新曆法，也就是所謂的「改正朔」，27而「奉正朔」即為奉行皇帝欽定記

有年號的曆書，以示臣服之意。28當人民起事反抗現有政權之際，即不承認

官方紀年，紀事與發令皆自立年號以紀年。29因此，紀年的形式為政權的象

徵，民變中新創年號有別於清朝年號，使用於旗幟與布告上，可在一般民眾

的意識與記憶中形成已改朝換代的既成事實，有助於強化政權的正統性。30

如朱一貴之亂平息後，民間出現「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的俗諺，典故

來自於康熙60年5月1日攻下臺灣府城，立國號大明，年號「永和」，同年6

月即被清軍攻滅，此諺反映年號紀年為政權興滅的表徵，並融入民間的集體

26　�Jeffrey K. Olick & Joyce Robbins, “Social memory studies: 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mnemonic practi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1998), pp. 105-140.

27　司馬遷，〈太史公自序〉，收於氏著，《史記》（臺北：中華書局，1981年），頁3303。
28　不著撰人，〈臺灣自主文牘〉，頁68。
29　李崇智編著，《中國歷代年號考》（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月），頁1-2。
30　�胡正光，〈從柏格森到阿布瓦希：論集體記憶的本質〉，《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1（2007年

6月），頁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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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之中。31

另一方面，清代的中國與臺灣雖然共同使用官方的年號紀年，但仍發展

出不少與中國歧異之形式，此與臺灣特殊的歷史背景有關。如受荷蘭統治而

遺留下以羅馬字拼寫清代皇帝年號紀年的新港文書，由於位居海外、政令遲

至而不知年號已改為「同治」的「祺祥」紀年匾額，以及乙未割日之際臺灣

民主國創立「永清」年號但仍遙奉清廷正朔等例，是皆呈現臺灣由於「孤懸

海外」的地理環境、族群多元的文化經驗，從而產生與中國不同紀年形式的

獨特歷史內涵。

伍、結語

清代臺灣的紀年方式，可分為官方紀年與民間紀年兩大類。官方紀年以

帝王年號與在位年份連用以紀年，為主流的紀年方式；但由於清代臺灣特殊

的時空背景，產生如以羅馬字母拼寫官方紀年的新港文書，以及臺灣民主國

另立年號但仍多用官方紀年等特例。民間紀年則是存在於特殊情況下的紀年

方式，一般情況下民間仍使用官方紀年，這些特殊情況如民變時自立為王的

領袖另立年號紀年，以及民間信仰受陰陽五行說影響而採用干支紀年。清代

臺灣的官方紀年與民間紀年時而並行，時而獨立，呈現出官民異調的紀年現

象。

清代臺灣的紀年方式有其背後的象徵意涵，採行皇帝年號紀年，可視

為一種服膺政權的象徵，故當臺灣民間起而反抗清廷中央政權時，即自立年

號建立新的政權象徵。此外，清代的中國與臺灣雖然共同使用官方的年號紀

年，但仍發展出不少與中國歧異之形式，此與臺灣「孤懸海外」的地理環

境、族群多元的文化經驗有關。

31　�莊吉發，〈身穿清朝衣、頭戴明朝帽：鴨母王朱一貴事變的性質〉，《歷史月刊》，2000年10
月號（2000年10月），頁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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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s of Numbering the Years in Qing Taiwan

Chin-yi Li*

Abstract
The ways of numbering the years in Qing Taiwan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official calendar and civil calendar. The official calendar used reign titles of 

emperors and particular years to be on the throne to numbering the years because 

the background of Qing Taiwan, such as “the Sinckan Manuscripts” spelled the 

official calendar by Roman alphabet, as well as “The Republic of Formosa” 

created a separate reign but still used the official calendar of Qing Dynasty, etc. 

special case. Civil calendar existed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such as when 

popular revolts happened, the leader created a new reign to numbering the years 

and the folk beliefs adopted Lunar calendar from the impact of the Yin-Yang 

theory (陰陽五行說).

The ways of numbering the years in Qing Taiwan had symbolic meaning 

behind it, adopting reign titles of emperors can be regarded as a symbol of 

adhering regime. In addition, although China and Taiwan in the Qing Dynasty 

jointly used the official calendar, but still developed a of many different forms 

with China because of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multiculturalism in 

Taiwan.

Keywords: the ways of numbering the years, popular revolt, collective memory.

*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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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歷史年代紀年方式除記載史事的時間點，亦反映史觀與政治文化意涵，

本文就日本統治時代的數本歷史書類；天皇逝世與紀年更替；公共事務包括

皇紀2600年、戶籍登載年號、公共建築落款年代等3個具有代表性的面向，

敘述其紀年方式的特色，進而析論其所代表的政治文化意涵，究明日本殖

民統治時期採用的天皇年號式的紀年方式，在於彰顯日本「正統」的政治符

碼，而統治者也藉著紀年的重要時間點進行動員作為，進而強化被統治者向

心力，而此作為也成為臺灣人之「日本時代」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關鍵字：歷史紀年、臺灣史籍、天皇繼承、戶籍紀年、公共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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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地理空間、時間、人群為歷史構成之基本要素，歷史學尤其有深刻之

時間意識，歷史研究之斷限分期呈顯其階段性歷史發展特質，亦反映時代與

史學研究者之史觀，不同的紀年方式更具有其文化與政治意涵。綜觀臺灣歷

史，在荷蘭、西班牙統治時期之後，歷經鄭氏王國、清帝國、日本帝國、中

華民國等政權統治，而各個政權屬性雖然不盡相同，但對於紀年的方式卻都

採用政治屬性「年號式」的紀年，也就是鄭氏、清帝國、日本帝國等政權採

取在位皇帝的年號紀年（如「乾隆某年、明治某年」等等），中華民國則是

採取「民國」紀年。這樣的紀年方式代表臺灣政權更迭的現象，也比較沒有

以貫時性的西元紀年方式標記某歷史事件發生的年份。

以日治時代紀年為研究主題的論文並不多見，蔡錦堂的〈「紀元兩

千六百年」的日本與臺灣〉一文， 1除了整理日本與臺灣紀念「紀元兩

千六百年」的儀式以外，亦指出舉行紀年儀式的1940年，正好是日本進入中

日戰爭的第3年以及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前一年，因此這次的慶祝儀式也隱含

有政府對國民進行精神總動員之企圖，同時也反映出國民在慶典的歡樂之

餘，也必須承受當時因戰爭而出現物資與經濟統制之痛苦。另外王福順的

〈日本の年号の一考察－改元を中心に－〉、〈明治以降の改元〉兩篇論

文，前者將日本建立年號的歷史源流，以及改元的理由和手續做一整理；後

者則是整理明治以後的改元方式，並延伸至戰後。2

本文則是以整個日本治臺期間的紀年為研究重點，但為避免旁支錯雜乃

集中以日文臺灣史籍、天皇年號更替、以及公共事務等3個面向著手，來探

討紀年背後的政治歷史文化的意涵。

1　�蔡錦堂，〈「紀元兩千六百年」的日本與臺灣〉，《師大臺史所學報》，第1期（2007年12月），
頁51-88。

2　�王福順，〈日本の年号の一考察－改元を中心に－〉，《修平人文社會學報》，第3期（2004
年3月），頁93-130；王福順，〈明治以降の改元〉，《修平人文社會學報》，第5期（2005年3
月），頁3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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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戰前日文臺灣史籍當中的歷史紀年方式

日本統治時代臺灣史的書籍不少，本文居於典藏流通之角度選取臺灣

圖書館館藏之戰前日文臺灣史著作當中的《臺灣歷史考》、《臺灣年表》、

《臺灣史》、以及《臺灣全誌》四書為例，先概述其內容，並整理與析論這

些著作對於從史前到日本統治之間臺灣歷史的分期以及紀年方式之特色，並

分析這些著作以及其採用的紀年方式背後所顯示的思維為何？

一、《臺灣歷史考》

《臺灣歷史考》為岡田東寧撰寫，由拓殖務省文書課於1897年發行，該

書於日本統治臺灣兩年之後即發行，作者鑑於當時日本對於臺灣的統治政策

分為急進同化以及漸治安撫兩策，認為這兩策均有其道理，然而在確立統治

政策之前，必須先瞭解臺灣之民情，而欲瞭解臺灣之民情，則必須探究臺灣

在日本統治之前的盛衰治亂，因此寫作該書，希望能成為統治當局在訂定治

臺政策時的參考。作者認為臺灣為「新闢之地，且全無教化之治，天外孤島

也，古來不存正史」，因此必須從舊記、雜錄當中去找尋臺灣歷史之相關記

載。本書所徵引的的史料來源有二：一是作者隨軍渡臺時所蒐集之書籍，包

括清領時期臺灣各地官修方志、筆記文集、以及一些舊籍的斷簡殘篇；一則

是作者在全島平定之後，花費九十餘日漫遊全臺（從恆春至臺北），四處探

尋古蹟、拜訪耆老，在旅途中寫下的日記。3

該書內容因為受徵引史料的限制，體例不一。荷治時期臺灣的相關記載

非常有限且零散，而且缺乏西班牙人的相關記載；鄭氏王國時期的記載則類

似鄭芝龍、鄭成功、鄭經、鄭克塽的傳記；清治時期的記載大部分為民變與

械鬥，另外則為漢人在臺灣的墾殖，以及清代臺灣的賦稅。

該書的年代下限為光緒8年（1882），再根據該書的編纂旨趣所言「臺

3　岡田東寧，《臺灣歷史考》（東京：拓殖務省文書課，1897年），編纂趣旨、凡例、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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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二百九十有餘年間」，可推測其上限大致為16世紀末期。作者將這段近
300年期間的臺灣史分為「荒服化外的臺灣」、「荷蘭陀佔領的臺灣」、

「鄭氏割據的臺灣」、「清朝歸版後的臺灣」等4個時期，紀年方式按照徵

引書籍使用之明或清帝國皇帝年號，並且在正文之上附註當時日本天皇紀年

與西元紀年。

二、《臺灣年表》

《臺灣年表》由伊能嘉矩及小林里平合撰，為臺灣慣習研究會發行之

刊物《臺灣慣習記事》第2卷第1號附錄，其內容是將1901年1月及1902年1月

兩度刊載於《臺灣慣習記事》上的內容編輯後再加以修訂增補而成，並由後

藤新平為此書寫序。後藤氏在序的開頭即寫道：「凡政治均與其國之歷史有

關，不詳該國之歷史而行政治，吾尚未聞也。……年表為歷史之項目，項目

既明則可明瞭其大情大勢。……」4由此可知年表編纂之目的於提供施政者

明瞭臺灣歷史之大要，並可以此作為施政之參考。

該書作者認為在荷人進據澎湖之前的歷史，能徵引之史料太少因而難

以考證年代，日本領臺在該書出版當時也不過6、7年，能記載的亦不多，因

此將年代斷限從荷蘭人進據澎湖的1622年起，至日本領臺的1895年為止。5

該書內容是以編年體的方式，條列陳述該年的重大歷史事件。由於該書為年

表，與一般史書以「某某時期」來區分不同，其紀年方式也較一般史書講

究，分為「干支」、「皇曆」、「漢曆」、「西曆」4項，「干支」為中國

古代用以記錄年月日的天干地支之曆法，「皇曆」則為當時日本天皇之年

號，「漢曆」則為當時中國皇帝之年號，「西曆」則為西元紀年，其中當以

「干支」紀年最為特別，是當時一般臺灣史書籍少用之紀年法。

三、《臺灣史》

《臺灣史》由山崎繁樹、野上矯介合著，於1927年出版，山崎氏為臺

4　伊能嘉矩、小林里平，《臺灣年表》（臺北：臺灣慣習研究會，1902年），序1。
5　伊能嘉矩、小林里平，《臺灣年表》，凡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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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商業學校校長，野上氏則為同校教務主任。同時有另出版《臺灣略史》一

書，為該書之精簡版，發行目的是在於供給想要瞭解臺灣史梗概者參考以及

作為中學教科書之用。6至於作者寫作《臺灣史》的動機有：1.關於臺灣歷史

的雜著頗多，但大多片段且駁雜，但沒有繁簡合宜、體裁完整、著重史實、

敘述一貫的歷史書籍；2.從教育上來說，教育者如不知臺灣歷史，也無法給

予適當的教育指導，因此必須進行相關研究，卻沒有適當的書籍；3.日本統

治臺灣，首重瞭解臺灣人，因此必須從歷史等面向加以研究，並對臺灣歷史

擁有統整的知識；4.現今臺灣人不瞭解臺灣歷史，學校教育也不教授，而臺

灣在大日本帝國統治下已過30年，過著進步安穩的生活，卻因為臺灣人不瞭

解臺灣史，不知道今昔之差異，因而缺乏感激之心。7由上可知，寫作此書

的目的除了延續之前讓施政者瞭解臺灣的目的以外，更有如周婉窈在探討公

學校教育當中「鄉土教育」所論及的兩個觀點，即「教授領臺前的『不良』

歷史，是為了襯托其後的『光輝』歷史」，以及藉由教授臺灣史，使得臺灣

歷史被置入大日本帝國的歷史脈絡中，使得鄉土認同最終導向以日本為對象

的國家認同，8從中也部分反映出殖民教育的本質。

該書年代上溯至漢代以前，下限大致到1910年代左右，分為「無所屬

（1624以前）」、「蘭領（1624─1662）」、「鄭氏（1663─1683）」、

「清領（1683─1895）」、「改隸」等5個時代。該書紀年的方式，在牽涉

到中國朝代之年號，則附註當時日本天皇紀年與西元紀年，但在牽涉到西元

紀年部分，則不另外附註日本天皇紀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各篇的分量呈現

「詳今略古」的現象，全書598頁，第五篇「改隸時代」就有214頁，佔了全

書的35%，且除了敘述該時代的歷史以外，另加上自然地理的敘述，並記載

統治、貿易、交通、教育、生蕃等情形，詳細記載始政30年間變遷推移之狀

6　山崎繁樹、野上矯介，《臺灣略史》（東京：東京寶文館，1927年），例言1。
7　參照山崎繁樹、野上矯介，《臺灣史》（東京：東京寶文館，1927年），自序1-5。
8　�詳可參見周婉窈，〈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收錄於氏作，《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
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頁215-294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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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並論及現在之情勢。9這種編纂方式，固然與史料的限制有關，但也正好

驗證了上述藉由教授臺灣史，強調大日本帝國統治之「光明」，並藉此提升

臺灣人對日本帝國的認同之寫作動機。

四、《臺灣全誌》

《臺灣全誌》原名為《臺灣史と樺山大將》，分為4編，第1編為臺灣

史，2至4編為敘述臺灣首任總督樺山資紀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南澳調查、

以及擔任首任總督的事蹟。作者藤崎濟之助在1927年該書改版之際，除了增

補改訂內容之外，因書名容易使讀者誤解為樺山大將的傳記，因此改為《臺

灣全誌》。

在本文研究重點的臺灣史部分，作者在其〈自序〉當中寫道：「吾人

透過歷史，可明瞭我國進步發達之歷程，社會變遷推移之情景。……吾人無

視臺灣之歷史，則無法瞭解臺灣。……然而世人多將如此珍貴歷史，視同等

閒而不屑一顧，實不可不謂遺憾。我臺灣對母國甚多誤解，因精通其實情者

甚少亦不足為怪。」亦認為「然關於臺灣之新舊史籍，雖汗牛充棟，但多

偏於一隅，無可窺見其全豹之著作，此對欲瞭解臺灣歷史者而言，尤為不

便。……」10由此敘述可以看到和上述3本著作對於瞭解臺灣歷史有相同的

想法與史觀。

該書第一編的臺灣史，將重點放在日本領臺前的歷史，尤其著重於「我

國與臺灣間歷史關係之探討敘述。」11該書將日本領臺前的臺灣分為「無所

屬」、「和蘭人佔據」、「西班牙人佔據」、「鄭氏佔據」、「清國領有」

等5個時代，並集中於第1編第2章。至於日本領臺後的各種情況以及開發變

遷，則是按照臺灣總督府每年發行的《臺灣事情》當中的主要事項在5至7章

簡要敘述。其他第1章為臺灣地名考，第3章敘述日本人的海外發展與臺灣，

第4章則為甲午戰爭之敘述。相較於上述的歷史著作來說，雖然篇幅較小，

9　山崎繁樹、野上矯介，《臺灣史》，例言1。
10　藤崎濟之助，《臺灣全誌》（東京：中文館書店，1931年），序18-19。
11　藤崎濟之助，《臺灣全誌》，凡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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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涵蓋的議題卻較為廣泛。至於紀年方式，在牽涉到中國朝代之年號，與前

述《臺灣史》相同，但在牽涉到西元紀年部分，則有另外附註日本天皇紀

年。

綜上所述以及下列的表格可以發現：一、四書的紀年方式都是在牽涉

到外國紀年時在後括弧或者在上加註本國習慣之紀年與西元紀年方式，與現

在歷史研究書籍的一般習慣或規範差異不大；僅《臺灣年表》除了日本、中

國、以及西元紀年以外，又加上干支紀年，是較為特別的。二、.當時對於

臺灣史的研究範圍仍以政治與制度為主，歷史分期也是以統治臺灣的各個政

權的起迄時間作為標準。三、這些臺灣史研究，其目的有二，一是讓日本人

（統治者）能藉由閱讀這些書籍瞭解臺灣在日本統治前的歷史發展脈絡，以

藉此瞭解瞭解臺灣，並作為施政上的參考；另一個則是凸顯日本統治前的

「黑暗」與日本統治後的「光明」，使臺灣人（被統治者）能夠心懷感激，

並增強其對於殖民母國的向心力。總之，這些書籍雖有作到基礎研究與整理

的工作，然而其研究視角與目的仍是屬於統治者的，與現今學界對於臺灣史

的定義是大相逕庭的。另外必須指出的是，特地標著日本式紀年，除了習慣

以及方便讀者進行歷史事實與發生時間上的連接以外，也有強調「現在統治

者的正統性」之意涵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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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本文列舉日治時期臺灣史研究之年代斷限、時代分期、紀年方

式整理表

書名 年代斷限 時代分期 紀年方式

《臺灣歷史考》 16世紀末期─1882年

「荒服化外的臺灣」
「荷蘭陀佔領的臺灣」
「鄭氏割據的臺灣」
「清朝歸版後的臺灣」

使用之明或清帝國皇帝年
號，並且在正文之上附註
當時日本天皇紀年與西元
紀年。

《臺灣年表》 1622年─1895年 年表無分期

分為：
「干支」：為中國古代用
以記錄年月日的天干地支
之曆法
「皇曆」：當時日本天皇
之年號「漢曆」：當時中
國皇帝之年號「西曆」：
西元紀年

《臺灣史》 漢代以前─1910年代

「無所屬（1624以前）」
「蘭領（1624-1662）」
「鄭氏（1663-1683）」
「清領（1683-1895）」
「改隸」

牽涉到中國朝代之年號，
則附註當時日本天皇紀年
與西元紀年；但在牽涉到
西元紀年部分，則不另外
附註日本天皇紀年。

《臺灣全誌》 日本領臺前

「無所屬」
「和蘭人佔據」
「西班牙人佔據」
「鄭氏佔據」
「清國領有」

牽涉到中國朝代之年號，
則附註當時日本天皇紀年
與西元紀年；但在牽涉到
西元紀年部分，則有另外
附註日本天皇紀年。

資料來源：請參閱本文「貳、戰前日文臺灣史籍當中的歷史紀年方式」之整理

參、天皇繼位與紀年更替

臺灣在日本統治的50年間，經過兩次天皇的逝世與繼位，分別是明治

→大正，以及大正→昭和。而對於天皇的逝世與繼位，當時處在大日本帝國

統治下的臺灣，除了年號，也就是進行紀年方式的變更以外，臺灣總督府在

天皇逝世與繼位之時，進行哪些儀式與活動？而這些儀式與活動背後的意義

為何？也連帶是本節所欲探述的重點。接下來先整理紀年更替的程序並論述

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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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紀年更替的程序及其特色

《大日本帝國憲法》於1889年2月11日公布後，根據憲法第2條「皇位依

據皇室典範所制訂，由皇男子孫繼承之」，再根據古來之明訓並經過樞密

顧問之諮詢，制訂〈皇室典範〉。12根據該典範之規定，天皇駕崩之時，皇

儲即繼承皇位，稱為「踐祚」。13而皇儲在完成「踐祚式」成為新任天皇之

後，即同時頒佈〈改元詔書〉，除了宣布新天皇的即位以外，同時亦宣布更

改年號。此外，明治元年之後即規定，新天皇踐祚之後所使用之年號，終其

一生不作更改，14因此日治50年在位的3任天皇僅使用3個年號。

新任天皇在繼位後會頒佈〈改元詔書〉，向全國臣民發佈新天皇繼位

以及年號更改。詔書是由新任天皇以及當時內閣總理大臣與各省大臣聯名頒

佈，內容除了宣布更改新年號以外，另有天皇敕語以及內閣總理大臣奉答，

其內容基本上均是強調日本天皇萬世一系的傳統以及忠君愛國的精神。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改元的時間點，改為大正元年的時間點為「明治45年（1912）
7月30日以後」，改為昭和元年的時間點則為「大正15年（1926）12月25日

以後」。15由此可知，改元是伴隨新天皇踐祚而實施的，並不是至翌年的1

月1日才進行改元。改元大正的總督府公告為7月31日發佈，《臺灣日日新

報》上的年月日欄位則是至8月1日才改為「大正元年8月1日」，其中大約有
2天的延遲。而昭和的改元公告發佈部分，總督府根據日本發來的電報於12

月25日發佈，《臺灣日日新報》於翌日即改為「昭和元年12月26日」。大正

改元公告所產生的延遲，應與當時電報或郵件的傳遞速度有關。上述的「大

正元年」，《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年月日欄位至1913年1月1日即改為「大正
2年1月1日」，亦即以「大正元年」的時間大致為5個月。「昭和元年」也

12　�臺灣總督府編，《加除自在臺灣法令輯覽》，1（東京：帝國地方行政學會，1929年），頁2、
5。

13　臺灣總督府編，《加除自在臺灣法令輯覽》，1，頁6。
14　臺灣總督府編，《加除自在臺灣法令輯覽》，1，頁6。
15　�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12年7月31日，無頁碼；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26
年12月25日，頁1。括號中的西元紀年為筆者所加。



35

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之紀年研究

是同樣情形，至1927年1月1日時即改為「昭和2年1月1日」，而昭和元年在
1926年12月26日方才更改，因此這個「元年」的時間僅有6天。

二、伴隨紀年更替舉行之相關儀式與措施

如上所述，明治以後，天皇的更替伴隨著年號的變更，因此紀年的更替

包括前任天皇的駕崩與繼任天皇的踐祚兩個部分。本文以《臺灣日日新報》

當中相關的報導為主，再輔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或《臺灣總督府府

報》等官方文書，探討臺灣總督府以及地方政府在這兩個重要典禮當中，以

哪些方式進行哀悼與慶祝，另外也探討日本在這兩個重要典禮當中，對於殖

民地臺灣進行哪些措施？

（一）天皇駕崩後的相關儀式

根據〈皇室喪儀令〉的規定，天皇駕崩之時，以宮內省與內閣總理大臣

之連署直接公告之，而從駕崩的當日或翌日起五日，新任天皇不處理政務，

喪儀舉行當日亦同（稱為「廢朝」）。16「廢朝」期間，特免囚犯之服役，

死刑及笞刑之執行與歌舞音樂均停止，懸掛國旗時，旗竿之竿球以黑布包

覆，旗竿上方加上黑布，著喪服，但官廳及學校並不隨之停班停課。17男性

與女性喪服都分為3種，男性包括制服（有無配劍或配刀）、禮服、通常服

裝，女性包括西式禮服、和式禮服等均有相關規定，並將喪期分為3期，每

期服裝顏色要求亦不相同。18上述應是規定官員之衣著，至於一般國民穿和

服者在衣服左胸附上蝴蝶結形黑布，穿西服者則是在左上臂處纏繞黑布。19

駕崩天皇出殯的儀式稱為「大喪儀」，明治天皇的大喪儀是在1912年9

月13至15日，大正天皇則是1927年2月7至8日，大喪儀期間不僅天皇不處理

政務，官廳學校亦停班停課。20從前述兩任天皇駕崩的時間來推算，大喪儀

16　臺灣總督府編，《加除自在臺灣法令輯覽》，1，頁62。
17　�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12年7月31日），無頁碼；臺灣總督府，《府報》，472號

（1915年4月22日），頁101。
18　詳可參閱臺灣總督府編，《加除自在臺灣法令輯覽》，1，頁108-111。
19　〈喪章規定公布〉，《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8月2日，版2。
20　�臺灣總督府，《府報》，31號（1912年9月12日），頁33；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27

年1月25日，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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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是在天皇駕崩後1個半月左右舉行。此次大喪儀臺灣總督府派遣6名代

表參加，日本人、臺灣人各3名，臺人代表為黃玉階、蔡蓮舫、許廷光；此

外一般官民有參加大喪儀資格者，不限日本或臺灣人，需有官位從六等以

上或受勳六等以上，當時臺灣有此資格有辜顯榮在內的13位受勳者以及獲

頒綠綬章21的苗栗節婦徐氏友妹。22總督府決定於臺北古亭練兵場舉行遙拜

式，於9月13日下午9時舉行（與東京舉行喪儀時間相同），13日當天不開放

婦女團體以及學生參拜，但遙祭式會場保留至15日下午6點，供一般人士參

拜。23臺灣各地方政府、學校、陸海軍、各宗教團體等亦舉行遙拜式，24高

雄除了遙拜式以外，也計畫進行植樹等可以保存較長之紀念活動。25日本文

部省亦編寫奉悼歌，並將之發送至日本全國包括臺灣、朝鮮、樺太、滿州等

各級學校。26《臺灣日日新報》亦撰文建議「一般國民或家庭」在大喪儀當

天，可以祭壇、供品、或者向舉行大喪儀的青山方向遙拜等作法，「體現其

至情」。27

至於大正天皇大喪儀之時，臺灣總督府所舉辦儀式的程序與過程大致

與上述相同，僅有臺北遙拜式場地改在新公園，以及陸軍各砲兵所在地於舉

行遙拜式的下午10點之時，同時發射110發悼砲，海軍軍艦大井號亦在喪儀

21　�所謂「綠綬章」，正式名稱為「綠綬褒章」，為明治政府於1971年12月7日以太政官布告第63
號〈褒章條例〉當中的一種褒章。頒發對象為「有孝子、順孫、節婦、義僕且德行卓絕者，又
精勵於實業，足堪眾民之楷模者，頒授此章。」可參見「褒章条例中ヲ改正ス」（1918年9月18
日），〈賞恤．褒賞．恩給．退官賜金、司法．裁判所．執達吏．民事〉，《公文類聚》，第42
編大正7年第26卷，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登錄號：類01297100（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參
考代碼：A13100333300），頁33。

22　〈御大葬參列者〉，《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8月21日，版2。
23　�〈御大葬遙拜式〉，《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8月21日，版2。〈本日之遙拜式〉，《臺灣日日
新報》，1912年9月13日，版5。

24　�可參見〈臺中遙拜式協議〉，《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8月24日，版2；〈澎湖雜信�御大葬と
遙拜〉，《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9月4日，版2；〈花蓮港雜信�御大葬遙拜式〉，《臺灣日日
新報》，1912年9月11日，版2；〈御大葬と各學校〉，《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9月15日，版2
等相關報導。另外1912年9月15日發行之《臺灣日日新報》第7版全版刊載臺灣各地、陸海軍、各
宗教團體遙拜式之概況。

25　〈打狗遙拜式準備〉，《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8月21日，版2。
26　〈遙拜の奉悼歌〉，《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9月2日，版1。
27　〈一般國民の心得〉，《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9月2日，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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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夜於基隆港發射48發悼砲。28此外總督府在天皇駕崩後隔日即開始進獻神

前供奉用的臺灣特產水果，也包括大喪儀當天使用的水果。29且由於當時廣

播與攝影技術已發展至一定程度，因此在天皇大喪儀當天，可藉由廣播方式

進行現場實況報導。30另外在大喪儀結束之後，臺灣日日新報社於基隆、臺

北、臺中、彰化、臺南等地舉辦大喪儀相關活動照片之展覽，並於2月14日

發行《臺灣日日新報第9624號附錄》，內容為大喪儀之寫真畫報。31除了寫

真之外，臺灣日日新報社也在全島各地戲院以及學校播放大喪儀相關影片，

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更進一步進行全島包括澎湖的巡迴播放。32

除了大喪儀等紀念儀式以外，另有頒佈大赦令以及發放慈惠救濟金等

措施。大赦令是根據《大日本帝國憲法》第16條「天皇有大赦、特赦、減刑

及復權之命令權」，由內閣擬定法條、召開閣議之後，再由天皇以敕令頒

佈。33兩次因天皇駕崩所頒佈的大赦令，赦免的刑罰範圍並不一致，且與本

文探討重點較無直接關連，因此不擬深論。而對於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包括

臺灣來說，大赦令適用範圍是指，在各該殖民地所施行之法令當中規定之

28　�〈大喪儀當夜�新公園の遙拜式〉，《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2月2日，版5；〈軍艦大井大喪儀當
夜弔砲を發射〉，《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2月2日，版5。

29　〈神前供御用果物發送〉，《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月30日，夕刊版1。
30　〈御大葬之無線電音〉，《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2月7日，版4。
31　�〈社告御大葬活動寫眞公開�臺北、基隆は十二日夜〉，《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2月12日，夕
刊版2；〈社告御大葬活動寫眞公開�十三日は臺北、臺中、臺南〉，《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
2月13日，夕刊版2；〈大正天皇御大葬寫真畫報〉，《臺灣日日新報》，第9624號附錄，1927年
2月14日；〈御大葬活寫〉，《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2月19日，版5。

32　�〈御大葬映畫時間變更　基隆劇場の分〉，《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2月12日，版3；〈新公
園も埋めつくすかと大喪儀映畫に集つた觀眾〉，《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2月13日，版5；
〈小國民の感激をそゝつた御大葬映畫〉，《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2月14日，夕刊版2；〈本
社主催�御大葬儀映畫〉，《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2月14日，夕刊版4；〈本社御大葬儀映畫�
十三日午後七時開於臺中公會堂�入場者達三千以上〉、〈在嘉義公開之本社御大葬映畫�觀衆多
至六千餘名〉，《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2月14日，版4；〈本社之御大葬影片在馬公公園公
開〉，《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2月23日，版4；〈愛婦支部の御大葬映畫�全島一巡〉，《臺
灣日日新報》，1927年2月22日，夕刊版2。

33　�參照臺灣總督府編，《加除自在臺灣法令輯覽》，一，頁2；「大赦令を定ム」（1912年），
〈皇室．大喪儀．帝室財產〉，《公文類聚》，第36編明治45年至大正元年第1卷上，東京：國
立公文書館藏，登錄號：類01133100（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參考代碼：A13100002600），
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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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責，與大赦令記載之可赦免之罪性質相同者方可赦免。34至於慈惠救濟金

部分，則是由天皇擁有的財產（「內帑」）當中抽出部分，頒發給全國各

地作為慈惠救濟之金額。臺灣所獲得的慈惠救濟金，大正元年時獲得48,600

圓，35昭和2年時則是70,900圓，總督府決定在大喪儀的首日（1927年2月7

日）發放給貧民每人2圓，並表彰對於社會事業有功勞者以及有志於社會事

業者，當時共有21名人士受到表彰，表彰方法為每人獎勵金100圓。36

（二）天皇踐祚後的相關儀式與措施

如前所述，前任天皇駕崩之後，皇儲立即即位，並頒佈〈改元詔書〉公

告全國國民。然而由於踐祚之時尚處於大喪期間，因此一切從簡，然而喪期

過後，如何塑造新任天皇即位「薄海歡騰」的氣氛，並且加強「忠君愛國」

的觀念，則是統治者必定會思考的面向。

大正天皇的踐祚大典於1915年的11月10日舉行。踐祚大典與大喪儀一

樣，均派遣官民代表前往觀禮，37臺灣總督府、地方政府、學校、軍隊、宗

教團體也舉行相關奉祝儀式。另外各地亦舉辦許多慶祝活動，以行政中心的

臺北為例，及從11月10日開始舉行一連7天的慶祝活動，除了14日大嘗祭當

天保持肅靜莊嚴以外，其餘6日則安排包括官方與學校慶祝儀式、運動會、

舞蹈、舞龍、煙火、提燈遊行、以及許多娛樂表演與活動等，且這7日當中

街道懸掛國旗以及燈籠，並在主要大街上搭建牌樓，此外亦有植樹活動以資

慶祝與紀念。38此外，一些行政單位也針對大典提出慶祝的方法，例如通信

局建造紀念遞信局以及設置紀念郵箱、自動電話、電氣時鐘、發行紀念明信

34　�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12年9月26日，頁2；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27年2
月7日，頁1。

35　臺灣總督府，《府報》，號外，1912年9月14日，無頁碼。
36　�〈今日の大喪儀に窮民及不遇者に賑恤金交付〉、〈表彰さるゝ社會事業に關する功勞者及び篤
志家〉，《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2月7日，版2；〈地方慈惠救濟の御內帑金〉，《臺灣日日
新報》，1927年2月12日，版3。

37　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辜顯榮傳》（臺北：成文出版社，2010年複刻），頁72-73。
38　�可參見〈大典紀念植林〉，《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10月28日，版5；《臺灣日日新報》，

1915年11月10日，版2、5、7；《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11月12日，版4、6等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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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等，鐵道部也提出在大典當日當天往返的乘客可享票價7折的優惠。39而

針對在殖民地臺灣首次出現的「喜事」，《臺灣日日新報》亦特別為文討

論一般家庭如何慶祝大典。文中提到，在慶祝期間，家庭成員應謹言慎行，

不應口角爭執；在即位當日，應與子孫宣揚忠君愛國之道理，並備盛饌以為

慶賀；為作永久紀念，可設家庭圖書室，或為子女辦存摺，以培養閱讀與節

儉之美德，且不可虛言或懷惡意；另應將所見之御大典儀式，簡單講述給兒

童，使其深感盛德，並於腦中留下印象。最後論及「以上所列，不獨內地人

為然，雖新附之地，亦不可不涵養此德性，庶幾為陛下忠良之臣民。」40

昭和天皇的踐祚大典於1928年11月10日舉行，其儀式與慶祝模式與大正

天皇踐祚大典時相差不多，41與上次不同的則是除了慶祝活動以外，增加許

多常設性的設施與土木工程。學校方面，新設奉安所或奉安庫（保管天皇肖

像與教育敕語之處）145校、升旗臺60校、制定校旗64校，另外亦有設置樂

器、書庫、運動場、游泳池、網球場等；州廳市街庄方面，新建神社或神

祠、建造寺廟、休閒所、公會堂、圖書館或書庫等工程亦不少。42另外，基

隆青年同志會為了慶祝大典，並向島內外介紹基隆以資該市之發展，與基隆

市等單位合作推動基隆八景票選，43可說是結合慶典與觀光來推銷基隆的創

意手法。臺灣日日新報社亦舉辦大典影片的公開放映活動。44

除了慶典儀式與慶祝活動之外，尚有一連串恩赦與恩賜的儀式。因天皇

踐祚大典的恩赦，與前述天皇駕崩時所頒佈之特赦令不同，不進行大赦，而

是進行一般減刑、復權、特赦、免除對於官吏的懲戒與懲罰等。45至於恩賜

39　�〈大典と通信局〉，《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10月2日，版2；〈御大典と鐵道〉，《臺灣日日
新報》，1915年10月7日，版2。

40　�參照〈御大典と家庭〉，《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10月16日，版7；〈御大典及家庭〉，《臺
灣日日新報》，1915年10月17日，版6。

41　�詳可參見〈御大典奉祝催物�臺北市行事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0月20日，夕刊版
4；〈督府奉祝行事〉，《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2日，版7等刊載內容。

42　〈御大典記念事業�千六百五十二件に達す〉，《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0月31日，版7。
43　〈基隆八景�御大典奉祝記念に選定〉，《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0月13日，版7。
44　〈本社主催御大典映畫〉，《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11日，版7。
45　〈御大典に際し奏請する恩赦の範圍〉，《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8月21日，夕刊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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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則比較多樣，包括授勳或授賞、頒給高齡者養老典、下賜饗饌、貧民發

放等。在授勳或授賞部分，大正天皇即位大典之時授勳相關資料不多，僅知

辜顯榮在參加大典當日時，陞敘勳四等；46昭和天皇即位大典之時，臺灣人

獲頒勳章者，有黃純青敘勳六等，王吳俗、楊董意、駱桂氏獲頒綠綬勳章，

辜顯榮與林熊徵獲賜金杯，顏國年則因多年殖產興業功勞不少，由臺灣總督

授與銀杯。47頒給高齡者養老典為頒給高齡者木杯以及營養金。48下賜饗饌

部分，昭和天皇踐祚大典時，臺灣獲賜者達5,200名。49貧民發放部分包括賑

恤金與食物，大正天皇踐祚大典時，發放給臺灣賑恤金48,600圓，昭和天皇
踐祚大典時，除了發放賑恤金以外，臺北市亦發放紅豆飯及紅白麻糬給市內

貧戶。50

綜上所述，天皇駕崩及繼任並非只是單純的年號更替而已，其所伴隨

的前任天皇喪儀以及繼任天皇的踐祚，統治者設計一連串的相關儀式以及哀

悼與慶祝活動，所欲強調的重點有二：一為凸顯天皇的道德崇高：大赦令的

頒佈，本為中國儒家強調的王道與道德理想相符合，顯示出統治者恩威並施

以達到教育萬民尊法守禮的政治目的；51而藉由慈惠救助金、賑恤金、養老

典以及食物的發放等，彰顯天皇關懷弱勢的道德形象。二為強調為忠君愛國

的觀念，此可從前引《臺灣日日新報》兩篇社論當中即明白顯示；另外藉由

減刑、授勳、恩賜金錢食物、以及儀式與慶祝活動等方法，也能加強臺灣各

個階層對於統治者的向心力。因此可說，年號更替除了表面上的紀年方式改

變以外，更應該注意的是其伴隨的一連串儀式與活動等背後所隱藏的政治意

涵。

46　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辜顯榮傳》，頁73。
47　�〈御大典奉祝佳辰�九重恩賞全國勳猷�卓著及性行貞純之人�島內亦有沐恩者〉，《臺灣日日新
報》，1928年11月12日，朝刊8版；谷ヶ城秀吉編，《顏国年君小伝》，植民地帝国人物叢書台
湾編19（東京：ゆまに書房，2009年），頁53。

48　�〈賑恤金と養老典〉，《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11月10日，版2；〈養老賑恤に關する御沙汰
書〉，《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11日，版7。

49　〈御大典植民地賜餐〉，《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16日，夕刊版4。
50　�〈賑恤金と養老典〉，《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11月10日，版2；〈御大典當日紅白の餅と赤
飯を窮民に頒つ〉，《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25日，版2；〈養老賑恤に關する御沙汰
書〉，《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11日，版7。

51　�相關論點可參見錢穎，〈中國古代大赦問題論述〉，收錄於葉孝信、郭建主編，《中國法律史研
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年），頁10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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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公共事務與紀年方式

所謂「公共事務」牽涉範圍相當廣泛，即便牽涉到時間的記載也是種類

繁多，無法詳盡其全貌。因此擇取「皇紀二千六百年」的慶祝、生日登記方

式、以及公共建築落款3個主題來探討紀年在這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目的

為何？

一、「皇紀二千六百年」的慶祝

「皇紀二千六百年」又稱「紀元二千六百年」，以西元紀年法換算，

即為1940年。明治新政府於1872年宣布「以神武天皇即位之年訂為紀元元

年」，該年即為西元前660年。如此紀年法的規定，一方面清楚定出日本皇

國的起源，另一方面也表現日本是世界上屈指可數擁有悠久歷史的國家。52

因此不論日本或臺灣，都展開一連串的奉祝活動。就臺灣來說，在11月10日

紀元2600年式典舉行之日之前的2月11日，也就是「紀元節」當天，《臺灣

日日新報》刊登〈與內地人同樣�開啟姓名變更之途�修正臺灣戶口規則〉等

相關報導，其重點在於開放臺灣人更改日本姓名，以期「精神與形式並進，

於皇民化上更進一步」。53關於此點，有研究指出，臺灣人（特別是漢人）

因求學經商等種種因素，希望改成日本式姓名的事例於1937年以前即已存

在，但一直未被批准。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政府要求臺灣人改或取

「日本名字」（不包括姓）的例子大增，但正式「許可」臺灣人改成日本

「姓」與「名」，則是適於1940年2月11日，而這樣正式開啟臺灣人「改姓

名運動」與「紀元2600年紀元節」結合，臺灣總督府官方應有其特別考量存

在。54

11月10日當天，臺灣不論官方與民間所舉行奉祝活動的規模實不亞於前

52　參照蔡錦堂，〈「紀元兩千六百年」的日本與臺灣〉，頁52-53。
53　�〈內地人と同樣に�姓名變更の途開く�臺灣戶口規則改正さる〉，《臺灣日日新報》，1940年2
月11日，版3。

54　蔡錦堂，〈「紀元兩千六百年」的日本與臺灣〉，頁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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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因應天皇踐祚大典所舉辦之慶祝活動。根據統計，「奉祝行事」全臺共

300件，「奉祝記念事業」全臺共465件；此外，從臺灣派出參加日本本國式

典之「臺灣在住者總代」，包括日本人與臺灣人共492名。55而在這熱鬧的

奉祝活動當中，特別是記念事業當中，值得注意的有：1.有許多公、小學校

利用所謂紀元2600年奉祝記念的名義，建立楠木正成（1294?-1336）與二宮

尊德（1787-1856）的銅像。前者為忠臣代表，後者則為努力上進的典範，

兩者的故事都出現在戰前的修身教育當中。2.「御真影奉安殿」或「奉安

庫」的設立。3.地方進行神社創建、遷建、擴建等工程，甚至在學校內設置

與神社、神道教有關的建築。由上可以看出，總督府乃至於地方政府欲藉由

「學校」與「神社」來作為奉祝活動與紀念事業的場所，藉此滲透「忠君愛

國」、「勤勞奉仕」等精神到學生以及地方民眾。56

二、生日登記方式與紀年

1905年6月8日臺灣總督府發佈〈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規則〉，並於同年
10月1日進行全島（但不包括原住民）的戶口調查。57根據調查規則，此次

戶口調查為調查1905年10月1日零時現在者，調查共分22項，其中第5項即為

出生年月日。58關於出生年月日的記載方式則有下列規定：1.應記載每個人

出生時之年號月日；不知出生年月日者，則記何年（12支）何歲；不知何歲

者，則以推定記載何歲。2.外國人得依其本國之年號月日記載。59由上述規

定可知，當時做為戶口調查主要對象的臺灣漢人，是被視為「本國人」的，

因此出生年部分，是採用日本紀年年號，但是基於當時統治不過10年，臺灣
漢人不熟悉日本年號之故，因此變通可以干支紀年方式紀錄。

由於限於個資法的規定，日治時期戶籍謄本紀載之個人資料不便公開，

55　蔡錦堂，〈「紀元兩千六百年」的日本與臺灣〉，頁75-77。
56　參照蔡錦堂，〈「紀元兩千六百年」的日本與臺灣〉，頁77-81的論述。
57　�臺灣總督府，《府報》，1765號（1905年6月8日），頁12；〈臨時戶口調查部設置〉，《臺灣日

日新報》，1905年5月31日，版2。
58　臺灣總督府，《府報》，1765號，1905年6月8日，頁12。
59　臺灣總督府，《府報》，1765號，1905年6月8日，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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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改以《臺灣人士鑑》上登載人物的出生年月日記載為例。該書共

有3個版本，發行時間為1934、1937、1943年，收錄人物包括臺灣人與日本
人，其範圍除了當時社會有名望的人士（意即資產家）以外，也包括社會運

動家、藝術家、善行德行者等；601937與1943年的版本則根據這個標準來增
刪書內登載的人士。以1934年版裡登載基隆顏家顏國年、畫家顏水龍、以
及醫學博士喜多兵太郎在該書登載的出生年月日形式來看，顏國年為「明

治十九年六月十二日」，顏水龍為「明治三十七年六月五日」，喜多氏則

為「明治廿九年」。61乍看之下3位都是明治年間出生，但從歷史脈絡下來
看，喜多兵一郎是日本人，所以出生年月日使用日本紀年並無問題，而顏水

龍出生的明治37年（1904），臺灣已歸於日本統治，出生年月日自然使用日
本紀年，但是顏國年出生年使用的「明治十九年」即1886年（光緒12年）之
時，臺灣仍為清帝國所統治，但是書寫者忽略此一歷史事實，使用日本紀

年。而1937與1943年版本亦有此種狀況。62就查閱日治時代戶籍資料經驗，

臺人出生的年代有慶應（1865-1868）、元治（1864-1865）、文久（1861-
1863）、萬延（1860-1861）、安政（1854-1859）、嘉永（1848-1853）等狀
況，這些年代日本都還未領治臺灣，但仍將其所治之民追溯至1895之前，展
現強烈的正統觀。這就如同臺灣長期在討論「日據時期」的相關議題時，在

紀年方面，於中華民國成立前，使用清帝國年號或者「民國前幾年」之紀年

方式，1912年之後使用民國幾年或是將文物上的大正、昭和塗改為民國的狀

況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即強調現今統治者的「正統」，否定先前統治者的意

圖在內。

三、公共建築落款與紀年

就臺灣建築史而言，日本統治時期應是臺灣史上第一波進行大規模且有

60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年），發刊之辭。
61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臺灣人士鑑》，頁31-32。
62　�以「甘得中」為例，其在1937年與1943年版的《臺灣人士鑑》上的生年紀載均為「明治十六年」
（即1883年），與顏國年的記載情況相同。詳可參見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
臺灣新民報社，1937年，頁61；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年，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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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性的興建公共建築的年代，包括前述因應天皇踐祚大典或者紀元2,600

年的「奉祝事業」，其中很大一部份也是在進行計畫性的公共建築建設工

程。這些官方建設的土木建築甚至紀念碑等，都會留下當時的紀年年號，以

標明其落成時間。

而這些日治時期遺留的文件建築以及其上所附的年號紀年，在1945年
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之後，即因為政府實施各種去日本化、去殖民化的措

施，而進行有計畫的塗改甚至銷毀。63例如1948年，花蓮縣政府在訂定國語
文推行辦法時，即通令其轄區內限期拆除或塗飾轄內所有含有日本精神之紀

念碑或其他文物建築。64臺灣省政府於1952年以代電規定「應將日據時代遺
留之紀念建築物（如燈塔等均予以清除）」。在回覆臺南市政府相關議題的

公告中，即說明除了應將橋樑名稱進行更改以外，如有日本年號（如昭和某

年某月竣工等）字樣，亦應塗毀，不得遺留。65在1954年南投縣政府請示臺
灣省政府關於日治時期建造之神社牌坊應否拆除一案當中，即說明了省政府

下令地方政府對於日治時期之「皇民」、「年號」、「標誌」等進行有計

畫的塗改，而對於南投縣政府的請示，省政府教育廳認為「關於『神社牌

坊』、『鳥居』、『奉獻燈柱』等日人遺物，對我文化及民族思想確有影

響，應予拆除」。66尤有甚者，基隆市政府曾請示臺灣省政府關於公墓日人

墓碑上刻有「明治」、「昭和」等字樣是否需刪改一案，省政府則回答「核

無必要」。67

由上述舉例可知，中華民國政府有計畫性的進行「去日本化」的措施，

除拆毀或改建日式建築與紀念碑以外，也對於「含有日本精神」的文字進行

塗改，其中及包括日本紀年的標示。如此可說，此時日本式的紀年已非單純

63　劉澤民，〈淺談金面大觀碑〉，《臺灣文獻別冊》，第44期（2013年3月），頁47-48。
64　�〈花蓮縣國語文推行委員會組織規程等3種呈核案〉（1948年2月14日），〈國語推行委員會組織
規程〉，《臺灣省級機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40121001899001。

65　�《臺灣省政府公報》，41年秋季第2期，頁21-22，1952年6月28日〈據報日據時代遺留以日文題
字之橋樑名稱更改情形復遵照辦理報核〉。

66　�「據呈日據時代遺留神社牌坊等紀念物應否拆除案」（1951年1月8日），〈名勝古蹟〉，《臺灣
省級機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41270022286018。

67　�〈據電請釋示公共墓地內日人墓牌刻有「明治」「昭和」等字樣，應否刪改，電復知照〉，《臺
灣省政府公報》，41年秋季第35期（1952年8月6日），頁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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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示時間的工具，而被視為「對我文化及民族思想確有影響」之符號，而

為現任統治者所嫌忌，因此必須塗改成現任統治者所使用之紀年方式。而對

照前一段將日本統治以前出生的臺灣人之出生年，以日本紀年方式登記的作

法，更可以證明對於使用天皇年號作為紀年方式的日本政府來說，紀年不僅

是做為時間記錄的方式，更是標示統治者統治正當性的符號之一。

伍、結論

綜合以上的探討可知，日治時期以日本天皇年號的紀年方式，其目的不

僅僅是將統治者習用的紀年方式導入臺灣，經過長年的潛移默化之後，使得

被統治者的臺灣人也開始習慣使用天皇年號作為紀年方式而已。從上述出版

品以及出生年的紀年方式可以發現，採用日本式紀年其背後更隱含有宣示政

權合法性與正統性的意義。而從年號更替以及「紀元二千六百年」的各種慶

祝儀式與活動來看，統治者除了藉此進行「忠君愛國」思想的灌輸，同時也

藉著慶祝儀式與活動以及慈善發放等措施，更進一步加強臺灣各個階級人士

對於統治者的向心力。而上述兩者交相運作，不只公共性的紀年具有高度日

本性，進而也影響到庶民階層，更進而形塑了「日本時代」的意象，使其成

為除了「正雄」、「昭雄」等日式命名以外，延續該時代歷史記憶的方式之

一。因此可說，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採用的天皇年號式的紀年方法，成為象徵

統治者「正統」的政治符碼，而統治者也藉此型塑各種集體記憶，進而促進

被統治者無形當中對於統治者的向心力。而對於臺灣社會而言，這種情形所

造成的不同世代間因不同政權藉由包括本文研究主題的紀年等諸多方式所灌

輸的意識型態與價值判斷，因而造成不同世代之間對於歷史認知的矛盾，亦

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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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Era Forms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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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ms of historical era not only the time of historical events but also 

reflect historical idea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orms 

of historical era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 take some dimensions include 

historical books and the  accessions of  Japan emperors. Public affairs about 

Emperor era 2600 (1940) and household register form and the year of public 

buildings.

I narrate the characters of era forms and  discuss their political meaning. We 

find Japan colonial government used Japan emperor era to enforce the legitimism 

of its rule and mobilized Taiwanese people at key point times. Taiwan had been 

ruled by Japan for fifty years and these historical era forms became a part of 

Taiwanese collective memory.   

Keywords:  historical era forms, Taiwan history books, Japan emperors, household 

register, public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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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對於1895至1945年日本統治臺灣時代，該稱「日治」還是「日據」？一

個明顯的事實是，當臺灣史學界與多數書寫者對使用「日治」已有共識時，

2013年7月行政院卻下令全國政府機關只能使用「日據」。回顧歷史，國民

黨政府介入歷史年代分期用語，其來有自。戰後初期，無論官民，一般很少

使用「竊據」或「占據」字眼描述日本統治臺灣的事實，而且用詞之多，超

越當代想像。「日據」後來取得近四十多年的表述優勢，是1951年以後黨國

力量介入的結果。順著日本從中國「竊取」臺灣的「日據」思維邏輯，臺灣

省政府在1952年後展開普遍性的取締日本遺習、挖銷改易日本年號的行動，

包括文獻資料、紀念碑、寺廟牌匾、橋樑建物、墓碑與日常物品，無一倖

免，意在抹掉日本「統治」臺灣的事實。與之相關者，還有因為堅持法統以

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競爭緣故，中央強勢規範民國紀元的使用，限制

並排斥個人使用公元的自由，在敘述日治臺灣的歷史，也被冠以時空錯置的

清朝年號或民國紀元。解嚴後，人民重新拿回表述的自由，伴隨著臺灣主體

意識興起，「日治」再度由民間自發地普遍使用時，卻始終必須面對國民黨

政府從中國民族主義出發的歷史慣性。

關鍵字：日治、日據、民國紀年、去日本化、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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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當下的臺灣社會，遇到如何稱呼1895年至1945年日本統治下的臺灣，

是「日治」？還是「日據」？經常引起激烈爭論，用詞的背後，往往牽涉各

自的國族認同，以及思考主體上的歧異。從多元民主社會的觀點來看，用什

麼詞彙如果是出於個人自主的選擇，理當予以尊重；不過，從歷史上來看，

「日據」這個詞彙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在社會表述占盡優勢長達半世紀，

卻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官方力量介入的結果。

關於日本統治時期的該如何稱呼，戰後初期有著超乎我們想像的繽紛

多樣。在日本時代長期支持反殖民運動的林獻堂，將「據」、「治」連用，

稱「日本據治」，用意深遠；1外省籍的官員與民眾，在公開的場合中也用

「日本統治時代」、「日治」。2當時不僅沒有規定該怎麼用，也還看不出

族群上的差別。然而這樣的表述自由，在1951至1952年頓時緊縮，稱呼1895

至1945年的臺灣，最常見的官定用語，便是「日據時期」。這種由「日據」

全面主宰的情況，直到1997年前後才見翻轉。「日治」一詞，隨著臺灣主體

意識的興起，以及對日治時期的認識與評價更加全面，讓這個在戰後初期普

遍使用的詞彙再度復甦；如今，用「日治」業已成為學界普遍共識。

*     本文撰寫期間曾得到黃翔瑜、曾令毅、陳慧先、吳俊賢、張鈞惠等女士先生的協助，以及本刊3
位匿名審查人指出本文許多疏漏以及行文安排與論述的建議，在此一併申謝。

1　 1948年10月臺灣省通志館館長林獻堂在〈臺灣省通志館之使命〉一文中，便稱「日本據治，頻年
調查，報告記載，固極精祥，然其採集，專供有司施政之用，秘而不宣，我臺人無從窺其底蘊
焉」林獻堂，〈臺灣省通志館之使命〉，《臺灣省通志館館刊》，1卷1期（1948年10月），頁3。

2　 如戰後來臺的知名文化人許壽裳在說明臺灣省編譯館的發展方向，其中「臺灣研究組」的任務之
一，即是「調查各機關所接收的日本統治時代的文獻檔案，加以整理和研究」。許壽裳，〈臺灣
省編譯館的設立〉（原刊於1946年9月），收於黃英哲主編，《許壽裳臺灣時代文集》（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年），頁196。1951年省財政廳長任顯群對外公開談話用「日人治臺
時期」，《中央日報》的新聞標題時簡稱「日治」。〈臺省人民經濟負擔 不比日治時代高  經濟
穩定年關可安渡  財廳長任顯群昨發表談話〉，《中央日報》，1951年2月4日，版5。外省族群雖
也用「日治」，是以加引號的方式使用，意謂著對「日治」一詞，不視為理所當然，有所保留，
但這也說明，「日治」在1951年以前的臺灣，是一個常見的表述用語。魯伯績，〈下女派頭〉，
《自立晚報》，1950年4月21日，版3、魯伯績，〈臺北多垃圾〉，《自立晚報》，1950年4月22
日，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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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2008年再度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政府（以下稱「國民黨政府」）並

不願放任這個民間自主發展的結果。2013年6月藉由高中歷史科臺灣史教科

書審定時「日治」與「日據」的用詞爭議，輿論雙方言論交鋒時，先是總統

馬英九出面定調教科書可以並用「日據」與「日治」，3接著教育部無視於

高中歷史教科書審定委員會好不容易達成使用「日治」不用「日據」共識，

竟自行裁量「日據」與「日治」併陳。4審定小組中的3位臺灣史教授黃秀

政、吳文星、詹素娟，據聞都受不了政治力干預請辭。5接著7月23日行政院

用「最速件」通令全國中央與地方行政機關，要求公文用字引述日本殖民統

治臺灣之時期（西元1895─1945年）時，簡稱時應使用「日據」，理由除了

「為求公文用字正確表達我國主權並有一致性規範」，6以及維護民族尊嚴

立場之外，7或許還有一個原因是，身兼中國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授意這麼

用。8 

3　 張亞中，〈臺灣教科書史觀的戰略性逆轉〉（2013年10月9日），「《中國評論月刊》網絡版」：
mag.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mag/docDetail.jsp?coluid=0&docid=102783841（2014年4月15
日點閱）。

4　 語出高中歷史教科書審定委員會召集人黃克武。〈公文改用日據  學者憂史料及研究要被迫
修改〉（2013年7月24日），「《自由時報》網站」：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699248
（2014年4月15日點閱）。

5　 周婉窈僅提及有3位治臺灣史的學者，為此請辭審定委員。至於3位學者的姓名，為筆者比對張亞
中文章所得。周婉窈，〈「黑箱大改」的臺灣史課綱，為何非抵制不行？〉（2014年4月4日），
「98高中歷史課綱‧大家談」：http://98history.blogspot.tw/2014/02/blog-post_1.html（2014年4月22
日點閱）、張亞中，〈臺灣教科書史觀的戰略性逆轉〉。

6　行政院，院臺總字第1020142199號函（2013年7月23日）。
7　 〈未來公文書將統一使用「日據」用語〉（2013年7月22日），「行政院」網站：http://www.

ey.gov.tw/News_Content2.aspx?n=F8BAEBE9491FC830&s=5E46845B4A8836B8（2014年4月14日點
閱）。

8　 〈政院定調  公文書統一用「日據」〉，《聯合報》，2013年7月23日，版A2、〈臺灣官方就
「日據」與「日治」之爭定調〉（2013年7月23日），「BBC中文網」：http://www.bbc.co.uk/
zhongwen/trad/china/2013/07/130723_tw_jp_occupied_dispute.shtml（2014年8月7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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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2013年7月23日行政院通知全國各機關使用「日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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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歷史上看，2013年國民黨府院堅持在公文書使用「日據」，並非

首見，9這種介入與干涉歷史年代分期用語的作法，可說其來有自。本文的

重點之一，便是呈現戰後國民黨政府如何將日本統治臺灣50年的歷史分期用

語，由自由選用走向定於一尊的過程。在日據一詞占據表述優勢的同時，政

府也展開對日式紀年與紀念碑等意象的清除與整理，抹去日本統治的痕跡。

兩者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國民黨政府從「占據」、「竊據」的立場出發，

否定日本統治臺灣事實的相應作法。本文將儘可能彙整公報與檔案，整理關

於破壞、挖刪、改作日本時代的紀念碑、牌匾、史料文獻等的命令與措施。

惟需說明的是，自從1999年進大學讀書，我所處的社會氛圍與所見到的學界

習慣，向來使用「日治」，個人也是如此。但本文定題用了受日本統治的老

一輩臺灣人口語上慣用「日本時代」，而不用「日治」或「日據」時代／時

期，除了「日治」與「日據」是本文的研究客體，旨在觀察兩者的消長擺盪

外，用「日本時代」也寓有從人民的角度決定如何稱呼歷史年代的分期用語

的個人主張。

目前觸及以上課題的研究，有周婉窈〈從「日治」到「日據」再到「日

治」──一份公文所揭示的歷史事實〉，10本文第1部分大抵順著周婉窈的

觀察，以實證資料進一步證明及補充該文。劉澤民在1篇討論新北與宜蘭交

界的「金面大觀」碑文的磨滅過程時，提及幾條清除與塗改日本年號的命

令。11建築系出身的文化資產學者林會承曾整理戰後數筆拆毀日本統治象徵

物的規定。12以上2篇都提供了進一步查找材料的線索。本文將在上述針對

個別文件或事案進行考察基礎上，擴大資料蒐集的面向，從規定面出發，讓

此議題的認識更為周延。

9　 有報導指2008年7月23日是行政院首次由閣揆通令所屬將統一在公文書使用「日據」的說法，並不
正確，詳後。〈政院定調  公文書統一用「日據」〉，《聯合報》，2013年7月23日，版A2。

10　 周婉窈，〈從「日治」到「日據」再到「日治」──一份公文所揭示的歷史事實〉（2012年5月3
日），「臺灣與海洋亞洲」：http://tmantu.wordpress.com/2012/05/03/從「日治」到「日據」再到
「日治」──一份/（2014年4月3日點閱）。

11　劉澤民，〈淺談金面大觀碑〉，《臺灣文獻別冊》，44期（2013年3月），頁47-48。
12　 林會承，《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史綱》（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頁68-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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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治」與「日據」的消長與擺盪

關於指稱日本統治臺灣的這50年（1895─1945）的用詞，周婉窈以一件

《臺灣省政府公報》的公文指出，用「日據時期」是1951年以後經過官方矯

正後才普遍使用，本文所蒐集到的材料，可以印證她利用公文內容敘述所做

的推定，戰後「世俗」的確每每稱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為「日治時期」。13可

以進一步補充的是，在官方「矯正」規定下達以前，連官方公文書或出版品

原也傾向這樣用，甚至連中國國民黨內部文件也是如此。14而且當時稱呼日

本統治時期的用法之多，比起我們現在所使用的表述方式更多樣，有過被日

本統治經驗的的老一輩臺灣人慣用的「日本時代」，也出現在戰後初期的公

文書中，15例如戰後成立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法制委員會在處理法令銜接

問題時，對外便稱「暫准繼續援用日本時代法令」云云。16

行政長官公署，並沒有固定使用「日據」一詞，從上到下皆是如此。17

陳儀在對外的演講或談話場合上，使用「日本統治」的次數，遠比使用「日

本佔領」、「侵佔」等詞為多；18長官公署各處、室、委員會主官對外廣播

13　 周婉窈，〈從「日治」到「日據」再到「日治」──一份公文所揭示的歷史事實〉（2012年5月3
日），「臺灣與海洋亞洲」：http://tmantu.wordpress.com/2012/05/03/從「日治」到「日據」再到
「日治」──一份/（2014年4月3日點閱）。

14　 在國民黨內提請該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核議文件中，在1951年回溯說明日本時代情況時，仍冠以
「日治時期」，地方市黨部的陳報的社會調查報告也是如此。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國
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決議案彙編》（臺北：編者，1952年），頁161、162-163、220、284-
285。

15　 〈通知．更正〉，《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6春32期（1947年），頁510、〈電飭更正貴
市漁業生產合作社第一建築信用合作社北區合作社社址希轉飭知照〉，《臺灣省政府公報》，36
年夏字76期（1947年），頁487、〈電飭各校重行檢查有無日本時代遺留軍用品並具報〉，《臺
灣省政府公報》，38年夏字9期（1949年），頁138。

16　 〈為限期廢止日本時代法令希分別修訂或廢止希遵照〉，《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6年春
34期（1947年），頁540。

17　 例如有用「日本佔領時代」。〈附錄．臺北市政府公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1卷8
期（1945年），頁8。

18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輯，《陳長官治臺一年來言論集》（臺北：編者，1946年），
頁1、3、9、12、13、30、39、122、144、176、250、253、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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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也是如此。19陳儀不僅在公領域常用日本「統治」一詞，1946年5月13日

陳儀寫給許壽裳的親筆私函，也是用「臺灣經過日本五十一年的統治」。20

檢視長官公署的出版品，1946年12月統計室出版的《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

提要》（下稱《統計提要》）──這本可以稱得上是總結日本統治臺灣的

成果報告書——儘管使用了「光復」一詞，但全書找不到一處使用「據」或

「日據」字眼，而是使用合乎史實、不否定日本統治成績的「治」字。序

中，陳儀說本書「盖為日人時代統計資料之總清算，亦為光復以後本省重視

統計述作的標誌」；秘書長葛敬恩說：「日本統治臺灣時期，對於統計資料

極為重視。民國三十四年，本省慶告光復」；負責編製的統計室主任李植泉

在「編製經過」，用的是「日人在臺」、「日人統治時代」、「臺灣在日人

統治時」。本書的「編製凡例」亦寫：「（二）本書取材，以日本統治時期

統計為主，至光復後堪以啣接而供比照者，亦擇要編列。」21 

這種不用「據」字的情況不獨《統計提要》，在行政長官公署的其他

出版品上，亦是如此，相關的稱呼還包括：「日人領臺」、22「日人統治時

代」、「日人時代」。231946年9月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針對旅客所出版的

《臺灣指南》，在第3章的介紹行政沿革時，以「日本領臺時期」為節名，

行文時也用「日本領臺」。24

19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編輯室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三十四年廣播詞輯要》（臺北：編
者，1946年），頁19、20、22、23、24、27、28、51、68。

20　 轉引自黃英哲，〈許壽裳與戰後臺灣研究的展開〉，收於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
《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臺北：國史館，2013
年），頁1135-1136。

21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製，《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統計室，1946年），頁i、ii、iii、v。

22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警務處編，《臺灣一年來之警務》（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
會，1946年11月），頁1。

23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警務處編，《臺灣一年來之警務》，頁8、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農業
推廣委員會編，《臺灣農務概況》（臺北：出版者不詳，1947年），頁1。

24　 本書是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的出版品，根據後記，出版前該會主任委員夏濤聲曾囑咐沈雲龍「重
加審訂並刪補」。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輯，《臺灣指南》（臺北：宣傳委員會圖書
發行所，1946年），頁27-37、38、41、46、63、65、114。不過本書1948年4月由臺灣省新聞處
重新出版時，書名依舊，但「日本領臺」被改成「日本竊據」時期，內文也一併改用。臺灣省新
聞處編輯，《臺灣指南》（臺北：臺灣省新聞處，1948年），頁3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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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二八事件後成立的臺灣省政府，起初出版品還不排斥用「日治」。

例如1950年臺灣省政府各廳處出版的介紹民國38年的《臺灣省政紀要》系列

套書，歷史年代的用法相當多樣，如果有特別介紹主管業務的歷史沿革與變

遷者，不少冊別的章節名稱，直接冠以「日治時代」、「光復」，25或是以

「日治時代各項製品歷年產量」作為統計表的名稱。26但須留意的是，這套

省政紀要當中不乏併用「日踞時期」與「光復」，27或是以「光復以前」與

「光復以來」作為歷史年代的表述名稱，不過行文時卻交替使用「日人竊據

五一年」、「日治時代」、「竊治」等現在立場迥異的用詞。28又如臺灣新

生報在1947年出版的年鑑，各篇編者不同，交雜使用著「日本侵略時代」、

「日本統治時代」、「日人統治時代」，29本年鑑初稿完成後，曾分送國民

黨及政府機關審查，30該書出版後用詞依舊分歧，由此可知，歷史年代分期

用語並不在審查之列，這與後來內政部逐一挑出來要求修改、統一志書中的

用詞，實有天壤之別。

另1套省府新聞處出版介紹臺灣產業的系列叢書中，也有同樣情況。即

使以「日據時代」作為節名者，行文時也見使用「日人統治時代」；31稱日

本「佔領」臺灣者，行文時交替使用著「日人經營時代」、「日治時代」等

25　 臺灣省政府民政廳編，《臺灣省政紀要．征兵概述》（臺北：編者，1950年），頁4-5。臺灣省
政府社會處編，《臺灣省政紀要．合作事業與合作農場》（臺北：編者，1950年），頁3、8。臺
灣省政府農林處，《臺灣省政紀要．農會與合作社之合併》（臺北：編者，1950年），頁1、6。
臺灣省政府民政廳地政局，《臺灣省政紀要．公地放租》（臺北：編者，1950年），頁3、6。臺
灣省政府民政廳地政局，《臺灣省政紀要．開墾荒地》（臺北：編者，1950年），頁19、24。臺
灣省政府交通處編，《臺灣省政紀要．交通建設》（臺北：編者，1950年），目錄。臺灣省政府
教育廳編，《臺灣省政紀要．計劃教育之實施》（臺北：編者，1950年），頁1、6。

26　臺灣省新聞處編，《臺灣水泥》（臺北：編者，1950年），頁38。
27　 臺灣省政府糧食局、農林處合編，《臺灣省政紀要．糧食增產（包括糧政與供應廉價肥料食鹽棉

布）》（臺北：編者，1949年），頁1、4。
28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水利局編，《臺灣省政紀要．防洪與灌溉》（臺北：編者，1950年），頁

2-3、9、15。
29　 臺灣新生報社編，《民國三十六年度臺灣年鑑》（臺北：編者，1947年），頁B51、F8、34、36-

37、91、I1。
30　臺灣新生報社編，《民國三十六年度臺灣年鑑》，頁2。
31　臺灣省政府新聞處編，《臺灣紡織》（臺北：編者，1951年），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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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32由此或可推知，當時政府並沒有將日本統治時期的稱呼固定下來，也

沒有刻意凸顯歷史分期用詞所代表的立場，用字遣詞上，並沒有帶著強烈而

特定的意識。

出版物上分歧的歷史年代用法，同樣出現在政府公文書，從南京中央

到臺灣都是如此。包括南京行政院長的文告、考試院的指令，甚至是國防部

代電，都有使用「日本統治時代」、「日治時代」。33臺灣各級行政機關從

上到統治末稍的基層派出所，簽辦公文時，交替使用著「日本統治期間」、

「日人統治時代」、「日人時代」、「日治時代」、「日治」、「在日時

代」等詞。34法院系統儘管常用「日據」或「日本佔領時代」，35同樣也見

使用「日治時代」。36由此可見，戰後初期並沒有統一用字，如何表述，因

人而異，連國防部都自然而然地使用「日治」，也不覺得這是有害國家民族

意識的表述方式。

32　臺灣省政府新聞處編，《臺灣茶業》，頁14、24、50。
33　 1947年行政院長翁文灝即在紀念臺灣光復節時所頒訓詞，用的也是「日人統治時代」、「日

本統治時代」，通篇文告未見一個「據」字。〈臺灣省第三屆光復節紀念大會  翁院長訓
詞〉，《臺灣省政府公報》，37年冬字22期（1948年），頁306、〈現在是「中據」時代〉，
「TAIWANAIRBLOG」網站：taiwanairpower.org/blog/?p=8495（2014年8月11日點閱）。

34　 〈為奉行政院解釋本省在日治時代之公益社團法人及財團法人其財產於光復後處理案抄同原案
希知照〉，《臺灣省政府公報》，39年冬字第62期（1950年），頁911、「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代電」，〈神社調查登記卷〉，《臺中市政府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76590000A/0035/124.21-49/1/1、「民政處35年度上半年工作報告呈核案」，〈35年度民政處工作
計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302200033007。「電
發該縣玉山區山地日名改正中文名稱表希即填報由」（1949年1月31日），《臺中市政府檔案》，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76590000A/0038/1420001/1。「臺灣省政府代電．電為日
治時代所定地名不妥善者應行更改希遵辦具報由」（1950年3月6日），〈地名更改卷〉，《臺中
市政府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76590000A/0036/158-3/1。「電复新高區
下新地名「『人倫村』由」（1949年10月），〈關於含有日本色彩地名更正卷〉，《臺中市政府
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76590000A/0038/1420002/1、「據呈一般人民
謠言政府以殖民地政策理臺等情仰查追謠言來源報核由」（1946年6月5日），〈關于情報卷〉，
《臺中市警察局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76590200C/0035/194.4/1/1/013。
「准花蓮縣玉里區署函為農事實行組合有否存在呈請釋示由」（1947年4月2日），〈關於法人登
記法令卷〉，《臺灣高等法院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504000000F/0039/
牘/119/1/006、「高雄縣政府前財政科科長孔德興日據時代經歷調查案」，〈屏東市人事任免〉，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303200088002。

35　 「為電請查明日領時代頒行粗製樟腦樟腦油專賣等法令是否廢止希見復由」（1948年12月6日），
〈整理日治時代法令〉，《省級機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40710006748002。

36　 「據呈繳銷前日治時代出張所之用印信五顆准予存查事」，〈關於所屬日治時代印模卷〉，《臺
灣高等法院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504000000F/0039/牘/226/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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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間與官方對於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這50年的自由稱呼，在1951

年11月3日由負有「糾正各報錯誤」37任務的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

組去函臺灣省新聞處，要求該處轉知《公論報》與《國語日報》2報，需將

用詞矯正為「日據時期」。省新聞處不僅對國民黨來函照辦，還進一步將公

文副本抄送「全省各報社、通訊社、雜誌社」，並且將此代電刊登公報，廣

為週知，做的比國民黨要求的還多。38

於是報紙對日本統治時期的稱呼用法，明顯向「日據」收斂。國民黨黨

營《中央日報》在1951年11月15日省新聞處的矯正用詞公文發布前，有13筆

新聞標題使用「日治」，3筆使用「日據」；矯正後，再也未以「日治」作

為新聞標題，只見「日據」。39《自立晚報》也是同樣情況，1951年以前，

該報至少有5筆在新聞標題或投書中使用「日治」；矯正後，幾乎消失，只

有1962年才又出現一則使用「日治」的地方軼聞報導。40

這種明顯而立即的轉變，是因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的確有在執行用詞檢

查。1952年5月保安司令部去函《新聞天地》，以「日治時代」名詞早經要

求改稱「日據時代」為由，指該刊8卷17號繼續使用「日治時代」與規定不

合，要求嗣後改正。41口氣儘管委婉，但這是來自軍方單位的提醒，社方豈

能等閒視之。從保安司令部給社方的代電可知，用「日據」已成行文用字的

「規定」，也是成書刊檢查時的項目。

在此同時，省新聞處也開始留意官方公文的用字。1951年11月13日臺灣

省警務處在給新聞處的代電中，指民間街頭巷尾充溢日語，高唱日本歌曲，

「一般社會形成日治時代風氣，影響臺籍青年眷戀日治時代」，於是建議省

新聞處多加鼓勵各類闡揚國家民族的書刊歌曲創作，並且查禁取締無價值日

37　 中央改造委員會編印，《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三十九年度工作報告》（臺北：編者，1951
年），頁29-30。

38　周婉窈，〈從「日治」到「日據」再到「日治」──一份公文所揭示的歷史事實〉。
39　檢索自漢珍數位圖書製作，「中央日報全文影像資料庫」。
40　〈風城即景・閣雅橋下 陰風慘淡〉，《自立晚報》，1962年1月12日，版2。
41　 「日治時代名詞請改稱日據時代由」，〈新聞什誌管制〉，《省級機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藏，典藏號：0041372019279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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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歌曲。從時間上來看，省新聞處在辦理此件公文時，業已收到前述國民黨

中央改造委員會的來電，對警務處在代電中仍用「日治時代」，顯得十分敏

感，簽辦過程中，特別將「日治時代」4字，用紅筆圈出，打上問號，在旁

改為「日據時期」。42這種特別留意歷史年代的表達用詞，應是受前述國民

黨中央改造委員會代電的影響。

繼民間之後，隔年1952年行政院正式以「臺四十一（內）字第0697號」

訓令，要求各級政府機關一律使用「日據時代」。本件是戰後首次由行政院

函令全國，統一使用「日據時代」的函令，因該公文沒有刊登公報，並不容

易查找，特將內容照錄如下：43

查各機關援用「日人佔据臺灣時期」一詞之用語頗不一致，

如稱「日政時代」、「日治時代」、「日据時代」、「日踞時代」

等，為統一用語起見，援引時應一律用「日据時代」，以資劃一，

除分行外合行另仰知照。此令。

42　 「文教機關團體創造闡揚國家民族之書刊歌曲案」，〈日文書刊審核管制〉，《省級機關檔
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41372016059014。

43　 本件是臺灣省政府通知基隆市政府的代電，本件應為密件，在代電的「事由」欄，註記「密」
字，即「密不錄由」。「臺灣省政府代電」（1952年2月14日），〈日據時期遺跡改善〉，《基
隆市政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檔號：0580000000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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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1952年臺灣省政府轉發行政院劃一全國機關使用「日據時代」之訓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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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公文說明了官方文書原本沒有固定使用「日據」，用語也頗不一

致，從1952年之後，行政機關才統一被要求使用「日據時代」，而且在認為

日人是「佔據」臺灣的理解下，自然也就容不下其他得以表現曾受日本統治

的稱呼。此後從中央到地方，使用「日據」的情況愈見普遍，44儘管是不涉

及評價的客觀事實陳述，也是使用「日據時期」，戰後初期的多種稱呼，已

不復見。45 

這種獨尊「日據時期」而且加以劃一的作法，在內政部在審查臺灣省

文獻委員會修纂的《臺灣省通志稿》中，發揮的淋漓盡致。1960年前後《臺

灣省通志稿》各志篇大抵完稿時，內政部於是年函臺灣省政府轉飭省文獻會

將志稿送部審核。46審查意見一一點出不適當的歷史分期用詞，要求修正。

李騰嶽主修的《臺灣省通志稿．衛生篇》，書中交錯使用「日本統治」、

「日治時代」、「日據時代」、「領臺」、「日政府時代」、等詞；審查

時，一概被要求改為「日據時期」。47其他各志篇被要求改正的情況還包

括，「日人統治期間」改「日據時期」、48「日人草創之際」改「日人據臺

之初」、49「自日本初領臺」改「自日本佔臺之初」、50「日本之經營」改

「日本之佔據」、51「曩者」改「日據時期」等。52綜觀內政部的改法，描

述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一定得要出現「據」或「占」，不可有「治」字。

44　 「函請協助調查散失日據時代之土地登記簿等請查照由」（1954年10月4日）、「為本所
接管日據時代之失效地籍冊籍經已呈准銷燬謹將銷燬冊籍列冊呈請察備」（1951年1月
10日），〈地籍圖冊〉，《澎湖縣政府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76560000A/0039/001/1/1。

45　 「恢復日據時代交通建設事項」（1953年6月24日），〈本局擬具恢復日據時代交通建設計
畫案〉，《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15180000M/ 
0042/099.001/004。

46　 王世慶，〈參與光復後臺灣地區修志之回顧及對重修省志之管見〉，收於氏著，《臺灣史料論文
集》，下冊（臺北：稻鄉出版社，2004年），頁262-264。

47　 內政部修正，《臺灣省通志稿內政部審查意見書》（一）（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年不
詳），頁94-95、97-98、101、104-105、108-109。

48　內政部修正，《臺灣省通志稿內政部審查意見書（一）》，頁46。
49　內政部修正，《臺灣省通志稿內政部審查意見書（一）》，頁27。
50　內政部修正，《臺灣省通志稿內政部審查意見書（一）》，頁25。
51　內政部修正，《臺灣省通志稿內政部審查意見書（一）》，頁14、24。
52　內政部修正，《臺灣省通志稿內政部審查意見書（一）》，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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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介入下，「日據」占據言詞上優勢位置，很快固著化。陳思穎、

蔡侑廷、戴毓倫檢視《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專欄發現，在1951年11

月獲悉省新聞處的公文前，該報副刊作者稱呼日本統治臺灣的方式相當多

元。1950年時，「日治時代」（8筆）、「日據時代」（1筆）、「日本佔領

臺灣」（1筆）、「日本占據」（1筆）、「日政時代」（1筆）、「日本統

治」（1筆）等等，而且以「日治」為最多。但1952年以後，副刊作者群，

再也沒有使用「日治」。53這紙公文的規範的對象雖是社方，但來稿的作者

群，有學者、有文化人，似乎也受到影響，有意識地避用「日治」。於是以

臺灣史為專業的研究者，亦自承從受教以來就是使用「日據」，54似乎也沒

有想過還有其他的用法。55

然而因為解嚴後本土化運動，加上1990年代臺灣史研究的主流自發地

以使用「日治」為主，這一、二十年來，「日治」逐漸取代「日據」，即便

2000至2008年民進黨政府執政，也未聞用公文下令將公文書用字從「日據」

53　 陳思穎、蔡侑廷、戴毓倫，〈「日治」與「日據」──政治力與歷史解釋的關係〉，「中學生網
站」：www.shs.edu.tw/works/essay/2013/11/2013111423042625.pdf（2014年4月16日點閱）。

54　周婉窈，〈從「日治」到「日據」再到「日治」──一份公文所揭示的歷史事實〉。
55　 不過，臺灣史學者如李筱峰，從臺灣主體立場出發，認為未經在地住民同意，不論以何種途徑，

包括以武力在內對臺進行實質統治，他都以「占據」視之。李筱峰使用「日據」的理由，心理上
顯然不是從國民黨政府的抗日民族主義出發，或是無意識地接納「約定俗成」的用法，不可一
概而論。惟李筱峰於2013年7月投書報紙，宣布日後將放棄「日據」，改用「日治」，他的理由
請參見：李筱峰，〈「日治」與「日據」平議〉（2013年7月28日），「《自由時報》網站」：
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700341（2014年4月16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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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日治」。56學界以及民間社會普遍使用「日治」，不是外塑形成，而是

不約而同，因認識而選擇改變。57

為了具體呈現「日治」、「日據」的使用情況，以下就學位論文與期

刊論文的題名進行統計。58根據國家圖書館的「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

系統」，591987年解嚴以前，沒有1篇學位論文，在學位論文名稱使用「日

治」，使用「日據」則有18筆。第1篇在定題時使用到「日治」的論文，是

1988年中原大學建築工程研究所李允斐的碩士論文〈清末至日治時期美濃聚

落人為環境之研究〉。歷史學研究所首先使用「日治」者出現在1990年。60

解嚴後，使用「日治」為題的論文，篇數逐步成長，1987至2012年間，使用

日據166筆，日治759筆。

期刊論文（含書評）部分，根據國家圖書館製作的「臺灣期刊論文索引

56　 〈張炎憲：1951國民黨以黨領政下令用日據〉（2013年7月26日），「新頭殼」網站：http://
newtalk.tw/news_read.php?oid=38571（2014年4月16日點閱）。然而曾有論者質疑「日治」在解
嚴後，也不是自發性的用詞。2006年民進黨政府主政時，教育部曾委託臺灣歷史學會執行「海洋
教育與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其中將「日據」一詞列為「不客觀歷史價值判斷、刻意褒揚或貶
抑的非中性詞彙」，並且將研究結果發函國立編譯館轉知出版社參酌修正。有論者認為這「其實
是要求教科書編者遵照使用」，但教育部長杜正勝曾為此在接立法院接受立委李慶安質詢時，反
覆強調教育部只是將這類意見給出版社參酌，並表示「事實上，依照現今體制，教育部不可能去
硬性指導，我們一切是以學術審查為主」。杜正勝在國會極力否認用行政力量干預教科書編者；
相對地，當今國民黨政府明文指示公文書用詞該怎麼用，以及由總統授意教科書可「日治」與
「日據」併陳。何者干預歷史年代用詞較甚，讀者可自行判斷。附帶一提，民國94年版的高中歷
史教科書，五家出版社的高一臺灣史教科書，皆無使用「日據」。孫水波，〈悲情與自由包藏不
住政治意圖評周婉窈的「日據」與「日治」論〉，《海峽評論》，258期（2012年6月），「《海
峽評論》」網站：http://www.haixiainfo.com.tw/258-8484.html（2014年4月16日點閱）、〈院會紀
錄〉，《立法院公報》，第97卷第3期（2008年3月），頁49、戴寶村研究主持，《海洋教育與
教科書用詞檢核計畫  第二部不適當用詞檢核》（臺北：臺灣歷史學會執行、教育部委託，2007
年），頁182-188。

57　 周婉窈，〈從「日治」到「日據」再到「日治」──一份公文所揭示的歷史事實〉。〈「媽的」
檢核成員粗口痛批臺史學者〉（2014年4月17日），「《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
news/focus/paper/771486（2014年4月17日點閱）

58　 在此對只統計篇名的原因略作交代。筆者了解只看篇名無法掌握以西元年設定研究斷限，或以
「近代」為題，或是跨時代的研究在使用「日治」或「日據」的情況。但本文的認識目的，不在
於求全，在於觀察「日治」與「日據」二詞彙的消長趨勢，本文無意也無法窮盡檢視所有研究論
文的用詞情況。由篇名著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便於利用國家圖書館建置的資料庫進行統計。

59　網址：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93IKV/webmge?mode=basic。
60　 分別是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的陳君愷〈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指導教授李國

祁，以及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王昭文的〈日治末期臺灣的知識社群（1940─1945）──《文藝臺
灣》、《臺灣文學》、《民俗臺灣》三雜誌的歷史研究〉，指導教授張炎憲與陳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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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61同樣以1987年為界，統計結果顯示，1945至1986年使用「日據」

有159筆，日治7筆。而7筆在解嚴前使用日治者，除1篇發表於1983年外，其

餘均為1950年代所發表的文章，62這意味著在1950年代後，「日治」幾成死

語。同樣地，解嚴後使用「日治」的篇數大幅攀升，1987至2012年使用日據

657筆，「日治」者1,425筆。

就解嚴後使用「日治」與「日據」的倍數比來看，學位論文使用「日

治」的篇數是「日據」的4.6倍，期刊論文為2.2倍。以絕對數值而言，學院

內的研究生，對「日治」接受程度，相較於民間，接受日治的程度相對較

高。

解嚴後，「日治」逐漸復甦，而且在公共輿論上被拿來討論的1個關鍵

是，1997年國民中學《認識臺灣》歷史與社會篇教科書引發的熱議。這是解

嚴後的民間社會第1次對臺灣史歷史年代分期用詞，產生如此廣泛的討論。

《認識臺灣》的歷史篇與社會篇的執筆者均使用「日治」1詞，扭轉了過去

教科書概用「日據時代」的稱呼。63執筆者使用「日治」，目的在把日本時

代具有一定程度近代化意義的開發與建設寫到教科書，試圖擺脫日本人統治

臺灣的歷史等同抗日的歷史。64當時執筆歷史篇的吳文星，1997年6月5日接

受報紙採訪時，明白表示這門課程是以臺灣為主體，必須照顧到日治時期所

帶進來的現代化，他表示用「日治」，從民族情緒的方向來想，可以理解成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簡稱；但還有1個更重要的理由，這是1種從「歷史

的事實」而來的主觀選擇，他認為日本是經過正式法律手續對臺灣進行合法

的占領統治。65換言之，何「據」之有？

然而《認識臺灣》的「日治」用詞見報後，立刻引起以新黨為首等中

61　網址：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index.htm。
62　1949年1篇、1950年2篇、1951年1篇、1953年1篇、1959年1篇。
63　〈舊版可歌可泣  新版著墨鎮壓〉，《聯合報》，1997年6月10日，版3。
64　 蔣永敬、黃大受、尹章義、王曉波、王仲孚、陳昭瑛、蔡瑋、周玉山，〈「認識臺灣」應重

編〉，《聯合報》，1997年7月4日，版11。
65　 〈執筆人吳文星：日治臺史實不能忽略日本現代化帶來的光明面〉，《聯合報》，1997年6月6

日，版3。



66

    65卷第3期

國民族主義認同者的強烈不滿，抗爭、要求重編之聲不絕於耳。教育部長吳

京在教科書付梓前指示延印，俟外界反映意見，酌修後再印。6月24日歷史

篇編審委員會決定將「日治」一律改用「日本殖民統治」，根據編審會主任

委員黃秀政會後說明，改用「日本殖民統治」，是為了避免選用「日治」或

「日據」的兩難，但也兼顧以臺灣為主體，及馬關條約割讓臺灣給日本的國

際法規範。66但社會篇面對抗議聲浪，依舊紋風不動，7月3日的編審委員會

上，決定維持「日治」，並沒有比照歷史篇調整。67

這場《認識臺灣》教科書在社會所引發風波與討論，使得「日治」在

公共輿論討論上頻繁現身，而且教科書放棄用「據」字描述日本統治，擺脫

長期以來言必稱「日據」，意義更是重大。1個同時發生的現象是，民間社

會與學院內的研究生，對「日治」的接納使用開始超過「日據」。從篇名上

看，期刊論文從1997年開始，使用「日治」的篇名數目逐漸超越「日據」

（1998、2000年除外），差距越拉越大。

圖3   「日治」與「日據」在期刊論文題名出現篇數（1987─2012）

資料來源： 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ndltd.ncl.edu.tw/cgi-bin/gs32/
gsweb.cgi/ccd=393IKV/webmge?mode=basic。

66　〈認識臺灣歷史篇教科書完成修正  九月如期試用〉，《聯合報》，1997年6月25日，版9。
67　〈國中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修正定案〉，《聯合報》，1997年7月4日，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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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碩士論文定題時，用「日治」在1996年時便已超越「日據」，近年來

使用「日據」的，只剩下個位數。這說明「日治」已成為國人具有高度共識

的用法，但國民黨政府在近期的作法，顯然是反其道而行。

圖4   「日治」與「日據」在博碩士論文題名出現篇數（1987─2012）

資料來源： 國家圖書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index.
htm。

參、日式紀年與意象的清除與整理

戰後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文化政策，以「去日本化」為指導原則，

而在心理建設上尤其重視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增強民族意識，68對眼見所及

的日本式的生活方式與勾起日本記憶的紀念物，自無任其存在之理。1946

年5月14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便公布「臺灣省各縣市市容及環境衛生整理

辦法」，當中有規定警務處須整理市容，取締沿用日本化及日本語的店號

68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2007
年），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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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牌，到1946年年底時，大抵撤換完畢，改用華文。69更全面的空間整理運

動，在1950年代紛紛出籠，對於一時無法替代或仍有利用價值的物質建設，

凡是當中能夠勾起日本時代聯繫的文字與符號，有用替代手段，70抽離原本

脈絡，以為己用；或是鄉長派員帶著村民將碑拆除夷平，71毀去鄉土記憶。

「光復」後，推倒日本時代的紀念碑，塗損年號之例，不勝枚舉，本不

足為奇；然而目前對於國民黨政府何時動手、如何下手等制度面的規定，未

必清楚。以下將就目前所見檔案文獻進行排比，雖不能回答個別碑碣遭到破

壞的時間，但能從整體來把握國民黨政府如何用最原始的手段，進行屬於他

們的「碑之光復」，72揮別他們所認為的「殖民與奴化」的陰影。

一、文獻資料

周憲文主持的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自1957年8月起長期整理出版臺灣

文獻史料，當時他以銀行研究室印行史料叢刊時，頗受內部責難，謂其逾

越本分，指為「浪費公帑」，過程可謂艱辛。73但周憲文在進行整理文獻的

鉛排作業的過程中，對於日治初期留下的史料，卻以有害於國家民族的利益

為由，將「有礙於國家民族的字面」，一概剷除，故許多文叢中許多關於日

治時期的史料，並非原本面目。例如，1959年周憲文點校原出版於明治30年

（1897）的《苑裏志》時，交待了自己如何改刪，周憲文將他認為是歌功頌

德的文句一概刪除，包括原纂修者的自序、詩文，連全書「凡例」也不放

69　 〈臺灣省各縣市市容及環境衛生整理辦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5年夏字25期
（1946年），頁398、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警務處編，《臺灣一年來之警務》，頁68。臺灣新生
報社編，《民國三十六年度臺灣年鑑》，頁F86。

70　 1966年1月6日蔣中正曾至霧社巡視，指示霧社抗日事件紀念碑附近應遍植梅花，不可再種櫻花。
仁愛鄉公所遵照指示，立刻加植梅花百株。蔣中正到訪時，從時間上推測，可能接近花期，在抗
日的紀念碑上，見到開著極富日本文化象徵意義的櫻花，他顯然不願見到抗日紀念碑旁，盡是日
本餘味，雖無指示刨除，但下令改植代表國花的梅花，或許也有「嫁接」莫那魯道抗日事蹟的意
涵存在。「首長會談紀錄（第二十八次）」（1966年1月10日），〈臺灣省政府第廿八至四○次
首長會議紀錄案〉，《省府委員會議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502002801。

71　 「本鄉（臺中縣和平鄉）日人遺留支紀念碑塔處理情形請查核」（1958年3月24日），〈日人遺
跡〉，《臺中縣政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檔號：0930000000037A。

72　 此語借用一則拆除日本時代紀念碑的新聞報導。〈碑之光復前為敵人鬼名錄今是烈民紀念石 屏
抗日山胞紀念碑 改建工程即將完成〉，《聯合報》，1953年11月19日，版4。

73　周憲文，《匆匆二十四年》（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年），頁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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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74至於留下的也有部分進行改寫，例如他將「賦役志．田賦」下有段文

字，原是「自帝國蒞臺以來，即將明治二十八年錢糧一切赦免，祇徵二十九

年以後之額。其愛民之至意，亦可想見矣」，改成「自日本佔據臺灣以來，

即將光緒二十一年錢糧一切蠲免，祇徵二十二年以後之額」。將年號由原本

的明治替換成光緒，將從日本立場出發「帝國蒞臺」，改成符合當時官方用

法的「日本佔據」，刪除對於日本政府的正面評價；「學校志．樂器條」提

及日治初期總督府官員與臺民詩文唱和的記述更全部刪除。75總計全書根據

國家民族的原則，所刪去的文字達七千餘字。對周憲文而言，他曾說「史觀

遠比史料重要」，認為這樣的刪修無傷大雅，76並表示這樣刪節，除了有人

想研究著者的思想會有影響外，對於文獻的本質絲毫無所損傷。77 

在臺灣文獻叢刊當中，以國家民族大義進行裁減、刪改原本用詞的情

況，可謂不勝枚舉。相關的例子還有，《安平縣雜記》的「清國」，改為

「清廷」；78吳德功〈讓臺記〉中的自序、凡例及記事後所附論說中，凡是

有關「阿諛日本」之辭，或是「大日本」、「帝國」等字，在新刊本都予以

修改、刪削。79原刊於明治31年（1898）《樹杞林志》，校刊時，同樣按照

周憲文的整理原則，刪去序、跋、凡例、附圖等四千餘字。80日治時期的舊

慣調查所蒐集的契字文書，重新鉛排出版時，在未經說明下，將原本的立約

所使用的日本年號，直接替換成光緒、宣統。81對周憲文而言，儘管肯定日

74　 蔡振豐纂輯、洪燕梅點校，《苑裡志》，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清代臺灣方志彙刊
附編》，第40冊（臺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1年），頁278

75　 許雪姬，〈戰後史觀與臺灣史研究（1945年8月─1987年7月）〉，收於呂芳上主編，《回眸世紀
路：建國百年歷史講座》（臺北：國史館，2012年），頁167。

76　 周憲文，〈江南聞見錄弁言〉，收於周憲文編，《臺灣文獻叢刊序跋彙錄》（臺北：臺灣中華書
局，1971年），頁581-528、周憲文，〈明季北略弁言〉，收於周憲文編，《臺灣文獻叢刊序跋
彙錄》，頁623。

77　 蔡振豐，《苑裏志》，臺灣文獻叢刊第48種（臺北：臺灣銀行，1959年），周憲文「苑裏志幷

言」，頁1-2。
78　周憲文，〈安平縣雜記弁言〉，收於周憲文編，《臺灣文獻叢刊序跋彙錄》，頁173
79　夏德儀，〈割臺三記弁言〉，收於周憲文編，《臺灣文獻叢刊序跋彙錄》，頁184。
80　林真，〈樹杞林志弁言〉，收於周憲文編，《臺灣文獻叢刊序跋彙錄》，頁196。
81　 如《臺灣私法債權編》、《臺灣私法商事編》、《臺灣私法物權編》、《臺灣私法人事編》等

書。參見許雪姬，〈戰後史觀與臺灣史研究（1945年8月-1987年7月）〉，頁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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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整理臺灣文獻所做的努力，但他也認為出現日本天皇年號紀年是文獻缺

點，82於是文叢中日本年號以光緒等清朝年號改易，就成為一致性的處理標

準，83這對於從中國民族主義認同出發的周憲文而言，顯得理所當然，也是

適當作法。84

儘管周憲文在臺灣文獻的整理貢獻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成就，但基於

反日的國家民族立場的時代氣氛，以及個人的主觀選擇，他不僅替換紀年方

式，同時也制約了史料呈現給外界的內容。

二、紀念碑

戰後最關於處理日本統治時期紀念碑的規定，最早可見於1946年3月7日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轉發行政院訓令，拆毀收復區內日偽及漢奸建築之碑塔

紀念物。85屬通令性質者，還有1952年時省府根據警務處陳報，指本省「光

復」近六年，各地還有日本時代之紀念建築物甚多，臺南祠廟附近，比比皆

是，充滿日本情調，「為移風易俗計」，通令應將日據時代遺留之紀念建築

物（如日式刻有「奉獻」的石燈）均予以清除，而且要求地方政府迅即清除

報核。86此外還有1957年12月17日省政府通令各地拆除現存紀念日人忠勇事

蹟的忠靈碑，但如有點綴風景價值者而欲留，則應將原有文字記載予以鏟銷

或改建。87 

從實際執行上來看，處理方式大致可分為3種。

第一種是將整座碑體完整保留下來，採取置換手段。原臺東神社境內的

82　周憲文，〈嘉義管內采訪冊弁言〉，收於周憲文編，《臺灣文獻叢刊序跋彙錄》，頁188。
83　 蕭敏如，〈周憲文《臺灣文獻叢刊》（1946─1972）與戰後民族主義史學氛圍下的臺灣史建

構〉，《臺灣文學學報》，21期（2012年12月），頁119-123。
84　周憲文，〈新竹縣志初稿弁言〉，收於周憲文編，《臺灣文獻叢刊序跋彙錄》，頁194。
85　 〈奉令拆毀日偽及漢奸建築碑塔等記念物轉令遵辦〉，《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5年夏字

2期（1946年），頁24。
86　 「據民政廳案呈警務處電以各地日據時代之紀念建築物甚多請轉請省府通令各縣市迅即切實清

除等情希切實遵照辦理報核由」（1952年5月15日），〈日據時期遺跡改善〉，《基隆市政府檔
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檔號：058000000095A。〈據報日據時代遺留以日文題字之橋樑名
稱更改情形復遵照辦理報核〉，《臺灣省政府公報》，41年秋字2期（1952年），頁21-22。

87　 〈為本省各地日人遺留之忠靈塔碑處理一案請查照〉，《臺灣省政府公報》，46年冬字第12期
（1957年），頁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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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魂碑」，1953年進行改裝，以藍、白油漆上色，原本陰刻之碑文似以水

泥抹平，覆掛「清代臺東直隸州知州胡公鐵花紀念碑」新碑。88現臺南赤崁

樓的「安平古堡」碑，戰前是「贈從五位濱田彌兵衛武勇之趾」，戰後將上

述陰刻文字挖除將石碑打薄，再行刻上「安平古堡」。89將原碑文抹平重新

粉刷上字之例，還有基隆暖暖的竹仔嶺招魂碑。此碑立於明治31年（1898）

2月，是為了紀念日本統治之初，為了改善基隆臺北間鐵路交通，重新開挖

竹仔藔隧道工程時不幸身故的一百四十餘名工夫。但1971年4月8日基隆市政

府據臺灣省政府附發的日據時期殘留遺跡處理意見核定表，發文臺灣鐵路管

理局要求拆除。本案在會簽過程中，臺鐵工務處曾表示該碑沒有財產登記，

拆除與否，并無損益，建請秘書室考慮是否有史料價值。最後，臺鐵局長

陳樹曦採秘書室意見，認為省府既然核定拆除就該拆，5月31日臺鐵函復市

府表示將飭所屬八堵工務段處理。90後來，八堵工務段並無將該碑拆除，而

將這塊原本承載著開鑿血淚的招魂碑，91粉刷為蔣中正為反攻大陸所提倡的

「毋忘在莒」。92

88　 〈不知在何處的忠魂碑 臺東神社境內忠魂碑〉，「《鞠園》文史與集郵論壇」：www.5819375.
idv.tw/phpbb3/viewtopic.php?f=5&t=16962&start=0&sid=eaf7d33d692d03261ad8b720d6cb6bc6
（2014年4月9日點閱）。

89　 〈安平古堡石碑的真相〉，「臺灣回憶探險團」網站：http://www.twmemory.org/?p=73（2014年4
月14日點閱）。

90　 〈拆除日据時期殘留招魂碑〉，《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藏，檔號：A315180000M/0060/926/009。

91　 該碑在2000年5月遭臺鐵剷平，碑文已無可尋，查找資料過程中，發現石坂莊作曾錄下碑文，在
此特將碑文抄錄，附以標點，以補此碑不在之憾。全文如下：「嗟呼，是為有馬組工夫之墓。本
島之屬我版圖也，百般事業之振興，以敷設鐵路為第一，而基隆臺北間鐵路為是最急事，乃以明
治廿九年五月起工至今年略告成。先是邦人未通本島事情，□□逡巡，應募者甚少，於是官使有
馬、大倉二組，大致力於茲，遂全工事。唯期間或為匪徒之襲擊，或為隧洞之崩壞，或為瘴癘所
侵，經營慘憺，不可名狀。其如竹仔藔、五肚隧道為最難事，而有馬組工夫中為之殞命者，實至
一百四十餘人。嗚呼，亦悲矣。今也竹仔藔隧道全成，軌道坦平，與昔日異觀，即知自今以往，
通車如織，荷物安泰，其便益可知耳。獨憾不使諸子觀此盛事矣，乃敘顛末聊慰其靈云。  臺灣
總督府技師正七位勳五等小山保政撰」，見石坂莊作編，《北臺灣之古碑》（按此書係得自日本
國立國會圖書館近代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資料庫，書誌ID：000001426795，為手寫油印本，
此與1923年臺灣日日新報社鉛排出版的《北臺灣之古碑》，在內容與目次不盡相同，如前引之碑
文，日日新報社版並無收錄）；〈一里一特色──八西里〉，「基隆市暖暖區公所」網站，網
址：http://www.klnn.gov.tw/area_office/town_intro_01.php（2014年4月14日點閱）。

92　 〈拆除日據時期殘留招魂碑〉，《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藏，檔號：A315180000M/0062/92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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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改建方式是留下碑塔基底，拆除原碑，改豎新碑。實際案例，

不勝枚舉，今舉二例。桃園大溪中正公園（當地俗稱大溪公園）內的「復

興亭」，原為1930年新竹州當局為撫慰征討泰雅族戰死軍警所立的「忠

魂碑」，戰後將碑的主體拆除，在基座上改建鋼筋混凝土的涼亭。93現屏

東市中山公園內的「光復紀念碑」也是照此方式改建，此碑原是大正3年

（1914）年為了紀念日本領臺後戰死的軍人與警察官吏的招魂碑，941947年

屏東市長龔履瑞以保留基座方式改建，重豎新碑於其上。95以上二種方式，

都是將該碑完全去脈絡化，將撫慰逝者的忠靈碑改成標語塔。

第三種，紀念碑雖如未遭拆毀或改建，但將碑文或年號予以抹消，眼不

見為淨。1952年1月12日中國國民黨基隆市第二區黨部第一區分部第四小組

建議拆除該市中正公園內刻有明治年號之石碑，經國民黨在市政府內的政治

小組決議，以召集人謝貫一名義（按：謝同時也是市長）發文建設局「拆除

具報為要」，建設局則回復「現正計劃用水泥將碑上日文蓋抹」。96位在臺

北深坑的「忠魂碑」也是同樣下場。該碑立於明治30（1897）年8月，碑體

雖未拆除，也未被再利用，正面題字被用水泥糊封，附近一塊敘述立碑緣由

的碑文也遭到破壞。97

紀念碑的拆除與改造大多由省府通令辦理，惟與牡丹社事件相關、位在

屏東石門古戰場的昭和11年（1936）「西鄉都督遺績紀念碑」、「忠魂碑」

是少數留有檔案紀錄者。1953年4月1日，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以「有損我民族

93　 吳振漢總編纂，《大溪鎮志  文教篇、人物篇（附錄）》（桃園：大溪鎮公所，2004年），頁
135-136。

94　 此碑碑文原為「忠魂碑」，見〈不知在何處的忠魂碑臺東神社境內忠魂碑〉，「《鞠園》文史與
集郵論壇」：www.5819375.idv.tw/phpbb3/viewtopic.php?f=5&t=16962&start=0&sid=eaf7d33d692d0
3261ad8b720d6cb6bc6（2014年4月9日點閱）。

95　 〈公告「光復紀念碑」登錄為本現歷史建築〉，《屏東縣政府公報》，1931期（2003年8月），
頁20、「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www.boch.gov.tw/boch（2014年4月9日點閱）

96　 「中國國民黨基隆市政府政治小組代電」（1952年1月12日）、「不敘由」（1952年1月），〈日
據時期遺跡改善〉，《基隆市政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檔號：058000000095A。

97　林能士總編纂，《深坑鄉志》（臺北：深坑鄉公所，1997年），頁526-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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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心」為由，下令屏東縣府拆毀，985月25日縣政府改題「澄清海宇  還我

河山」，重新鑄牌覆蓋「西鄉都督遺績紀念碑」等字，99原碑背面的碑文則

被拔除。「忠魂碑」原擬改建為「山地同胞抗日死難紀念碑」，100最後只拆

未立，至今空留石砌底座。

三、寺廟與家屋的牌匾、柱聯

1957年9月21日臺灣省政府民政廳藉彰化縣政府函詢寺廟祠宇如有日人

題字匾額應否銷燬事，經詢內政部，除屬宗教性質含有文獻價值者可予保留

外，其於於歌頌日人影響民族精神者，應予銷燬。1011962年7月18日內政部

還為鏟銷日本時代年號的行動，做出法律適用的函釋，各地寺廟、橋樑、

神會旗幟使用日本年號者，如果係公有或募建而不遵令鏟消更正者，可依照

「行政執行法」之規定辦理，102亦即得由行政官署進行間接強制處分，得以

代執行或科以罰鍰。 1973年7月19日彰化市市公所通知市內4家寺廟的管理

人，在建築與牌匾上所遺留的日本年號，包括龍柱上對聯、匾額、石聯，上

頭的明治、大正年號應即撤除，否則從嚴處罰。103於是原本完整的紀年落款

年號，不是被變造，換成光緒、民國，就是被「斷頭」，獨留數字。

國民黨當局對於抹去日本意象的觸角，不僅針對公共空間，連屬私人領

域的客廳與墓碑，同樣橫加干涉。1953年7月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根據該

黨高雄市委員會民運工作會報討論事項結論發文省府社會處，指本省籍住戶

多有懸掛落款「昭和」年代之匾額、獎狀、鏡框，認為此舉殊屬有失國體，

98　 「為石門日軍豎立之忠魂碑應予毀除並另建碑紀念死難山胞」，〈名勝古蹟〉，《省級機關檔
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41270022285004。

99　〈河山屬我  魔鬼滾開〉，《聯合報》，1953年5月28日，版4。
100　 〈碑之光復  前為敵人鬼名錄  今是烈民紀念石 屏抗日山胞紀念碑 改建工程即將完成〉，《聯

合報》，1953年11月19日，4版。
101　 〈為寺廟祠宇日人題字匾額應否銷毀一案特復查照〉《臺灣省政府公報》，46年秋字第77期

（1957年），頁820。
102　 〈為寺廟使用日本年號不遵令更正一案函請查照〉，《臺灣省政府公報》，51年秋字第4641期

（1962年），頁7。
103　 分別是定光佛廟、曇花佛堂、南山寺、節孝祠。〈彰化寺廟匾額剔除日本年號〉，《自立晚

報》，1973年7月20日，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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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嚴予取締，並要求省府「查照辦理」（又一黨國不分之例）。省府社會處

在處理過程中，曾有簽辦意見表示，匾額、獎狀、鏡框係私人榮譽物品，是

否有取締之必要，不無疑問，加上是懸掛於私人家庭中，取締上也有困難。

本案最後移由民政廳處理時，回復國民黨說明因現無取締法令，將責由當地

警察酌情通知遷掛。104

不過，省府很快地改變見解，指示取締。1956年3月省警務處根據桃園

縣警察局的回報，行文省府表示當地員警進行勤區查察時，發現某位本省民

眾家中正廳黏貼二張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進入戰爭動員時期，以甲長身分

獻金，獲得日本政府獎勵的獎狀，員警見狀後，判斷有違我國民族意識，徵

得屋主同意後取下，並向省警務處報告，隨後警務處行文省府，建議查燬張

掛、陳列在家中的日人獎狀、匾額。承辦本案的民政廳，不考慮獎匾屬私人

物品、而且不掛在公共空間，仍逕以有損民族氣節，指示取締，105悍然不顧

查燬家中私人物品的適法性。

這種干預私人領域的舉動，並非個案，動輒有人向警察單位打報告，指

某戶人家還殘留著哪些日式營業、裝飾與生活習慣，認為十分「刺目」，批

評店家「甘作殖民時代之奴隸」，要求警察取締，「矯正不良觀念」。106警

察到訪後，雖稱負責人自行將日本時代遺留的木牌、獎狀取下，107實是店家

為了不惹麻煩，不願得罪警察；連帶地，凡是與日本有關的事物，在公領域

也一概被污名化，不僅沒有張掛的自由，日本時代的光榮也不能是光榮。

104　 「函為准省黨部案移請取締日據時代匾額案」，〈名勝古蹟〉，《省級機關檔案》，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41270022286003。

105　 〈為取締民間陳列或張掛日據時期褒揚獎勵匾狀等，函請查照辦理〉，《臺灣省政府公報》，
45年夏字第37期（1956年），頁411；〈鄉民不知舊恨  仍懸日人獎狀〉，《聯合報》，1956年
5月19日，版5。

106　 「貴縣泰源運送店，純係日式營業裝飾和生活習慣，應取締矯正」（1958年10月11日），〈清除
日據時代遺留物跡〉，《臺北縣政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檔號：089000000032A。

107　 「為本轄士林鎮泰源運送店懸掛日式招牌一案，復請查照由」（1958年11月11日）、「呈復永
和鎮南光照相館掛有日據時代獎狀案請  察核」（1958年7月28日），〈清除日據時代遺留物
跡〉，《臺北縣政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檔號：08900000003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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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橋樑等建築物

對於日治時期興建之橋樑，自無法比照紀念碑，將其拉倒或改建，於是

採取改名、變造或塗毀年號、碑文等方式。1951年省府發文各縣市政府展開

行動，1952年3月省建設廳續以有礙觀瞻、有違國體為由，影響民族意識至

大，再次行文要求塗毀橋樑、建築物上的大正、昭和年號，改為中華民國，

「藉以消滅日據時代統治痕跡」。108同年11月省府交通處公路局再次就全省

公路建築物紀年，劃一辦理，一律比照中華民國年號改正，民國以前應該正

為「民國前X年」。109鐵路專用橋樑清除也在之列，1954年9月25日臺灣鐵路

管理局工務處表示，鐵道橋樑等書有日文或昭和年號之建築物，早經「切實

查明消滅，更改我國文字及年號在案。」110

地方接到省府命令後也動了起來。1950年1月臺南縣政府依據省府代

電，已將鹽水鎮的八千代橋，改名厚生橋。1111952年9月基隆市回報清查結

果時，表示該市6區均已完成橋名與竣工期日的「更正」，剩七堵區還有3座

橋樑未改，但在市府核撥工程款後，完成大和、五堵、諸善三橋日本時代的

建築年月字樣的更改，「大和橋」一併改名「七堵橋」。112基層員警在警勤

區巡查時，如遇未更改或塗銷情況，亦有透過「社會治安調查報告」，由縣

108　 「為本省各地橋樑及建築物仍有日本時代統治痕跡，經府電飭查明塗毀有案，希將辦理情形鍵
復以憑轉報由」（1952年3月3日）、「奉府電為各地橋樑有昭和年代字樣，一律改為中華民國
字樣，電希迅即分別查明更改，并列對照表報廳憑轉由」（1952年3月28日），〈日據時期遺跡
改善〉，《基隆市政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檔號：058000000095A。

109　 「公路建築物紀年辦法應遵照省府規定一律比照中華民國年號改正函請查照辦理」（1952年
11月10日），〈日據時期遺跡改善〉，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基隆市政府檔案》，檔號：
058000000095A。

110　 「轉令清除日據時期遺留紀念物品應印中文標本絕對禁用日文希徹底清查更改具報由」（1954
年9月25日）、「為本段管內建築物已無日本文字謹請鑒核由」（1954年9月30日），〈禁
用日語文遺物〉，《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15180000M/0043/011/007。

111　 「據呈擬將該縣鹽水鎮八千代橋改為厚生橋等情准予備查由」，〈各縣市日治時代所定地名更
改〉，《省級機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41172012031011。

112　 「電請鈞府撥下經費以資更正橋樑字樣由」（1952年5月7日）、「更正區內日據時期橋樑建築
年月字樣工款照撥由」（1952年5月20日）、「為更改日據時期建築字樣竣工請鈞府准予備查
由」（1952年9月9日）、「電复更正本市現有日據時代橋樑名稱年號由」，〈日據時期遺跡改
善〉，《基隆市政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檔號：0580000000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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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警察局轉請縣府處理。113

五、日常物品

具有實用性的日常生活物品，戰後因為一時並無物力加以替代而留用

者，政府亦要求抹去上頭關於日本的元素。1952年4月省建設廳根據屏東縣

政府回報，不少商用臺秤多係日治時期製造，秤蓋上鑄刻有「大日本帝國臺

灣總督府製」等字樣，這原本無涉年號使用，但省建設廳以「本省現正積極

消滅日據時期遺跡」，要求度量衡檢定員檢定衡器時，如發現類似鑄印，要

修理商削去後，始予檢定。114 

1952年5月省社會處發文各縣市政府，據報民間婚喪喜慶使用之布

幔，仍多印有櫻花或富士山圖案，有礙觀瞻，應予取締。1157月時，社會

處再次行文，要求繡製於日本時代的廟會遊行旗幟，也要改用中華民國年

號。1161958年7月省府再轉教育部函給地方政府，重申臺灣各地依舊遺留含

有日本意識之富士山、神社門等圖案及建築尚多，要求從城市與交通要道、

風景區及鄉鎮農村依次做起，設法改造或清除，並且要擬具利用或改良辦法

及完成情形具報彙核。117政府之所以會不時處理這類事情，經常跟來自中國

國民黨黨部的意見有關。118

1954年2月中國國民黨鐵路黨部，根據黨員社會調查報告，指臺鐵工務

段工人也迄今戴著日本時代的軍帽在工作，鐵路局基於「以重國體」，認

為這是「日本軍閥侵佔臺灣時之遺物，亟應予以消滅」，認為如果要廢物利

113　 「沙鹿鎮竹林里竹林第一橋向有日本『大正』年號請塗銷」（1958年12月26日），〈日人遺
跡〉，《臺中縣政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檔號：0930000000038A。

114　 〈電希飭所屬主辦度政人員切實注意消滅日據時代遺留臺秤日文鑄字〉，《臺灣省政府公報》
41年夏字第6期（1952年），頁69。

115　 「為民間喜慶婚喪所用布幔仍多印有櫻花等圖案應予取締請查照由」（1952年5月22日），〈日
據時期遺跡改善〉，《基隆市政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檔號：058000000095A。

116　 「據報民間廟會遊行所使用旗幟尚有日本年號字樣請查明取締改正由」（1952年7月26日），
〈日據時期遺跡改善〉，《基隆市政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檔號：058000000095A。

117　 「關於清除各地含有日本意識之遺留圖案及建築物一節令希遵照辦理」（1958年7月12日），
〈日人遺跡〉，《臺中縣政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檔號：0930000000038A。

118　 〈清除日據時代遺留物跡〉，《臺北縣政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檔號：
08900000003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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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得先改式染色，才可戴用。119

校園方面，1947年1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要求各級學校拆除或

改裝在日人統治時代所設置之天皇神棚（神龕），校內教室等建築物上的日

本皇室徽紋，亦應一併塗去。1201956年6月省教育廳函令各級學校所接收自

「日據時期」的學生實驗應用的標本、儀器，上頭仍標寫「昭和年月日」字

樣，認為殊欠妥善，要求應予改正，改漆中華民國年號。121以上的通令，並

非紙面具文，1952年1月臺中縣的基層員警，便曾向上反映，指大安國民學

校玩忽政令，日本時代的地球儀，未按省教育廳令處理，放在教具室，任學

生取用，於是縣警局打報告轉請縣府察參。122

1973年8月省教育廳發函各級學校，要求將校史館或校內各處原有懸掛

日籍校長或教職員肖像取下收存，不准再掛，只能懸掛「光復後」的歷任校

長或有紀念性之人士。123

六、墓碑

1952年基隆市政府請示省府詢問在公共墓地內，如果日本人的墓碑上刻

119　 「嚴禁戴用日踞時代軍帽」（1954年2月12日），〈禁用日語文遺物〉，《交通部臺灣鐵
路管理局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15180000M/0043/011/007。附
帶一提，1950年代的臺鐵依舊留著濃濃的日本味，臺灣鐵路管理局屢屢發文要求各站或工
務段注意。基層員工當時在工作用語上，如呼喚電話或日常會話仍多用日語，宿舍休憩時
收聽日本電台廣播節目，這些都被臺鐵高層認為「殊有影響於路譽」，也是推行國語的障
礙。「准警務處函本路員工仍多用日語影響路譽殊甚令希覆加糾正」（1954年7月24日），
〈禁用日語文遺物〉，《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
號：A315180000M/0043/011/007、「准警務處函勸止員工收聽日本廣播轉令遵照」，〈禁用
日語文遺物〉，《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檔案》，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
A315180000M/0043/011/007。

120　 〈電知各國民學校之天皇神龕應即行拆除〉，《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6年春字第23期
（1947年），頁360

121　 〈函各縣市政府（局）令各級學校為各級學校對於接收日據時期標本儀器等如有標寫「昭和年
月日」字樣，應改用中華民國年號希查遵照〉，《臺灣省政府公報》，45年夏字第71期（1956
年），頁868。

122　 「大安國校所召日據時代地球儀不按命令處理」（1958年1月23日），〈日人遺跡〉，《臺中縣
政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檔號：0930000000037A。

123　 〈為發揚民族精神教育，加強民族意識，各校校史館即校內各處所懸掛之日籍人是校長教職
員肖像，應一律收存，並重申規定關於光復前已設立之各校共同校慶日〉，《臺灣省政府公
報》，62年秋字第65期（1973年），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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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治、昭和等字樣，是否應加以刪改，同年8月省府電復核無必要。124 不

過省府對墓碑的整頓，並無就此止步，隔年（1953）6月省府獲得警務處陳

報，獲悉本省公墓墓牌多記有「皇民」2字，這原是1941年皇民奉公會成立

之後，用「皇民」取代墓碑堂號的結果，125戰後認為這是最大的「恥辱」印

記，於是通令各縣市政府，利用村里民大會宣導，或交下鄉鎮公所、警察機

關，以勸導方式，請民眾自動刪除。126但各地似乎沒有積極處理，1956年3

月彰化縣政府通報省府，指該縣鄉村墓牌橫額，仍刻有「皇民」2字，「至

今尚未改造者甚多」，這回省府獲報後，除要求利用村里民大會或公開集會

擴大宣導外，不待墓主家屬自動刷清，直接飭令墓地管理人員切實查明，設

法清除，「以肅觀瞻，而維國體」。127省府這回命令，部分縣市有所動作，

6月時南投縣政府似乎在清除過程中又發現部分墓碑上刻有「皇恩」等字，

請示省府應否清除，省府表示如果來歷屬日本天皇意義者，仍應清除。128除

公共墓地外，省警務處連私人家中祖宗靈位牌也沒放過。1952年9月據報不

少本省民眾家中神主牌刻有「皇民」、「皇日」等字，省警務處原表示本應

配合省府整體清除日據遺跡的行動，「自應併案執行」清除，但因取締困

難，遂指示各縣市警察局所曉喻人民將「皇民」、「皇日」等字，以白紙黏

貼。129

124　 〈電復基隆市政府為公共墓地內日人墓牌刻有「明治」、「昭和」等字樣無刪除之必要希知
照〉，《臺灣省政府公報》，41年秋字第35期（1952年），頁491。

125　 許雪姬，〈臺灣日治時期的史蹟保存〉，《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6期（1998年10月），頁
14-15。

126　 「據報臺灣省公墓墓牌上間有皇民等字樣希即通飭勸導自動拆除」，〈名勝古蹟〉，《省級機
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41270022285013。「奉令臺灣省公墓墓牌上間有
皇民等字樣遵經飭屬利用村里民大會普遍宣傳勸導自動拆除請察核」，〈名勝古蹟〉，《省級
機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41270022285015、「奉令為各地墓牌及刊有皇
民字樣飭勸導刪除案報請備查」，〈名勝古蹟〉，《省級機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典藏號：0041270022285016。

127　 〈令仰切實清除墓碑「皇民」二字〉，《臺灣省政府公報》，45年春字第64期（1956年），頁
662。

128　 〈為墓碑上刻有「皇恩」等字樣，應否清除請核示一案令仰遵照〉，《臺灣省政府公報》，45
年夏字61期（1956年），頁746。

129　 「據報一般居民之祖宗靈位牌上遺留「皇民」、「皇日」等字句希曉喻自行用白紙黏貼」
（1952年9月29日），〈日據時期遺跡改善〉，《基隆市政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檔
號：0580000000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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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省府對日本時代象徵物的清除命令之整理。中央方面，1974年2

月25日內政部發布了「清除臺灣日據時期表現日本帝國主義優越感之殖民統

治紀念遺跡要點」，這是目前所知中央對於處理日本時代遺跡的通盤指示。

過去研究者推論內政部於發布此一要點，是為了報復1972年日本與臺灣斷

交。130但從要點頒布時間來看，與臺日斷交有明顯時間上的落差，而且以此

自我滿足方式作為報復手段，不僅有欠說服力，也很難解釋斷交前，省府在

1950年代早已展開一波清除行動。內政部這個要點，應當是總結省府歷來去

日本遺跡的作法。131為了便於討論，要點全文，迻錄如下：132

一、日本神社遺跡應即澈底清除。
133

二、 日據時代遺留具有表示日本帝國主義優越感之紀念碑、石質構造物

應予澈底清除。

三、 日據時代遺留之工程紀念碑或日人紀念碑未有表示日本帝國主義優

越感，無損我國尊嚴，縣市政府認為有保存價值者，應詳具有關資

料圖片，分別專案報經上級省、市政府核定，暫免拆除，惟將來傾

塌時，不再予重建，其碑石移存當地文獻機構處理。

四、 民間寺廟或其他公共建築內，日據時代遺留之日式裝飾構造物，如

日式石燈等，應勸導予以拆除或改裝。

五、 日據時代建造之橋樑，經嵌立碑石仍留日本年號者應一律改換中華

130　林會承，《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史綱》，頁69。
131　 例如1953年時南投縣政府請示省府是否要拆除「既碍觀瞻且有影響我國文化及民族思想」的神

社牌坊、鳥居、奉獻燈柱時，便在代電開頭提及「日據時代遺留字跡如『皇民』、『年號』、
『標誌』等等疊奉層令塗改有案」。「為日據時代遺留『神社牌坊』『鳥居』、『奉獻燈柱』
等紀念物應否拆除呈請核示」（1953年11月20日），〈名勝古蹟〉，《省級機關檔案》，國史
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41270022286018。

132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文化資產與保存座談會參考資料》（臺北：編者，1992年），頁
201-202。

133　 清除神社遺跡後空間，多改造為忠烈祠。國民黨政府原本在中國因為用地問題，難以全面開展
的各省市縣忠烈祠建設，來臺後日本時代留下的神社空間，使得空間不再是問題。根據統計，
全島計有15處神社改建為忠烈祠。蔡錦堂，〈台湾の忠烈祠と日本の護国神社‧靖国神社の比
較〉，台湾史研究部会編，《台湾の近代と日本》（日本：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3
年），頁34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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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年號。

六、 日據時代遺留之寺廟捐題石碑或匾額以及日據時代營葬之墳墓碑刻

等單純使用日本年號者暫准維持現況。
134

要點中，屬於需要「澈底清除」者，包括神社遺跡與表現日本帝國主

義優越感之紀念碑等石質構造物（第「一」、「二」點），此規定相較於省

府過去之規定，手段可說相對強硬，過去省府留有改建或改裝繼續利用空

間。135第「四」與「五」點則為向來處理方式。值得留意的是，第「三」、

「四」點中，以是否彰顯日本帝國主義優越感為區分標準，不將日本時代紀

念碑一掃而光，就日人及工程紀念碑，待其自然傾圮，寺廟捐題石碑、匾額

與墳墓的日本年號暫准維持，這二點相較過去省府規定，反而寬鬆。因次

有論者認為，這個要點是對於日本時代統治象徵建築物造成最大破壞的命

令，136此說或可再斟酌。如果我們了解在1952年前後，省府早已展開一波普

遍性的清除行動，那麼內政部發布此要點的目的，應是針對歷來整理日治時

134　 1954年對神社牌坊、鳥居、奉獻燈柱等「紀念物」，省府當時指示應予拆除，但基於「愛惜物
力」起見，在不妨礙觀瞻及「廢物利用」的目的下，同意可以改裝，原因出在經費難於籌措。
1950年5月，連首都臺北市以此為由，向省府請准暫緩興建市忠烈祠，其他各縣市的情況，不
難想見。於是要蓋忠烈祠，最便利的方法，就是將現成的神社加以改裝。例如圓山的臺灣護國
神社，戰後被改利用作為臺灣省忠烈祠，原本的神社鳥居在接收後，先用木板包覆改裝，變身
忠烈祠正面牌樓，但原本神社的木造建築，維持困難，1967年蔣中正指示仿北京太和殿進行改
建，1969年竣工，改稱「國民革命忠烈祠」。嗣後地方各縣市紛紛仿照國民革命忠烈祠的建築
樣式改築，神社風貌已不復見。〈據呈日據時代遺留「神社牌坊」、「鳥居」、「奉獻燈柱」
等紀念物應否拆除一案，核復遵照〉，《臺灣省政府公報》，43年春字第7期（1654年），頁
95；「本省臺北市政府呈請緩建該市忠烈祠一案電請察照由」，〈縣市先烈史蹟名勝調查及入
祠烈士姓名〉，《省級機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41270012106009；蔡錦
堂，〈忠烈祠研究——「國殤聖域」建立的歷史沿革〉，頁16，「國科會臺灣史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發表」，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2001年6月28-29日；蔡錦堂，〈台
湾の忠烈祠と日本の護国神社‧靖国神社の比較〉，頁341。

135　 1954年對於神社牌坊、鳥居、奉獻燈柱等紀念物，省府當時雖認為應予拆除，但基於「愛惜物
力」起見，在不妨礙觀瞻及「廢物利用」下，同意可以改裝繼續使用。例如在圓山的臺灣護
國神社，戰後被改作為省忠烈祠，原本的神社入口鳥居，便用木板包覆改裝，變身正面牌樓。
〈據呈日據時代遺留「神社牌坊」、「鳥居」、「奉獻燈柱」等紀念物應否拆除一案，核復遵
照〉，《臺灣省政府公報》，43年春字第7期（1953年），頁95；蔡錦堂，〈忠烈祠研究——
「國殤聖域」建立的歷史沿革〉，頁16。

136　林會承，《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史綱》，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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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殘留遺跡的漏網之魚。137

1951、1952年間是國民黨政府先後規定出版品與公文書只能只能使用

「日據」，而上述關於生活空間所見的日本年號與意象物的清除規定，公布

的時間點絕大部分是落在1950年代，有不少還是在1950年代前半期緊接出

現，時序上的接近，卻未必能說明二者間存在歷史因果關係。不過如果我們

從動機與態度來看，二者卻存在著得以相互論證的可能性，因為認定臺灣為

日本所竊據、占據，「日據」下，怎能容許象徵日本統治事實的年號、「皇

民」事實繼續存在呢？但殖民近代化下出現的公共建設，一時無法毀除不

用，只好用糊封或置換年號的加以「整理」。

肆、民國紀年的強勢使用與退潮

繼1951年11月15日省新聞處通令所有平面傳媒使用「日據」後不到半

年，翌年4月又發文全國報社和雜誌社糾正紀年方式。黨國體制下，發動者

又是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行文給在省新聞處當處長的張彼得

同志，138要求省新聞處通知各報刊雜誌，書寫紀年須以採用國曆為原則，如

果有必要引用西曆年號，則必須以國曆為主，西元為從——如「民國二十年

（一九三一）」。國民黨會注意到這個問題，則是來自國防部總政治部的上

報，當中指出「最近社會風氣日見趨于崇拜外國狂，各報紙雜誌如中央日

報、新生報、中國新聞、新聞天地等大都引用西曆年號，甚至寫信、統計、

137　 本要點頒布後的執行情況，筆者尚找不到相關檔案資料，但根據林會承掌握的彰化縣四個鄉鎮
市──彰化市、員林鎮、永靖鄉及北斗鎮所報送的「日據時期殘留遺蹟處理情形報告表」顯
示，歸納起來主要是將神社拆毀夷平，抹除或修改祠廟、墓塚的日治年號。此與過去的作法基
本上是相同的。林會承，《臺灣文化資產保存史綱》，頁70。

138　 在當時負責雜誌圖書管制工作的單位，包括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臺灣省改造委員會第四
組、內政部警政司、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省教育廳、省新聞處、省警務處、國防部總政治部第
二組等黨政機關，時常一起開會研商各種管制工作方案。「商討修訂臺灣省戒嚴期間統一新聞
雜誌圖書管制工作方案」，〈新聞什誌管制〉，《省級機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
藏號：0041372019280002。



82

    65卷第3期

出版，類皆如此，尤以中日戰爭的開始年月也寫『一九三一年』來了，似此

置國曆不用的怪現象，實須加以修正」。139

1950年代初期，民間出版物或商家帳目簿據並無全用「民國」年號，

一度引來國民黨政府注意，要求主管單位隨時注意嚴加糾正。1401951年1月

初教育部曾通令禁止發售不印民國年號的教科書，1411952年省教育廳獲報，

各地書報攤商所印製販售未印「中華民國」年號而僅印「一九五二年」的日

曆，其中甚至還有許多印有日本人的照片圖案，但這種忽略民國紀年，對當

局而言，這類日曆是犯著「藐視國家民族尊嚴」、「輕視國家民族」，142也

擔心使用公元的書刊，可能來自「匪區」，143因此省警務處於同年2月指示

各縣市警察局切實查究嚴禁。144

從以上的事實來看，在1950年代使用公元或民國紀年，不是單純的個人

偏好與習慣，還有選邊站的問題。對國民黨政府而言，並不樂見或放任民間

使用公元紀年，這主要是因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宣布採用公元紀

年，讓「民國」走入歷史。因此對於在臺灣的國民黨政府而言，如何維持象

徵法統的「民國」於不墜，便是當務之急。嚴格來說，「民國」並不是傳統

皇朝時代的個別皇帝的年號，但因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競爭緣故，便

以用不用「民國」來檢驗「臣子之忠否」，這依舊是中國傳統奉正朔心態使

然。

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退敗逃臺灣後，早先將學歷證件上頭的紀年方式，

作為採認文件效力的依據。1950年僑務委員會發現自從「共匪竊據」廣東

地區後，港澳地區華僑民學校負責人，因為「意志不堅，取巧靠攏」，將學

139　 「據報書寫紀年應採用國曆紀元一案特電轉查照」，〈新聞什誌管制〉，《省級機關檔案》，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41372019279014。

140　 〈營業人使用賬簿憑證  須立本國紀元年號  賬目書寫中文為主〉，《中央日報》，1954年3月5
日，版4。

141　〈不印民國年號書刊  教部禁止發售〉，《中央日報》，1951年1月7日，版2。
142　〈日曆不用民國年號〉，《自立晚報》，1952年1月11日，版4。
143　〈不印民國年號書刊  教部禁止發售〉，《中央日報》，1951年1月7日，版2。
144　 〈據電無印中華民國字樣之日曆應否取締一案復希遵照〉，《臺灣省政府公報》，41年春字31

期（1952年），頁3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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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證件紀元由「中華民國」改為「公元」，僑委會認為僑校此舉是違犯國家

法紀、混淆社會聽聞，認為此類證件一概無效，不能作為來臺升學或就業證

明之用；教育部亦發出代電附和，以港澳學生如持原校改用公元年號證件來

臺升學或轉學者，通令不予承認。145從檔案上來看，以紀年方式決定證件效

力，並非僅是政府當局的宣示。1950年11月財政部原擬將一位來自浙江的外

省籍人士，擬依其所繳浙江之江大學畢業證書，報請臺灣省政府委該員代理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稅務員，但人事案送至省府後，省府便以用上述港澳學生

所持學歷證件上將紀元由中華民國改為公元者視為無效之代電，對該人事案

批示未便照准。146

對於國內教育，省府教育廳同時發文原則禁止使用西元，只能用「民

國」。1953年1月省教育廳根據教育部的視導意見，以「配合國策」為由，

發文省立各級學校與縣市政府，點名英文、數學等科教師，嚴禁批改學生作

業卷時使用公元。147

使用民國紀年與否，原本該是單純的問題，但因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

民共和國處於高度政治競爭的緣故，用不用「民國」的象徵意義便被凸顯出

來，不僅是出版物要檢查，藝術作品的落款也要檢討。1953年11月便有人投

書《中央日報》，主張要改革國畫以干支，西洋畫以公元紀年的偏差情況，

認為既然畫家在中華民國，自然要用「民國」，投書中暗指用公元、以英文

落款的畫家，「要當心無意中踏上共匪提倡怪樣美術字體的罪惡之途！」148

甚者，乾脆明指在國畫用公元紀年，即是中共的同路人。149單純的姓名與時

145　 不過教育部曾對該年港澳來臺學生酌予通融，持公元紀年畢業證書者，姑准以「同等學力」資
格核准學籍；轉學臺灣各級學校，由學校斟酌情況，准其轉學。但教育部最後聲明僅限本學
期，嗣後該項證件，照前電一律視為無效。〈電省立各級學校各縣市政府為奉教育部令以港澳
來臺學生所持證件如改用公元年號者本學期姑准以同等學力核准學籍嗣後該項證件應認為無效
一案，轉希知照〉，《臺灣省政府公報》，40年春字第5期（1951年），頁52。

146　 「陳偉代理高雄市稅捐稽徵處稅務員一節未便照准案」，〈高雄市政府人員任免〉，《省級機
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40323109174005。

147　 〈各校教員對於批閱學生作業卷有用公元年號者應嚴加禁止一案〉，《臺灣省政府公報》42年
春字第9期（1953年），頁87。

148　白秋，〈書畫的紀年和署名的改革〉，《中央日報》，1953年11月28日，版6。
149　子晉，〈紀年之感〉，《自立晚報》，1987年3月15日，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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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落款方式，在國共緊張對峙的1950年代，被上綱為判斷政治認同的依

據。

民國紀年的強勢使用，對歷史書寫的衝擊更為直接。以戰後臺灣省文

獻委員會所修纂的第1套志書《臺灣省通志稿》為例，交付內政部審查時，

審查人便質疑「何不用我國年號紀年」，或是要求「查註我國年號」。150部

分纂修者，即便並列公元與日本年號敘述日治時期的歷史，仍不見容於審查

人。審查人中有認為應該一律刪除，直接將日本年號如明治、大正，以光

緒、宣統、民國替換；手段稍緩者，則是以「我國」年月為主附以日本年

月，151原則就是不可單獨出現日本年號或公元。這種紀年表述方式，導致出

現「民國九年日政府以勅令」、「民國十年日皇勅令」、「民國十七年日本

臺灣總督府」等敘述，152讀來頗令人有時空錯置之感。

反觀戰後初期的出版品，如1947年臺灣新生報社出版的《臺灣年鑑》，

當中如有引用日治時期統計資料，未必都會換成民國，各章的編撰者製表

時，有不少直接以西元紀年。153又如前述提到的《統計提要》，540個統計

表儘管不用明治、大正、昭和年號，均換為民國前或民國，但至少在年代欄

中，均有加註西元年，如「民國前一年（1911）」、「民國12年（1923）」

等；該書的第1張表，便是「五十一年來中日年代與公曆年代之對照」，

由左至右列出「國曆」、「遜清年號」、「干支」、「日本年號」、「公

曆」。154戰後初期的出版物紀元方式尚無如此澈底脫脈絡使用民國年號。

然而民國紀年，隨著民間反對人士對中華民國法統的質疑，以及1980年

代臺灣主體意識逐漸興起，開始被有意識地被拒絕或抵制。這時國民黨政府

對於「民國」不在焦慮來源，不再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競爭，而是島

內黨外人士的挑戰。

150　內政部修正，《臺灣省通志稿內政部審查意見書（一）》，頁34-35。
151　內政部修正，《臺灣省通志稿內政部審查意見書（一）》，頁13、26-27、49、93、119。
152　內政部修正，《臺灣省通志稿內政部審查意見書（一）》，頁18、37、38-39。
153　 臺灣新生報社編，《民國三十六年度臺灣年鑑》，頁A16-17、F24、38-39、J3、K8、16、19-

20、21-22、25-29、W6-12、15、26-29、X4-8、11-14、16-18、20-24。
154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製，《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頁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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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期間，當黨外人士刊登競選廣告，刻意地「西元1985年9月4日」結

尾，或是不用民國紀年，強調自己參選的是「一九八五年選舉」。155於是引

來中國認同者的批評，暗指這是與中共隔海唱和的行為：「須知諸君子所競

選者，是中華民國的公職，並非世界性的。況今大陸中共亦採用公曆紀年，

不禁令人懷疑，因何有如此之巧合」。156國民黨黨籍候選人甚至在政見發表

會上，明指不用中華民國年號而使用西元，是「叛徒」，是「全體中國人的

公敵」。157然而，黨外人士或是後來的民進黨能不用民國紀年就不用，並不

是基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同，如此隱射，這種「抹紅」的手法，今昔依

舊。158

黨外人士或後來的民進黨一向都使用西元，表面上的理由是，西元

是世界通用，159其實是帶有改變國族定位與政治認同的目的，是有意否定

中華民國正統性的舉措。黨外雜誌《八十年代》的總編輯司馬文武（江春

男），明說政府宣導使用國號與年號，「基本上還是由於『正統』觀念在作

祟」。1601986年3月黨外雜誌《自由時代》指內政部行文高雄市政府，使用

西曆是別具用心，否定中華民國，社方的新聞眉批是：「照這個標準，又可

以『製造』大批叛亂犯了！」。161

由此可知，黨外人士使用公元，不只是因為個人習慣，尤其在解嚴前

後的臺灣，還牽涉到個人的國家認同與問題，放棄使用民國紀元，某種程

155　 〈爭取聲勢與票源  候選人各顯神通  抨擊對手遭還擊  政見會舌戰激烈〉，《聯合報》，1985
年11月12日，版7。

156　 楊世豪，〈讀者投書．黨外人士刊登競選廣告  日期採用公元紀年  身分立場值得商榷〉，《自
立晚報》，1985年9月10日，版4。

157　〈高忠信譴責暴力〉，《聯合報》，1983年11月25日，版7。
158　 2006年3月民進黨立委林岱樺提出，把「民國」改為世界通用的公元，國民黨與親民黨立委便指

控這是接受北京的「一國兩制」。曹長青，〈自由廣場．臺灣早該廢棄「民國紀元」〉，《自
由時報》，2006年3月15日，網址：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62025/print。

159　 郭大成，〈雷同上回  溝而不通：國、民兩黨第二次「政黨協商」有辯論，沒有結論〉，《自
由時代》；217期（1988年3月），頁51；〈西曆落款  西螺托兒所引爭議〉，《中國時報》，
1997年8月16日，16版；〈補正誓詞  民進黨立委決讓步〉，《中國時報》，1996年6月11日，9
版。

160　〈西曆國曆並行不悖？〉，《自立晚報》，1986年4月13日，2版。
161　〈新聞眉批〉，《自由時代》，113期（1986年3月），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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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意味著對中華民國正朔與法統的否定。162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時，黨

章的封面，就是用西元不用民國，被外省籍的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教授荊知仁，認為此舉是「不願意認同中華民國的分離主義意識和心態所

使然」。163雖然荊知仁的批評未必能代表民進黨人士的真意；但臺灣人民的

民主憲政實踐過程中，與「中華民國」體制與憲法，向來存在著對抗而又

共存，妥協而又分裂的關係。164紀年方式作為一種象徵，使用公元、放棄民

國，其實就是在心態與意識層面上的對抗作為。

關於黨外人士不用國曆的意圖，國民黨政府確實也感受到了，三軍大學

總教官王桂巖便出面嚴詞抨擊這是臺獨分離主義份子的行徑，指其身為「中

國人」，竟不認同中華民國的國號、國旗、國歌、年號，認為這些都「亂臣

賊子」企圖搞獨立的行徑，165是別具用心，蓄意分割大陸與臺灣。同時國民

黨政府在解嚴前後，屢屢發文各機關學校提高政治警覺，提防分離主義。

1985年11月8日內政部曾發文省市政府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向國人宣導以

「使用中華民國正朔為榮，藉以加深國民對國號與年號之深厚觀念，而重法

統之維護與光大」。1987年3月10日再發文提醒，這回用詞更重，直指國民

如不使用國號和年號，「無異自外於中華民國」。1661897年8月3日教育部通

令省市政府教育廳局、公私立大專院校等機關學校，以當時部分人士沒有妥

善使用中華民國國號與年號，影響國民的國家意識、國家形象與國際地位。

就年號使用，教育部要各機關學校，除涉外談話或文件等必須使用夾註公元

外，一律使用中華民國紀元；並且應加強中國歷史、地理、文化教育，務必

162　 李敖，〈「大師證明你不行，你還不聽嗎？」〉，《自由時代》，128期（1986年7月），頁
42。

163　荊知仁，〈政治分離主義不切實際〉，《聯合報》，1986年11月29日，2版。
164　 社團法人臺灣民主守護平台，〈《自由人宣言》——以《人權憲章》重構臺灣與中國之關係〉

（2013年4月），「社團法人臺灣民主守護平台」網站：www.twdem.org（2014年8月11日點
閱）。

165　 尤念台，〈名為國軍建軍備戰實為鼓動國軍干政〉，《自由時代》，257期（1988年12月），頁
45。

166　 〈內政部函以請注意正確使用國號與年號以維中華民國法統一案〉，《臺灣省政府公報》，76
年春字第67期（1987年），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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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在時空與文化意識上，切身感到與中國密不可分。167 

政府一連串搶救年號動作，用詞越來越重，對使用國號與年號的時機指

示越來越明確，這顯示解嚴前後，作為法統象徵的國號與年號在民間遭到抵

制，以及國民黨政府的焦慮。1988年9月，曾擔任黨外雜誌編輯的作家林世

煜，敏銳地觀察這種變化情形： 

再更早一些〔按：指1970年代〕，也就是所謂「黨外」這兩個

字開始成型的時候，在島上下筆寫文章，還沒有什麼人敢直接用「臺

灣」兩字，頂多在「中國」之下加上括號以及一個「台」字，就不

免心頭忐忑了。譬如把「台美關係」寫成「中（台）美關係」…… 

也怕有八、九年了吧。如今我們嘴上講的、筆下寫的，已經不再奉民

國的正朔，而習慣改用西元紀年，我們用「台美關係」，或是直斥

「蔣家集團」是個「喪失母國的外來殖民統治者」這些字眼的時候，

也不再遮遮掩掩。
168

林世煜觀察告訴我們，改用西元成為一種習慣，大約經過八、九年的時間，

從時間來看，這段期間也是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雜誌前仆後繼、百花齊放

的時候，不斷衝出言論自由的空間。刻意不使用民國紀年，除了有意擺脫中

國法統糾纏，還寓有爭取言論自由的意義存在。在此之前，人們也會想，不

用民國紀年，會不會是當局或旁人眼中，否定中華民國的「叛亂犯」呢？這

種顧慮，並非無由，到解嚴以後，依舊真實存在。1987年8月30日政治犯許

曹德在「臺灣政治受難者聯誼會成立大會」，提出修改章程，將「臺灣應該

獨立」列入章程，10月主席蔡有全和許曹德以涉嫌叛亂遭到起訴，在高等法

院更審宣判時，法院鞏固兩人企圖排斥中華民國在臺灣行使主權、竊據國土

167　 教育部在函中，另指示在表達臺灣的區域觀念時，要用「臺灣地區」，不可使用具有表現全國
性之整體觀念的「中國」、「全國」、「國內」，甚至連「中華民國」等稱為詞也不能使用，
「以免混淆視聽」。〈教育部函以請正確使用國號與年號以維中華民國法統〉，《臺灣省政府
公報》，76年秋字第50期（1987年），頁4。 

168　 粗體為筆者所加。林世煜，〈我們臺灣同胞……你們臺灣人〉，《自由時代》，241期（1988年
9月），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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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證之一，便是蔡、許2人一向拒絕使用中華民國年號。169如今，我們很

難想像會以這種理由入人於罪，但這樣的荒謬確實存在於我們的過去，這也

同時說明了紀元方式，看似事小，卻也是爭取思想和表述自由的一環。

伍、結語

由於國民黨政府介入矯正歷史年代分期用語，使得1895年至1945年日本

統治下的臺灣，只能稱「日據」，長期下來，讓人理所當然地以為就只能這

麼用。然而回到歷史現場，戰後初期不僅民間，連官方都很少使用「竊據」

或「占據」的稱呼，用詞之繽紛，超越當代想像，「日本據治」、「日人時

代」、「日領時代」、「日本時代」、「日人統治時代」、「日人經營時

代」、「日本統治時期」、「日本統治臺灣時期」，不一而足，官民都是如

此。這些用詞都是從臺灣人的角度，描述被日本帝國統治的事實，而不是說

中國的某塊土地給「日據」了。然而1951年11月來一紙來自國民黨的代電，

要求省新聞處矯正世俗每稱的「日治時期」用詞後，民間對日本統治時期的

稱呼，立即向「日據」收斂。新聞標題中，「日治」幾絕跡；《公論報》副

刊「臺灣風土」的作者群，也有意識地避用「日治」。繼規定民間用詞後，

公文用語隨即在1952年跟進。日治與日據，此消彼長，定於一尊，可以說是

政治力介入的結果。

「日據」在言說上的優勢地位，直到1997年前後才見翻轉。當年編就

的國中《認識臺灣》教科書，歷史、社會2篇的編者，放棄長期以來所使用

的「日據」，引發解嚴後公共輿論對於歷史年代分期用詞的熱論。教科書的

編者會用「日治」，大背景是以臺灣為思考與研究主體的逐漸確立，學界與

民間社會對日治時期關懷面向跳脫民族主義觀點下的抗日議題，已能夠客觀

169　〈蔡許案更審  兩被告判刑〉，《聯合報》，1988年8月28日，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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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多面的理解日本「統治」帶給臺灣的影響。大約也在1997年前後，博碩士

論文與期刊論文的篇名中，使用「日治」開始超越「日據」；學院內年輕一

代研究生，接納「日治」的程度也比外界為高。然而2013年國民黨政府，繼

1952年之後，再次出手統一官方文書對歷史分期用詞的表述。兩次的時空，

都是國民黨政府在民間自然而然普遍使用「日治」時，意在扭轉、牽制民間

的自主形成的用法。

緊接著規定使用「日據」指令而來的，還有省府在1952年後展開全面

性的取締日本遺習行動，地方政府配合執行省府這波去日本遺跡的指示。當

時省府各廳處均就業管範圍，指示地方政府拆除、塗損、取締日本時代的建

築紀念物與日常用品，揮別他們所認為的殖民陰影，促進臺胞的「心理建

設」。包括紀念碑、橋樑等建築物、寺廟牌匾與柱聯、學校教具，甚至連家

中私人的匾額、獎狀、神主牌、墳地墓碑都在清理之列。這種塗改與變造日

本時代物件的作法，也發生在文獻材料的整理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的周

憲文在臺灣文獻的整理貢獻上，雖留下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基於國家民族立

場，他對於日本時代的材料，不僅做了紀年方式的替換，也因為個人的主觀

選擇，制約史料呈現給外界的面貌。

同樣是以黨領政，1952年4月國民黨行文省府，要求報刊雜誌，須以民

國紀年為原則，限縮公元的使用，省警務處同時也在取締未使用民國年號的

日曆與出版物。加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競爭緣故，用不用民國紀年，

往往被國民黨政府看成有如皇朝時代循環下「改正朔，易服色」的問題。

1950年代初，學歷文件上的紀年方式，因為不是我朝紀年，就不願採認。這

種正朔觀念下的民國紀年，也向畫作落款與歷史敘述上蔓延，畫家的自由受

到框限，歷史書寫的紀年脫離所敘人事物的時空。直到1980年代隨著反對人

士對法統的質疑，以及臺灣主體意識的興起，民國紀元被有意識地被拒絕或

抵制，儘管國民黨政府有所警覺，也感覺到焦慮，但在1980年代末，公元紀

年頻繁地出現在公共場域，打破獨尊「民國」局面，人民逐漸拿回如何紀年

的表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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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前，國民黨政府不分青紅皂白，塗改日本時代的文獻、碑文，取

締帶有日本風的日常用品，甚至拉倒石碑，自認為是在提高民族意識、廓清

「奴化」思想，將此一概視為殖民的陰影，用最原始的方式，讓島嶼的歷史

記憶，就此斷成碎片，而人民懍於國民黨政府的威勢，無奈消極配合，很

長時間不敢也不能有異議。170但這是我們面對過去的唯一方式嗎？1947年11

月張我軍有過一段話，很有意思，他說：「我們大可不必為了痛恨日本帝國

主義而視日文為異端；語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要在內容而已。」171 

的確，誠如張我軍所言，「要在內容而已」，我們必須先認識內容。面對過

去日本統治時期的遺產，周婉窈提示了1個以自我主體的脫殖民方式，面對

分歧而複雜的歷史，我們在繼承時，應當做必要的提煉與轉化。對承載歷史

的碑碣與文獻內容，我們不是照單全收，而是要取其普遍性意義，從主體出

發，選擇性地繼承。172但當我們再問，有什麼樣的遺產可以繼承時？要回答

的這個問題，前提是有充分而且深入了解殖民動機、過程與結果的研究為基

礎──1個明顯事實是，當臺灣政治逐漸民主化、主體性浮現，「日治」自

發地普遍為國人所接受時，也是我們對日本時代的歷史認識，逐漸立體的時

刻。

170　 1990年代中葉《中國時報》彰化地方版出現了指責過去塗改日本時代紀念碑的作法。報載與八
堡圳有關的1塊石碑，「近日」被民眾發現卻遭人竄改年號，將日皇年號改為民國，並質疑這
樣的作法不當。但從本文可知，日本年號被置換，應當不是「近日」所為，塗改的情況早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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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 Rule” or “Japanese Occupation”?  A Review on the Era 

Name of Colonial Taiwan and Uprooting Japan in Post-War Taiwan

Chun-ying Wu*

Abstract
Currently the name of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1895-1945) 

is favorable to using “Japanese Rule” rather than “Japanese Occupation” among 
Taiwan history researchers and in intellectual circles. However, The Executive 
Yuan of Taiwan Government regardless of the consensus on using “Japanese 
Rule” mandated government agencies to us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official 
documents in July 2013. There were several names to describe Colonial Taiwan in 
early post-war years. However, people rarely used the term “occupied” to describe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Japanese Occupation” has become a usual term for 
the past four decades due to the KMT’s party-state power since 1951. Following 
the concept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 KMT regime always recognized 
Taiwan as the stolen territory from the Chinese and disregarded the fifty years of 
“Japanese Rule.” Consequently,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took actions to 
uproot Japanese influences such as historical narratives, documents, monuments, 
signboards, daily commodities, and gravestones since 1952. Those used Japanese 
era names and reflected Japanese images were either forcibly replaced by Minguo 
calendar or eradicated. After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in 1987, the subjectivity of 
Taiwan has emerged. Meanwhile, the people regained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back and frequently used “Japanese Rule.” Nevertheless, they frequently still have 
to face the Chinese nationalism of the KMT regime.

Keywords:  Japanese rule, Japanese occupation, Minguo calendar, uprooting Japan, 
historical memories

*  Assistant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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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著眼於近代臺灣贈答習俗的傳承發展及其變遷，以定期舉行於中

元、中秋、歲末的贈答為題，運用第一手史料文獻、民俗資料，探討傳承於

臺灣民間的贈答習俗，從中探索今日臺灣民間逢中秋、歲末的送禮與日本贈

答文化的關聯，解析日治時期由日本人引進的御中元、御歲暮對臺灣民間饋

贈可能的受容影響。此外，也將針對併行於日治臺灣社會的新舊曆法制度，

及日本人、臺灣人歲時觀造就的贈答行為展開討論。檢視臺灣贈答習俗的傳

承途徑，從清領時期的中秋、歲末，到了日治時期，贈答分別傳承於日本人

與臺灣人的日常生活，日本人的歲時性贈答以中元、歲暮為主，臺灣人的歲

時饋贈則集中於中元、中秋及歲末。戰後初期，臺灣民間主要的歲時饋贈時

節，又回復到清領時期盛行的中秋、歲末送禮，其因除了原中元普度後分贈

親友供品的饋贈，也由於舉行時間與中秋接近而出現習俗統整的情形，並與

應與政府當局主導的民族節日有關。至於日治時期隨著現代化社會脈動帶來

的都市化、產業化及商品化，則僅對傳統漢人社會的饋贈贈答模式、禮品類

型的擴充帶來影響。

關鍵字： 贈答習俗、中秋送禮饋贈、御中元與御歲暮、民間歲時觀、民俗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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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送禮、饋贈（gife-giving）到相互酬贈答謝的贈答（exchange pres-

ents）行為，可說是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社會行為傳承，一種維繫強化人

際關係、社會關係的習俗行為。每逢過年過節，各地的商家店頭紛紛擺上應

景禮盒，搭配充塞於大小媒體的送禮廣告，構成現代人對傳統節日所留下的

印象。人們出門訪友不忘備妥小禮，兩串蕉的空手被視為無禮之舉，相信人

人皆有為該準備甚麼扮手禮，或在旅行過程中為找不到合適的土產而大傷腦

筋。此外，當接獲禮物之後，又產生是否需回禮，該如何挑選適合的回贈，

選擇什麼樣的禮品等諸如此類的問題。今日的臺灣，饋贈、送禮與你我的日

常生活仍密不可分，其中，又以中秋、年節這兩大定期性的節日送禮最受重

視，甚至近年來在市場商業導向強力推波助瀾之下，讓這兩大傳統節日的贈

答饋贈有更加蓬勃熱絡的趨勢。

人們為何需向他者提供禮物？如此饋贈以至於互贈作法的贈答，究

竟存在著甚麼特殊意義。法國的人類學家．社會學者摩爾（Marcel Mauss 

1872─1950）根據對波利尼西亞、美拉尼西亞和北美洲原住民族的禮物交換

研究，指出贈答習俗成立的原因可分成「禮物的提供」、「禮物的接受」與

「再回贈禮物」3項道德義務。一方面，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思基（Bron-

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也針對贈答行為的結構，進一步提出互酬性、

互惠（reciprocity）的解釋，認為互酬性是面對自身獲得的有形物質性禮物

及無形屬性的關愛行為下，希望回報他人的一種心態。這種施與受之間的平

衡，即為維持人際關係穩定的關鍵。1贈答習俗或是人類學普遍使用的贈與

交換（gife-exchange）的研究定義，在19世紀的人類學、社會學領域廣受討

論，至於民俗學對這方面的考察，就以日本的民俗學者柳田國男（Yanagita 

*   感謝2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1　伊藤幹治、栗田靖之編著，《日本人の贈答》（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1984年），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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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io 1875─1962）最具代表。柳田國男首先提出「贈答」的原形源自神人

共食的概念，贈品原是獻給神的供品，藉由物品的贈與達到神人共食的狀

態。2也就是說，贈答文化原本存在於參與祭典的人群信徒間，不過隨著該

習俗傳承上所受的變化，轉變成今日留傳於人與人之間的禮品互贈。民俗學

在贈答起源的探討之餘，對贈與交換方面的研究，還著眼於贈答的時間點、

贈答品．禮物的種類、贈答的作法、社會間的關係等面向。反觀國內學界對

於送禮饋贈贈行為、贈答習俗的研究，仍以人類學界持續該學科在禮物交換

研究課題的關注居多，當中又以臺灣原住民物質文化展開的實證性研究成果

較為豐碩。

贈答習俗在現今社會，仍是一項生氣勃勃的習俗傳承，舉凡前述的端

午、中秋、年節送禮，婚喪喜慶的饋贈，慶祝親友新居落成、職位高升，探

病慰問攜帶的鮮花、營養品，乃至於聖誕節、情人節的玫瑰花及巧克力，都

是臺灣社會人際間所衍生的文化樣貌。這種送禮的模式，有的出自個人對個

人的交誼、或是家與家的往來、個人對團體的互動，各種饋贈、交際的情感

連結，在禮物、禮金等有形物為象徵下，構成了臺灣送禮文化的民俗內涵。

就在這些贈答．饋贈之間，中秋、年節的送禮模式顯得最具慣習化，也是日

常生活中最為人所知的饋贈時機。如此習以為常的習俗行為，究竟如何在臺

灣社會生根發展，其傳承發展源由，以至於在眾多節日之中，何以選擇中

秋、年節，這些疑問，成為了筆者開啟這項研究的動機。談到送禮文化，讓

人不得不聯想到送禮大國的日本，日本社會傳承了一套龐大細緻的贈答文化

習俗。其中，中元時節的「御中元」與年尾「御歲暮」的定期性送禮，不論

在贈答模式、送禮週期、贈品內容等方面，對照臺灣的中秋與年節讓人感到

似曾相似。

日本贈答習俗的根源可上溯到室町時期（1336─1573）的武家社會，3不

過送禮行為的慣習化、通俗化以至於制度化，構成現今所見一般市井小民擇

2　柳田國男，《定本柳田国男集》，第14巻（東京：筑摩書房，1962年），頁306-321。
3　伊藤幹治，《贈答の日本文化》（東京：筑摩選書，2011年），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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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之日，饋贈賀禮給受恩惠關照之上司友人的行為模式，大致來到19世紀

末才完全定形。在近代之前，贈答多止於特定階層社會或親人間的送回禮，

日後這種建構於人際間的生活習俗，更在郵寄、宅配等現代通訊物流，及

百貨公司、專賣店等市場經濟商業手法的助長下，造就出蓬勃發達且深具特

色的贈答文化。日本的贈答於近代至今百餘年間，獲得穩定的傳承受容，成

為現今日本人最熟悉的新興歲時慣習。巧合的是，臺灣在進入日治時期的時

間點，正好與贈答這融合現代機制而茁壯的制度化發展期相近。西元1895

年，臺灣在清國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之下，成為日本統治下的新領土，半世

紀日本統治期間，因應統治方針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層面施行

現代化的治理措施。另一方面，抱持著開發新天地渡海來台的日本人，在這

些來自民間士農工商的移住下，傳承於日本本地的生活慣習與民俗文化也相

繼被引進臺灣。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等相關文獻資料及描繪當時街景商店

的圖繪，顯示日本的贈答習俗及相關文化早在日本統治初期即傳入臺灣。

明治維新可說是日本邁向現代化國家的關鍵期，在政府主導下，舉國積

極吸收西方制度，同時為了與國際接軌，施行了兩項重大影響民間社會的政

策。分別為明治5年（1872）12月的改曆，將傳統使用的太陰太陽曆改為太

陽曆，第2項變革為明治9年（1876）3月制定的日曜休日制。這兩項措施皆

深刻地影響自古以來傳承於日本各地的固有文化傳統，特別是將過去順應農

耕採行的太陰曆為主、太陽曆為輔的曆法制度，在一夕之間轉換成西洋普遍

通行的太陽曆（新曆），4連帶的所有歲時性節日活動的辦理，也完全依照

新曆的時間，造成原傳統節日與季節間產生的落差。在歷經明治改曆後的日

本社會，新曆的歲時節日與習俗活動隨著日本人的生活而流傳，採行新曆的

御中元、御歲暮贈答模式開始在臺灣各地流傳發展。不過一方面，在遵循農

曆的臺灣傳統社會裡，現今成為人們送禮時機的中秋、新年等傳統節日，在

日治時期是否與日本人的御中元、御歲暮間構成甚麼樣的受容及影響。來自

4　佐藤健一郎、田村善次郎，《曆と行事の民俗誌》（東京：八坂書房，2001年），頁17。



104

    65卷第3期

不同文化根源的贈答饋贈、相異曆法下的傳統節日，在相同時空的並行共存

發展中，其彼此間是否互成衝擊與影響。

本研究主要著眼於近代臺灣贈答習俗的傳承發展及其變遷，以第一手史

料文獻、民俗資料為依據，採定期性舉行的中元、中秋、歲末為焦點，探討

這段傳承於臺灣民間的贈答習俗。從中企圖針對以下3個問題點展開探討，

其一、今日臺灣民間逢中秋、歲末的送禮形式與日本贈答文化的關聯性，解

析日治時期由日人引進之御中元、御歲暮對臺灣民間饋贈的受容及變化。其

二、日本贈答民俗在臺半世紀傳承間，屢次遭逢生活改善運動等政府當局主

導習俗儉約規範的挑戰，這些外力對民間慣習的干預是否也對贈答饋贈的傳

承造成衝擊。其三、並行於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新曆、舊曆兩套曆法系統，

在歲時贈答這項習俗行為上是否同樣順應日本人、臺灣人呈現兩套不同的歲

時觀，而伴隨國家制度導入的新曆制度對民間社會帶來那些層面的影響。

基於以上的研究著眼與議題設定，本文扣除前言、結論，將透過3個章

節來進行論述。「貳、日本歲時節慶所見的贈答」將從日本民間社會傳承

的贈答談起，針對日本傳統贈答的結構模式、歷史探源、傳承構造等進行概

述，著重於近代贈答朝向大眾化的發展過程，包含近現代的社會結構、市場

經濟、人際網絡等因素，說明以御中元、御歲暮為代表的日本贈答習俗的全

貌。「叁、漢人傳統社會下的贈答」與「肆、日本贈答在臺的傳承軌跡」，

則從民俗學、庶民生活史的角度展開送禮在臺的歷史考察，從零星史料文獻

關於清代臺灣人的饋贈習俗為始，導入開啟臺灣民間送禮發展新紀元的日治

時期，順著歷史軸對當時臺灣人、日本人於歲時節日中的贈答饋贈進行通時

性考察。除此之外，也將針對日治時期的中元歲暮及今日歲時送禮主流的中

秋年節之轉變，論述傳承於臺灣民間的饋贈送禮經歷過日治時期，對漢人社

會傳統饋贈究竟產生甚麼樣的變化。具體而言，日治時期並存於當時社會

的，分別為日本人逢新曆年中、年底的御中元與御歲暮兩大贈答，臺灣人則

在舊曆7月、8月半及送年來送禮。這兩套同時傳承於歲時節慶中，透過物資

贈與、交換的習俗文化，在饋贈行為模式、送禮期間、禮品內容等方面是否



105

近代臺灣的歲時觀與贈答習俗之研究：從中元歲暮贈答到中秋歲末送禮

有顯著的差異。從戰前兩道不同的民俗文化體系的傳承軌跡，到達戰後至今

主流的中秋送禮，對於這項民俗文化的傳承過程及變遷受容的解析將是本研

究最大的關心。

貳、日本歲時節慶與贈答

一、贈答的展開

傳統社會的生活規律立足於維持人們生計的農漁牧，特別就臺灣、日本

等以稻作為主要生業的地區，農稼活動與天體運行、季節推移息息相關。春

耕播種開啟一年之始，接著插秧、除草施肥，確保稻作順利生產，秋季開始

收割、最終進行打穀、收藏，完成一整年的農耕活動。在規律的各生產環節

中，春耕祈求豐收，待秧苗成長，舉行送蟲儀式，入秋豐收敬神感謝，到了

四季循環過一周的歲末，將以隆重的祭儀謝神並為來年耕作來祈願。人類為

滿足生活所需，參照天體運行規律制定曆法，建構出年、月、日等明確的時

間觀。日本在明治6年（1873）改曆之前，是以中國制定的太陰太陽曆（陰

曆、舊歷）為基礎，再根據日本的風土所修訂的曆法。5舊曆不同於以太陽

運行為基準，而是依據太陰的運行變化來編製曆法。每1輪的陰晴圓缺作為

1個月，新月是初一、滿月為十五，再以地球繞行太陽1周的時間為1年，並

衍生24節氣的概念。改曆之後的日本，所有原本遵循舊曆的歲時節日，一

夕之間都改為新曆日期，造成多數的節日與季節不協調的情形，譬如15日

夜空非滿月。

日本傳統社會將滿月視為重要的時間規準，因此也多選擇15日進行祭祀

活動，不過中國傳入的上元、中元、下元等分別代表正月15日、7月15日、

10月15日的三元觀，大致只吸收了佛教盂蘭盆會元素的中元，成為了日本本

5　新谷尚紀，《和のしきたり　日本の曆と年中行事》（東京：日本文芸社，2007年），頁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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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歲時節日。傳統民間將1年中的1月與7月，各別視為完整年度的開始，

1月15屬於正月新年，也就是1年的開端；7月15的盂蘭盆會，則又是另一階

段的起始，在這兩時間交匯點將準備供品祭拜神靈。一月為前半年的開始，

民間逢歲末會備妥米、麻糬、鹹鮭魚、鯖魚等供品，回到老家祭拜年神、祖

靈，同時還會攜帶祝頌父母長輩平安長壽的賀禮「生見玉」，顯示此俗原屬

祖先崇拜的一環。6至於7月15的中元盂蘭盆會，可視為後半年的起跑點，同

時在民間，也流傳子女過節需攜禮品返家探望父母之俗。在分別傳承於江戶

時期甚至更早的1月及7月歲時習俗之中，分別可見賀禮、供品等各式物品的

贈答行為。不論是作為祭拜年神、祖靈的供品，還是送給父母享用的食物，

皆可反映江戶時期重視孝道的時代精神，同時，1月中與7月中的時間點正好

也是商家的結算日。7除此之外，另一層贈答信仰層次的意義，出自藉由物

來強化人們身心靈力的儀式行為，如正月饋贈父母的生見玉（一般使用生

魚），即為典型一例。8在進入近代以後，原本在歲末的送禮習慣開始從親

屬間擴大到平日受照顧的親友、職場上司，這種送禮行為也逐漸的定型穩

定，普遍舉行於12月上旬至25日期間，統稱「御歲暮」。至於時間正逢一年

後半段，在7月15日的送禮則稱為「御中元」，如同年末送禮的物品饋贈，

藉此節日以禮品感謝自己周遭互動往來的親友。

以年中兩大歲時節日為發展根基的「御中元」與「御歲暮」，從依附

日本正月新年、盂蘭盆會傳統歲時之一的過節習俗，歷經數百年來傳承的時

空背景及社會型態、生活文化等調整，發展出符合現代日本社會的贈答文

化。「贈答」一詞為日本民間最通俗的用語，雖然「送禮（贈與）」、「回

禮（返禮）」之說也存在，民俗學、人類學者伊藤幹治認為，贈答的概念之

所以在日本社會中廣泛流通，主要來自送禮、回禮的贈答結構已成為日本

民眾間的共識，甚至被人們視為是一種準社會規範。9如此具代表性的饋贈

6　 宮田登、荻原秀三郎，《催事百話 ムラとイエの年中行事》（東京：ぎょうせい，1975年），  頁45。
7　 宮田登、荻原秀三郎，《催事百話 ムラとイエの年中行事》（東京：ぎょうせい，1975年），  頁199。
8　井之口章次，《日本の俗信》（東京：弘文堂，1975年），頁122-126。
9　伊藤幹治、栗田靖之編著，《日本人の贈答》（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1984年），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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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究竟何時開始出現於日本，對於日本贈答發展的源頭考證，向來受史

家所重視。如果僅涉及單方的饋贈，相信歷史至少可溯及到上古，不過，若

指得是兩方之間的送禮．回禮，也就是「贈答」概念的出現，如前言所述，

一般指向室町時期武士階級間盛行的「均等交換」禮節，這是學界目前對日

本贈答源頭考證的通說。歷史學者石田晴男分析16世紀由本願寺派第10代宗

主證如留下的古文書《天文日記》，指出贈答也就是送回禮的餽贈概念在當

時已相當成熟，收禮者將根據送禮者的身分、送禮時間、送禮內容、禮物數

量作為回禮依據。10另外，在室町時期的武士伊勢貞親（1417─1473）所撰

《伊勢貞親教訓》這本家訓中，也出現「收到他人送禮時，必須備妥相等的

禮物回贈」
11的文字描述。

二、近代的贈答

從數百年前武家社會的義理贈答，傳承至今成為年年逢年尾、年中盛

大舉行的「御中元」、「御歲暮」習俗活動，贈答內涵、形式、時間等外在

的形式表現，相信已出現不少的改變。當然，日本社會的贈答文化非僅止於

「御中元」、「御歲暮」，舉凡正月、中元以外如3月、5月的節句、春秋的

彼岸等歲時節日，婚喪及生育的生命禮俗，以及新家落成、疾病慰問、入學

畢業慶賀、遠行餞別等各日常生活環節，甚至近幾十年來每逢2月中旬與12

月底，一年比一年熱鬧的情人節、耶誕節都充滿了送禮的畫面。藉此可知，

贈答習俗的傳承是在社會背景環境等眾多條件交錯下傳承受容，代代延續舊

俗衍生新意的民俗文化。加上近代在國家體制、經濟條件、都會文明形塑下

創出的大眾文化，兩者並存匯流成現今仍延續發展的文化樣貌。據說今日世

人熟悉的「御中元」型態，實際上出自東京某家百貨公司為提升6、7月銷售

淡季業績所策畫的一項特賣銷售活動。12當然，現今早已被視為日本傳統之

10　 石田晴男，〈「天文日記」の音信．贈答．儀礼からみた社会秩序〉，《歷史學研究》，627号（1991年），
頁1-16。櫻井英治《贈与の歷史学　儀礼と経済のあいだ》（東京：中公新書，2011年），頁90-92。

11　伊藤幹治，《贈答の日本文化》（東京：筑摩書房，2011年），頁13。
12　飯倉晴武，《日本人のしきたり》（東京：青春出版社，2003年），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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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御中元贈答，也並非單純起因於一場近

代的商業活動，只不過這種新型態文化元素

的導入，確實促使並改變了數百年來傳承的

贈答。譬如在送禮對象、販賣模式、贈答方

式、贈禮內容等方面，在各時期皆呈現不同

的形式做法，過去人們到商家購買禮品後送

達親友家，近年來則直接請百貨公司宅配到

府。此外，禮物也從特定的應景食品朝型態

多元的發展，只不過民間傳承如何變化，最

根本的以物品傳達心意的送禮、贈答仍完成

不變。

百貨公司的出現與御中元、御歲暮贈答

於近代的展開之間，是否構成密不可分的關

係？根據社會學者安達正嗣的研究，日本在

中日戰爭、日俄戰爭相繼獲勝，國內經濟蓬勃發展及都會人口增加下，造就

新興的綜合性商業販賣業「百貨公司」的成立。從西元1904年「株式会社三

越吳服店」的設立，隔年登報發表「（三越）百貨店成立宣言」開始，帶動

如白木屋、松屋、松坂屋、大丸等大型百貨業投入，在東京、大阪、京都、

名古屋、札幌等都會區開設店舖。其中，在三越百貨成立當年（1905年、明

治38）的《東京朝日新聞》12月12日版面上，即刊登歲暮贈答品的廣告，內

容提到販售最新流行的各項商品，包含今日仍廣泛受流通使用的商品禮券

（商品切手）。除此之外，在西元1908年7月4日《讀賣新聞》第4版的廣告

欄（圖1），以及西元1909年7月刊行的《家庭雜誌》（第6卷第4號）上，亦

可見三越百貨（三越吳服店）刊登的「中元と贈答品」、「中元の三越」大

篇幅的廣告版面，並以商品禮券是最佳的贈答品為廣告焦點。13百貨公司對

13　 安達正嗣，〈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としての贈答行動-中元・歳暮を中心に〉（石川實・井上忠  司編著，
《生活文化を学ぶ 人のために》（京都：世界思想社，1998年），頁174-175。

圖1    1908年刊登於讀賣新聞的三
越百貨贈答廣告

資料來源： 《讀賣新聞》，1908
年7月4日，朝刊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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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中元．御歲暮贈答習俗的普及

化、一般化，隨著百貨業界的發展

擴張，加速了中元、歲暮贈答規模

的提升。如此的銷售模式隨著百貨

業的發展至今已達百年，造就出今

日日本人一提到購買御中元．御歲

暮，往往腦海中必浮現出百貨公司

的畫面。

現今每逢7月、12月，日本各

大百貨公司、商店街、超市，無不

大規模設置御中元．御歲暮贈答品

專櫃（圖2）及寄送販售型錄（圖

3）給顧客。在商業銷售管道多元的

當代社會，日本人每逢中元、歲暮

準備贈答品時，百貨公司仍具有不

可取代的地位。根據日本朝日集團（Asahi Group Holdings）旗下的消費者

生活文化研究所於2012年針對日本人購買御中元所進行的調查研究顯示，

有半數以上的民眾選擇在百貨公司購買中元贈答品。其中三成七的人到百

貨公司店頭購買，一成九的人透過百貨公司網站通路訂購，其次為前往超

市購買有24.9%，前往專賣店購買的民眾約有22.5%，14民眾選擇到百貨公

司購買理由在於高級感與信賴感。這項調查報告也針對是否準備送「御中

元」、「御歲暮」進行調查，分別得到55%（2012年）與65%（2013年）15

14　 這項由朝日集團消費者生活文化研究所進行的「今年御中元的意識調查」，於2012年6月13日至6月19日期
間，採網路問券的模式，針對日本全國20歲以上民眾，取得2,618件有效問券（男1,331人、1,287人）。資料
來源：〈今年のお中元に関する意識調査〉（2012年6月22日），「アサヒグループホールディングス」網
站：www.asahigroup-holdings.com/news/2012/0622.html（2014年2月9日點閱）。

15　 參照朝日集團消費者生活文化研究所於2013年11月6日至11月13日進行的「今年御歲暮的意識調查」調查成
果。資料來源：〈今年のお歳暮に関する意識調査を実施〉（2013年11月18日），「アサヒグループホール
ディングス」網站：www.asahigroup-holdings.com/news/2013/1118.html （2014年2月9日點閱）。

圖2   歲暮贈答專櫃景象。（作者攝）

圖3   歲暮贈答品訂購型錄（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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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此外，近年關於御歲暮贈答意願的調查，得到61.1%（2012年）、

54.9%（2011年）、65%（2010年）的數據，2011年略降的數據，應與當年

發生311東北大地震有關。從其餘各年的贈答比例來看，顯示有過半以上的

日本人仍熱衷於中元、歲暮期間送禮贈答。調查結果也顯示，最受歡迎的贈

答品依序為：啤酒、火腿香腸、甜點、海鮮類（特別是螃蟹、鮭魚）、商品

禮券、咖啡茶葉、選購商品、蔬菜水果、日本酒、紅酒等物。

一方面，我們也將焦點轉換到一般家庭實際的贈答現況，透過這層面

的理解，可更周延地認識現今日本社會的贈答。在山崎祐子發表的〈中元と

歲暮〉16文中，提出一份以家庭為單位的贈答調查資料，以下略加引用以說

明21世紀現今日本贈答民俗的傳承現況。這項個案調查對象位於神奈川縣厚

木市，是由夫妻及兩位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夫妻2人年約40歲，丈夫任職

某電機公司擔任財務部門的主管，太太為專職的家庭主婦。雖然近年日本國

內多數的企業禁止公司內部間的人際贈答，不過民間贈答的行為仍廣泛存

在。譬如這家庭每年慣例進行的歲時性贈答，主要集中於7月的御中元及12

月的御歲暮，對象有夫妻雙方的父母、媒人、職場同仁3類。該文詳盡描述

西元2001年中元、歲暮的贈答情形，並分析贈、答雙方相互饋贈的贈答品價

值與屬性。就以歲暮贈答為例，贈答對象與禮品分別是：丈夫的父母（和

菓子）、太太的父母（蕎麥麵條）、媒人（醃貝肉）、丈夫的上司（醃貝

肉）、丈夫的屬下（和菓子）、丈夫的舊部屬Ⅰ（耶誕節料理組）、丈夫的

舊部屬Ⅱ（圍巾）共7位。此外，在歲暮及中元時節，也會準備禮品贈與小

孩的鋼琴及書法老師，不過這部分僅止於單純的餽贈並非相互的贈答。至

於前述7位獲贈者的回禮為和菓子、柑橘、味噌、和菓子、咖啡、醃魚、咖

啡、日本酒17等。

就雙方贈答品的價值而論，大致呈現兩種狀況，其一是回禮價值少於

贈禮，像是丈夫的父母、媒人、丈夫的上司的回贈，此外，多數的回禮與獲

16　 山崎祐子，〈中元と歳暮〉，《暮らしの中の民俗学②一年》（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年），頁177-199。
17　 山崎祐子，〈中元と歳暮〉，《暮らしの中の民俗学②一年》（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年），頁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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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價值相近，可謂交換價值平等的送禮模

式。透過此例顯示日本民間一般小康家庭

的贈答現況，贈答對象主要集中人際網絡

的公私兩面，也就是至親的父母及當年結

婚時的媒人，另一贈答對象明顯集中於職

場人際網絡。再者，贈答品除了種類上反

映出送禮者的個人嗜好、品味、習慣，贈

答雙方於現實社會下的人際親疏、位階等

社交關係，也轉換為禮物透過定期性的贈

答加以展現。這種贈答民俗實態顯示出贈

答在日本社會現存的社交行為中，歲時性

的中元、歲暮贈答（圖4）仍有無可取代

的位置。

 叁、漢人傳統社會下的贈答

一、清領時期的漢人贈答習俗

漢人傳統社會傳承的贈答習俗，長久以來被民間視為節慶禮俗、人際關

係重要的一環，在歲時節日、婚喪喜慶、餞別慰問及束脩繳納之際，皆可見

贈答、饋贈的蹤跡。就以傳統歲時生活的贈答來說，根據散見於清領時期史

料方志的描述，應以中秋、歲末期間的贈答饋贈最活絡，此外也可見部分關

於中元送禮的描述。舊曆8月15的中秋，自古以來為漢人社會入秋時節最重

要的節日，月餅、文旦為中秋應景食品，特別是造型近似明月的月餅，不論

做為投射太陰崇拜及豐作圓滿，或是中國元末明初出現的中秋吃月餅殺韃子

圖4    日本水果店陳列於店頭的御中元
贈答品（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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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說，18各自顯示月餅對中秋節日具有的重要性。關於近代以前的漢人社會

過節情形，雖然多數清廷官修的方志史料對民間風俗慣習的描述相當有限，

但是對缺乏追溯依據的清領民俗文化原貌而言，這些資料仍具有一定的參考

價值。中秋為漢人社會重要的節日，多數的方志史料皆可見關於中秋的描

述，但是進一步提起中秋時節互贈禮品之俗的文本，多數集中於清末前後，

如《澎湖廳志》（1894）以「中秋節，燕飲賞月，以月餅相遺。」文字，描

述中秋在賞月之餘，也將互贈月餅。同樣的，在《淡水廳志》（1871）、

《樹杞林志》（1898）、《苗栗縣志》（1894）各志書中，也收錄了「八月

中秋節，則月餅相遺；各演劇以祀福神。」之說。

其中，清中葉乾隆年間由澎湖通判胡建偉編撰的《澎湖紀略》(1771)，

出現目前最早寫到中秋贈答的文字描述，「中秋節，燕飲賞月、以月餅相

遺，亦與內地相同，無足異者」，指出中秋以月餅互贈之俗與中國原鄉一

致。因此顯示中秋贈答在台的傳承至少在清中葉前後已存在，民間於中秋期

間相互饋贈月餅，此說應也影響前述列舉數本清末完成的方志史料。只不

過，擇中秋互贈月餅之俗，是否在清中葉已廣泛流傳於臺灣民間，這點仍需

做進一步考證。因為在《鳳山縣志》（1720）與《噶瑪蘭廳志》（1852）這

兩部時間正好介於《澎湖紀略》前後的志書中，雖然都提及月餅製作，同時

用了比前述多本方志更多篇幅來談中秋過節，可惜文中却未見關於互贈月餅

的描述。刊行於清康熙末葉《鳳山縣志》筆下的中秋，為「中秋，祭土地。

鄉村里社悉演戲，為費甚奢；倣古「秋報」之義也。是夜士子會飲，製大

餅，中書「元」字，用骰子擲四紅得者，取『秋闈奪元』之兆」。至於另1

部咸豐年的《噶瑪蘭廳志》報導蘭陽一帶的中秋景象，寫到；「中秋製糖面

為月餅，號中秋餅。居家祀神，配以香茗。街衢祭當境土地，張燈唱戲，與

二月同。彼春祈而此秋報也」。在這兩則中秋過節的描述中皆未提及月餅贈

答，反倒提出現今仍留傳於民間的「博狀元餅」與「秋報」祭祀的作法。

18　阮昌銳，《傳薪集》（臺北：臺灣省立博物館，1987年），頁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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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清領時期志書對中秋贈答的描述，就以這部成書最晚的《安平縣雜

記》1書〈風俗附考〉篇，對於傳統漢人社會的中秋有最詳盡豐富的書寫。

「八月十五日，祭當土地福神。由首事鳩金備辦祭品，張燈演戲（首事俗名

爐主、頭家，每逢誕日，在神前定筶。筶多者為爐主一人，次則頭家四人，

以辦廟內公事，定例一年更換一班，以筶為准），與二月初二同；春祈而秋

報也。是日為中秋節。親友競以月餅、時果相饋送。各家均以月餅、時果祀

神及祖先。商業及富裕者，多備牲醴以祀本家福神。任傭工豪飲盡醉。是

日，里塾放假，學徒仍送節敬。向夕，山橋野店，歌吹相聞。士子有聚飲賞

月者、請仙乩者、作燈謎者，羅列筆墨紙硯巾扉香囊諸物以相贈。是日，各

衙門放假一天，往來賀節略如元旦。（筆者加底線）」這篇對中秋過節提到

的饋贈，除了多數方志中出現的月餅，時令水果以及筆墨紙硯、巾扉香囊等

物，也成為中秋時節親友間相互贈答之物。顯示清領末葉流傳於民間社會的

贈答，不僅於數百年間持續傳承，贈品的種類已從單純的中秋月餅擴增不同

的類型。這幾項《安平縣雜記》記載下的中秋贈答特徵，顯示這時期贈答民

俗與中秋節日緊密連結，可惜的是這些資料多數對互贈的對象、原因及確實

的做法並無說明，造成中秋贈答是否為當時漢人社會普遍的歲時慣習實難已

下定論。唯有就清領時期方志史料對中秋節日描述的篇幅中多次被描寫記載

的情形，呈現「中秋贈答」在傳統漢人歲時生活具有的重要性。

另1項傳統歲時重要的贈答時機為過年前親友間的互贈，稱為「送

年」。送年習俗於漢人社會傳承的情形，在方志文獻中也廣泛獲得紀錄，早

在《臺灣縣志》（1720）對新年過節的描述中便出現：「除夕，備牲醴粿

羞，張燈爆竹，祀先祭神，曰『辭年』。既畢，合家團飲，曰『守歲』。仍

於數日前，各以儀物互相贈答，曰『送年』」。在《重修福建臺灣府志》

（1740），也有「除夕前數日，親友各以儀物互相贈答，謂之送年」，如此

對年末贈答的習俗說明。這些描述從清領各階段皆出現於志書的歲時篇幅，

志書描述的地區分布全臺，如北部的《淡水廳志》（1894）、《樹杞林志》

（1898）、《新竹縣志初稿》（1898），中南部的《彰化縣志》（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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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採訪錄》（1894）、《嘉義管內采訪冊》（1898）等。確實清領

時期志書編撰間，多有相互傳抄徵引的情形，不過相信也部分反映此俗在當

時的通俗性。這些志書對年末送年的描述差異不大，基本上僅指出送年舉行

於農曆12月24日或25日送神習俗到除夕期間，饋贈的對象為親友，不過對贈

答的賀禮內容與實際做法，多數的志書皆未有說明。只有在這部清領日治之

交採集編寫，正式於明治31年（1898）刊行的《嘉義管內采訪冊》，約略提

到送年的贈答行為：「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神。家備牲醴祀神，燒金紙，另

以一張印輿馬在紙上，曰「雲馬」。同金紙燒化。家家各掃凈屋宇塵埃，謂

歲將更新也。親朋戚友，備甜粿、紅柑、雞鴨等物相贈。農家以土產之物相

饋。俗曰『送年』（筆者加底線）」。親友間以甜粿、紅柑、雞鴨這些民間

過年應景食品為禮，農家則準備土產品相贈的做法，顯示清領年末的贈答物

多半來自各家庭自製之物，像今日多採購買的贈答品仍不多見。

二、日治時期的漢人贈答習俗

傳承於傳統漢人社會的中秋、年末贈答饋贈，再進入到日治之後，是否

有甚麼樣的變化，《臺灣慣習記事》第2卷第10號〈臺灣中秋之月〉1文，可

能是日治時期最早關於漢人贈答的文獻。該文指出「臺俗稱八月十五為『中

秋節』，此日家家戶戶互贈月餅，故名『中秋餅』」，19顯示中秋過節的月

餅互贈應為當時社會普遍之俗。究竟日治期間漢人社會贈答習俗的發展如

何，在中央研究院民族所藏《臺灣風習一班》（明治43，1910年）20這份匯

集87篇日治初期就讀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學生所寫關於臺灣習俗

的課堂作業中，正好有部分篇幅以當時漢人贈答為題，成為今日理解日治初

期贈答習俗重要的一手民俗資料。21在這份當時就讀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公

19　ばいいん，〈台湾に於ける中秋の月〉，《台湾慣習記事》，第2巻第10号（1902年），頁832。
20　 本文引自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學生撰寫民俗報導彙編《臺灣風習一班（手稿）》，   這份資料目

前典藏於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圖書館，因全書僅收納個別學生的書寫手稿，並未正式編輯及編碼，因此為求精
簡，以下篇幅若同樣引自這份文獻的地方，將不再一一加註說明出處。

21　 祖運輝，〈簡介民族所所藏《臺灣風習一斑》並試述日治初期臺灣人贈送禮品和金錢授受的習   慣〉，《民
族所研究資料彙編》，第2期（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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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師範部臺籍學生所寫的修身課作業裡，忠實記錄下1910年前後臺灣人對

贈答行為的理解及做法。對於贈答的概念，出現「送人禮物叫『贈』，回送

別人禮物叫『答』」
22如此簡明的敘說。至於贈答對象的界定，可見：「送

禮對象是自己的恩人、親戚、朋友」、「平時親戚好友之間為了增進交情，

也會互相贈送禮物」之說，與清領時期志書的描述極為相近。

再者就贈答的時機，出現「一年四季之中都有送禮的日子」及「七月

和十二月最盛」的說法，前者提到的歲時性贈答，在這份資料中即出現：

「春天是一、二、三月，送大燭、水仙花、桔子，答謝用魚子、麵線。夏天

是四、五、六月。送糖、瓜類。答謝用扇子、糖果、麵線。秋天是七、八、

九月，送龍眼干、酒、中秋餅，答謝用麵線、糖果。冬天是十、十一、十二

月，送桔子、雞、鴨，答謝用桔子、麵線、酒」詳細對各月份饋贈物品的描

述。至於7月與12月之說，7月指得是中元普度，12月為清志書紀錄的年末

送年。此說與清志書中廣泛被記錄的中秋、年末兩節日有落差，增加了7月

贈答的行事。關於7月贈答的部分，有「七月十五、十八、二十，或二十九

日，互贈祭品（節日不定，所以送禮日期也不定）」，以及「慶讚中元，送

豬肉、粽、糕餅、龍眼、鳳梨」、「大家送的禮物都一樣，即是當天在神前

供奉的東西」、「中元時送守喪之家粽子，其她家庭互贈禮物」等對於賀禮

的描述。反倒是關於中秋的贈答，只見「八月十五日送中秋餅」與「八月

十五送糖果」兩則簡短的文字描述，這與清志書中多次出現中秋贈答，卻未

見中元贈答的情形有出入。當然，光仰賴清志書的片段資料及這份由師範學

生寫下的課堂作業，欲全面掌握臺灣漢人社會歲時性贈答的傳承樣貌相當困

難，唯有藉由個別歲時贈答的內涵，檢視這些民俗文化發展的過程。

至於年末的送年，可見「十二月下旬送正月時必須的東西」、「二十五

日至三十日為年末，正月必須的東西在這期間互贈」、「年末時送長輩或

親密的朋友雞、鴨、鰱魚、鰡魚、草魚、桔子」的描述。贈答時間與清方志

22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學生，《臺灣風習一班（手稿）》。 



116

    65卷第3期

的描述一致，可說是年節準備的一環，送禮的內容多以年節應景的肉類、水

果類食物居多。在下面這則報告中，有更清晰的描寫：「正月時也有贈送禮

物，但是較少。多數在年末贈送，禮品大致上是雞、鴨、粿、桔子、罐頭、

糖、餅、魚、臘腸、臘肝、酒和火腿等。回贈的東西也差不多。也有人不回

贈，但他們至少也回送一些檳榔。禮物的準備非常簡單，只要將闊半寸，長

一寸左右的紅紙貼在禮品上即可」。該報導詳盡的列舉出年末送禮的內容，

包含各式在今日年節中仍可見的魚肉等食品及酒類，同時也提到了回贈的作

法及禮物的包裝形式，藉此可確認的是送回禮的贈答確實於百年前的臺灣已

是歲時饋贈的主要作法。以上接連引用這份出自日治臺籍師範生的田野資

料，確實因書寫者並非民俗研究、人類學研究專業，而無法完整系統的歸納

當時的贈答現象，不過也因這些學生非專業研究背景，僅將所見所聞寫下，

讓這份出自書寫者本身的觀察或從其家人取得的資訊更顯珍貴。

相較之下，在日治時期多數的民俗研究專書刊物中，針對漢人社會甚

至日本人贈答的紀錄卻顯得貧乏，鈴木清一郎《台湾旧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

事》在說明歲時節日篇幅時，提到臺灣的中秋節於親友間有贈答的慣例，23

而西岡英夫《台湾の風俗》僅提到過年時各家有相互贈答的習慣。24這樣的

情形同樣也反映於當時報章媒體對漢人社會贈答習俗的關注，就以日治臺灣

第一大報的《臺灣日日新報》為例，檢視歷年各項對歲時贈答可能的報導，

僅見部分與中秋贈答相關的描述，未見對送年的說明。臺灣民間逢中秋親友

互贈月餅之俗至少在清領時期已存在，根據報紙的描述，當中秋節即將到來

之際，新竹、臺北、豐原、彰化、嘉義等地的餅店便晝夜不休地趕製月餅，

像在豐原街上就有十多家餅店，購買者還有從彰化遠道而來者。25北臺灣過

去以前淡水廳所在地新竹的製餅最具名氣，不過日治中期隨著臺北地區餅店

技術的改良，逐步有凌駕於新竹的趨勢，但仍有不少臺北人專程到新竹訂購

23　鈴木清一郎，《台湾旧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臺北：臺湾日日新報，1934年），頁467。
24　西岡英夫，《台湾の風俗》（臺北：雄山閣版，1942年），頁26。
25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0月7日，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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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餅。26當時臺北地區以坐落於大稻埕的「寶香

齋」最富盛名，店主余傳臚自清領晚期以來經營餅

店，1920年9月的《臺灣日日新報》，即以〈寶香

齋與中秋〉為題，描述該店生產的中秋贈答月餅銷

路極佳，27日後報紙每隔幾年持續報導該店的中秋

販賣。1928年寶香齋製作多款月餅並策畫購物抽獎

活動，特獎為1只金手表，28到了1935年，寶香齋還

專程從中國聘請優秀的製餅師傅來製作中秋月餅29

（圖5），顯示將月餅作為中秋贈答的盛行。

成書於終戰前夕的池田敏雄《台湾の家庭生

活》，可說是日治時期最詳盡紀錄臺灣漢人傳統社

會下贈答習俗之作，該書於「家庭生活」章節下，

有系統地整理傳承於臺灣社會各種贈答作法，當中

首先就以「中元與歲暮」為題來說明歲時性的贈答。池田敏雄以艋舺地區的

贈答為例，指出每逢7月某日舉行普度時，會將自家祭拜好兄弟供品的一部

分送給外地親友，饋贈包含雞鴨、豬肉、龍眼、芋粿曲、甜粿龜、甜粿、甜

粽等又名「口份」的禮品。池田敏雄同時更進一步指出，由於普度祭拜的供

品往往超過一般家庭可消費的份量，因此，把自己一半供品分贈他者，收禮

者也需準備相近的禮品在自家普度時回贈。30這種民間對物資均衡的調配機

制，加上互贈構成的人際關係網絡，造就出中元普度型態的贈答。

至於《台湾の家庭生活》「中元與歲暮」另一項的主題歲暮，指的是

前篇介紹的「送年」，也就是年末期間的贈答，將雞、魚肉、罐頭、酒等食

品以紅紙包裹後分送親友，這是池田筆下艋舺地區的送年習俗。此外，也提

26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9月6日，版6。
27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9月22日，版4。
28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9月25日，版8。
29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9月4日，版4。
30　池田敏雄，《台湾の家庭生活》（臺北：東都書籍，1944年），頁93-94。

圖5    《臺灣日日新報》刊
登寶香齋熱銷中秋月
餅的報導

資料來源： 《漢文臺灣日
日 新 報 》 ，
1 9 3 5 年 9 月 4
日，版4。



118

    65卷第3期

到一些不同形式的送年，譬如：受雇員工也會送給老闆食品表達感謝，雜貨

店分贈顧客紅蠟燭為賀禮，農民則選在年末贈送地主雞、鴨、鰱魚，地主則

以麵線或醃魚作為回禮等，31隨著不同業種、身份的贈答習俗。其他還列舉

出婚喪喜慶等其他的贈答作法，這部分並非本文探討的主要議題，故在此省

略。這本日治晚期出版的民俗著作對臺灣漢人社會贈答的描寫，對照《臺灣

慣習記事》及《臺灣風習一班》這份一手民俗資料，顯示贈答的形式作法並

無太顯著的變化。不過在此需提及的是，池田敏雄民俗採集地的艋舺地區位

處當時最繁華的島都臺北，可說是當時接受外來文化最先鋒之地。池田書中

描述的贈答情形是否為當時實際狀況，或是有意忽略新興文化帶來的變化而

僅側重傳統習俗的紀錄，這點將留在下一章節來討論。包含日本贈答文化伴

隨強勢文化移入，市場經濟展開及新舊曆轉換等因素對臺灣本地贈答傳承產

生的影響。

肆、日本贈答在臺的傳承軌跡

一、在臺日本人的贈答

習俗慣習為人類為順應生活環境所創造的民俗文化，作為傳統社會人際

關係聯繫重要的贈答，理所當然隨著人的需求而存在。在日本統治臺灣第3

個年頭的《臺灣新報》第2版上，首度出現關於贈答的報導。在這則由臺北

縣廳調查的「歲暮贈答用物品」報告中，列出「柴魚片（1斤55錢）、茶（1

斤2圓至2圓50錢）、日本卷菸草（50支10圓）、葉卷菸草（50本1圓至1圓50

錢）」
32等贈答種類及價格。西元1897年居住於北臺灣的日本人有5,554名，

31　池田敏雄，《台湾の家庭生活》（臺北：東都書籍，1944年），頁94-95。
32　《臺灣新報》，1897年1月10日，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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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則有517,459名，33在日本人移居臺灣人數還不多的19世紀末葉，確實

對日式贈答品的需求仍不大。不過藉此報導可知，贈答習俗在日本人來臺的

初期，已經隨著人的移動開始移植入臺。4年之後，《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12月19日第2版，刊登「歲暮年首的贈答品（附市況一般）」的報導，篇

幅中羅列了酒類、水果、砂糖、鞋帽、女性飾品、化妝品、香水、手帕、乾

貨、洋菓子、柴魚片、鮭魚等種類眾多的贈答商品，多數是來自日本本地的

進口貨。34雖然報導並無提到當時民眾間的贈答作法，但是就從如此豐富多

元的贈答品來看，顯示傳承於日本民間的贈答，因已完整隨著日本人的腳步

落腳於臺。

但是到了1904年年底，報紙卻刊登1篇廢止歲暮贈答的相關報導，指出

這種流傳於親友人際間的贈答文化，習俗發展已過度形式化並失去原意。所

以近年以來，臺灣總督府內的官員們相互約束停止贈答，海軍幕僚也同樣廢

除贈答等交際活動，並將這筆開銷捐出支持國家。這樣的報導35在同年底36

與1905年37再度出現類似的報導，說明總督府秘書室擬訂內規來約束職員的

贈答往來，同時呼籲廢除虛禮的必要性。非常弔詭的是，就在這一則廢除贈

答虛禮的報導版面下方廣告欄處，出現商家刊登的歲暮商品特賣會廣告，顯

示縱使政府當局政令般的宣傳贈答的非必要性，仍難以影響在臺日本人每逢

年暮時節的贈答。在1907年12月份的報紙篇幅中出現相當有趣的現象，首

先從12月11日至18日間，一連刊載大量關於歲暮贈答品的報導。接著連續幾

天38分別刊登如：宮尾舜治、鹿子木小五郎、高木友枝、新元鹿之助等總督

府官員對歲暮贈答利弊的評論文章，試圖透過媒體傳達政府簡化並廢除過度

贈答的政策。只不過當局這樣的努力，顯然無法澆熄社會大眾對贈答的熱

33　 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台湾総督府統計書第一号（明治30年）》（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1899
年），頁19。

34　《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2月19日，版2。
35　《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12月2日，版2。
36　《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12月22日，版2。
37　《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12月27日，版5。
38　 《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2月19日，版2；《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2月20日，版2；《臺灣日日新

報》，1907年12月21日，版2；《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2月22日，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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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

西元1909年12月，39日本著名百貨業者松屋百貨店的前身東京松屋吳服

店來臺試賣「福袋」，在《臺灣日日新報》刊登「深具雅趣的歲末贈答品」

廣告詞來行銷福袋，同時在廣告中還特別強調該公司具信用且福袋可帶給人

驚喜。如此由百貨公司推進的歲暮贈答品銷售模式，與日本國內都會區的

東京、大阪、京都等地幾乎同步，這種現代商業機制造就的豐富商品景象，

同樣也反映於該刊對贈答品的介紹。隔年，《臺灣日日新報》持續透過連載

刊載各式歲暮贈答品的介紹，40種類有：和洋雜貨、襪子、皮夾、衣物、清

酒、啤酒、葡萄酒、柴魚片、菸草、茶葉、玩具、砂糖、洋菓子、醃鮭魚、

金飾、漬物、京都的陶瓷、竹製品、木屐、水果等類項。報導對各商品的價

格、產地都有清楚的描述。舉例來說，像是臺灣產的烏龍茶、京都宇治的綠

茶、北海道產的鮭魚、外國產的葡萄酒及菸草等，各種來自國內外的物產商

品，在日治初期成為社會民眾饋贈親友的歲末贈答物。雖然上述這些報導中

未明確指出這些贈答品購買對象是在臺日本人或臺灣人，但是從贈答種類與

銷售時間，顯然提供的是在臺日本人歲暮的贈答。當然，由於職場及各人際

往來所需，日治初期也有臺灣人於新曆年末進行歲暮贈答。

依然固守陰曆之本島人，于陽曆之歲暮，似無甚關係者，然

與官衙關係之街庄長役場，因徵稅期限已至，備極忙碌，且本島習

慣，凡填地買賣，皆于中秋前豫約。冬至乃實行其事，則其爭為登

記也。亦自然紛至而沓來。他如奉職于官衙之本島人，接以新年應

為祝賀，甚覺留意。而與內地人有交際之事者，于歲暮亦各紛紛遺

贈其禮物，乍見之下，殆全化為日本風者也。（筆者加底線）

39　《臺灣日日新報》，1909年12月11日，版5。
40　 《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12月18日，版7；《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12月19日，版3；《臺灣日日新

報》，1910年12月20日，版7；《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12月12日，版7；《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12月
23日，版7；《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12月25日，版3；《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12月28日，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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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這篇名為〈本島人之于歲暮〉41的新聞報導刊載在1907年的《漢文

臺灣日日新報》，說明當時臺灣人仍維持過農曆的歲時生活，同樣的情形也

呈現於當時學校行事碰上舊曆新年即自動停課的作法。縱使在1909年舊曆併

記廢止之下，42臺灣漢人社會仍維持過舊曆新年、中秋、中元的歲時節奏。

舉例來說，1911年新聞報導描述大稻埕居民過舊曆的新年景象，即充滿了傳

統漢人社會的歲時景象，43如此的傳統歲時生活至少維持到1937年前後。當

時同一時空下的歲時感正如前引文所示，當在臺日本人逢歲暮進行贈答，除

了部分任職政府機關，或與日本人有往來的者，將遵循著政府推行的新曆時

間之外，過著舊曆生活的臺灣人與在臺日本人的節日經驗並無太多的交集。

參照《臺灣日日新報》描述下的日治初期歲暮贈答景象，顯示日本的贈答習

俗隨著日本人的移住，完整移植到臺灣各地，成為在臺日本人年末時節最重

要的社交活動，此外在新曆7月也有「御中元」的贈答（圖6）。如此長久以

來約定成俗傳承於日本社會的傳統習俗，在近代社會的發展下，也出現不同

的聲音。其中，最多是對於這種逐漸形式化的習俗產生質疑，指出贈答要完

全廢止相當困難，因此如何避免造成

贈．答雙方困擾，同時仍能透過1年1

次或兩次的物質交換來維繫提升友誼

相當重要。所以，要送得以意義，避

免重複轉送，同時在送禮內容也需改

良提升創意，44這是當時人們對中元

歲暮贈答的期待。這樣的發聲很快地

在隔年1則贈答報導中獲得回應，45市

面上開始發售名為「吳服切手」或稱

41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2月26日，版5。
42　 關於日治時期新舊曆併行於臺灣民間所呈現的兩個新年的過節情形，可參照顏杏如1文，有相當深入的討論：

顏杏如，〈二つの正月——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時間の重層と交錯（1895-1930）〉，《日本台湾学会報》，
第9号（2007年），頁1-21。

43　《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1月21日，版7。
44　《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7月14日，版4。
45　《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12月9日，版3。

圖6   御中元贈答的廣告畫面

資料來源： 《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7月13
日，版4。



122

    65卷第3期

「禮品切手」46的百貨禮券，這種由吳服店、商店

發行的現金等質票券，提供收禮者直接換取自己

需要的贈答品，避免收到不合適的禮物。

贈答型態的一些新變革，相信在當時也有助

於提升贈答品的銷售，《臺灣日日新報》同時也

如以往，連日刊載各種贈答品明細，如日本各大

廠牌的清酒、47觀賞用的盆栽、48當季流行的西裝

背心、最新保溫技術的魔法瓶、49化妝品組合及進

口香水、50鐘錶（圖7）、花道茶道器具51等，推陳

出新的商品逐年增加。當中也出現臺灣生產的蜜

餞，報導指出這是饋贈日本親友最受歡迎的贈答

品，52又如新竹出產的椪柑，也透過雜誌《臺灣婦

人界》刊登廣告（圖8）。53贈答種類因應民眾所

需，像是前述「吳服切手」這種有價票券的出現，

提供贈答前所未有的便利性。而過去未曾被視為贈答品的「書籍」，也成為

歲暮贈答的新選項，54到了1930年代，還出現以「公車回數卷」作為贈答的

例子。在臺灣自動車界社發行的《臺灣自動車界》刊物中，即以「高速時代

的贈答品 臺北市公車回數卷」為題，說明這項由臺北市公車課發行的公車

回數票卷是最適合高速時代的贈答品，車票的實用性將可滿足收禮者的期

46　《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1月31日，版5。
47　《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12月14日，版5。
48　《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12月17日，版3。
49　《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11月30日，版7。
50　《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12月2日，版7。
51　《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12月12日，版7。
52　《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12月12日，版7。
53　 臺灣婦人會，〈年末の御贈答品には是非　新竹のポンカンを〉，《臺灣婦人界》，第1卷第7    期（1934

年）頁112。
54　《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12月8日，版4。

圖7    歲暮贈答用鐘錶的商品
廣告

資料來源： 《糖業》，第2
年第12號（1915
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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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55

在贈答習俗發展過程中，反對阻饒的力

量也時而可見。像是1915年臺北土木建築業組

合在當局的飭令下，廢止當年對政府機構的

歲暮贈答。56這種當局以節約為大義的施政方

針，透過各形式對民間逢中元、歲暮等贈答

的抑制，影響層面除了在臺日本人為主的贈答

活動，對傳統漢人社會的贈答習俗也出現部分

的限制。例如1917年出現因擔心贈答形成賄絡

或收賄之嫌，進而停止歲末贈答，57隔年在竹

北地區，也出現地方保正藉由衛生、經濟等因

素，提議從該年起禁止中元祭典期間的供品

贈答之俗。58只不過當局基為減少民間浪費推

動的廢止贈答措施，可能部分達到抑制奢侈的

節約風氣，不過也連帶造成社會不景氣，生意

蕭條的情形在該年至少造成七十餘家公司相繼

被整併或解散的苦境。59可議的是，在社會景氣陷入低迷的時空下，當局倡

導廢止贈答的動作仍持續進行，譬如在1923年6月，《臺灣日日新報》刊登

〈生活改善與中元贈答〉60這則報導，說明簡約生活的必要性，提倡革新中

元贈答過於形式鋪張的一面。西元1935年，基隆同風會於基隆中元普度上宣

傳陋習改良，提出「改孤飯、廢金紙、廢贈答」三大訴求。該會宣稱歷年於

中元普度上宣傳廢止民眾將豬羊及水果等普度供品相互贈答的習俗，已獲得

55　 臺灣自動車界社編輯部，〈スピード時代の贈答品 臺北市バス回數券の利用〉《臺灣自動車    界》，第2卷
第1期（1933年）頁61。

56　《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12月10日，版7。
57　《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12月19日，版6。
58　《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8月31日，版5。
59　《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6月30日，版7。
60　《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6月28日，版3。

圖8    作為年末贈答品的新竹椪柑
銷售廣告

資料來源： 《臺灣婦人界》，第1
卷第7期，1934年，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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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成效，因此為提倡節約、衛生，將更徹底執行廢止贈答的工作。61

郵政為近代興起的一項重要的物資傳遞產業，當這種連結物質交換、

分配的流通管道再與維繫人際關係的贈答結合下，對贈答習俗的發展有加乘

的作用。郵局在1918年推出同郵寄區小包均一價格的方案，成為贈答送禮重

要的流通手段，特別是郵局除了強調寄送遠比過去親送人力符合經濟效益之

外，簡便並符合贈答傳統的包裝及可放置名片等設計，62成為民間贈送仰賴

的新興傳遞手段。在郵局推出贈答品寄送方案的10年後，報紙上刊登了「郵

便局贈答品 堆積如山」的標題，指出「郵便局，際此歲暮忙碌，去17日，

贈答用小包激增，12月1日，至16日辦理數，年賀郵便預數前年6,769。小包

郵便物引受數（臺北市內全部）前年15,532，本年15,819（287箇增）同到著

數，前年144,419（55箇增），又17日。小包引受狀況，平常1箇窓口增加3

箇，全部772箇。最多為贈答用柑桔類。而商品小包，則較前年減少幾分，

又贈答用小包，若於19，21日2出帆便發出，則於年內可抵內地云」。63根

據這則報導顯示將贈答品交寄的作法，至少在日治中期已廣泛被一般民眾所

利用，郵寄提供無法親自分送贈答品的人便利且經濟的選擇，特別是從臺灣

寄達日本僅需10天的便捷性，相信將牽動當時社會的贈答發展及相關的商業

銷售情形。

郵寄成為了當時在臺日本人互贈「御中元」、「御歲暮」仰賴的管道，

得以縮短人際交流的時間及空間距離，同年，專賣局也看好贈答市場，開

始試賣贈答用的雪茄、菸草，這還包含臺灣生產及進口的舶來品。64另一方

面，專賣局也製造販賣贈答用的酒類，在進入12月贈答時節之前，先透過報

紙宣傳將舉行年終贈答用菸酒特賣會的訊息，銷售的手法除了搭配贈品，同

時還辦理試飲會來促銷。像是1938年12月，臺北專賣支局便在臺北公會堂舉

行試飲會，即吸引三百多人的參與。會中準備了瑞光、白鶴、白鹿、忠勇、

61　《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8月24日，版8。
62　《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2月13日，版7；《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2月14日，版6
63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2月19日，版4。
64　《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2月15日，版7；《臺灣日日新報》，1918年12月24日，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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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翠、泉正宗、月桂冠、富久娘、菊正宗、白雪、賀茂鶴等多數的清酒供人

試飲。65根據當年的報導顯示，臺北專賣支局發售的贈答用菸酒的營業額居

全臺之冠（圖9），這年銷售也比前一年成長。66贈答習俗從在臺日本人仍

稀少的日治初期起，歷經數十年的發展下，不論在贈答品種類、贈答形式上

都有顯著的改變。其中最令人感到好奇的是，政府當局三番兩次不間斷地透

過各種形式，希望抑制在臺日本人逢中元、年末的贈答，透過當時的新聞報

導內容，看到的是贈答活動日趨蓬勃的景象。吊詭的是在日後，政府當局所

屬的郵局、專賣局也紛紛投入贈答品銷售的環節，如此錯綜複雜的贈答發展

衍生的問題，以及與漢人社會傳承的另一種贈答間產生的關係，將於下一章

節持續進行梳理及探究。

65　酒顛童子，〈臺北專賣支局の試飲會〉，《臺灣藝術新報》，第5卷第1期（1939年），頁23。
66　《臺灣農林新聞》，第35號（1938年12月10日），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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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元歲暮與中秋年節：臺日饋贈民俗的交融

傳承於漢人社會的贈答從19世紀末葉起，與另一股從日本本土移植而

來的日本贈答文化，相互產生交匯、並行、受容及共融，造就出今日臺灣民

間的贈答，如此的發展軌跡確實散見於以上對臺日贈答歷史傳承的考察。然

而，這兩道民俗文化如何相互影響．受容，再者，臺灣漢人送禮贈答在日治

時期加速的都市化、產業化、商品化等現代趨勢的變革下，這項社交屬性

的民俗文化產生了甚麼變化。在西元1934年創刊這部日治臺灣最具代表性

的女性雜誌《臺灣婦人界》中，收錄了1篇名為〈贈答品には何を選びませ

う？〉67的報導。這篇由記者對當年臺北市內歲暮贈答品販賣的描寫，還加

了「贈物にはお金より先づ頭を使ふ様に」為副標，也就是對贈答應該重心

意而非金額這樣的價值觀，反映出當時社會理想的贈答實態。報導指出，每

逢年尾最苦惱的莫過於是該購買什麼贈答品的主婦們，因此，這本女性雜誌

67　 本誌記者〈贈答品には何を選びませう？贈物にはお金より先づ頭を使ふ様に〉，《臺灣婦人界》，第1卷第
7期（1934年），頁149-153。

圖9    臺北市酒販店頭展示懸掛有「御贈答はお酒」的廣告標語）

資料來源：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臺灣酒專賣史下卷》。（臺北：臺灣總督府專賣局，
1941年），頁322夾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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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記者實際採訪臺北市內販售贈答品的商店

（圖10），作為讀者選購贈答品的參考依據。

報導文共收錄了9家商店，有臺灣第1家百貨公

司的菊元百貨店、臺北中秋月餅名店的寶香齋

商行，以及近藤商會、藤井吳服店、小島屋洋

品店、秋本布團店、高源發吳服店、藤田商

店、清鮮米雜貨店等。這些商家多數坐落於城

內繁華的榮町及京町，也有數家位於太平町、

永樂町等臺灣人為主的居住區，商家販賣的贈

答品類型多以業種屬性為主，少有專對贈答另

闢的販賣品項。

其中，身為百貨業龍頭的菊元百貨開設的

贈答販賣規模最大，從食品類的和菓子、巧克

力、嗜好品的各式菸酒、女性用的香水、化妝品、衣物，以至年輕人喜愛的

法國娃娃、文具及男性的西裝組合等，提供多元豐富的贈答品，報導指出當

時最受歡迎的歲暮贈答為巧克力。其他像是藤井吳服店仍賣的是和服，秋本

布團店販售日式棉被（布團）及床具毛毯，藤田商店則陳列了各式的蜜餞、

水果、罐頭、醬油、洋酒等商品。另一方面，高源發吳服店為臺灣人實業家

高樹發經營的漢服店，歲暮販賣的贈答品為訂做的服飾，而同是臺灣人經

營，坐落於大稻埕南街家傳3代的糕餅店寶香齋，推出的贈答品有雞卵卷、

五仁餅、豬肉乾、肉脯、蜜餞等食品糕點，有別於該店名氣最響亮的中秋月

餅，販售種類至今仍為民間常見的年節禮品。這段日治中期臺北市內的歲

末贈答品販售情形，可見各具日本與臺灣色彩的商品類型，分別代表著在

臺日本人及漢人慣用的贈答選擇。特別是在這個時期，相較於過去多半由

自家準備的家禽、農產品，漢人社會中的贈答品也出現了衣物。68報導中提

68　 本誌記者，〈贈答品には何を選びませう？贈物にはお金より先づ頭を使ふ様に〉，《臺灣婦人   界》，第1
卷第7期（1934年），頁149-153。

圖10    日治時期臺北市內商家販
售年末贈答品情形

資料來源： 《 臺 灣 日 日 新
報》，1931年12月8
日，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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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談起年末的贈答品，本島家庭大致以

酒、柑橘、雞、罐頭為主，伴隨著時代的

改變，目前以服飾為答贈品的情形增加許

多」，69這段出自記者的觀察，反映出漢人

社會贈答的傳統產生的變化，這還不包括前

述列舉的菊元百貨店、藤田商店所販售的贈

答品，相信也有部分的顧客為臺灣人。此

外，透過報導內容還反映出臺灣人的贈答品

購買的時間，也在傳統農曆的歲時之外，開

始出現以新曆為基準的情況。如何明確地說

明這樣的變化，相信畫家郭雪湖著名的《南

街殷賑》畫作（圖11），可作為現今理解

1930年代贈答習俗流傳於臺灣社會最好的一

份資料。

《南街殷賑》為1930年郭雪湖參展第4

屆臺展，並榮獲「臺展獎」的膠彩畫作，這

幅以臺北市大稻埕南街商賈雲集構成的民間生活樣貌為題，被稱為最能表現

臺灣特色的風俗繪畫。畫作描繪大稻埕信仰中心霞海城隍廟及周邊繁華的商

業買賣，商家樓房懸掛了五顏六色的招牌及旗幟，在街道上可見擁擠的購物

人群，過去對這幅畫作的說明，多半會指向畫家描繪的是中元普度的景象。

此說源自畫中右側出現的「慶讚中元」三角旗，事實上，造就出繁華商業畫

面更重要的歲時習俗為「御中元」贈答。這點可透過描繪的商家店頭懸掛著

數面臨時性的「中元大賣出シ」、「中元贈答品」等日式直立旗幟，顯示這

時期大稻埕商家正忙於中元贈答的熱賣。也因日本御中元的贈答期間除了關

東與東北地區之外，多數地區從新曆7月15至8月中旬內皆可進行贈答，因而

69　 本誌記者，〈贈答品には何を選びませう？贈物にはお金より先づ頭を使ふ様に〉，《臺灣婦人   界》，第1
卷第7期（1934年），頁152。

圖11    郭雪湖《南街殷賑》描繪下
的中元贈答景象

資料來源： 郭 雪 湖 ， 「 南 街 殷
賑 」 ， 絹 ． 膠 彩
1 3 4 × 1 9 5公分，1 9 3 0
年，臺北市立美術館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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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出《南街殷賑》同時並列了漢人的中元普度與在臺日本人的御中元贈答

兩種景象。當然，本文在「漢人傳統社會下的贈答」篇章中，根據民俗資料

指出過去漢人社會也曾存在中元贈答的傳統，但是這項贈答品實為普度祭拜

後的供品，而非特地至商家購買中元贈答之物。因此，《南街殷賑》出現的

「中元大賣出シ」，也就是中元大特賣與「中元贈答品」的旗幟，顯示描繪

的南街商家景象屬於日本贈答的「御中元」。不過話說回來，若南街熱鬧的

特賣交易僅屬日本人的中元贈答，理當出現於畫作中的人物皆穿著和服，但

《南街殷賑》描繪的那些正在挑選商品，或正走向沿路店家的人們多數穿漢

服，似乎說明日治中期前後已有不少臺灣人也過著日本形式的中元贈答。而

前述販售贈答品雞卵卷、五仁餅、豬肉乾的「寶香齋」招牌，也被郭雪湖寫

實地畫入《南街殷賑》畫作中的構圖，位置就在右半邊明顯可見的「乾元元

丹本舖」招牌的下方處。

當然，僅仰賴一幅畫作來反映日治時期贈答習俗於臺日間的交融並不

夠周延，但是從《南街殷賑》可延伸另一個議題，就是都市化、產業化及商

品化這3則發展趨勢對贈答產生的影響。清領時期漢人社會中的贈答主要集

中於中秋的月餅及歲末的送年兩部分，相對之下，關於中元普度供品贈答的

相關文獻罕見，藉此推測這時期歲時贈答為中秋與歲末。如此的傳統在進入

日治時期之後，隨著社會環境及經濟條件普遍提升下，中元普度祭拜後的供

品贈答廣為民間流傳。一方面，中秋以月餅為贈答品及歲末送年節用品的送

禮贈答，延續清領時期以來的傳統持續於漢人社會中發展。同時間，伴隨日

本人而來得日本贈答文化移植入臺，御中元與御歲暮的贈答於在臺日本人的

社會中，承襲江戶時期發展成熟的贈答作法，與臺灣人各自保有互贈物資維

繫人際的文化。但是漢人傳統的贈答與日本人的贈答分別在臺灣這塊土地的

傳承過程中，順應社會環境及生活型態等變化，在贈答本質的維繫下產生不

少形式上的改變。譬如都市化造就出人口集中的情形，讓贈答者從過去的親

友，開始擴大人際範圍造就新的贈答對象。第2點的產業化，明顯出現於贈

答品類型的變化，過去傳統社會的贈答多以自家栽種飼養或製作的水果、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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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糕點等物為禮，當產業化的腳

步走向贈答，各種贈答相關的商業

連結接連出現，其中透過報章傳媒

來介紹贈答品，還有百貨公司的出

現對贈答的發展影響深遠。臺灣從

日本本地松屋百貨店的出張販賣、

三越百貨店的郵購販賣（圖12），

接著臺北的吳服店、商店也陸續發

行贈答商品券，甚至後來連官方旗

下的郵局、專賣局都投入贈答產業。這股發展相信不僅對在臺日本人的贈

答，對於臺灣人當時進行的贈答，甚至也影響眾多臺灣人接受這套現代的贈

答作法。

 再者，商品化的腳步也伴隨著日治時期於產業發展、經濟基礎強化

下，深刻影響贈答習俗的內涵，這些變化主要藉由在臺日本人傳承的贈答，

影響流傳於漢人社會的傳統贈答活動。具體而言，讓原本中秋贈答的月餅、

歲末送年的雞、鴨、粿、魚、罐頭、糖、餅、臘腸、酒等傳統賀禮，開始擴

大贈答品的種類，從節日相關的食品開始朝向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各面向的

用品，日治初期贈答品的類項已出現：和洋雜貨、襪子、皮夾、衣物、清

酒、啤酒、葡萄酒、柴魚片、菸草、茶葉、玩具、砂糖、洋菓子、醃鮭魚、

金飾、漬物、京都的陶瓷、竹製品、木屐、水果等物品。我們可見在這些日

本帶來的新贈答品項中，除了屬於傳統社會節日飲食的柴魚片、砂糖、醃鮭

魚、漬物等贈答品之外，還出現多數過去未做為歲時贈答的物件，譬如最新

流行的啤酒、葡萄酒、洋菓子，還有實用器物的玩具、陶瓷、皮夾、木屐

等。以上列舉這些贈答品皆隨著商品化的腳步，在商業機制的贈答品創造

下，被民眾所接受成為贈答品的新選項。雖然日治時期因臺灣民間贈答的民

俗紀錄主要局限對傳統性贈答的描寫，因此，參照那些資料所見的漢人贈答

仍以雞、鴨、粿、魚、糖及中秋月餅為主。不過，筆者認為日治時期存在於

圖12    大阪三越吳服店在《臺灣日日新報》刊
登的中元贈答品郵購廣告

資料來源： 《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6月30
日，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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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漢人社會中的贈答，除了傳統贈答之外，應已存在受日本影響下的贈答

作法。這點顯現於戰後中秋過節的1篇報導：「中秋節前夕，家家糕餅店都

堆滿了那些包裝美麗的月餅，以及西餅、罐頭、皮蛋、火腿、燒酒等應時

節禮，顧客穿梭進出，同時，在街頭巷尾，到處都可以看到，許多大人先

生，太太小姐等，以小汽車、三輪車、腳踏車，或是按步當車，攜帶著那些

從糕餅店購來的一串串禮物，此種現象顯示了中秋送禮的風氣，依然不減當

年。
70（筆者加底線）」這篇以「臺灣人家送禮 三教九流不同」為標題的新

聞報導，呈現臺灣社會於戰後初期社會情勢、經濟局面動盪不安之際，民間

仍對節日送禮的熱衷。當然戰後伴隨中國移民帶來的送禮文化也不可全然忽

視，但是日治時期傳承於臺灣社會的節日送禮遺風，應該是造就出報導呈現

的蓬勃中秋送禮景象最主要之因。

中秋過節的贈答自清領時期以來，月餅可視為必備的贈答品，但是參照

出自1951年的新聞報導內容，顯示戰後初期臺北市人的中秋贈答品的種類已

相當多元，特別是這些禮品的準備已脫離自家飼養、製作的食品，節日贈答

品已成為透過購買得取得的商品。這種現象同樣呈現於1951年《聯合報》另

則報導之中：「說起「歡度」佳節的程度，自然大家小戶各有不同。而歡的

方式則一。試看臺北市，自西門町到衡陽街，延平北路繁華區域，商店門內

外輝煌陳列的「節品」，是怎樣的引誘著男女老幼，衣冠楚楚的主顧們的選

購念頭，同時又被人海湧滿了每一商店的門檻，像擠電影票似的，使店主應

接不暇。」
71顯示購買禮品至少對當時臺北市民來說，已是中秋送禮相當重

要的禮品取得管道。同時，店家也將中秋視為重要的商品販賣期，中秋送月

餅如此傳統應景的節日贈答做法，在這個時間點，禮品的種類也不僅止於月

餅，禮物的準備從過去自家製作、生產之物，轉變成前往商家購買取得，這

些造成贈答習俗、送禮行為的變化，確實可歸咎於日治時期伴隨著商品化、

都市化等市場經濟環境，以及日本贈答對臺灣傳統贈答產生的部分影響所

致。

70　《聯合報》，1951年9月16日，版6。
71　《聯合報》，1951年9月16日，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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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 論

禮物交換，為人類社會維繫情感特有的行為，送禮、備禮、回禮構成的

贈答模式，連結著人與人之間的情誼，可謂人類重要的1項溝通模式，更是

生活文化中相當重要的環節。其中，順應著季節、歲時、時令等時間傳承週

期性展開的贈答習俗，呈現各個社會具有的人情義理的處事態度，及人群、

社群間透過物質贈答所搭起的社會性網絡。本研究以贈答習俗在臺的傳承發

展為題，具體選擇了定期舉行於民間社會的中元、中秋、歲末等歲時性贈答

為焦點，展開歷史縱向的通時性探討。透過這樣的研究過程，一方面也深入

理解日治半世紀影響臺灣深遠的日本社會的贈答傳統，並在參照史料文獻、

民俗資料來建構贈答於臺的傳承軌跡之餘，特別留意民間歲時觀及國家制定

之時間觀之間的關係。這點在日治時期及戰後皆呈現重層性的構造，至少在

日治臺灣社會，中元同時並存著臺灣人的中元送口份與日本人為主的中元贈

答。到了歲末時分，日本人逢國曆年末展開歲暮贈答，臺灣人社會則在農曆

年尾送年過節。這種併行於臺灣社會的新舊曆時間觀，可說即使到了1930年

代末期隨著戰局緊繃、皇民化運動等措施施行，日本人、臺灣人基本上仍順

應自我傳統文化的歲時觀，熱絡展開贈答送禮維繫情感。

筆者以為贈答習俗在臺百年來的傳承，流傳於漢人社會的贈答於日治時

期，最主要受到的是都市化、產業化及商品化等所謂伴隨現代社會脈動加諸

的影響，反倒日本贈答文化對漢人贈答產生的影響並非全面。這點可見臺灣

漢人社會傳承的贈答內涵，歷經50年的日本統治到戰後，傳承於臺灣漢人

社會中的贈答觀念及意義仍少有顯著變化，唯有改變的是部分的贈答形式及

禮品類型的擴充，72這部分的確可視為日本贈答對臺灣產生的影響受容。反

72　 日治時期統治當局透過法令規範導入日本贈答民俗的例子，目前僅見昭和15年（1940）發行的《皇民作法讀
本》1書中，出現「贈答作法」的說明。這本書籍全篇從日常招呼、餐桌禮儀、服裝儀容、人際應對至公共道
德、國家節日等，採單元的方式說明各項禮儀作法原則，可謂皇民化時期的人民教育準則文本，參照：中山
馨，《皇民作法讀本》（南方青年社，1940年），頁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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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日治期間統治者當局基於節約、生活改善等理由，對在臺日本人贈答

加諸的干預及限制，屢屢透過地方行政力量影響贈答的進行。相較之下，對

當時傳承於漢人社會的節日贈答進行的干預卻不多見，唯有限制中元普度供

品贈答行為，對於個人性的節日贈答並無明確的限制。如此臺灣贈答習俗的

發展途徑，從清領時期的中秋、歲末，到了日治時期，贈答分別傳承於日本

人與臺灣人的日常生活，日本人的歲時性贈答以中元、歲暮為主，至於臺灣

人的歲時饋贈集中於中元、中秋、歲末期間。戰後，臺灣民間主要的歲時贈

答時節，又回復到清領盛行的中秋、歲末送禮，造就出贈答民俗習俗再度的

變化，筆者推測除了原本民間於中元普度後分贈親友供品的贈答活動，因舉

行時間與中秋接近而出現禮俗統整，最大的原因應該與政府當局主導的民族

節日形塑有關。

中秋自古以來即為東亞地區各國共有的歲時節日之一，清領時期的臺

灣，中秋節日與秋收、土地公聖誕結合，為民間社會入秋時節最重要的日

子。日治的中秋除了保有漢人過去的過節型態，日本人也帶來的日本傳統的

中秋傳統，不管在臺灣民間或日本人社會，中秋節日的意義僅止於民間歲時

的節慶。但是在戰後，政府當局運用流傳於元末明初的中秋吃月餅殺韃子之

說，以投射反共抗俄等政治訴求，有意識將民間節日的中秋形塑成具民族意

識的節日，73再將中秋指定為國定假日，提升中秋節在民間節日的地位。這

樣的節日營造加速中秋節日受世人的重視，相信此舉應是促成戰後至今，中

秋送禮發達盛行的一大主因。中秋成為民間在年中的贈答時節，相信政府當

局透過中秋宣揚民族意識的影響甚大，一方面加上當局對盛行於臺灣民間的

中元普度採取消極甚至壓抑的施政作法，都成為戰前傳承於部分地區的中元

送口份的贈答習俗式微。今日宛如理所當然般的中秋送禮，從清領來到日治

期間有日顯蓬勃的發展，不過讓此節日贈答行為一轉成為年中饋贈主流，除

了民間自主傳承的歲時觀念，那股有意識的節日營造做法，成為左右贈答發

展的作用力，這點反倒是在異民族統治的日治時期所未見的。

73　阮昌銳，《傳薪集》（臺北：臺灣省立博物館，1987年），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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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Mid-Summer Ghost Festival to the Mid-Autumn Festival: 

Gift Giving Customs and Seasonal Concepts in Modern Taiwan

Cheng-wei Lin *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gift giving customs in modern Taiwan.  

Focusing on the mid-summer, mid-autumn, and year-end festival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aiwanese and Japanese gift giving customs to 

increase understanding on how local traditions were influenced by Japan’s mid-

summer and year-end gift cultures, which were introduced to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Furthermore, it examines the parallel use of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 alongside the Western calendar in Taiwan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as well as the seasonal gift giving customs of Japan and Taiwan.

In Taiwan, the development of gift-giving customs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were passed down into Japanese 

and Taiwanese lifestyles. The Japanese have a custom of giving gifts during mid-

summer and year-end, while the Taiwanese practiced such customs during mid-

summer, autumn, and year-end.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aiwanese people 

resumed the customs they practiced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by only giving gifts 

during mid-autumn and year-end. Thi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tradition of making 

gifts for family and friends after the Ghost Festival, the fact that these events 

occur around the Mid-autumn Festival, and the government’s role in designating 

national festivals. The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that 

took plac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also influenced the practices and gift 

types seen in Chinese gift giving customs.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  Ph,D. , Osak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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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嘉義市市定古蹟葉明邨墓在今嘉義市都會森林公園內，該墓特色是墓前

有一對高達3.58公尺、花崗岩打造的筆柱；此外，此墓以三合土結構為主，

為現存的臺灣古墓少見。葉墓為乾隆初所建，墓碑形制雖頗具明代墓碑特

色，但碑銘簡潔，僅立墓主之名諱，未立明碑常見的朝號，且材質為觀音

石，又非明墓特色。根據地方傳說，鄭氏部將葉覲美當年因引入水牛，軍屯

於此，為紀念屯田，故所形成的庄頭被稱為水牛厝，並將其子命名為明邨以

紀念屯田。但本論文依文獻查考及葉祖厝保留之葉妻李氏墓誌銘、家譜、小

埔仔公墓墓碑、蓮坂族譜等之追查，認為葉覲美應是祭祀公業名稱，葉家開

臺祖葉青龍，無法證明曾為鄭氏故吏；墓主葉明邨本名葉英弼，「明邨」是

私諡。墓主之子璿玉因捐貲取得例貢、同知，墓主因其子而敕贈從六品之儒

林郎。葉明邨墓因墓主生於鄭氏時期，葬於清初，故其墓形制古樸，具明、

清時期墓制特色，此墓不僅是水牛厝葉家首座祖墳，更是足以印證鄭氏時

期、清初兩岸移民來往、拓墾的重要古蹟。

關鍵字：市定古蹟、墓制、三合土、私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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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嘉義市市定古蹟葉明邨墓，座落於嘉義市植物園後方，該墓附近昔日原

有一處約3,004門新舊墳墓疊葬的墳墓區。而後，嘉義市政府將此地及附近

地區規劃為都會森林公園，墓葬區經公告及遷葬後，開始整地、植樹。今日

美麗的都會森林公園內僅餘兩座古墓：一是葉明邨墓，一是林媽郭孺人暨其

子林寬敏之墓。在嘉義市政府公告遷葬期間，嘉義縣太保市水牛厝葉明邨後

代子孫，以葉明邨墓形制古樸，具明末清初形制，向嘉義市文化局申請列入

市定古蹟。嘉義市府文化局於民國95年10月間，召開古蹟歷史聚落及文化景

觀審議委員會。審查委員實地鑑勘，以墓葬形制簡明完整，具稀少性，通過

確認，在民國96年1月，經嘉義市政府公告為市定古蹟。

林媽郭孺人暨其子林寬敏之墓因葬於私人土地，得以暫不拆遷，今日正

申請列入市定古蹟中。郭孺人之墓築於明治41年（1908），其墓距葉明邨墓

不到50公尺，規模較葉墓大，根據地籍圖有375平方公尺。日治時期日本人

刻意削弱臺灣人的墓葬文化，以人口增加、改善環境衛生、配合都市發展等

理由，限制墳墓的設置地點，一般民眾只能在公葬地考量，少數的豪門望族

則會私購好風水的土地，成為專用墓地。所謂「私購土地，以轉型墳墓與庭

園的結合形成墓園」1郭孺人之墓正是如此。

個人的死亡固然是很私人的事，但其處理卻和死者所身處之社會的傳

統、文化、價值體系密切相關。2葉明邨和郭孺人兩座相鄰古墓，1座具明清

特色，1座為日治時期所建之墓園，形制不同，也反映出不同的時代背景。

*     首先感謝嘉義市政府文化局提供計劃「嘉義市市定古蹟葉明邨墓修復再利用」研究經費，並感謝
計劃協同主持人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建築科李盛沐助理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博士生蔡長廷先生以及
研究助理蘇俊安、蘇芃云、陳啟宇協助，計劃撰寫過程，審查人的寶貴意見一併致謝。本文根據
計劃內容中，由本人所撰寫的部分改寫而成，感謝兩位匿名論文審查人的寶貴意見。

1　�蔡惠玉，〈臺灣日治時期鄉紳望族墳墓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2004
年），頁12。

2　胎中千鶴，《葬儀の植民地社会史》（東京：風響社，2008年），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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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墓除形制外，墓主為何人，也是到訪者所關切。郭孺人之子林寬敏，是日

治時期嘉義首富，母以子貴，墓主身份明白；至於葉明邨墓，墓碑文字簡

潔，僅刻「眀邨葉公之墓」6個大字，無墓主堂號或郡望，亦無立碑日期、

立碑者名字。墓主的身份常令觀者好奇。

有關葉明邨墓的相關研究很少，僅有〈太保市庄頭的發展——兼談消失

的加走庄〉1文中，有1部份葉明邨其人的研究。3其他記述，如《臺南州祠

廟名鑑》、《嘉義縣鄉土史料》等涉及葉明邨或葉家宗祠的敘述，有的僅能

視為地方傳說，有的則屬未經查證的口述記錄。4本文首先透過實地勘察葉

明邨墓，研究其建材和形制的特色，了解古墓制的背景年代。其次，透過口

訪葉明邨之後人，探訪葉家家族墓碑之郡望、宗祠等，蒐集地方傳說，並透

過方志文獻查考，了解葉明邨其人與地方的關係，以釐清其家族史；最後探

究葉明邨家族和水牛厝地方開發的關係。5本文希望能據此，更具體的說明

此一古蹟的歷史、文化、藝術價值。

貳、葉明邨墓形制的特色

一、在臺明墓的特色

臺灣漢人古墓，最早可溯自明代，比較古墓特色，要先了解明墓特色。

臺灣古墓不多，古墓原型保存更少。古墓消失的原因，除了因市街庄的發展

而遷葬外，也有的因為沒有繼嗣，最初形成荒烟蔓草，最後因後墓疊置前墓

3　�黃阿有（2009/3），〈太保市庄頭的發展——兼談消失的加走庄〉，《第四屆嘉義研究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嘉義：嘉大臺文研究中心，2009年），頁199-202。

4　�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臺北：大通，2002年影印1933年臺南編者自印版本），頁270-
271。

5　�今太保市北新里、南新里，在清代文獻曾有水牛厝、水娛厝之名，日治時稱水虞厝，包含水虞厝1
保、2保；國民政府將水虞厝1保、2保分屬北新里、南新里。水娛厝、水虞厝，其實都是由閩南音
「水牛厝」音轉而來。詳見黃阿有，《太保市志‧歷史篇》（嘉義：太保市公所，2009年），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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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消失；有的雖有後嗣，最初也常祭掃，但通常年代一久，因後代只祭掃近

祖，逐漸忘了遠祖，最後導致遠祖之墳也在雜草叢生後，漸被後墓疊置而消

失，甚或墓碑也被挪充為村溝之石橋。另外，也有的古墓，因後嗣過度重視

祖墓，經常整修，以致古墓除墓碑外，墓塚的建材和形制都被修得毫無「古

味」。所以臺灣的古墓，其形制和建材均能維持原貌者甚少。

臺灣人對研究明代古墓有興趣者，可以追溯到日治時期。在昭和17年

（1942），由朱鋒（莊松林）和石暘睢、盧嘉興等人，與國分直一等，一起

發掘李茂春墓。朱鋒認為所謂的「臺灣的明墓」和大陸的明墓應有區隔，臺

灣的明墓除明朝正統時期外，應延至明永曆37年（1683），自洪武以後至清

領臺灣以前，這段時期之墓皆屬於明墓。6故鄭氏時期的古墓，一向被視為

明墓。

而後，在臺南市文獻委員會推動下，民國42年（1953）開始，石暘睢

首先記錄並發表在臺灣各地發掘的明墓，包括遺骨不存、僅留墓碑者，總共

記載了25座明墓。7朱鋒除界說臺灣的明墓外，更進一步調查明墓並研究僅

餘墓碑的明墓，他研究總計36件明墓或明墓碑，除分析明墓的地域分布外，

也列表說明臺灣明墓碑銘的長寬尺寸，以及墓形、墓內構造和陪葬品的特

色。8廖漢臣則以「加深一點對古墓的認識，便能積極保存研究」的角度，

詳細介紹鄭氏時期著名人物的事蹟及墳墓，包括顏思齊墓、二王墓�（鄭成

功、鄭經）、二鄭公子墓……以及何斌、李茂春墓等。9

而後報章雜誌陸續報導新發現之明墓碑，但這些文章多半只是個別之

明墓碑的介紹。如黃典權在其《鄭成功史事研究》中，介紹曾振暘、閒散石

6　�朱鋒，〈臺灣的明墓雜考〉，《臺南文化》，第3卷第2期（臺南：臺南市文獻委員會，1953
年），頁44。

7　�石暘睢，〈臺灣明墓考〉，《臺南文化》，第3卷第1期（臺南：臺南市文獻委員會，1953年），
頁44。

8　朱鋒，〈臺灣的明墓雜考〉，頁44-55。
9　�廖漢臣，〈臺灣明墓雜考〉，《臺灣文獻》，第6卷第2期（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5
年），頁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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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二鄭公子、曾蔡二姬等人的墓碑及其特色。10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積極

調查，以及民眾熱心通報的情況下，至民國54年（1965）朱鋒已發現72件明

代墓碑。11石萬壽在民國62年（1973）、66年（1977）也各發現一件明代墓

碑，至彼時，已發現的明墓碑已累計至84件。12民國99年（2010）蘇峰楠又

發現2座明墓，共有3件明代墓碑。13這些明代墓碑，其材質、碑銘、長度等

和清碑不甚相同。

累計迄今所發現的明代墓碑，雖多達80餘件，但墓塚保留者甚少，鄭成

功、鄭經、陳永華諸人都在臺灣去世，但清領後均已遷葬回故里，在臺墓塚

無存，今之陳永華墓只是依原墓碑重修的衣冠塚。在臺之明墓，除寧靖王五

妃之廟、墓合一外，列入古蹟的明墓有寧靖王墓、藩府二鄭公子墓、藩府曾

蔡二姬墓、曾振暘墓等，但這些古

墓都在日治時期、甚或戰後重修。

重修之明墓，除了墓碑為原件外，

其墓塚的建材，甚或樣式，已遭整

修得失去其原貌。圖1即是鄭成功的

兩個兒子合葬之墓，歷經日治、戰

後重修，除墓碑是原件外，建材、

形制已不復原貌。

墓雖整修，但墓碑通常仍為原

件。明墓墓碑和清墓不甚相同，首先談墓碑之銘文。墓碑銘文，一般應含

朝號、墓主姓氏、墓主籍貫、立碑年代、立碑人等5項。石萬壽研究臺灣84

件明墓之碑銘，發現其中只有5件是五項俱全，缺立碑人者有47件，缺立碑

10　黃典權，《鄭成功史事研究》（臺北：臺灣商務，1975年），圖20~圖32。
11　石萬壽，〈論臺灣的明碑〉，直字第33期（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75年），頁39-61。
12　�石萬壽，〈記新出土的明墓碑〉，《臺灣文獻》，第26卷第1期（南投：省文獻會，1975年），

頁37-47；石萬壽，〈記牛稠子新出土的明墓碑〉，《南瀛文獻》，第23期（新營：臺南縣政
府，1978年），頁109-113。

13　�蘇峰楠，〈記臺南市新發現的兩座明代古墓──兼論其墓碑形制〉，《臺灣文獻》，第61卷第3
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年），頁367-400。

圖1 皇明聖之省之二鄭公子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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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者有58件，有51件缺籍貫，缺朝號者僅5件，有27件僅書朝號和墓主姓

氏。明墓的銘文，缺碑文年代、缺立碑者，卻很少不題朝號，這一點和清朝

墓碑題文的習慣，正好相反。石萬壽認為，這是隨鄭氏來臺的先民，念念不

忘明朝的緣故，即使大陸已改朝換代，但來臺之民仍恥為清朝鬼，在碑文上

一定要書朝代「皇明」。14

其次，墓碑石材的材質，明、清也有分別。朱鋒分析36件明代之碑，認

為明碑明顯之點有：第一，明碑石材狹長石質粗劣，廢棄之時，除充水溝蓋

外，無其他用途；第二，明碑藏於地下部分（俗稱墓腳）比清碑長，約佔全

長三分之一以上，甚難挖掘。15何培夫亦曾拓多件明代墓碑，並以圖、表標

示明碑的長寬及材質，根據其拓碑時之調查，閑散石虎墓碑、李茂春墓碑、

寧靖王從死五妃墓碑、義靈君之佳塋碑、藩府曾蔡二姬墓碑、皇明聖之省之

二公子墓碑，其材質均為花崗岩。16�

朱鋒認為明墓碑藏於地下的部分甚長，若有墓腳，則其入土部分的長

度，約佔全長三分之一，墓碑全長可達100公分以上。17葉明邨墓的墓碑闊

54公分，長度部分，出土80公分，入土47公分，全長127公分，長寬比為1：
2.35，這種長寬比，以及其較長的墓腳，均示葉明邨的墓碑接近明墓特色。

不過，其墓碑材質雖如明碑一樣材

質不佳，但並不是明墓常見的花崗

石，而是安山岩類的觀音石；而

且也無一般明墓通常會立朝代的特

色。葉墓僅具部分明墓特色。

二、葉明邨墓的構造

不管是否有官職，臺灣傳統的

14　石萬壽，〈記牛稠子新出土的明墓碑〉，頁111-112。
15　朱鋒，〈臺灣的明墓雜考〉，頁48。
16　�何培夫，《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南市（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2

年），頁146、147、159、160、422、423、424。
17　朱鋒，〈臺灣的明墓雜考〉，頁49-52。

圖2   葉明邨墓塚現況（2014年2月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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墳塋，主要構造通常有墓碑、墓肩、墓龜、墓桌、墓手與墓埕（墓庭）。葉

明邨墓塚形制，也包含：墓碑、墓桌、墓龜、墓手與墓埕等主要構造。（圖

2）各主要構造分述如下：

（一）墓碑

墓碑又稱「墓表」、「碑牌」、「碑心」，臺灣匠師稱為「墓牌」，為

墓的主要部分，求保存長久，通常以堅實之石材製成。18墓碑形式由一整塊

或數塊石材並列構成，正面稱為「碑陽」，平整而易於刻字，表面刻有墓銘

與死者官銜、諡號、生卒年月日及立碑者（後代子孫）等，並視死者身分而

刻有不同形式之紋飾；墓碑背面稱為「碑陰」，表面較為粗糙，但有利於與

墓龜接合。

葉明邨墓塚墓碑造型簡潔，根據現場量測，墓碑寬度54cm，厚度
12.5cm，外露於臺座以上達80cm，如計入臺度高度39cm，以及埋入地面約
8cm，整體墓碑高度約達127cm。19碑文文字簡潔，僅刻「眀邨葉公之墓」六

個字，無墓主堂號或郡望，亦無立碑日期、立碑者名字。（圖3之A）

墓碑所書「眀邨葉公之墓」，「眀邨」顯然是私諡。《文獻通考》：

「死諡周道也。疏云殷以上有生號仍為死後之稱，更無別諡，堯舜禹湯之例

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諡，故總云周道也。」而且「諡表其實行當由尊者所

為」20顯示自周代以來，直至清末，漢人因「生有生名，死有死名」，故墓

碑上所書為諡號，通常得自官方或由尊者、主祭者給名。根據《漢語大詞

典》，「諡」又書「謚」，故「諡號」亦書「謚號」，其義為：21

古人死後依其生前行迹而為之所立的稱號。帝王的謚號一般由

禮官議上；臣下的謚號由朝廷賜予。一般文人學士或隱士的謚號，

則由其親友、門生或故吏所加，稱為私謚與朝廷頒賜的不同。

18　蔡惠玉，〈臺灣日治時期鄉紳望族墳墓研究〉，頁76。
19　墓碑及墓肩、墓手等之測量，感謝計劃研究助理建築系碩士蘇俊安先生協助測量。
20　馬端臨，《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1987年），卷123，頁1111。
21　羅竹鳳主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1999年），卷11，頁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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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要取得官方給諡的資格，限制頗嚴，甚至官至極品也得諡不易；清朝給

諡尤其慎重：22

國朝優卹臣鄰，恩禮醰渥，惟身後給諡，最為矜重，故自開

國至道光朝，膺易名之典者，僅四百餘人，有生官極品而殁不得諡

者。自同治初，兩官垂簾訓政，凡階一品者皆予諡，後遂為定制。

也就是道光以前，即使一品官員也未必給諡。王得祿貴為一品大員，過世後

還須奏請應否予諡：「禮部奏請應否予諡，旨准其與諡。嗣奉圈出『果毅』

二字。」23王得祿因「旨准與諡」，故墓碑文可以寫：「賜諡果毅」。一般

人墓碑所書的諡號則是私諡。

「明邨」之「明」字，墓碑文書為「眀」字。「眀」字為早期明字的寫

法，根據《漢語大詞典》：「眀」同明，

其意有二：「賢明」或「聰明」。24根據

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明字又書成

「朙」字：「照也。从月从囧。凡朙之屬

皆从朙。」「从囧、取窗牖麗樓闓。明之

意也。」「古文從日」。25而「邨」字，

段玉裁稱此為：「地名。从邑。屯聲」

又：「此尊切。十二部。按本音豚。屯聚

之意也。俗讀此尊切。又變字爲村」；根

據《漢語大詞典》則：「邨同村」。26因此諡號「明邨」，字面意思是「賢

明的居村之人」。

22　徐珂，《清稗頪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505-506。
23　�姚瑩代撰，〈王得祿行述〉，《臺案彙錄辛集》，臺灣文獻叢刊第205種（臺北：臺銀經濟研究
室，1964年），頁309。

24　羅竹鳳主編，《漢語大詞典》，卷7，頁1190。
25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蘭臺書局，1977年）；「明」字在頁302，「邨」字在頁

317。
26　羅竹鳳主編，《漢語大詞典》，卷10，頁595。

C

D

E

B

A

圖3   墓碑與墓肩、墓龜、外溝等
說明： A ： 墓 碑 ， B ： 墓 肩 ， C ： 墓

桌，D：墓龜外環，E：外溝。



148

    65卷第3期

（二）墓肩

墓碑兩側以肩石增加墓碑之側向穩定，亦有人視之為墓碑的一部分。

葉明邨墓用於固定墓碑之墓肩呈圓弧狀，連結墓碑與墓手，雲頭部位簡潔之

曲線造型高度約31cm，往兩側延伸至墓肩，因此高度自雲頭逐漸降低至墓

手上緣。墓肩寬度與墓碑同為12.5cm，內側自墓龜周邊有約15cm收邊，用

以引導墓龜之排水。墓肩鑲嵌墓碑，這種鑲嵌式墓肩又稱為框面式墳頭，整

個框面式墳頭，寬度185cm、高度149cm。在臺灣的明代墳墓，原貌如何未

可知，因為許多明墓都歷經重修，這些重修過的明墓，其特徵在於碑牌與周

圍「連結成類似擋土牆或為蝦蛦婆式樣」。27葉明邨的墓碑和墓肩就是這種

「蝦婆式樣」。（圖3之B）

（三）墓桌

墓桌通常以石材雕成，用於放置祭拜時之祭品、香燭、鮮花等，另有

採磚砌構造之案例。明墓的墓桌通常較低矮，葉墓的墓桌有一較矮的墓桌在

下，此墓桌正面也刻有紋飾。不過，不知是否後來才安置，在此墓桌上，又

安放一塊長約一公尺，寬約0.6m公尺，高約10cm的石板，做為墓桌面。墓

桌與碑座結合，以增加墓碑正向之穩定性。（圖3之C）

（四）墓手

墓手外側亦有向外延伸之矮牆構造。墓手圍成的空間稱為明堂或拜堂，

依其位置由內而外稱為前堂、二堂、三堂，與外側墓埕連接，高程內高外

低。部分墓塚之明堂中央部位設有拜石，為祭拜或放置供品之位置。

葉墓墓塚之墓手，自肩石向外延伸，由兩組曲手（彎手）及一組伸手構

成，左右頭曲手圍出明堂之範圍。兩組曲手之長度分別為76cm與198cm，伸

手255cm，墓手高度約為48cm。

左右頭曲手圍成拜埕（明堂），左右二曲手圍成墓埕（外埕）。兩曲

手、一伸手之墓手均有嚴重之裂痕。

27　�廖倫光，〈臺灣傳統墳塚的地方性樣式與衍化研究〉（中壢：私立中原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
2004年），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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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墓龜

根據訪談匠師表示，葉明邨墓

塚於建造之時，應就是目前所見之

墓龜形式。28墓龜約佔墓塚範圍之三

分之二，縱向長度自墓碑起算至墓

龜環約450cm，橫向約381cm，整體
呈向西南傾斜形勢，與鄰近範圍之

地勢相符。墓龜表面僅以泥土覆蓋，故稍假時日，便雜草叢生，須經常除草

才能辨識墳墓之所在。墓龜無重修明墓常見，以水泥覆蓋的情形。

墓龜邊緣周邊以15cm的三合土收邊，是為墓龜環，又稱為墓龜內環；
內環以圓弧斷面溝槽收邊，形成墓龜造型。墓龜內環之外是為外溝，為深度

約10cm、寬度約67cm之圓弧斷面溝槽，此溝槽上尚有硬質鋪面，除了突顯
墓龜之造型外，主要的功能為墓龜中心部位之排水。寬大的外溝是乾隆早期

以前墓塚的特色。（圖4）
葉墓的墓龜外型為曲面，曲率變化平緩柔和、左右對稱，施工上頗具難

度，因此具有見證當時工藝技術水準之歷史保存價值。外溝邊緣，以同樣以

圓弧斷面溝槽圍砌，是為外環（墓牆），外環的功用包括匯聚、引導水流，

以及阻擋披山和外側的土石下滑，還有做為墳塚界限的用途。29

（六）墓埕

拜埕（明堂）寬度342cm、深度200cm；墓埕（外埕）寬度582cm，縱
深約360cm，高程較明堂低約5cm，與北段墓牆基部高差約46cm（即墓埕邊
牆之高度）。

墓埕側面通常設有后土，常見為豎立刻有后土字樣之石碑，通常放置在

外埕的1側或是墓埕邊。較講究之大墓，后土還另建有墓碑與墓手。葉墓之
外埕右側有一后土，為混凝土構造物，底部鋪設混凝土做為臺基，紅色的混

28　�請教兩位匠師，1位姓董，臺南人，從事墓塚石雕已18-20年；另1位姓張，臺北人，從事石雕
15-18年，均為資深匠師。

29　廖倫光，〈臺灣傳統墳塚的地方性樣式與衍化研究〉，頁103。

圖4  墓龜及墓龜內環、外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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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牆，上覆灰色的雙斜屋頂，后土前還做有水泥環形成的插香處。葉家稱

因為原有的后土遺失，所以在原先后土所在處，新做一個土地公廟形狀的后

土。（圖5）

（七）�望柱

葉明邨墓遠望最醒目之處，為其墓前有一對高達3.58m的石望柱。望
柱呈筆型，形狀秀美。明代墳塋石象生之制「一品、二品石人二，文武各

一，虎、羊、馬、望柱各二。三品、四品無石人，五品無石虎，六品以下

無」。30清代，官至二品以上「用石人、望柱暨虎、羊、馬各二，三品無石

人，四品無石羊，五品無石虎。」31比較明、清墳塋石象生之制的差別，除

了四品稍有不同外，大致相仿。六品以下，依規制應無石人、石羊、石虎、

石馬、石望柱等石象生。不過，在臺灣也有清代六品官以下的古墓，仍置有

石望柱者。如彰化縣和美鎮楊志申之母「誥贈六品安人肅惠李安人塋」，安

人是六品之命婦，墓前卻立有1對石筆，六品卻立石筆，是用以彰顯楊家的

功名與地位。32葉墓沒有石人、石虎、石羊、石馬，卻有1對石筆，應是和

彰化和美楊安人相同，官品為六品官，為彰顯其功名和地位，而立有石筆。

（圖6）

圖5   后土                                     圖6   一對石筆 

30　張廷玉等撰，《明史》，二十五史百納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60，頁152。
31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二十五史百納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100，頁

375。
32　陳仕賢，《臺灣的古墓》（臺北：遠足文化，2004年），頁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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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葉明邨墓的建材

（一）墓碑

墓碑材質為帶黑色角閃石顆粒之安山岩，俗稱「觀音石」，墓碑（碑

心）銘文為「眀邨葉公之墓」6字為陰刻，刻入表面約0.3cm，字跡尚清晰，

但因長期風化，字形稜角處已呈圓滑。

臺灣明墓碑的材質，通常為花崗岩；清墓碑後期富戶常見的石材為青斗

石。葉墓的墓碑卻是安山岩，又因為碑心和框面式墳頭鑲嵌處有水泥砂漿修

補的痕跡，故推測碑心也可能是原件重刻。

（二）�墓肩

一般墳墓之墓肩為石材，部分墓肩採用磚砌，表面再以水泥砂漿塗覆。

但葉墓之墓肩，為框面式墳頭。鑲嵌式墓碑的墓肩，採用三合土夯築，即三

合土加版築法形成，十分特殊。

（三）墓桌

葉墓之墓桌，以嵌入方式和墓肩及墓碑接合。墓桌的石材與墓碑不同，

為整塊質地堅硬的花崗岩石材形成，其長寬尺寸為111cm×62.5cm，厚約
10cm。花崗石材之下，由高約20cm的砂岩圍成桌腳，正面的桌腳，上面還

刻有紋飾。因年代久遠，砂岩上面已長滿青苔，不易看出材質，須磨去青

苔，才能辨認出其材質為砂岩。33

（四）墓手

墓手與墓龜的內環、外環均為三合土夯實而成。墓手所圍成之明堂、外

埕，其鋪面通常鋪設石材，葉墓之墓埕，其鋪面則為三合土鋪面，但此鋪面

已遭破壞，保存不多。墓手的現況則是有破損、裂縫。

（五）墓龜

33　感謝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建築科李盛沐老師、及嘉義大學通識中心李佩倫老師親臨協助鑑定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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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墓龜下方為放置靈柩之墓穴，深度四至五尺，表面覆土，或則於覆

土後再鋪上水泥或混凝土層，使表面更形穩固，同時也提高耐久性。葉墓的

墓龜是以泥土覆蓋，故容易長草，要經常除草。墓龜收邊的墓龜內環和墓龜

外環均為三合土夯築構成。墓龜內環、墓龜外環間的外溝甚寬，並以三合土

為其鋪面，鋪面堅實，有利於排水與管理維護，目前此鋪面保存甚為完好。

（圖4）

（六）墓埕

明堂（拜埕）和外埕，目前都被約厚度約10cm之黃土覆蓋，尚未整

平。墓埕表面硬質鋪面原為三合土形成，但破損甚多。

（七）望柱

葉墓之望柱為筆型，造型秀美，材質為花崗岩，望柱除筆形造型外，並

無任何雕飾。不過因年代久遠，花崗岩表面已滿佈地衣。

葉墓的最大特色是其墓主要為三合土結構。包括墓肩石、墓龜內環、墓

龜外環（墓牆）、兩曲手一伸手之墓手，均為三合土夯築；而外溝及內外埕

的鋪面亦為三合土形成。至於內部的壙穴是否亦由三合土構築，因未開挖，

無法知悉。

三合土又稱三和土，明人築墓常用三合土。宋應星在燔石石灰這一項

中，稱：「（石灰）用以襄墓及貯水池，則灰一分，入河沙黃土二分，用糯

粳米羊桃藤汁和勻，輕築堅固，永不隳壞，名曰三和土。」34明人王文祿則

稱：「灰隔法，三分石灰、一分黃土、一分湖沙，曰三和土。予偶閱一書曰

石灰火化糯粥水煮合築之，水火既濟，久久復還原性，結成完石」、「余築

二親墎，用糯米粥、純石灰、唐一庵」、「凡墎以三和土為得中制」。35

由此可知在還沒有水泥的年代，堅實的三合土，使用的功能甚廣。三

合土需石灰、土、和砂，此外還要「糯粳米羊桃藤汁」或「糯米粥」、糖水

34　宋應星，《天工開物》（臺北：廣文書局，1983年），卷中，頁1-2。
35　王文祿，《百陵學山》（臺北：新文豐，1985年），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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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煮。民國48年（1959），發現金門魯王塚之劉占炎，描述開挖魯王塚時：

「其壙四周及蓋，均係用特製之三合灰砌成，堅固異常」「由於壙塚係用特

製之三合土砌成（似用糯米滲入），堅固異常；經過兩小時又三十分不斷鑿

掘，才將壙蓋全部破開。」36至清代，三合土築墓室仍很普遍，道光年間的

臺灣道徐宗幹，在其〈堊廬雜記〉曾說：「三和土視磚壙為堅固」。37

三合土除了築墓外，也是清代臺灣常用來築牆或築城、築礮臺的材

料；例如臺灣第一座築城垣的城是諸羅縣城，因要求諸羅縣歸治，特准築城

垣，但此一清康熙43年（1704）始建的城垣，是以木柵圍築而成；雍正元年

（1723），改為土城；乾隆元年（1736）再改用三合土築城。此三合土築

城，一直持續使用約百年，至道光13年（1833），因民變及震災的破壞，才

再改用磚石築城。38光緒元年（1875），恒春建城，其城垣也主要是由三合

土建成。39

傳統版築城垣的三合土材料有：土壤、砂、石灰、糯米漿、海帶漿、黑

糖漿、麻絨（或稻殼）、桐油、鴨蛋白、水等10項。40臺灣傳統的三合土是

白灰、黏土、糖漿、貝殼粉、糯米漿、海菜、水等材料組成，一般作為砌築

打底用的材料，前5項的比例是1：3：0.4~0.5：1~2：1~1.5（體積比），不

同匠師用的配比或材料種類會不同。學者研究安平古堡的三合土材料有：糯

米、糖漿、砂、牡礪殼粉等；或者北線尾荷人海堡遺址有貝殼、蚵殼、紅磚

碎屑等。41

36　�查繼佐，《魯春秋》，臺灣文獻叢刊第118種（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61年），頁101、
103。

37　�徐宗幹，《斯未信齋雜錄》，臺灣文獻叢刊第93種（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18。
38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41種（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61年），卷2，頁

25；不著撰者，《臺灣府舆圖纂要》，臺灣文獻叢刊第181種（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63
年），頁201。

39　�屠繼善，《恒春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75種（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60年），卷2，頁41-
45。

40　�楊明人，〈恒春古城破壞原因調查與版築夯土城牆之研究〉（中壢：中原大學文化資產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7年），頁97-100。

41　�陳俊良，〈古蹟灰漿材料之配比與強度關係之研究〉（臺南：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4年），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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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葉墓的三合土究竟如何調配，不易探知，目前將墓龜三合土收邊

的墓龜內環及墓手三合土，經由電子顯微鏡（化驗儀器FEI Quanta 200 Envi-

ronmental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觀察，並化驗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1所示，數據顯示，墓龜內環含碳11.9%，墓手含碳15%，這一部分主要來自

糯米和糖水，糯米和糖水兩者的比率尚無法確定；其他元素（氧、鋁、矽、

鈣）來自石灰及黏土。

表1�葉明邨墓三合土SEM/EDS（表面觀察/元素分析）檢測報告

重量(%) 碳(C) 氧(O) 鋁(A1) 矽(Si) 鈣(Ca) 鉻(Cr)

墓龜內環 11.9 17.0 2.93 13.00 14.6 1.12

墓手 15.0 21.2 1.94   6.83 22.8 0.98

資料來源：委請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生吳靜怡檢測分析

葉墓遵古法，用大量三合土造墓，在今日臺灣古墓中亦甚為少見。古樸

古墓，加上高大的筆柱、框面式墳頭、曲率優美的墓溝等，使葉墓兼具文化

和藝術價值。

參、水牛厝的傳說和葉明邨的關係

葉明邨墓形制古樸，其墓如墓碑長寬及墓碑文簡潔的寫法等，固然有明

墓特色；但較寬的墓外溝及墓碑為安山岩材質、不書朝代，又具清初特色。

探訪葉氏後人並查考地方傳說，顯示葉明邨為明末清初的在臺人士，並且和

水牛厝的開發關係密切。

一、水牛厝地名的傳說

今日太保市的北新里、南新里一帶，日治時稱水虞厝，包含水虞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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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水虞厝2保兩部分，清代則稱水牛厝。若根據日人調查的《臺灣土地慣

行一斑》，水虞厝庄、過溝庄，始墾於清乾隆初年，由臺南府城人名叫葉五

祥者，向官府請墾埔地，而後將大多數土地，以定額租的方式租給眾佃。42

但是康熙年間《諸羅縣志》早已出現北社尾陂流灌水牛厝的記載：「北社尾

陂在縣治西北。灌北社尾、水牛厝兩庄。康熙47年，莊民合築。」43足以證

明水牛厝庄頭，至少在清代康熙末年已存在，並非遲至乾隆初年才開發。

傳說中，水牛厝拓墾更是早在鄭氏時期。水牛厝地名由來，傳說有三

種：其一，因該庄有一陂，其形狀像頭水牛，水牛腳伸向庄內，水牛厝因陂

形而得名。其二，因該庄之水陂中有金水牛一頭，民眾在陂水中放牛時，經

常在數牛頭數時會多出一頭，居民咸稱所多出的牛就是金牛，於是村民建廟

奉祀金牛，水牛厝因金水牛而得名。其三，鄭氏之部將葉覲美曾帶八頭水牛

屯兵於此，後人因水牛寮在此，因而得名。44事實上，水牛厝昔日確有一水

陂，此陂今日大部分已填平，殘餘水埤在農村文物公園內，因水陂已不存

在，無法確認其形是否如水牛。農村文物公園內，今建有水牛館，水牛館創

立的沿革，即綜合後面兩種說法，認為當年葉覲美帶來臺灣協耕的水牛，因

操勞過度而病斃，先民感念水牛「生而與人共甘苦，力竭而亡應厚葬」。牛

隻安葬後，常混於群牛中出現或現身田間，村民敬稱為「牛神」，戰後遂建

有「牛將軍廟」。45第3種傳說和漢人開發史，以及葉明邨相關。

在地方傳說中，水牛厝的拓墾，和「鄭氏部將葉覲美」關係密不可分，

根據耆老口述的傳說：46

（鄭成功入臺時）鄭氏部將葉覲美率軍屯田於水虞厝，並由福

建之泉州、漳州、永春、莆田等地招募移民參加墾殖，將虞溪（即

42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臺灣土地慣行一斑》，第1編（臺北：編者自印，1905年），頁106。
43　周鍾瑄，《諸羅縣志》，卷2，頁39。
44　�水牛館沿革取自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嘉義縣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
年），頁21-22。

45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嘉義縣鄉土史料》，頁51。
46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嘉義縣鄉土史料》，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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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稠溪）以南數千公頃荒地拓成良田。孤忠耿耿之葉將軍與節孝義

行之繼室蘇氏，於「葉氏宗祠」所懸掛寧靖王頒賜「欽忠節孝」扁

額，以（已）名播遐邇。與蘇氏生育一子，特取名「明邨」以紀念

「屯田」事蹟；後屯田制度取消，追隨葉氏之軍士均留於此，並與

義民從事墾殖；葉明邨則定居水虞厝，乃為葉覲美來臺二世祖。

此傳說，和水牛厝開發相關的重點有三：其一，水牛厝為鄭氏屯田軍所開

發；其二，最初率軍屯墾者，為鄭氏部將葉覲美，也是水牛厝葉家開臺第一

代；其三，為紀念屯田，葉覲美將軍把與繼室蘇氏所生之子取名為明邨。墓

主葉明邨是否葉覲美之子，又葉覲美是否鄭氏故吏，影響墳塋的歷史價值。

以下將由文獻及史料，釐清上述傳說中，水牛、葉覲美、蘇氏、葉明邨的歷

史性和傳說的關係。

17世紀初始，臺灣尚無牛隻。荷治時，臺灣為原住民社會，平埔族的男

人原來主要的工作是打獵和打仗，女人才下田，但荷人希望能引進耕牛，以

便教導平埔族男人如何使用牛和犁，以符合基督教男人力農的社會傳統。牧

師倪但理（D. Gravius）因而一口氣引進121頭耕牛，30隻先推銷給蕭壠社，

讓他們用以犁田，其他的牛也打算銷售出去。47但是平埔族男人對耕田一向

興趣不高，牛和犁之操作又非女性體力所能負荷，以致荷人必須半強迫的強

力推銷。而後荷人野放牛隻生息，導致山有野牛，清康熙末、雍正初時，

黃叔璥曾稱：「山有野牛，民間有購者。眾番乘馬追捕，售之價，減熟牛一

半」。48這一則文獻顯示，直至清領時期，平埔族的男人比起耕田，更有意

願從事馴熟野牛的工作。荷治至清領之初，因荷人有系統的引進黃牛，並使

野放孶生，黃牛數漸多。

水牛和黃牛外形有別：「黃牛角縮而短悍，水牛豐實而重遲。」陳小

厓〈外紀〉曾記載，荷治時，南北二路設牛頭司，公牛閹割後可幫忙農耕，

47　Willia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London: Kegan Paul, 1903), pp. 248-249.
48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4種（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57年），卷5，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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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牛則野放生息，此即上述之黃牛。周鍾瑄認為「近年水牛載自內地，亦漸

孳；儇捷則黃牛為先，任重致遠膛乎後矣。」49顯示荷人先引入黃牛，而後

隨著漢移民日增，漢人亦引入水牛，清領後，水牛數量才漸多。

一般水牛、黃牛功能不同，研蔗用水牛，黃牛可耕田、代步；駕車則

二牛兼用。50其實在荷治時期，臺灣已開始製糖，因水牛較能吃苦耐勞，深

受來自華南的漢人喜愛，所以來自華南的水牛，也隨著研蔗的需求漸移入臺

灣。葉家祖厝所在，原名水牛厝，地名的產生，顯示此處可能部分如傳說所

述，是鄭氏時漢人引入水牛屯田所在；也可能早在荷治時，漢人已引入研蔗

水牛，本處因為是水牛集散地而有水牛厝之名。嘉義市有蘭潭（紅毛埤）、

王田里，顯示荷治時已引進漢人墾耕公司田，當時漢人引進水牛也不是不可

能。今日水牛厝有角頭名為牛埔，應為當年牛隻放牧區。

至於耆老傳說中，當年招募泉州、漳州、永春、莆田等地移民來臺墾

殖，甚至引水牛入臺協耕者，為鄭氏部將、也是水牛厝開臺祖葉覲美。要確

認這一部分，首先必須先研究水牛厝葉氏祖厝及其家族。

二、水牛厝葉氏祖厝與其家譜

水牛厝葉家之葉氏祖厝簡稱為「葉祖厝」，根據日治時的調查，昭和8

年（1933）相良吉哉編纂之《臺南州祠廟名鑑》稱葉祖厝為「葉觀美館」，

其記載有：51

葉觀美館

所在  太保庄水虞厝

教別  儒教

祭神  葉青龍、葉青龍之子孫、蘇媽祖、洪媽祖、楊祖媽、葉

49　周鍾瑄，《諸羅縣志》，卷10，頁229、卷12，頁297-298。
50　�王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03種（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61年），卷1，頁39；

李丕煜，《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24種（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61年），卷7，頁
112。

51　相良吉哉原書「葉觀美館」疑為筆誤。譯自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頁27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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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祖

創立  二百五十年前

信徒  約百人

例祭   舊曆一月十一日、八月一日、八月十三日、十一月十八

日、十一月廿九日、十二月十二日

管理人  太保庄水虞厝  葉盛

財產  祠廟建地0甲6066

沿革  本廟是在距今約二百五十年前，由葉青龍之子葉明邨所

建立。            以葉青龍及其子孫為祭神，是當地葉姓的祖

廟，其後在距今約百年前，由同姓中名為葉廷者，向族

人募款進行第一次的修繕。明治三十九年因蒙受大地震

震災，遂由葉房生向族人發起募捐，集得工費一千八百

圓，於明治四十三年進行大修築。明治四十五年時，因

為水災而受損，由葉盛發起，募集三千圓，又再大規模

修築。

根據日人調查所稱的「葉觀美館」，對照耆老口述，「葉觀美」應是耆老口

中的「葉覲美」，祖厝應是「葉覲美館」。其祭神（祖先）為葉氏祖厝的開

臺祖「葉青龍、葉青龍之子孫、蘇媽祖、洪媽祖、楊祖媽、葉朝祖」，顯示

祖厝為開臺祖葉青龍之子葉明邨所建，葉青龍之妻有洪氏、楊氏、葉氏。

葉祖厝的記載，仍可見之於昭和13年（1938）曾景來所著《臺灣宗教と

迷信陋習》1書，其後的附錄〈臺灣寺廟總覽〉記載：「東石郡太保庄�公厝��

水虞厝五六四��葉亨龍」。52由住址來看，此公厝即是葉覲美館無誤，今日

葉祖厝（公厝）即在此址。記載的祭祀主神，和相良吉哉的記載稍有不同，

不是葉青龍而是葉亨龍，顯然，此葉亨龍或相良吉哉所記之葉青龍，皆是用

以稱水牛厝第一代的開臺祖。

52　曾景來，《臺灣宗教と迷信陋習》（臺北：臺灣宗教研究會，1938年），頁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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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葉祖厝供有一上書「大明」「顯考大中大夫葉府君神位」的祖先牌

位。（圖7）牌位稱祖先「葉府君」之職位為「大中大夫」；依牌位順序，

「葉府君」有3妻，依序為：洪氏、楊氏、蘇氏。此牌位和上述《臺南州祠

廟名鑑》對照，顯示葉「府君」即葉青龍，而洪、楊、蘇氏，即祭神中，葉

青龍之配偶「蘇媽祖、洪媽祖、楊祖媽」。

《臺南州祠廟名鑑》稱葉氏祖祠是「在距今約二百五十年前，由葉青

龍之子葉明邨所建立。」相良吉哉的調查報告為日治昭和5年（1930）至8年

（1933）間進行調查，報告中稱葉覲美館始建於「250年前」，回溯250年，

此家廟興建年代應為明永曆34年（1680）至永曆37年（1683）間。不過，根

據葉家族譜，葉明邨生於明永曆34年（1680），所以如果葉覲美館為葉明邨

所建，則其興建年代勢必在清康熙末，即18世紀以後。

圖7  水牛厝葉祖厝的祖先牌位（左為照片，右為照片之錄文）

綜合以上，可知葉家來臺第1代祖，其名為葉青龍（或葉亨龍），葉覲

美（葉觀美）館的「葉覲美」應只是家族祭祀公業的名稱。至於葉青龍是

否如葉家祖祠祖先牌位所書「大中大夫葉府君」曾任明代大中大夫？明朝供

封贈的文官散階有42級，共九品，大中大夫官居從三品，命婦之號應為「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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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53祖先牌位稱其「府君」為大中大夫，但其配偶卻逕稱「夫人」而非

「淑人」。要釐清這樣的疑問，尚需其他史料佐證。

研究水牛厝葉家，除了日治時期的調查記錄外，還有更直接的史料。

民國97年（2008）筆者因撰寫《太保市志》歷史篇，曾拜訪太保市水牛厝葉

祖厝，獲知葉氏祖廟收藏有1塊墓誌銘。54（圖8）此墓誌銘由有會試副榜與

舉人功名的諸羅縣儒學教諭盧觀源撰文。55墓誌銘主人為葉明邨的繼室李氏

儉勤：「安人姓李氏為��贈公葉明邨先生之繼室」。墓誌銘稱葉明邨為「贈

公」並逕稱其諡號，故知葉明邨早於李氏亡故。此一墓誌銘是釐清葉明邨家

族史的重要史料。

圖8  水牛厝葉家祖廟所收藏葉門李氏之墓誌銘

53　張廷玉，《明史》，頁181。
54　�2008年3月2日，與嘉義大學中文系王玫珍副教授訪問水牛厝葉氏祖廟，承蒙總幹事葉德銘先生提

供收藏於祖廟內，葉明邨繼室李氏的墓誌銘。
55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21種（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62年），卷3，
頁167：「盧觀源，壬申舉人，甲戌明通榜．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任（諸羅縣教諭）」，會試副
榜稱「明通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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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門李氏墓誌銘近1,200字，書於石板的正、反兩面。正面最前面「皇

清」2大字，及其下3行每行7字「勅封安人享壽六十四齡顯妣儉勤葉門李氏

墓誌銘」共21字，合計23字為篆文。其後楷書之內容，除將上述篆文以楷書

再寫一遍外，首先敘明撰文、篆蓋、書丹者；而後敘及李氏于歸前，葉明邨

的父母及葉明邨室家概況；再其次敘明李氏于歸後，侍奉或祭掃翁姑善盡孝

道、善視前室幼兒、協助其夫創業置產、鞠育兒女、設置蒸嘗的婦德；最後

以三男九孫的教養成果及贊銘做結。（墓誌銘詳細內文，詳見附錄）

根據墓誌銘分析，銘文中稱述葉明邨的父、母：「贈公先世為同安人，

乃父參政公暨諸太母，曾僑寓東寧。」如前所述，祖先牌位書開臺祖官位

為「大中大夫」但其配偶卻逕稱「夫人」；墓誌銘則稱葉明邨之父為「參政

公」其諸母僅尊稱「諸太母」未見當有其他封贈之命婦稱號。根據《漢語大

詞典》「參政」為官名：「官名。宋代參知政事的省稱，為宰相的副職。元

于中書省、行中書省皆置參政，為副貳之官。明于布政使下置左右參政。清

初，各部也設參政，後改侍郎。」56不過明代大中大夫常為封贈之虛銜，如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祐之祖父、父親即因劉祐之貴，而受贈「大中大夫浙江

布政司右參政」。57若從牌位及墓誌銘稱呼來看，葉明邨之父在鄭氏時不曾

是武官；也或許撰文者諱言葉父曾任鄭氏之中級文官，但由稱呼無法證實葉

明邨之父鄭氏時曾有任何官職。

此墓誌銘又稱：「贈公乃父參政公暨諸太母曾僑寓東寧，而復歸於故

里」。東寧即臺灣，明永曆15年（1661）鄭成功到臺灣時，以赤崁為「東都

明京」總名臺灣為「東都」；鄭經嗣位後，改東都為「東寧」。58可知葉青

龍（亨龍）在鄭氏時期已居住臺灣。據水牛厝葉家族譜記載，葉明邨本名葉

英弼，生於明永曆34年（1680）卒於清乾隆20年（1755），墓誌銘之記載，

56　羅竹鳳主編，《漢語大詞典》，卷2，頁842。
57　�葉向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公祐墓誌銘〉，收錄於焦竑編，《國朝獻徵錄》（臺北：明文，

1991年），卷63，頁112-241。
58　蔣毓英，《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卷1，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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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再度確認族譜中葉明邨之出生年。59葉青龍「而復歸於故里」時間不

詳，從年代推估，應是在明永曆37年（1683）鄭氏降清以後，亦即葉明邨

約4歲左右，葉家返歸故里。墓誌銘又稱：「贈公為蘇太母誕生未彌月而失

恃，自嬰孩以逮成立惟藉楊太母之携持」，可知葉明邨之生母蘇氏於生下葉

明邨後，嬰兒尚未滿月，蘇氏即在臺灣過世，由母輩楊氏撫育長大。�

墓誌銘亦稱：「安人事贈公於東寧」、「參政公與諸太母、並贈公之元

配吳安人相繼在同邑卽世，而贈公始委禽於安人」。可知葉明邨隨父歸故里

後，在故里長大，並娶妻吳氏，育有1子名圭璋；而後，在其父、諸母、元

配吳氏過世後，葉明邨才又回到清領下的臺灣，並再娶李氏為續弦。由此可

確認葉明邨之父葉青龍是水牛厝葉家的開臺祖，但清領後攜子返鄉，又逝於

故里，故葉明邨雖是來臺第2代，但其墓卻是水牛厝葉家的祖墓。

根據李氏墓誌銘，葉明邨前後娶2妻1妾，生有3子。長子圭璋，為葉明

邨在原鄉之元配吳氏所出。吳氏亡故後，葉明邨隻身來臺續娶李氏，留在

原鄉之圭璋，成年後亦來臺，但在其尚年幼時，因「慮元配所生圭章幼冲，

勸贈公置側室石孺人」，繼室李氏主張娶妾石氏以便照顧圭璋，石氏而後僅

生1女。繼室李氏生2子2女，次子璿玉、三子邦瑞皆為李氏所出。水牛厝葉

家後裔目前多稱其為三子邦瑞之後人，記載邦瑞生於「雍正壬子（雍正10

年）」卒於「乾隆癸巳（乾隆38年）」，推估葉明邨再度來臺時間，應是康

熙末年。

墓誌銘稱璿玉「由歲貢生授州司馬，先安人一年卒」，查余文儀《續修

臺灣府志》，葉璿玉是「例貢生」「即用州同」。60顯然葉璿玉是捐貲的例

貢生，並非歲貢生，而州司馬就是同知的雅稱，符合「即用州同」之稱。61

《同安縣志》「清封捐」有：「葉英弼，從順里人，鄉飲賓，以子璿玉尊例

59　�2008年4月12日，拜訪當時78歲之葉煌實老師，承他提供部分葉氏先人家譜。據葉氏家譜「葉明
邨本名英弼，字愧悅，號明邨」。不過明邨應是諡號，而非其生前之名號。

60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12，頁468。
61　周鍾瑄，《諸羅縣志》，卷9，頁185：「又或以輸財為例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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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公，贈儒林郎。」62由此可知，墓誌銘稱葉明邨為「贈公」，是乾隆20年

(1755）葉明邨過世時，因其子而受贈「儒林郎」。儒林郎為從六品，葉明

邨受贈「儒林郎」時，其妻李氏尚未過世，同時受封六品命婦「安人」。李

安人卒於「乾隆辛巳年十二月十二日」，辛巳年即乾隆26年（1761），根據

墓誌銘，璿玉已先她1年過世。

因為「明邨」是諡號，所以並非如傳說，其父為他取名明邨：「特取名

明邨，以紀念屯田」，而且如前所述，葉青龍（亨龍）亦非武官，故和「屯

田」無關。如前所述，「明邨」字面上的意思是「賢明的居村之人」；不

過，或許也可以從「人在曹營心在漢」的角度，對於生於鄭氏時期，卻死於

清朝者，墓碑不願書皇清，又不能書皇明，其諡號有一「眀」字，或許可彌

補其遺憾！若以此解釋「眀邨」，則暗含有「居住明朝人屯聚所在的人」，

但應沒有屯田的意思。葉明邨墓碑是否為原件，目前尚無法證明，但根據口

訪及簡潔的碑文，可推知若是重立，也應是原文重刻。

李氏墓誌銘稱水牛厝為水娛厝：「爰置產宅於諸羅水娛厝」。但林

爽文事件時，於乾隆52年（1787）義民軍在柴頭港追捕林黨：「追至水牛

厝地方，鳥槍打死賊匪數十人。」63庄頭名稱為「水牛厝」；且乾隆45年

（1780）本地一張典契抄本亦稱庄名為「水牛厝」，內容如下所引：

立典契字人水牛厝庄葉拱琦，有承祖父鬮分應份園壹段，坵

數不計，坐落在水牛厝庄西南勢。經丈壹甲參分，年納業主大租穀

陸石伍斗道。東至溝漕；西至王家田；南至葉家園宅；北至溝漕，

四至明白為界。今因乏銀別創，願將此園出典，先盡問房親人等不

欲承受，外托中引就向與本庄許榮管出首承典。三面言議，時值價

銀壹佰陸拾大員正。其銀即日仝中交收足訖，隨即將園踏明界址，

付與銀主前去起耕，掌管招佃耕作，收租納課，不敢阻擋異言生

62　吳錫璜纂，《同安縣志》（臺北：成文，1967年），卷15，頁538。
63　�敕撰，《欽定平定臺灣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02種（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61年），卷

19，頁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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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保此園係是琦鬮分應份之業，與別房人等無干，亦無重張典掛

他人，以及拖欠大租，來歷交加不明等情。如有此情，琦自出首抵

當，不干銀主之事。限不拘年，聽琦備齊契面銀贖回原契，銀主不

得刁難。此係二比甘願，各無抑勒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合

立典契字壹紙，付執為照。

即日仝中親收過典契面銀壹佰陸拾大員正，完足再照。

批明：其上手契併鬮書有帶別業，難以開拆，內又有四房公祖

墳一穴一圍，莿仔為界，後日此園不能行葬，再照。

為中 族侄 浦生

知見 胞兄 振瑞

乾隆肆拾伍年貳月  日                                            立典契人 葉拱琦

一批明：嘉慶拾壹年十二月抽出一半，陸分五厘，典與胞兄榮

笛，價銀玖拾大員足正，批明再照。

圖9 乾隆45年（1780）典契抄本

資料來源：�〈嘉義廳嘉義西堡葉鲶申請取消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
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4417030（本圖影像檔號：000044170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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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乾隆年間，官方乃至契約文書仍稱地名「水牛厝」，但民間甚至出

自諸羅儒學教諭之手的墓誌銘，亦曾自稱該庄之名為「水娛厝」。同治年間

的方志，如《臺灣府輿圖纂要》也稱本地隸屬嘉義西保之「水娛厝莊」。64

或許認為「水牛厝」名稱不夠雅，而音轉稱地名為「水娛厝」，日久漸稱為

水娛厝吧！日治後，明治37年（1904）所繪製的《臺灣堡圖》，則將水牛厝

地名改書為水虞厝。不管如何，都是取自「水牛厝」之諧音的名字。

葉明邨墓為水牛厝葉家的祖墓，也是印證漢人早在鄭氏時已拓墾嘉義

地區的重要古蹟。根據墓誌銘及水牛厝葉家祖先牌位，水牛厝葉家來臺第1

代至第4代的系譜，如圖10所示。水牛厝葉姓族人咸稱他們來自「九房」之

後，此「九房」有人解釋是「共九房」，也有人解釋是「第九房」。從圖10

觀之，此「九房」是「共九房」，亦即今日水牛厝葉家，他們都是圭璋、璿

玉、邦瑞所傳下之9房的後嗣，此9房即是葉明邨（英弼）的9孫。（圖10）

應是此時始鬮分家業，上

述乾隆45年（1780）葉拱

琦的典契，稱其園為「承

祖父鬮分應份之業」且其

鬮書含「四房公祖墳一穴

一圍」故知葉家遷臺第4

代鬮分（應分9房）後，

葉拱琦屬第4房派下，則

葉拱琦應為葉家遷臺第6

代。以乾隆45年（1780）

即有成年之第6代而言，此第4房或許為較年長之圭璋的後人。

64　不著撰者，《臺灣府輿圖纂要》，頁233。

圖10  葉青龍（亨龍）來臺至第4代分9房的家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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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蓮溪葉氏源流

水牛厝葉家族譜稱葉家來自「福建泉州府同安縣四、五都，從順里亨尼

保享埧鄉人」，上述《同安縣志》亦稱葉英弼是從順里人。口訪葉家族人多

稱自己來自「同安」，也告知水牛厝小埔仔公墓，其墓碑郡望多書「同安」

或與同安諧音的「同鞍」。65《閩書》有「從順里（宋永豐鄉）四、五都。

山曰洪巖，溪曰小同」、「小同溪，發源洪巖山，東過達川橋，至亨泥村入

海」66查看同安縣志方括圖，亨泥村位小同溪河口。（圖11）即今日廈門市

同安區美人山水庫附近，查看原址，今亨泥村似乎已成荒埔，顯示原村落今

日已散庄。

圖11  同安縣方括圖上的泉州亨泥村與google maps上亨泥村的位置

��資料來源：左圖取自吳錫璜纂，《福建省同安縣志》，頁33。右圖則取自google maps。67

不過，檢視葉明邨之妻李氏的墓誌銘，水牛厝葉家來自「從順里亨尼

保享埧鄉」的族人，應是來自廈門蓮坂的葉家。李氏墓誌銘撰文者是當時諸

65　�2013年2月3日上午，在葉家宗祠訪問葉家耆老，生於民國32年之葉火生稱其祖先墓碑之郡望書同
安或同鞍。

66　何喬遠，《閩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卷11，頁257、卷12，頁276。
67　吳錫璜纂，《同安縣志》（臺北：成文，1967年影印1929年鉛印本），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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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縣的儒學教諭盧観源，至於「篆蓋」及「書丹」者，皆為葉明邨的族人：

「鄉進士授修職郎汀州府武平縣儒學教諭陽夫弟葉翥頓首拜篆盖」、「鄉進

士文林郎揀選知縣陽夫侄孫葉世俊頓首拜書丹」。固然，古人撰墓誌時，受

託人同姓不同宗也常自稱「年家弟」或「愚侄」，不見得就是墓主的姻親故

舊；68不過，自稱「陽夫弟」的葉翥，和「陽夫侄孫」葉世俊，看起來輩份

井然，而且二人皆為廈門蓮坂之蓮溪堂葉家。

查方志，葉翥為清雍正丙午年（1726，即雍正4年）之舉人，《同安縣

志》稱：「葉翥，榜姓沈，蓮坂人，任武平教諭。」69可知葉翥是蓮坂人，

因榜姓沈，所以《同安縣志》又稱其名為葉沈翥，頗有文名：「葉沈翥，字

季翔，少穎異。雍正丙午鄉貢，補武武平教諭，清儉自持，縣令章文瑗集古

贈之。有舉代推高潔，儒林得異才之句，尋以老致仕，卒年八十有二。」葉

明邨侄孫葉世俊則是：「葉世俊字秀凡，廈門人，三十一年丙戌挑選二等福

清訓導。」70《同安縣志》稱葉世俊為廈門人。蓮坂在廈門島上，可知水牛

厝葉家祖籍和蓮坂、廈門相關。

明、清時期，廈門屬泉州府同安縣轄下之嘉禾里；今日則相反，昔同

安縣治為同安區，均屬廈門市。水牛厝葉家自稱來自「同安」，民國102年

（2013）3月，調查水牛厝的公墓，當地人稱「小埔仔」公墓，計數約192座

墳墓，抄錄其墓碑姓氏，以及墓碑之郡望，統計資料如表2所示。其中葉姓

有70門，佔小埔仔墓葬者姓氏的36％。葉姓中，有二門直書皇清（其中有

一門皇清外，尚且書郡望「銀同」），二門書皇日或皇民，三門書堂號「南

陽堂」，其他所書郡望：銀同者14、同安者27、東鞍14、連板8。銀同、同

安、東鞍皆指同安；「連板」，實為「蓮坂」之誤。姓氏不明者，有一門亦

書「蓮溪」，而廈門的葉家實屬蓮溪堂。總之，由「小埔仔」公墓之墓碑可

知，水牛厝葉氏有八成書其郡望為「同安」有一成多書「蓮坂」或「蓮溪

68　何丙仲，《廈門石刻擷珍》（廈門：廈門大學，2011年），頁190。
69　吳錫璜纂，《同安縣志》，卷15，頁498。
70　吳錫璜纂，《同安縣志》，卷28，頁931、卷15，頁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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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同安亨泥村之葉氏，應是同安蓮溪堂葉氏之分支。

表2���水牛厝小埔仔公墓墓碑姓氏統計

姓氏 葉 林 陳 黃 王 李 許 賴 呂 董 謝 楊 劉 侯 盧 童 蘇 其他

數量 70 17 14 13 11 8 8 6 5 5 5 4 3 3 2 2 2 14

*����其他為碑文糢糊不清者3門，11門：何、范、超、丁、游、鄭、莊、溫、羅、鍾、薛皆
只一姓。

根據《蓮溪葉氏家譜》（圖12）與《臺灣區姓氏堂號考》的記載，葉姓

在臺灣的分布主要可分為兩支，1支為福建省興化府仙遊古瀨葉氏，另一為

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蓮溪葉氏。71水牛厝葉家屬廈門蓮坂葉氏，此為福建省

泉州府同安縣蓮溪堂葉氏的分支，故以下家譜的敘述，以福建省泉州府同安

縣蓮溪堂葉氏為主。

圖12  蓮溪葉氏家譜

資料來源：葉金全監修、唐羽纂修，《蓮溪葉氏家譜》，頁24-25。

71　�葉金全監修、唐羽纂修，《蓮溪葉氏家譜》（臺北：編者自印，1985年），頁1；楊緒賢編撰，
《臺灣區姓氏堂號考》（臺北：臺灣新生報社，1979年），頁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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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溪葉氏家譜》將內容缺字甚多的〈蓮葉本紀〉整理成〈蓮溪葉氏源

流〉，其中述及原居河間府之葉文炳，在南宋時南遷入閩：72

始祖文炳公，字晦叔，號五郎，祖居河間府，生三子顏、頤、

顒。長次皆不仕。三子顒，宋高宗年號紹興中，登進士第，宦游京

師，時遭金虜南侵，朔地雲擾，議欲遷而避之，未得其寧止之方。

顒友監生劉上舍，清漳人也。指示其途，遂舉家依焉。甫二歲，而

五郎卒，卜地於龍溪縣平和里葉浦社塋墳。

葬畢，有同安縣嘉禾里往弔者，遂招與之移居於同，囑其次子

元淵道；其鄉山川仁厚，稱形勝之地，乃將原買五郎墳塋祭掃之資

辭去，移居銀邑嘉禾里浦源。

以上敘述，認為蓮溪葉氏的入閩開基始祖為葉文炳，又號五郎，原居於

現今河北地區，育有3子，分別是葉顏，又號十二郎；葉頤，又號十三郎；

以及葉顒，又號十四郎。後3子葉顒高中進士，卻逢戰亂，遂由朋友介紹，

遷往漳州府龍溪縣。而後在其父葉文炳過世後，又接受弔唁者建議，囑其次

子元淵攜家移居同安嘉禾浦源。

〈蓮葉本紀〉缺文部分，根據臺北市全臺葉氏祖廟網路貼文，〈蓮葉本

紀〉記載葉元淵在南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初遷浦源，旋遷往蓮坂：73

（葉顒次子元淵）渡江之日，長幼童僕三十四人，是歲隆興元

年（1163）正月念日也，次年將市木築座術者云，浦源平陸不如蓮

坂寬曲，背有金山起伏有八，前有鳳嶼波平飛舞，左右龍虎盤環交

會，中有蓮溪清勝尤珍。所云三公不以易也，於是銳意而經營之，

落成之日，乾道乙酉年（1165）菊月既望也。

72　葉金全監修、唐羽纂修，〈蓮溪葉氏源流〉，《蓮溪葉氏家譜》，頁11。
73　�詳見〈葉姓源起〉（2009年11月27日），收入「財團法人臺北市全臺葉姓祖廟」網站http://www.

yehs.org.tw/chhtml/content.asp?id=23&mcid=144（2013年12月19日點閱），原文標示為宋孝宗淳
熙8年春永嘉王十朋序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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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譜系中，對於葉文炳之長子葉顏（十二郎）並未多著墨，只敘述葉頤

（十三郎）、74葉顒（十四郎）共同遷徙廈門蓮坂，可視為蓮溪葉氏的第2

代，廈門蓮坂的第1代開基祖。第3代則為葉頤長子元潾，又號十五郎。

不過，根據吳奕德的研究，他分析由葉顒的行狀、墓誌銘等史料所呈

現葉顒的本籍、父母及兄弟姓名和《蓮溪葉氏家譜》有別，而認為「僅從族

譜判斷，蓮坂葉氏與葉顒家族之間的血緣關係很難確認。」75倒是葉文炳次

子葉頤這一支脈絡清楚，這一支系是蓮坂葉氏重要的一支。吳奕德調查：

「到清初，蓮溪葉氏已經發展到仙岳、西郭、東山、枋湖、後坑、嶺下、嶼

後、竹坑湖、西林、西山、埭頭、浦南、雙涵等17個自然村，連同『母社』

蓮坂，有『十八鄉正派同堂』之稱。他們繁衍生息，從事漁農工商，各業興

旺。」不過，吳奕德的研究亦指出，住在蓮坂的葉氏不僅只蓮溪堂葉氏，還

有也住蓮坂的「征瑞堂」葉氏，高雄旗後的葉德水家族就屬於「征瑞堂」葉

氏。76

在《同安縣志》中，蓮坂葉家頗為著名，如明正統13年（1448）進士葉

普亮、崇禎13年（1640）進士葉翼雲皆為嘉禾蓮坂人。葉翼雲和盧若騰皆為

同年登科之進士，葉翼雲曾任吳江知縣、吏部清吏司郎中，而後「以親老，

乞歸。」77明永曆2年（1648）春，鄭成功取同安，以葉翼雲為知縣，秋八

月清兵總督陳錦破同安，葉翼雲不屈而死，清軍屠城五萬餘人。78是役，翼

雲與其弟翼俊，及姪伯奮、伯熊皆同殉難。翼雲另有一姪啟蕤，曾任漳州

通判，清軍入閩後也和翼雲倡義同安，城破遁隱16載才亡故。明崇禎15年

74　�民國51年（1963），烏林葉十三郎墓被廈門市人民政府公布為第一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當城市
建設危及墓地之時，葉氏族人奔走呼籲，終得保留墳塋，並捐資重修。而在族譜卷末所附咸豐時
期春冬祭文中，更以葉頤十三郎及其長子元潾為主祭對象。民國90年（2001）被公布為廈門第一
批涉臺文物古蹟。廈門市臺灣藝術研究所編，《廈門涉臺文物古蹟調查》（福州：福建美術出版
社，2003年），頁61；吳奕德，〈旗后新泰記葉家之研究〉，《文化資產保存學刊》（臺南：文
資中心，2010年），第13期，頁20。

75　吳奕德，〈旗后新泰記葉家之研究〉，頁21-23。
76　吳奕德，〈旗后新泰記葉家之研究〉，頁23-24。
77　�吳學璜纂，《同安縣志》，卷15，頁470；周凱，《廈門志》，臺灣文獻叢刊第95種（臺北：臺

銀經濟研究室，1961年），卷12，頁494-495。
78　夏琳，《閩海紀要》，臺灣文獻叢刊第11種（臺北：臺銀經濟研究室，1958年），卷上，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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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之武舉葉爵，曾任南京參將，後死難於許灣。79

《同安縣志》有葉翼雲、葉爵、葉沈翥，甚至葉英弼、葉璿玉之記載，

卻無葉青龍或葉覲美之傳或記。當年清兵破同安城後，血洗同安城，而後

又實施遷界，同安、廈門等沿海地區室為之空。廈門蓮坂今有蓮溪堂葉氏宗

祠，80筆者在民國102年（2013）1月30日親訪廈門市蓮坂葉氏宗祠，也見到

他們的手抄家譜《蓮坂族譜》，查知葉翼雲為蓮葉堂蓮坂葉家第18世，族名

載九；同時殉城之弟翼俊，族名為載雅。（圖13）葉翼雲之侄伯奮、伯熊、

啟蕤，其名因尚需和族名查核，未曾串連出其譜系。

李氏墓誌銘「篆蓋」之「陽夫弟」葉翥則為蓮坂葉家第20世，族名「鳳

官」，族譜上註明：「鳳官諱沈翥，別號秀祥，庠生，丙午科鄉試中式四十

名，舉人。」（圖13）墓誌銘稱葉翥「陽夫弟」，則葉翥與葉明邨同輩，因

而可推知葉青龍為蓮坂葉家第19世，葉明邨為20世，葉世俊為22世。《蓮坂

族譜》中，另頁抄錄《同安縣志》中有關葉翥、葉英弼、葉璿玉、葉世俊的

資料，將此四人均納入蓮溪堂葉氏。只可惜葉青龍、葉英弼在蓮坂葉家譜系

上，尚無法查到其族名，故無法串連其譜系。81

推測在同安城破、遷界令下時，葉翼雲殘餘的蓮坂族人隨鄭成功入臺。

葉青龍入臺後，或許因蓮坂葉翼雲族人之蔭而有封贈，這或許是水牛厝葉氏

宗祠，傳說有寧靖王頒賜「欽忠節孝」之匾的原因吧。不過，詢問水牛厝耆

老是否見過這塊傳說中寧靖王頒賜的匾額時，耆老皆稱只有耳聞，皆不曾見

過此匾。82葉家開臺祖葉青龍早在鄭氏時，已由家鄉同安亨泥村遷移到臺灣

來。至於葉青龍是否有明代文官「大中大夫」官職，目前資料顯示存疑。

79　吳學璜纂，《同安縣志》，卷32，頁1057；卷34，頁1107-1108。
80　�目前在廈門市開元區蓮坂有一蓮坂葉氏宗祠，又稱蓮溪堂，並保有清代重修碑記一方，可做為參
考材料。廈門市臺灣藝術研究所編，《廈門涉臺文物古蹟調查》，頁74。

81　�2013年1月30，承廈門大學歷史系林楓教授陪同，探訪廈門蓮坂葉氏宗祠，並在廈大博士生孫杰
陪同下造訪葉氏宗祠之族譜持有人，也是葉氏宗祠副會長葉治平先生，葉治平先生稱他是葉伯顏
後裔第28世。

82　�2013年2月3日上午，在葉家宗祠訪問葉家耆老，南新國小退休之葉煌實老師（民國21年生）稱從
沒見過有這塊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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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葉治平先生與《蓮坂族譜》中有關葉翥、葉翼雲的系譜

伍、結論

位於今日嘉義市都會森林公園內的葉明邨墓，為嘉義市市定古蹟。葉墓

最醒目之處為墓前有1對筆型秀美，由花崗岩打造，高達3.58公尺的筆柱；

依明、清規制，五品官以上才可立有石象生，不過，在臺灣也有雖僅是六品

官的封贈，為彰顯其身份、地位，墓前仍置有石望柱者，葉墓即是如此。此

外，葉墓最大的特色，是該墓主要為三合土結構：框面式的墳頭、墓手、墓

龜內環、墓龜外環均為三合土夯築，而外溝、明堂、墓埕的鋪面，也由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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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形成。

葉墓的墓碑石質較粗，碑寬54公分，長度全長127公分，出露部分80公

分，墓桌遮住部分39公分，深入地下者8公分，入土部分是全長三分之一左

右，上述這些墓碑特色，符合明代墓碑的特色。葉明邨墓碑是否為重立雖

尚無法證明，但墓碑銘文簡潔，僅立墓主之名諱，推論若是重立也應是原文

重刻。不過，墓碑石質雖較粗，卻非明碑常用的花崗岩，而是清代才較多見

的觀音石；而且，根據石萬壽的研究，明墓的題文習慣是可缺碑文年代、立

碑者，甚至墓主籍貫，但很少不題朝號，葉墓的銘文僅書墓主名諱，沒有朝

號，就這兩點而言，又不似明墓。

根據地方傳說，墓主葉明邨之父葉覲美為鄭氏之部將，當年曾帶8頭水

牛屯兵於此，軍屯形成的庄頭因而被稱為水牛厝，葉覲美為紀念屯田，故將

其子命名為明邨。根據日人的調查，水牛厝拓墾於乾隆年間，這一點並不正

確，本論文研究顯示水牛厝至遲在康熙年間，庄頭已名水牛厝；至於是否鄭

氏時，甚或荷人治臺時已成庄並命名水牛厝，尚無法證明。水牛厝的主姓為

葉姓，葉家宗祠葉覲美館的「葉覲美」應是祀公業名稱；根據葉祖厝的祖先

牌位記載資料、葉祖厝保存的李氏墓誌銘、以及日人調查的資料，綜合可知

水牛厝葉家的開臺祖名葉青龍（亨龍），在鄭氏時已來臺，是否為鄭氏故吏

尚無法證明。

葉青龍娶妻洪氏、楊氏、蘇氏，蘇氏在明永曆34年（1980）在臺產下一

子，即葉英弼（明邨）後，嬰兒尚未彌月，蘇氏即過世並葬於嘉義。清領臺

灣後，遷界令取消，葉青龍攜家眷，包括當時年約4歲左右的幼子英弼返回

故里；葉青龍是水牛厝的開臺祖，但又返故里，死後亦葬在故里。葉英弼由

母輩楊氏撫育長大，並在故里娶妻吳氏，還育有一子圭璋。

清康熙末年，葉英弼在其父、諸母及元配皆過世後，又復來臺，娶「丹

霞辰公之季女」李氏為繼室。在賢妻輔佐，以及勤懇經營下，在水娛厝（水

牛厝）買地置產。而後更賣故里宋厝水田一所，用以設置祭祀公業。葉英弼

共娶3妻，生下3子3女，長子為故里所娶之元配吳氏所出，次子、三子及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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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為來臺所娶之繼室李氏所出，為照顧故里年幼之長子圭璋而娶的妾石氏單

生1女。

葉英弼的三個兒子，依序是圭璋、璿玉、邦瑞。璿玉為與繼室李氏所

生，李氏墓誌銘稱璿玉「歲貢生授州司馬」，但依余文儀《重修臺灣府志》

葉璿玉應為例貢、即用州同，亦即應是「例貢生授州司馬（同知）」。英弼

過世後，因其子璿玉而受贈從六品之儒林郎，同時其妻李氏也敕封為六品命

婦安人。李氏墓誌銘中，因而尊稱英弼為「贈公」。葉英弼的3個兒子，長

子圭璋生4個兒子，次子璿玉生兩個兒子，三子邦瑞生3個兒子，葉英弼共九

孫，在其孫輩始鬮分家業，故水牛厝葉家皆稱他們為「九房」之後。

墓碑銘文「眀邨」此為葉英弼之諡號，是為私諡，其意可以解釋成「賢

明的居村之人」；也或許生於鄭氏死於清領的英弼，又是忠義傳家的蓮坂

葉家後人，墓碑不願書皇清，又不能書皇明，諡號有一「眀」字，可補其遺

憾！所以「眀邨」也有暗含「居住明朝人屯聚所在的人」，但應沒有屯田的

意思。

葉明邨墓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墓主葉明邨生於鄭氏時期的臺

灣，在清領臺灣時暫返本籍，而後又再回臺灣甚至在臺建立宗祠，是印證嘉

義漢人開發甚早的歷史人物，而且葉墓形制古樸，雖是乾隆初的古墓，其墓

卻具明代風格。此外，葉墓遵古法，用大量三合土造墓，在今日臺灣古墓中

亦甚為少見，故其墓不但具文化和藝術價值，也具稀少性及不易再現的特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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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嘉義縣太保市水牛厝葉明邨繼室李氏之墓誌銘83

皇清勅封安人享壽六十四齡顯妣儉勤葉門李氏墓誌銘

特簡 、會副鄉進士，移  封贈文林郎，臺灣府諸羅縣儒學教

諭、前漳州府平和縣儒學教諭、揀選知縣加一級、陽年家

眷教弟千疇盧観源頓首拜撰文

鄉 進士、授修職郎、汀州府武平縣儒學教諭、陽夫弟葉翥頓首

拜

篆盖

鄉進士、文林郎、揀選知縣陽夫姪孫葉世俊頓首拜書丹

 安人姓李氏為  贈公葉明邨先生之繼室、丹霞  辰公之季女

也。  安人自幼嫻內則，歸  贈公後，黽勉成家，垂裕弗替，

賢聲播於三黨間，咸謂女宗母師，宜長享天年，乃當六袤有

竒，而遽考終扵內寢矣。今以乾隆壬午歲三月念八日，卜塟

紅毛陂菜堂邊、莆心之麓。嗣君圭章、邦瑞以壙石請余誌。

余惟教化起

 於閨門，採芳揚休，司鐸者所有事也，其敢以謭陋辭按狀。  

安人事  贈公於東寧。  贈公先世為同安人，  乃父  参政公

暨  諸太母曾僑寓東寧，而復歸於故里。洎  参政公與  諸太

母並  贈公之元配吳安人相繼在同邑卽世，而  贈公始委禽於  

安人。其時兩地睽違，左支右絀，在同則墳園廬舍，暫卽荒

蕪，前室之嬰兒其何恃而不忍；在臺則造室家，謀鞠育，

拮据不遑，莫可言整。而  贈公之經營擴充，圖度部署，一

惟  安人是依爾。乃家道聿興，以增以益，爰置產宅於諸羅

水娛厝，穰穰熙熙，較諸故里之景象，逈不相侔也。而  安

83　此為墓誌銘全文，無缺漏字；原墓誌銘無標點符號，標點符號為本文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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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乃惓惓於西顧，每屆春露秋霜期，輙趣  贈公回同視先人

塋域。且慮元配所生圭章幼冲，勸  贈公置側室  石孺人，以

治炊臼代撫育。迨圭章長而來臺，其教養衣被更甚於己所自

出。盖  安人之德厚矣。綱常名教所繫，有鬚眉軰所不能體

察者，  安人獨曲意周旋，而卒以處之而各當。  贈公為  蘓

太母誕，生未彌月而失恃，自嬰孩以逮成立，惟藉  楊太母

之携持。  安人仰體夫子孝思，于  兩太母祭祀，爱存愨著有

加，常恨弗逮事舅姑；而與  贈公推恩先世，出故里宋厝水

田一所，以奉烝嘗焉。其垂爱元配家嗣也，不惟有以育其

身，而且有以成其德；當圭章來臺時，朝夕顧復，不忍頃刻

離，未幾而  石孺人訃至，  安人謂圭章於庶母無異所生，旋

戒行李，命之奔喪，以報劬勞。他如延賓師、建

文廟、周卹貧乏、修理橋梁道路之類，咸聳  贈公肩任之，而密為贊

 襄之。  贈公登近耋之年而捐舘舍，  安人享其身後祉，以次君

貴膺六品。

封章 被象服，家君、三君為辟雍聞人，一堂四代，盡屬充閭材，亦

可見溫恭令範，食報優長，真所云死且不朽矣。  安人生於康

熙戊寅年九月二十九日子時，卒於乾隆辛巳年十二月十二日酉

時。男三人，長圭章國學生，為元配  吳安人出；次璿玉由歲

貢生授州司馬，先安人一年卒；三邦瑞國學生，俱  安人出。

女三，安人出者二，石孺人出者一。孫男九，自圭章出者高

禎、高梓、高棷、高棖，俱業儒。自璿玉出者，高標，國學

生；高極，業儒。自邦瑞出者，高棟、高梃、高棣俱業儒。孫

女七，自圭章出者三，璿玉出者二，邦瑞出者二。所締姻皆閥

閱家，餘繩繩未艾。墳坐辛向乙，兼戊辰辛酉辛卯分金，內兼

酉卯丁酉丁卯分金。

 銘曰：贊內治於艱難，昌後嗣於遠大，自約而豊，懿恭弗

惰，惟柳淑與陶芳，堪前唱而後和。窀穸於斯吉且宜，百千

世為文子文孫賀。

東垣居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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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tructure and Occupant of Chiayi Municipal 

Monument Yeh Ming-Tsun Tomb  

A-yu Huang*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of the structure and occupant of Yeh 

Ming-Tsun Tomb. The tomb located in Chiayi Metropolitan Forest Park and is a 

city monument as set by the Chiayi City Government. A pair of 3.58 meters high 

granite pillars stands in front of the tomb. The side walls and most part of the tomb 

were built by cement with glutinous rice which mixing rice flour with sugar, lime, 

fine sands, and clays, etc. The tombstone was made by a light-soft greenish stone 

obtained from Guanyin Mt. of northern Taiwan. Only the private posthumous 

name can be carved on the tombstone. It was said that the father of Yeh Ming-

Tsun was a leader of the agricultural soldiers in Zheng Dynasty, and he named his 

son Ming-Tsun (village in Ming Dynasty) in memory of the settlements. However, 

literature surveys indicate that Yeh’s father was not a solider leader in the Zheng 

Dynasty. This paper verified that Yeh was born in Zheng Dynasty and died in Qing 

Dynasty, so that although the tomb was built in 1755 but its structure had a feature 

of mixed character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words:  city monument, tomb structure, cement with glutinous rice, private 

posthumous nam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History,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hiayi,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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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中部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團，可說是臺灣大型徒步進香團之鼻祖；

更為了南下笨港進香，而組織龐大的媽會。從清朝乾隆年間彰化南瑤宮建廟

之後，便有往笨港進香的記載，在這二百多年中，面臨了許多的歷史變遷、

動盪與政權的更迭，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至今仍延續不絕。

1895-1945年日治時期的50年中，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只有成行3次，分

別為日明治43年（1910）、大正6年（1917）、昭和10年（1935）。從日治

時期的3次笨港進香行程歸納，彰化南瑤宮均約於農曆3月17日起駕，宿西

螺；18日至北港，夜宿新港，在新港停留達二晝夜；20日上午子時交香回

駕。

本文將數十則《臺灣日日新報》，與豐原仕紳張麗俊的《水竹居主人日

記》相互檢視比對；及新港當地蒐羅新「出土」的一些文書資料：新港公學

校《學校沿革誌》與新港奉天宮《日清簿》兩者的記載；尤其再配合上新港

奉天宮、桂香齋及林蘭芽家族現存的匾額加以佐證，更能看出彰化南瑤宮媽

祖進香之舊貌。

南瑤宮的笨港進香活動，已成所有媽祖信徒們的「集體記憶」，並不因

日本殖民政權的統治而中斷，這一條傳承二百多年的香路，已深深烙印在彰

化媽祖信徒們的記憶中，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可以說是一部臺灣媽祖進香的

活歷史。

關鍵字：彰化南瑤宮、新港奉天宮、北港朝天宮、笨港進香、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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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每年農曆正月到3月，總有一群人跟隨著媽祖，前往某特定著名媽祖廟

「進香刈火」，如此年年南來北往，造就臺灣媽祖信仰的重要特色。臺灣中

部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團，可說是臺灣大型徒步進香團之鼻祖；更為了南下

笨港進香，而組織龐大的媽會。彰化媽祖信仰圈更涵跨了整個中部縣市，包

含臺中市、南投縣及彰化縣，會員約四萬多戶，達數十萬人。

從清朝乾隆年間彰化南瑤宮建廟之後，便有往笨港進香的記載，在這

二百多年中，面臨了許多的歷史變遷、動盪與政權的更迭，彰化南瑤宮笨港

進香至今仍延續不絕，到底有什麼魅力，帶領了這麼多人前來進香？清嘉慶

年間，笨港天后宮1被洪水沖毀，因此該進香活動，遂改至與笨港天后宮有

淵源之新港奉天宮與北港朝天宮謁祖進香。

這一段進香的歷史真相為何？因為事遠難徵，只能從相關的歷史記載中

找尋與比對。清朝時期彰化南瑤宮進香的史料相當稀少，記載更是缺乏；而

日治時期的史料相對地比較豐富，然卻儘止於浮光掠影一筆帶過，並未詳細

描述進香實況與內涵。關於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在學界的研究上，戰後李獻

璋、2溫振華、3林美容、4蔡相煇5與王見川6等學者皆有相關的研究，遂引發

不同的解讀，各執一詞，見解歧異。

新港當地新出土的一些文書資料：新港公學校《學校沿革誌》，為新港

國小校史室所珍藏，記載從日明治31年（1898）至民國57年（1968），70年

間學校發生的重要記事，其中記載有明治43年（1910）與昭和10年（1935）

1　清康熙39年（1700）笨港街與外九庄合建天妃廟於笨港，雍正8年（1730）始稱「笨港天后宮」。
2　李獻璋著，鄭彭年譯述，《媽祖信仰研究》（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1995年），頁288。
3　溫振華，〈北港媽祖信仰大中心形成試探〉，《史聯雜誌》，第4期（1984年1月），頁17-18。
4　林美容，《媽祖信仰與臺灣民間社會》（蘆洲：博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42。
5　�蔡相煇，〈南瑤宮笨港進香考釋〉，收入林田富主編，《2008年彰化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8年），頁109-124。

6　�王見川，〈日據時期的彰化南瑤宮與臺南大天后宮——兼談藝閣廣告化問題〉，《臺灣的寺廟與
齋堂》（蘆洲：博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頁77-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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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瑤宮進香客借用學校校舍住宿之記錄。

新港奉天宮《日清簿》，記錄時間自明治42年（1909）到大正4年

（1915），記錄五年間全臺各地至奉天宮迎請媽祖的資料；新港奉天宮重建

時所有開支；奉天宮每日的收入與支出等，這些史料的記載更能貼近當時的

史實，是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的重要史料。再配合上新港奉天宮、桂香齋及

林蘭芽家族現存的匾額加以佐證，更能看出彰化南瑤宮媽祖進香之舊貌。

本文將由日治時期半官方性質的報刊《臺灣日日新報》，與新港蒐羅新

出土的史料文物，及彰化南瑤宮信仰圈仕紳的私家文書等相比對檢視，來考

釋當時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之情形為何？彰化南瑤宮與笨港地區媽祖廟發展

為何？期望能對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之歷史，有所釐清與進一步的了解。

貳、南瑤宮笨港進香起源

彰化南瑤宮的創立，起源於笨港天后宮，於清朝時期便開始往笨港進

香，並為了因應進香的需要而組織了媽祖會。南瑤宮媽祖會組織相當嚴密，

更有嚴密的角頭組織，10個媽祖會分組合作輪流舉辦笨港進香，也藉由進香

活動凝聚更大的向心力，使原來彰化南門口的信仰，變成橫跨中、彰、投三

縣市龐大的信仰圈組織。

一、彰化南瑤宮香火源自笨港天后宮

彰化南瑤宮創建年代，其與笨港進香之淵源，最早見於清道光16年

（1836）周璽《彰化縣志》：

天后聖母廟，在邑治南門外尾窯，乾隆中士民公建，歲往笨港

進香，男女塞道，屢著靈應。
7
 

7　周璽，《彰化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56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87年）。頁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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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治昭和11年（1936）彰化南瑤宮「沿革碑」云：

本廟溯自起源至於今日，雖乏精細之資料可考，亦不得不搜集

殘文斷碣及諸口傳，綜合以成之。聞自前清雍正時代，彰化置縣，

始建城池，亙至乾隆十二年終告成功。建城時，掘土燒磚以疊城垣

之用，有招募外來窯工以從事，中間有工人楊姓者，自笨港應募而

來。是時，交通不便，外出者視數十里為遙，故楊姓者來時攜有久

在笨港最著靈感之神，即受封與天同功 天上聖母娘娘之香火，欲

藉為庇身之用。祀之坯寮址在本廟地也，……迨嘉慶七年彰化紳董

聯絡縣下信者，再倡重建，基雖擴五倍而香客與年繁盛，每春夏間

進香士女，摩肩擊轂，……聖母正駕每年亦恒往發源地之笨港進

香，隨駕香丁常擁十餘萬往復步行，時彰化縣下各部落民遂首倡組

織鑾班會、輿前會以護衛聖駕，輪辦進香，供奉之人員即今之媽

會……。昭和十一年歲次丙子初夏穀旦

南瑤宮改築會員一同敬立

                            弟子吳士茂薰沐拜撰並書

                             廈門泉興石廠蔣馨督造
8
 

彰化南瑤宮，創建於清朝乾隆年間，其創建經過，是清雍正年間，彰化置

縣，始建城池，招募外來窰工以從事，有位楊姓工人，自笨港前往應募，

其時交通不便，外出者視數十里為遙，乃到笨港天后宮求准「笨港媽祖」香

火，隨祀在身，做為庇身之用，在彰化坯寮工作，果然平安順適，待縣城築

好，他返回笨港，香火卻遺失在坯寮裡面沒有帶回。此後每入夜，必見五彩

毫光從磚窰散發出來，民眾稱奇，進入磚窰尋覓，在工寮裡面赫然發現一媽

祖香火，民眾認為笨港天后宮天后聖母，有意靈鎮彰化，庇佑萬方，遂將此

媽祖香火暫時寄奉在旁邊的土地公廟裡，從此以後，民眾前往禱告輒靈，香

8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系編纂，《彰化南瑤宮誌》（彰化，彰化市公所發行，1997年），頁182-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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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日旺。兩年後，在發現笨港媽祖香火的地方正式建廟；嘉慶7年彰化紳董

聯絡縣下信者，再倡重建，廟基擴大為5倍，香客與年俱增，擴及全島。聖

母正駕每年亦恒往發源地笨港進香，隨駕香丁常擁十餘萬往復步行，時彰化

縣下各部落民遂倡組織鑾班會、輿前會以護衛聖駕，輪辦進香。

二、南瑤宮笨港進香之媽祖會組織

在文獻中，最早有彰化南瑤宮的笨港進香媽祖會組織，與運作模式記載

的是〈彰化南瑤宮老大媽會合約〉：

…是以每年往笨港進香。願隨 聖母鑾駕者，蓋有四十二人

焉。祇因 聖母回宮之日，而四十二人各具一點精誠，敬備牲酒，

欲鳩多少，未免費神，遂於嘉慶十九年三月廿三 聖母千秋之日眾

為公議，每人出銀壹元，存為公銀，而我諸同人，亦各樂從，一

時出銀拾貳元，議交一人生放，逐年所收利息以為 聖母壽誕之

用。…各執壹帋存照。  總理戴悅。                                                                                             

                                      嘉慶貳拾壹年參月  日立公約 
9
  

由老大媽會合約中，至遲在嘉慶19年（1814）之前，南瑤宮的信徒已開始每

年前往笨港進香。另外合約內容中，還議定設有總理以及爐主的制度，儼然

形成粗略的宗教組織規模，當時這42人，為媽祖祭祀以及進香活動所議定的

組織，也就是後來的老大媽會。��

彰化南瑤宮為了因應笨港進香，組織轎班會或輿前會，各分尊媽祖屬

各神明會所有，又稱作「會媽」，南瑤宮共有10個媽祖會分別是老大媽會、

新大媽會、老二媽會、興二媽會、新三媽會、聖三媽會、老四媽會、聖四

媽會、老五媽會和老六媽會。各媽會往笨港進香採輪流制，第1年由老大媽

會、老四媽會、聖四媽會一同合辦，稱為「大媽年」；第2年由老二媽會、

興二媽會、老五媽會一同合辦，稱為「二媽年」；第3年由新三媽會、聖三

9　《彰化南瑤宮誌》，頁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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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會、老六媽會一同合辦，稱為「三媽年」。

表1：彰化南瑤宮各媽祖會成立年代與各角頭區域
各會名稱 成立年代 角頭 各角頭區域

老大媽會 清嘉慶19年（1814） 9大角 彰化市、和美鎮、烏日區、大肚區、臺中市南
屯區、花壇鄉

新大媽會 清嘉慶年間 6大角 彰化市、花壇鄉、和美鎮

老二媽會 清道光年間 12大角 臺中市南區、北區、西區、彰化市、草屯鎮、
南投市、芬園鄉、中寮鄉、名間鄉、員林鎮

興二媽會 清同治己巳年（1869） 10大角
臺中市西區、大雅區、大肚區、烏日區、潭子
區、神岡區、豐原區、北屯區、西屯區、南屯
區

聖三媽會 清同治8年（1869） 12大角 彰化市、芬園鄉、烏日區、霧峰區、神岡區、
大雅區

新三媽會 日明治時期 6大角 彰化市

老四媽會 清光緒9年（1883） 12大角

彰化市、花壇鄉、埔心鄉、大村鄉、溪湖鎮、
員林鎮、永靖鄉、田尾鄉、社頭鄉、北屯區、
豐原區、潭子區、大雅區、神岡區、大肚區、
龍井區、臺中東區、西屯區、南屯區

聖四媽會 清光緒9年（1883） 7大角 埔心鄉、永靖鄉、田尾鄉、溪洲鄉

老五媽會 清光緒5年（1879） 10大角

霧峰區、烏日區、大里區、臺中東區、臺中南
區、太平區、潭子區、北屯區、臺中北區、南
屯區、臺中西區、和美鎮、大村鄉、埔心鄉、
秀水鄉

老六媽會 清光緒20年（1894） 12大角 太平區、大里區、臺中市東、西、南、北、北
屯、南屯區、烏日區、彰化市、和美鎮

資料來源：�整理自林美容〈彰化媽祖的信仰圈〉一文，收入林美容，〈彰化媽祖的信仰
圈〉，《媽祖信仰與臺灣社會》（蘆洲：博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頁57。

清嘉慶年間洪水氾濫，笨南港的漳州人東遷至蔴園寮，並將此地稱做

「笨新南港」或是「笨南港」，以緬懷過往，亦即歷史記憶之延續，後來字

數過長，都簡稱「南港」、「新南港」或「新港」。原本的笨南港則沒落成

為小村落，即今嘉義縣新港鄉南港村，被稱為「舊南港」。彰化南瑤宮笨港

進香儀式，不因祖廟笨港天后宮已遭洪水沖毀而停止前往，反而轉往與天后

宮有淵源的新港奉天宮與北港朝天宮謁祖進香。彰化南瑤宮各媽祖會，在清

嘉慶年間已規模初具，最晚在光緒年間就已經組織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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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奉天宮與北港朝天宮同為該廟的傳承者，在當時香客們的心中，笨

港天后宮已分成為「奉天宮」與「朝天宮」兩廟，所以彰化南瑤宮兩百多年

來，皆前往新、北港進香。

參、日治時期南瑤宮至笨港進香活動考察

日治時期的50年中，彰化南瑤宮之笨港進香，據李俊雄所著的《我所知

南瑤宮一些事》，與彰化市公所發行的《彰化南瑤宮誌》，兩者提出的日治

時期南瑤宮赴笨港進香活動，只有大正6年（1917）與昭和10年（1935）兩

次。10

但檢視日治時期的《臺灣日日新報》及相關史料，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

明確成行有3次。茲表列如下：

表2：彰化南瑤宮日治時期笨港進香一覽表

進香年份 進香媽會 備註

明治43年（1910） 老二媽、興二媽、老五媽 日治第1次進香

大正6年（1917） 聖三媽、新三媽、老六媽 日治第2次進香

昭和10年（1935） 老大媽、老四媽、聖四媽 日治最後一次進香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新港公學校，《學校沿革誌》；新港奉天宮，《日清
簿》；《水竹居主人日記》。

1895-1945年日治時期，彰化南瑤宮往笨港進香見於《臺灣日日新報》

的相關報導有近40則之多，日治50年中，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成行只有3
次。

10　�李俊雄，《我所知南瑤宮一些事》（彰化：作者自印，1988年），頁87；《彰化南瑤宮誌》，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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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明治43年（1910）南瑤宮笨港進香活動資料考察

明治43年，（1910），日治時期彰化南瑤宮第1次進香，見於《漢文版

臺灣日日新報》5月1日第6版〈員林短札/進香光景〉：

彰化南瑤宮聖母。往北港進香。去今已十七年。無怪隨香之眾

多。不減於昔時。其遠自新竹苗栗埔里社而來者。不可勝數。當此

道路康莊。日夜不少間斷。果如預定於念五日午后十時頃。神輿登

程南下。念六日午前二時零。過員林街。灯光輝煌。旌旗鼓樂儀仗

備極華美。全街擺列香案。拜送道左。鑼鼓喧天。爆竹振地。人海

人山。所云十餘萬人。亦不過約言之。聞是夜宿西螺街。念七日到

北港進香完。乃往宿新港。念八日返旆。一宿他里霧街。一宿員林

街。翌日回廟。想屆期沿途迎接者。其熱鬧非常。領臺后當以此為

首屆焉。

由上文中，可以發現，彰化南瑤宮距上一次進香已有17年之久，其進香的成

員有遠來自新竹、苗栗、埔里等地，可見參與進香信徒相當廣泛。起駕的時

間是4月25日晚上的10點，於4月26日凌晨兩點夜過員林街，時熱烈迎接的情

況。4月27日到北港進香完後，乃往新港住宿，4月28日返回，1晚住他里霧

（雲林縣斗南鎮），1晚住員林，隔天回彰化南瑤宮。想像到時候沿途迎接

者，一定相當的熱鬧，是日本佔領臺灣後的第1屆進香。

在張麗俊的《水竹居主人日記》，庚戌年（明治43年，1910年）5月1日

（舊曆3月22日）記事：

是日也，本欲仝清漣往彰化南瑤宮進香，因此聖母自帝國領臺

以來，迄今十有六年
11

，未嘗往南北港進香，此次算初回，故全臺

人民隨駕進香者數萬餘人。此數日南上北下列車香丁人幾無容膝之

11　�距清朝最後一次笨港進香日期，與《臺灣日日新報》所載不同，應為實算與虛算之別，由此可推
知清朝最後一次進香，約為光緒19年（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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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予故候後月云。

在日記中，張麗俊記載當時彰化媽祖進香時回駕彰化的情況，當時張麗俊稱

彰化南瑤宮是前往「南北港進香」，進香人數有數萬人。彰化媽祖此次進

香，適逢縱貫鐵路於明治41年（1908）全線通車，很多香客利用此搭火車前

往進香，《水竹居主人日記》也描述火車擁擠之情況。

早在明治40年（1907），銜接打貓（今民雄）至北港的輕便鐵道「打北

輕鐵春龍公司」即已創立，初始由於北港溪橫阻，故僅止於打貓－新港－舊

南港（新港鄉南港村）間；待明治41年（1908）北港溪搭設輕便橋梁後，始

延伸至北港與之相通。該年臺灣全島之

縱貫鐵道全線暢通，進香客搭大線火車

（即縱貫鐵路），再接駁輕便鐵道，至

新港奉天宮與北港朝天宮者絡繹不絕。

鐵路沿線大站如嘉義、彰化、臺中等，

在2、3月進香期更無立足之地。12新港

區長林維朝亦因擘劃經營此路線之功，

於明治43年（1910）9月被選舉為「打

北輕鐵春龍公司」公司長。13

日明治43年（1910）新港公學校

《學校沿革誌》4月27日記事：（圖1）

12　《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3年3月26日。
13　陳素雲，〈糖鐵嘉北線與北港鐵橋〉，《臺灣月刊》，239期（2002年11月），頁64。

圖1    新港公學校《學校沿革誌》明治43
年（1910）4月27日記事。（嘉義
縣新港國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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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彰化地方，媽祖信者拾餘萬人媽祖參拜，タメ來新，市街

ノ民家ニ收容し切レズ校舍ヲ宿泊所ニ貸與ス。

臺中彰化地區，媽祖的信徒有十多萬人至新港參拜媽祖，許多市街民家均提

供住宿，因為人數太多，新港公學校校舍開放給香客們居住。

日明治43年4月27日，新港公學校《學校沿革誌》記載當時學校與民家

均提供彰化媽祖信徒住宿的情況。新港奉天宮《日清簿》，明治43年（歲

次庚戌），4月29日（農曆3月20日），亦記載南磘（瑤）宮來請火之香金收

入（圖2），與奉天宮舉辦儀式之開

支，可見當時南瑤宮在新港停留兩

日間應有一些相關儀式進行。但由

於《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水

竹居主人日記》與新港奉天宮《日

清簿》三者的時間有些許的誤差，

本文便由上面的幾則資料中，依其

敘述，將明治43年（1910）彰化南

瑤宮第一次進香情況加以比較：

圖2    新港奉天宮《日清簿》明治43年（歲次庚
戌）桐月（農曆3月）20日記事。（新港奉
天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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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明治43年（1910）彰化南瑤宮往笨港進香行程比較表

������������時間��������������������《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行程���������其他資料所見之行程

�4月25日（農曆3月16日）��午后10時神輿登程南下。

�4月26日（農曆3月17日）��午前2時過員林街，夜宿西螺街。

�4月27日（農曆3月18日）��到北港進香完，往宿新港。������������夜宿新港14

�4月28日（農曆3月19日）��返旆，一宿他里霧街。������������������新港繞境15

�4月29日（農曆3月20日）��一宿員林街。�����������������������������「請火」16
捐金12圓

17

�4月30日（農曆3月21日）��回廟�

�5月01日（農曆3月22日）��5月1日第6版刊登〈員林短札/進香���回廟18

������������������������������������光景〉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新港公學校，《學校沿革誌》；新港奉天宮，《日清

簿》；《水竹居主人日記》。

由上述時間表格來推算，日明治43年（1910）《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
5月1日第6版中的紀錄少了1日。依以上資料顯示，彰化南瑤宮在日治時期進

香，於25日晚上10點起程，26日凌晨兩點經過員林街，記者對當時熱鬧的情

形詳加描述。然而由「聞是夜宿西螺街」一語，可知記者只跟至員林，並無

隨同到達西螺，更遑論以下行程，員林之後的日期為推估，因而有所疏漏，

所以少1天。

為了找尋正確的進香時間，再次從《臺灣日日新報》中找尋資料，於日

明治43年（1910）3月30日《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

14　�明治43年4月27日，夜宿新港，《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與新港公學校《學校沿革誌》記載日期
相同。

15　新港奉天宮《日清簿》庚戌年桐月（舊曆3月）20日內有記載：開遶境老英引路金1圓。
16　�同註15，奉天宮支出部份：開請火道士禮壹圓，開請火牲禮貳圓。「請火」與「鞠火」、「刈
香」同意，為將母廟香火舀至子廟的香爐中，再將香火放入如小廟形的香擔中，由法師或神職人
員貼上封條，完成儀式，沿途須保持香火不滅，直回至廟中，再取出香擔中的香爐，將香灰分添
於廟中各香爐中，完成整個儀式。

17　同15，收南瑤宮請火香金12圓。
18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庚戌年（明治43年，1910年）5月1日（舊曆3月23日）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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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聞欲循例進香。董事吳徳功吳汝祥等。往請許可。定

舊曆三月十六日啟程。迄廿二日歸廟。蓋媽祖有六像。三年輪流。

目下各地方。皆準備隨香。想屆期必人山人海。豈止臺中一廳已

哉。語云南人信神。即此可見矣。

由此份資料發現，當時南瑤宮進香活動人數眾多，所以需要向日本政府申

請，其申請時間為農曆3月16日啟程；22日返廟，時間是正確的。

新港奉天宮《日清簿》，明治43年（歲次庚戌）4月29日（農曆3月20

日）的記載上，有幾則與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相關之開支與收入之記事：

「開遶境老英引路金一圓」、「開請火道士禮壹圓」、「開請火牲禮貳

圓」、「收南磘宮請火香金十二圓」，由此可見彰化南瑤宮媽祖到新港有舉

行遶境的儀式，由奉天宮僱請新港人老英為其帶路；並準備供品牲禮，聘請

道士來奉天宮主持請火儀式。儀式完畢，南瑤宮捐獻12圓香金。當時南瑤
宮於新港奉天宮舉行之請火儀式，一直延續至今。

二、日大正6年（1917）南瑤宮笨港進香活動資料考察

距離日治時期南瑤宮第1次往笨港進香的7年後，大正6年（1917）5月7

日第2次進香活動再次成行。此次行程的資料比較稀少，張麗俊《水竹居主

人日記》，也不像第2次有如此詳細記載。紀錄下此次行程最多的為《臺灣

日日新報》，日大正6年（1917）第3回進香，《臺灣日日新報》4月20日第3

版�〈臺中/彰化媽祖の巡行日程〉：�

豫報の如く彰化南瑤宮の媽祖は來月七日同地を出發し北港

に進香する□……西螺街に一泊し八日は北港に到著九日は新港街

滯在十日同地を發して他里霧一泊十一日員林に一泊の十二日歸

宮……數萬人に……警官兩名を出張……。

早在該年4月19日《日文版臺灣日日新報》第3版，即預告此次進香活動的

起程日期。4月20日再進一步刊登較詳細的預定行程，將於5月7日由彰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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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當夜宿西螺；8日到北港；9日停留在新港；10日由新港出發返程，當夜

宿他里霧（斗南）；11日宿員林；12日返南瑤宮。預計有數萬人參加，特別

派2名警官出差，沿途保護。其行程表列如下：

表4�：大正6年（1917）彰化南瑤宮往笨港進香行程
時間 《臺灣日日新報》行程

5月07日���（農曆3月17日） 午前一時半出發，西螺街一泊。
5月08日���（農曆3月18日） 到北港。
5月09日���（農曆3月19日） 滯在新港。
5月10日���（農曆3月20日） 新港出發，一宿他里霧街。
5月11日���（農曆3月21日） 一宿員林街。
5月12日���（農曆3月22日） 午前11時回廟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大正6年4月19、20日、5月10、14、15日。

《臺灣日日新報》5月1日第6版，〈媽祖進香之影響〉：

彰化南瑤宮天上聖母期於五月七日。即舊十七日午前二三時

頃。
19

啟程往南北港進香。鑑諸已往。此回之隨香香客。亦當不下

十萬人。蓋緣隔八年不行也。斯舉依在來習俗。諸隨香香客。必穿

新裁衣服。為此彰化街各布疋商。日來商況倍振。即如提燈。金香

紙。小間物各商店。亦預卜良況……。

大正6年（1917），彰化南瑤宮天上聖母，預計5月7日凌晨起駕，往南北港

進香。鑑於上次之進香，此回進香人數亦推估不下10萬人。依習俗隨香客要

穿新衣服進香；另外還有提燈之記載。由此紀錄中發現當時南瑤宮進香時，

因為啟程為凌晨，所以有提燈之習俗。

大正6年的5月6日《臺灣日日新報》第7版在〈彰化媽祖進香〉1欄，也

提到這次的進香，是改隸後的第2回。將於5月7日凌晨1時由彰化出發，據估

計，至少有約二千人隨駕，沿途禮拜者7、8萬人，整個進香活動由大竹圍區

19　�「舊十七日午前二三時頃」，為報紙預估時間，實際時間應為午前一時半。報紙在此書寫有些許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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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賴炳煌擔任大總理總指揮，由高帛旭仙攝影留念。同年5月10日《臺灣日

日新報》第3版在〈彰化媽祖の出發〉，提到7日凌晨一時半約五千人的隊伍

由彰化出發，行列壯觀，遠近來禮拜的人有幾萬人。

大正6年5月14日的日文版及5月15日《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均刊載

〈彰化媽祖歸廟〉的訊息，5月12日上午11時平安返廟，當時進香副總理，

由時任彰化區長並兼臺中廳參事的楊吉臣（1854─1930）擔任，特別至員林

出迎。彰化街及廳下各地出迎者群聚5萬人，整個彰化市幾無立錐之地。而

彰化驛（火車站）更是擠得水泄不通，上下列車約有上萬人，臺中開出臨時

列車，仍不敷使用，約有數百名乘客搭不上車，這是該驛10年來未曾見過

的。

日明治44年（1911），大日本製糖會社鋪設嘉義－新港－北港之糖業鐵

道，初始僅經營貨運運輸，大正6年（1917）

加入載客營運；大正元年（1912）新高製糖

會社，架設大莆林（大林）－新港－北港間

的糖業鐵道，不只運糖兼載運乘客。新港及

北港地區五分車鐵道網鋪設完善，對進香的

影響相當大，使來新港、北港進香之交通更

加便利，讓南北往來之香客大為增加。

在此次報導中未再出現搭「假宿舍」

（臨時住所）之情況，表示此時新港街面與

奉天宮已大致修繕完成，新港公學校校舍及

許多市街民家可提供香客住宿。此外，據新

港耆老林華嵩口述，南瑤宮來新港住宿的

地點，除新港街面之外，並涵括至鄰近的村

落，如古民、中庄、大潭等地。20

20　�林伯奇於1996年2月1日，採訪曾任新港奉天宮管理委員會委員，新港耆老林華嵩（1904─2001）
之談話紀錄。

圖3    同樂軒為新港地區最古老的北
管曲館。圖為同樂軒珍藏的日
治時期彩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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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在地曲館有十三腔鳳儀社，由前清秀才林維朝創辦於清光緒11年

（1885），為笨港登雲書院之樂局。新港素有「北管巢」的美稱，最早的北

管劇團為「同樂軒」（圖3），成立於清道光年間，臺南縣、嘉義縣、雲林

縣許多北管先生都來自新港，每年奉天宮媽祖聖誕還出現同樂軒、舞鳳軒、

新義軒三軒同時較勁的盛況。新港在地的樂師，也因奉天宮媽祖廟進香客的

關係，與全臺各地的樂團有交流關係。

�出生於1937年的新港舞鳳軒團長徐東海，曾聽其父親徐泗（新港同樂

軒團員）口述，當時彰化南瑤宮的館閣都會前來「探館」，探館後在地館閣

都會準備豐盛的餐點招待來探訪的樂友，如彰化梨春園、玉梨園…等都有與

舞鳳軒交流。21南瑤宮媽祖駐駕新港時，居民亦會挑飯菜至南瑤宮的頭旗下

「犒軍」。22

大正7年（1918）奉天宮修繕落成（圖4），於1月17日起舉行4天的媽

祖大祭，除舉行盛大安座儀式祭典外，還舉辦自轉車、撞球競技；並安排彩

閣、十三音、南北管、古玩展覽等活動，吸引數萬香客蒞臨；同時廣邀全

島詩人徵詩共襄盛舉。並藉由落成

祭典，邀請北港朝天宮、臺南大天

后宮、彰化南瑤宮、虞朝溪（今新

港鄉溪北村）六興宮、葫蘆墩（豐

原）各媽祖共襄盛舉，參與祈福遶

境活動。23

�

21　�林伯奇於2010年3月5日，採訪舞鳳軒團長徐東海之談話紀錄。所謂「探館」，依照傳統的禮數，
如果受訪的庄頭也組有陣頭的話，通常會出陣相迎送，形成1種陣頭對陣頭的交流活動，由於傳
統陣頭都設有寮館，因此這類活動就稱為「探館」。

22　�「犒軍」的意思就是準備飯菜犒賞神明的兵將，讓祂們在吃飽之後，才有力氣好斬妖除魔，保佑
信徒平安，是民間信仰中1種犒賞神兵神將的儀式。現今則變為由奉天宮統一準備1副牲禮於廟中
祭拜。

23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6年10月23日、大正7年1月24日。

圖4    1918年1月新港奉天宮重修完成舉行落成
典禮（蔡玉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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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南瑤宮聖三媽董事張顯文、輿前

繹如齋（彰化縣城四大曲館之ㄧ）暨諸紳

商獻給奉天宮「英靈普濟」匾（圖5）。彰

化地區各商號亦共襄盛舉，24位商紳聯合

贈送奉天宮媽祖神案1座，神案上刻有「奉

天宮落成式紀念/大正七年孟春吉置/黃杖、

曾水、王茂盛、陳俊英、王陳壬丙、顏景

川、陳德星、王見賢、馬洽春、顏源發、

顏盈科、吳經綸、陳宗榮、章換修、張耀

堂、林金山、張金泉、梁生、陳扁、洽源

號、陳天河、許水仰、楊克熾、吳秋澤仝

祝」。從兩座廟宇與館閣間的的互動，或

是民間的交誼，均可見兩宮交流與往來之密

切。

三、日昭和10年（1935）南瑤宮笨港進香活動資料考察

日昭和10年（1935）彰化南瑤宮第3次進香，距離上次進香有18年之

久，才又再次進香，這也是日治時期的最後一次進香，此次進香適巧發生

芮氏地震規模7.1級的「新竹－臺中大地震」，整個進香活動充滿了靈驗事

蹟，也造就了臺灣光復初期彰化媽祖進香的盛況。然而為何進香活動會相距

如此之久而不舉辦呢？主要原因有3：一為彰化南瑤宮廟體重修；二為第一

次世界大戰後經濟蕭條；三為日治末期所推行的「皇民化運動」。24

從大正6年（1917）至昭和10年（1935）彰化南瑤宮第3次進香，計間隔

了18年之久才成行。昭和5年至10年，《臺灣日日新報》中記載南瑤宮從籌

備到決定進香前有8則報導：

24　�皇民化運動，即日本化運動，指自甲午戰爭至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對本國少數民族以及殖
民地族群施行的一系列同化政策，主要影響地包括朝鮮、琉球、臺灣與滿洲等地。

圖5    大正7年（1918）彰化南瑤宮獻
給新港奉天宮的「英靈普濟」
匾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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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日昭和5-10年南瑤宮籌畫笨港進香之相關報導
時間 日期 新聞標題 相關內容大綱

昭和5年 1月7日 彰化/預備進香
彰化南瑤宮信徒，提議本年度舉行南北
港進香事。

昭和7年 1月28日 彰化/議進香期
討論進香日期，彰化南瑤宮媽祖，已隔
15年，未曾往南北港進香。預定於元宵
節卜筶決定。

昭和7年 3月29日 彰化/媽祖進香
往南北港進香，定於月中進行磋商會，
以求各爐下為之後援，如果決定要去，
便以卜筶來決定日期……。

昭和7年 4月1日 南瑤媽祖/進香審議會/四媽
會下反對

彰化實業協會欲奉南瑤宮媽祖詣南北港
謁祖進香一節，經改築會招集大媽四媽
爐下會之主事者，於南瑤宮事務所開審
議會。……結果順延于來年。遂不達到
目的散會。

昭和7年 4月7日 南瑤進香/筶定當日趣聞
談到因為四媽會反對，讓眾人掃興而
歸，有神經敏捷已先採辦進香物品準備
大賺一筆的商人……。

昭和8年 2月1日 彰化/進香北港
彰化南瑤宮擬在二月中往南北港進香，
照例要選出一個統率人士，但找不到
人……。

昭和8年 2月11日 彰化/進香罷論 擲筶未果，進香活動罷論。

昭和10年 2月18日 彰化市南瑤宮/天上聖母/投
筶祈示進香

彰化市南瑤宮天上聖母由來往南北港進
香已成慣例，本年廟宇改築工事將竣
工，……茲定18日（舊曆15日）午前10
時，在該廟內神前，由佐藤市尹捧筶，
決定是否舉行。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1935年。

足見舉辦笨港進香這類大型進香活動之慎重其事，及其籌畫過程之一

波三折。由上述表格亦可發現，彰化南瑤宮在昭和7年與8年兩次進香皆未成

行，由此可證王見川所說昭和7年及8年進香之說25是錯誤的。

日昭和10年（1935）《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2月20日第4版〈南瑤宮媽

/筶示進香/舊三月十六日〉，刊登決定進香訊息：�

彰化市南瑤宮。天上聖母往南北港進香一事。如所豫定。去

25　�王見川，〈日據時期的彰化南瑤宮與臺南大天后宮——兼談藝閣廣告化問題〉，《臺灣的寺廟與
齋堂》（蘆洲：博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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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日午前十一時。在該廟神前。由佐藤市尹投筶。指示承諾。參

議結果。即訂來舊曆三月十六日啟程。二十二日歸廟。諸執事關係

者。即行分擔準備中也。

日昭和10年2月18日上午11點，由佐藤市尹（市長）在媽祖前捧杯擲

筶，確定往南北港進香一事，所有的執事跟關係人員，各自準備。

日昭和10年（1935）《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3月20日第8版〈彰化南瑤

宮/媽祖進香〉，報導了上次卜筶進香的經過及進香的日程：

彰化市南瑤宮。廟宇重修……市尹奉筶。果獲示決。定古曆三

月十七日午前零時。由本廟出發。當夜于西螺街一泊。十八日北港

謁祖進香。是夜宿新港。十九日滯新港。二十日回鑾。在斗南庄一

泊。二十一日員林一泊。二十二日歸廟。

表6：昭和10年（1935）彰化南瑤宮往笨港進香行程
時間 《臺灣日日新報》行程

4月19日（舊曆3月17日） 午前零時出發，西螺街一泊。

4月20日（舊曆3月18日） 到北港進香，是夜宿新港。

4月21日（舊曆3月19日） 滯新港。

4月22日（舊曆3月20日） 回鑾，一宿斗南庄。

4月23日（舊曆3月21日） 一宿員林街。

4月24日（舊曆3月22日） 午後一時回廟

資料來源：《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昭和10年3月20日、4月26日。

此次南瑤宮笨港進香，4月19日，由彰化市尹（市長）佐藤房吉擔任進

香大總理，所率大媽會、四媽會進香團，及跟隨前來的香客即達數萬人之

多。

1935年4月26日《臺灣日日新報》第4版〈彰化媽祖大祭典〉，報導進香

回來的情形。報導中特別提及「途中平安」，這次進香活動並沒有因地震的

影響而停辦。是年4月24日下午1時，進香團員約六萬餘名分路數次抵達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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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彰化近郊、大甲、臺中、豐原、東勢各郡的善男信女，從早上就自備香

燭，陸續結隊而來，導致市內外非常混雜。各媽祖神轎前，有臺灣音樂團、

其他陣頭，巡遶市內，到下午4點結束。來參拜者不下十萬人，實在可說是

人山人海的熱鬧。

此次進香為最多神蹟的一次進香，在《彰化南瑤宮誌》記載中有兩則神

蹟，一為第10章〈雜記/靈蹟/二、佐藤市尹震懾於媽祖神威〉記載：市尹佐

藤不信媽祖，以陶盤代替竹製筊杯，以試探媽祖之靈驗.....。26由真實報導與

傳說故事中不難發現，媽祖信仰文化是如此豐富精彩。

第2則也是最被流傳的便是：彰化媽祖進香，家屬免於震災一事。271935

年4月21日清晨6時2分，大安溪中游流域，發生芮氏地震規模7.1級的「新

竹－臺中大地震」，有感區域幾乎遍佈全島，造成臺灣地區有史以來最嚴重

的地震災害。據彰化耆老口述，彰化南瑤宮之前隨行「香擔香火」即屢次發

火示警，而進香團團員及其家屬竟無一人罹難，28如此神蹟在一傳十、十傳

百擴散之下，更使信徒相信此乃媽祖靈驗護佑，因而更加深虔誠進香之心。

為感謝聖母庇佑，特獻鐵製「賽錢箱」以贈新港奉天宮。29

根據新港公學校《學校沿革誌》昭和10年（1935）4月20日記事：彰化

地方有約三萬媽祖信眾來新港，借宿在民家及新港公學校校舍。新港耆老

林華嵩回憶昭和十年那一次南瑤宮到新港進香，真是盛況空前，數萬香客將

新港擠得水洩不通，當時奉天宮沒有香客大樓和禪房，只有新港戲園（按：

新巷座，光復後改名新港戲院）提供住宿，但還是遠遠不夠，香客就住到民

家，林華嵩說他家就住了十幾名進香信徒，其他鄰居也都招待了7、8名，大

家都提供膳食和住宿，一共是三天兩夜，完全免費，但是彰化南瑤宮來的信

徒，為感謝新港媽祖信徒的熱誠招待，常常是在回去之前，送給招待的民家

26　《彰化南瑤宮誌》，頁357-358。
27　《彰化南瑤宮誌》，頁358。
28　《彰化南瑤宮誌》，頁357。
29　《新港奉天宮志》，頁458。



203

日治時期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新史料考釋

金子、鍊子；如果招待者是做生意

的店家，則送以匾額。30

當時糕餅業龍頭——新港桂香

齋（圖6），是時任新巷（1920年新

港區及月眉潭區合併為新巷庄）庄

長林蘭芽（1893─1977），與股東蔡

德、林玉澤、何碧山合股經營，亦

提供免費膳宿熱誠招待。隸屬於南

瑤宮老大媽會的北管曲館巨擘梨春

園，為了感謝桂香齋的熱情款待，

特致贈「大道生財」匾額，目前該匾仍保存於桂香齋舊址東洋照像館），上

書：南瑤宮媽祖新巷進香蒙桂香齋大寶號按接特此留念/乙亥清和之月彰化

梨春園諸同人致贈/磺溪王蘭生書。（圖7）

�新巷（新港）庄長林蘭芽亦開放平常門禁甚嚴的自家宅第林家古厝，

作為彰化口庄（在今花壇鄉）北管玉梨園團員住宿處所，並提供豐盛的膳

食，玉梨園代表者劉東榮、莊垂永、曾木枝特請書畫名家王蘭生畫竹刻匾題

賈島之詩以贈：「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嫌滴瀝紅斑少，恰

是湘妃淚盡時。」（圖8）

30　《新港奉天宮志》，頁39。

圖6     林維朝父子主導的桂香齋糕餅公司，曾
一舉打響了新港飴全臺甚或海內外的知
名度。圖為日治時期桂香齋的廣告圖
樣。（林英敏提供）

圖7   昭和19年（1935）彰化梨春園贈桂香齋的「大道生財」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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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1935年彰化口庄北管玉梨園致贈新巷（新港）庄長林蘭芽之匾。（陳素雲提供）

梨春園致贈桂香齋的匾額，及玉梨園贈送林蘭芽的書畫木匾，均出自王

蘭生之手。王蘭生（1877─1958），清光緒年間生，彰化人，為黃元璧得意

門生，詩書畫俱工，尤善繪蘭竹，有鄭板橋之風。31贈匾者為了答謝新港仕

紳之殷勤招待，且以林蘭芽乃秀才林維朝（1868─1934）之後，出身書香世

家，故以書畫界名家王蘭生書畫相贈，足見交誼之深厚。

昭和10年（1935），是南瑤宮日治時期最後1次的笨港進香；昭和11年

（1936）當年的笨港進香活動由二媽會的總理林昌擲杯筶請示未果，於是該

年未進行笨港進香活動。32而此則報導也是《臺灣日日新報》中最後1則提

及南瑤宮笨港進香的新聞。

昭和12年（1937）七七事變後，日軍在中國展開全面攻擊；昭和13年

（1938）臺灣總督府開始整頓廟宇；昭和16年（1941）日本海軍偷襲珍珠

港，美國正式對日本宣戰，臺灣總督府實施戰時體制，全臺經濟總動員支持

戰爭。為了中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的需要，以及使臺灣加入戰線，因此又改

派武官總督，積極推動「皇民化運動」，民間的進香活動全被禁止。

肆、彰化南瑤宮至笨港進香活動的歷史意義

31　莊芳榮主編，《臺灣先賢丹青書畫展圖錄》（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0年），頁21。
32　《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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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彰化南瑤宮為笨港天后宮變遷的見證者

明天啟元年（1621），顏思齊率眾登陸笨港，媽祖信仰亦隨著漢人入

墾而傳入，在各聚落中組會輪流奉祀。清康熙39年（1700），笨港居民合建

天妃廟。33清康熙61年（1722），天妃晉封天后，天妃廟改稱天后宮。笨港

天后宮於雍正8年（1730）改建為較具規模的宮廟。乾隆16年（1751）修建

後，乾隆40年（1775）、乾隆59年（1794）又再重修。34

笨港天后宮香火鼎盛，為笨港地區居民最重要的信仰中心，靈顯事蹟，

遍及全臺。彰化南瑤宮即其分靈廟宇之最著者，至今仍定期至笨港進香。

清嘉慶4年（1799），笨港天后宮住持景端和尚將「船仔媽」等神像及

文物隨移民遷移到蔴園寮，暫時安置在土地公廟「肇慶堂」（今新港警察

分駐所）。住持景端師奔走倡建新廟，由王得祿捐俸及18庄董事紳商奉獻，

歷經12年籌劃興建，奉天宮於嘉慶16年（1811）落成。35成了笨新南港（新

港）最重要的信仰中心。

笨南港的漳州居民，嘉慶年間因洪

患而大規模大遷徙，因懷念笨港時期的繁

華盛況，將此地取名為「笨新南港」（圖

9），再次聚集成街市。但許多店號、宗

祠還沿用「笨南港」若干時間，或以「新

南港」、「新港」稱之，從清末、日治初

期還一直延續使用；大正9年（1920）行

政區改制，更名為「新巷庄」。在日治時

期更將「新港」、「南港」、「新巷」3

33　�記錄笨港媽祖廟最早的文獻為《諸羅縣志》，其〈雜記志．寺廟〉云：「天妃廟……。一在外九
莊笨港街。三十九年，居民合建。」

34　�乾隆40年（1775）所立的「重修諸羅縣笨港天后宮碑」記：「天后宮，建自雍正庚戌，歲脩於乾
隆辛未年，迄今廿六載……」，及現存新港奉天宮的王得祿虔書的1對柱聯，右上角題「甲寅年
重修」，甲寅乃乾隆59年（1794）。

35　�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嘉義縣市篇》（中和：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1994年），頁40-43。

圖9    清道光22年（1842）刻立「笨新
南港義塚碑」，此石碑證明新港
原名「笨新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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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交互使用著，很多地方都直稱「新港」為

「南港」。

新港地名稱號混合使用，有南港、新

南港、新港、新巷等稱呼（參見附錄1）。

全臺各地也慣用「南港」1詞，以指稱「新

港」。「南港天上聖母」，係指「新港奉天

宮媽祖」。（圖10）日治時期的報紙紀錄

中，皆有提到「恭迎南北港天上聖母」之紀

錄；或會書「恭請南港奉天宮」等字樣。在

當時香客們的心中，笨港天后宮已分成為

「南港奉天宮」與「北港朝天宮」兩廟，日

治時期「南港媽祖」，就是「新港奉天宮媽

祖」。

�彰化南瑤宮執著地往1個已經消失的古

地名——「笨港」進香，有論者認為：一則

始終本著感恩、不忘本的精神，二則感於笨港天后宮已毀，為忠於史實，而

其返祖家謁祖活動，又不能中斷，其進香名義乃從「往笨港天后宮進香」改

為「往笨港進香」，改到新港奉天宮與北港朝天宮。其進香活動的本身，不

僅是媽祖信仰在臺灣歷史上一頁重要的宗教活動紀錄，同時也是臺灣開發史

上最重要的基地「笨港」，其興起、沒落、毀滅之滄桑史的重要證據。36南

瑤宮笨港進香活動，可以證實新港奉天宮與北港朝天宮同為笨港天后宮之傳

承者。

二、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新史料之歷史價值

近年來透過田野調查與耆老訪談，蒐羅一些未曾公開的史料與文物，史

料部分有：新港公學校《學校沿革誌》、新港奉天宮《日清簿》，與新港仕

36　《新港奉天宮志》，頁40。

圖10    笨 南 港 香 旗 （ 林 土 水 提
供），上書：「笨南港奉天
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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紳林維朝的私家文書等。文物部分，新港奉天宮保存的有：彰化南瑤宮獻給

奉天宮「英靈普濟」匾、「重建奉天宮緣金寄附芳名列�彰化募集額」、彰

化地區各商紳贈送奉天宮的媽祖神案等。曲館贈匾則有：南瑤宮老大媽會曲

館梨春園致贈桂香齋「大道生財」匾額；彰化口庄（在今花壇鄉）北管玉梨

園贈送林蘭芽書畫木匾等。這些新港新出土的文物史料，都是珍貴的第一手

史料，適巧可補足日治時期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的這段歷史。

彰化南瑤宮日治時期笨港進香之儀式，乃承襲清朝時的舊慣。由南瑤宮

3次笨港進香行程歸納，彰化南瑤宮除了明治43年（1910）第1次進香時間是

在農曆3月16日晚上10點以外，其餘均於農曆3月17日凌晨起駕，宿西螺；18

日至北港，夜宿新港，在新港停留達二晝夜；20日上午子時交香回駕。

彰化南瑤宮保存的昭和10年（1935）笨港進香路關圖，詳細記錄笨港

進香時程、隊伍順序、休息地點與來回之路線，內容標註4月20日（農曆3

月18日）早上11點到達北港街，正午交香，下午1點出發；到達舊南港楊謙

祖家；然後到新巷庄過夜；4月22日凌晨1點分兩路返程。並標記為「二泊

所」，就是在新港住兩夜之意。這張昭和10年的笨港進香路關圖，是現存最

早的進香路線圖，從此圖可以上溯其早期進香之樣貌。

從南瑤宮3次笨港進香行程時間歸納來看，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在新

港停留達二夜之久，是1個重要的儀式地點。從新港奉天宮《日清簿》的記

載；北管梨春園贈匾「南瑤宮媽祖新巷進香」的題詞，亦可看見當時兩地的

密切關係。

昭和10年（1935）笨港進香路關圖及相關史料，明確標註彰化南瑤宮往

笨港進香，在北港停留兩個小時，行交香儀式；在新港停留達2夜，亦行請

火儀式。也就是說，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有兩個目的地，均是謁祖進香，然

而親疏卻有所不同。茲舉實例再加以佐證。

明治37年（1904）芮氏規模6.1級，明治39年（1906）芮氏規模7.1級接

連兩次的大地震，新港奉天宮受創頗深，前殿全毀，僅餘神龕及日月門屹立

不倒，媽祖廟前大街（新民路）兩側房舍斷壁殘垣，倒塌甚多，離1910年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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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南瑤宮笨港進香僅約四年光景，整建工程尚未完成，然香客們還是承襲清

朝時期進香的舊慣，在新港停留兩日。為了款接遠道而來的貴客，新港人竭

盡所能，提供免費膳宿，更為了解決住宿不足問題，又搭建了許多臨時假宿

舍（臨時住所）。

這番盛情，彰化人感激在心頭，當奉天宮改建經費不足，展開全省募

款時，彰化地區包括9堡、一百二十一以上街庄信徒，均踴躍捐款，計募得
2,738圓44錢。37新港人與彰化信徒深厚的情誼，亦見於《漢文版臺灣日日新

報》明治44年（1911）4月18日第3版〈雜錄/禮尚往來〉的報導：�

南港奉天宮天上聖母。客歲九月間。曾由臺北返駕。經彰化

時。暫駐觀音亭。
38

受各街信徒供奉。其間多熱心歡迎且寄附者。

聞係彰化南門媽祖。歷年多往南北港謁祖。隨香者以十數萬計。南

港于其至時。必豫築臨時假宿舍。款留二晝夜。一概不收房租及食

費。故者番南港聖母按臨彰化。彰化紳商亦以此酬其厚誼。竝特設

歡迎事務所。以董其事云。

由於進香當時，新港奉天宮及市街，於明治39年（1906）嘉義大地震後，

正在大力修築階段（見圖11、12），但彰化南瑤宮十多萬香客還是住宿在新

港，並熱情款待兩晝夜，為了要讓香客住宿，便搭建臨時宿舍供香客休息。

彰化南瑤宮之香客不因地方簡陋而改往其他地方住宿，足見新港與彰化兩地

信眾交誼之深摯。

�

37　〈重建奉天宮緣金寄附芳名列�彰化募集額〉，此為木匾，今保存於奉天宮文物館中。
38　今彰化市之開化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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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奉天宮保存的「重建奉天宮緣金寄附芳名列�彰化募集額」匾中，亦

可發現當奉天宮遭逢兩次大地震，重建宮廟之際，彰化地區媽祖信徒踴躍捐

輸的情形，與上述《臺灣日日新報》之報導，兩者可相互印證新港與彰化南

瑤宮之深厚情誼。�

來自新港地區領導者的縝密籌畫與熱誠款待，一直是彰化媽祖信徒銘感

於心的，如明治43年（1910）為了迎接南瑤宮媽祖聖駕，新港區長林維朝運

籌帷幄，傾全區之力以玉成其事；接任之林甲炳區長、林蘭芽庄長，亦對迎

接彰化地區媽祖信徒盡心盡力，林蘭芽更開放自家大宅，及其合資經營的桂

香齋糕餅公司，提供香客們住宿。

田調訪問時也發現，許多南瑤宮與奉天宮之文武館閣互相「探館」，

如彰化地區的梨春園、玉梨園、繹如齋等，奉天宮的同樂軒、舞鳳軒、新義

軒、鳳儀社等均會以樂會友，競藝聯誼。

大正7年（1918）奉天宮修繕落成，舉行盛大安座儀式祭典，彰化南瑤

宮天上聖母應邀參與此盛會。大正6年（1917）笨港進香媽會聖三媽、輿前

曲館繹如齋暨仕紳為了感謝新港人的熱情招待，於1918年奉天宮重建落成

時，獻給奉天宮「英靈普濟」匾；彰化24位商紳亦聯合贈送奉天宮媽祖神

案。

圖11    1910年新港奉天宮前大街（今新民路）
的風貌。（新港金益芳地方文史工作室
提供）

圖12    1910年新港奉天宮正面照片。（新港
金益芳地方文史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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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10年（1935），南瑤宮老大媽會輿前北管樂團巨擘梨春園，致贈桂

香齋糕餅公司「大道生財」匾額；北管玉梨園贈送新巷（新港）庄長林蘭芽

書畫匾。

且據新港耆老口述：彰化南瑤宮信徒，為感謝新港人的熱誠招待，常

常是在臨回去之前，送給招待的民家金飾；如果招待者是做生意的店家，則

送以匾額；南瑤宮媽祖駐駕新港時，新港居民亦會挑飯菜至南瑤宮的頭旗下

「犒軍」。由上所述，彰化與新港兩地信徒，因進香而產生宮廟、仕紳、媽

會、館閣、信徒等各方面綿密交流的人際網絡。

伍、結語

從清乾隆年間彰化南瑤宮建廟之後，便有往笨港進香的記載。笨港天后

宮在清嘉慶年間，因洪患遭沖毀，彰化南瑤宮信徒卻仍執著地往一個已消失

的古地名——「笨港」進香，進香的目的地，改至與笨港天后宮有淵源之新

港奉天宮與北港朝天宮。

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帶領了這麼多人前來進香，從日治時期的資料

記載來看，已具有相當的規模，並且發展出一套固定與完整的進香模式。

1895-1945年日治時期，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並不因異民族統治而中斷，

但在統治的50年間，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只有成行3次，均於七七事變爆

發，日本皇民化運動雷厲風行之前，分別為日明治43年（1910），大正6年

（1917），昭和10年（1935）。

進香時間非固定多久一次，從南瑤宮日治時期3次笨港進香發現，要舉

辦這麼大型的進香活動，首先須由南瑤宮信徒提議本年度舉行進香事宜，再

由彰化南瑤宮招集媽祖會之主事者召開審議會，決議進香後，照例要選出一

個統率人士，在該廟內神前捧筶請示是否舉行。由上述可知，彰化南瑤宮笨

港進香實屬不易，但也須經過如此繁複的規範，形成共識之後，才能帶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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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甚至十多萬人來進香。

關於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在學界的研究上，因為事遠難徵，日治時期的

史料雖然相對地比較豐富，然卻儘止於浮光掠影一筆帶過，並未詳細描述進

香實況與內涵。透過田野調查與耆老訪談，蒐羅了不少未曾公開的史料與文

物，這些新出土的新港在地史料與文物，與相關文獻相檢視比對，更能貼近

史實與原貌，這是本文最主要的探討內容，期望能釐清日治時期笨港進香的

歷史真相。

彰化與新港兩地信徒，因進香而產生宮廟、仕紳、媽會、館閣、信徒等

各方面綿密交流的人際網絡，不因歷史變遷、動盪與政權的更迭而改變。彰

化南瑤宮笨港進香至今仍延續不絕，彰化南瑤宮往笨港進香活動，已成所有

媽祖信徒們的「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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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日治時期各地迎請新港奉天宮媽祖之報導

年代 日期 迎請地點 迎請原因

1916 10/08 嘉義西門街
「嘉義西門街曰關廂境，恆有迎媽祖之舉……
媽祖入境……次乃新港北港媽祖。」

1917

02/15 公田庄（嘉義市公田里）
「……中埔支廳下公田庄，……，往新港北
港，迎請兩媽祖，到庄繞境。」

05/30 臺中
「臺中昨日起，臨時恭迎媽祖……北港、南
港、鹿港、梧棲、彰化各處媽祖……」

10/04 嘉義
「嘉義商業協會……往迎新港奉天宮大媽、北
港朝天宮二媽……。」

10/19 嘉義西門
「嘉義西門外關廂境...往迎新港奉天宮大媽、
北港朝天宮二媽，溪北六興宮三媽。」

1919

03/07 大蕭村（嘉義市蕭厝里）
「昨年末惡性感冒流行時，……今回將自新港
鹿港北港三所，更迎請媽祖以為答謝。」

03/17 大莆林（嘉義縣大林鎮）

「曩者時疫流行，……大莆林地方，危害尤
甚，該地區長江文蔚，興產會社長周傳講氏
等，……迎請彰化南瑤宮、北港朝天宮、新港
奉天宮三聖母鑾駕蒞街遶境。」

04/07 新竹
「北港朝天宮、新港奉天宮、彰化南瑤宮三位
聖母，月前恭請來竹……。」

10/06 嘉義
「嘉義商業協會，……迎請嘉義新店尾街
溫陵媽祖，南北港溪北媽祖，到三山國王
廟……。」

1920

03/31 基隆暖暖
「居民例年組織團體，往南北港進香。本年定
舊二月十三日出發，十五日迎金身來安德宮，
十七日遶境。」

04/22 艋舺
「臺北艋舺一部分人士……赴搭南下列車，赴
彰化南瑤宮、嘉義新港、及北港晉香，迎請三
處媽祖……。」

05/06 新竹 「竹邑恭請彰化新港北港等處媽祖……。」

05/24 新竹
「北港朝天宮、新港奉天宮、彰化南瑤宮，三
位聖母…來竹，……將諸聖母神像，抬出遶
境，以求闔竹平安。」

06/06 嘉義
「嘉義廳新廳舍一部分落成，……擬迎南北港
媽祖到嘉，……。」

10/25 嘉義西門
「嘉義關廂境，……如例迎請溫陵、南北港、
溪北、南瑤宮眾媽祖到嘉。」

1921

03/22 艋舺
「艋舺合迎媽祖……欲恭請北港、新港、彰化
三組媽祖來北。」

04/27 新竹
「新竹街各界人士，恭迎花燈……並將北港
新港彰化及當地內天后宮諸媽祖神像抬出繞
境。」

04/28 艋舺
「艋舺將於二十九日恭迎來北中之北港朝天
宮、彰化南瑤宮、新港奉天宮三處媽祖及直街
仔媽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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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嘉義西門
「嘉義關廂境，……今秋仍欲依例迎南北港溪
北媽祖……。」

1922

03/05 大林庄（嘉義縣大林鎮）、
太保庄（嘉義縣太保市）

「嘉義郡大林庄，……迎請湄洲及南北港媽祖
鑾駕，……又東石郡太保庄，……迎南北港溪
北三聖母繞境，……。」

03/14 大埤庄（雲林縣大埤鄉）
「斗六郡大埤庄……，迎請太和街三山國王，
及南北港聖母……。」

08/31 嘉義
「嘉義城隍賽會……，迎請北港新巷溪北三媽
祖到嘉。」

10/27 嘉義西門
「來念八日，……�嘉義關廂境，依例迎南北港
溪北媽祖蒞嘉。」

1923 10/13 嘉義西門
「舊重陽節嘉義西門外街人士，依例迎請北
港、新巷、溪北、溫陵、彰化五媽祖到嘉。」

1924

10/04 嘉義西門
「嘉義街關廂境眾紳商，依例迎請北港朝天
宮、新巷奉天宮、溪北六興宮、溫陵朝天宮、
彰化南瑤宮，五媽祖蒞嘉。」

10/11 嘉義西門
「嘉義西門外街人士，依例迎請北港朝天宮、
新巷奉天宮、溪北六興宮、溫陵朝天宮、彰化
南瑤宮，各媽祖蒞嘉。」

11/24 斗六
「斗六郡當局……順請鹿港彰化北港新港四位
聖母……。」

1925 10/11 嘉義西門
「嘉義西門外街人士，期於舊重陽前一日，迎
請北港朝天宮、新巷奉天宮溪北六興宮、彰化
南瑤宮、溫陵朝天宮各媽祖蒞嘉。」

1926

04/07 新竹街
「新竹諸商人……下南恭請北港新港彰化三媽
祖聖像。」

04/22 彰化街
「彰化郡彰化街人士，……恭迎南北港及南瑤
宮媽祖鑾駕繞境。」

05/07 松山
「七星郡松山……請北港、新港、鹿港、彰化
四處聖母鑾駕參加。」

10/21 嘉義西門
「嘉義關廂境眾紳商，依例迎請北港朝天宮、
新港奉天宮、溪北六興宮、溫陵朝天宮、彰化
南瑤宮，五媽祖蒞嘉……恭舉臨時大祭。」

1927 11/24 古坑庄 「斗六郡古坑庄……恭迎南北港媽祖繞境。」

1928

02/14 竹東北埔庄
「竹東郡北埔庄，……恭迎花燈，……兼之北
埔慈天宮，數日前由彰化新港北港迎請媽祖于
宮內。」

10/09 新竹街南門
「新竹街民恭請北港朝天宮、及彰化南瑤宮、
新港奉天宮三媽祖神像與竹蓮寺觀音佛祖合迎
遶境。」

1929
02/15 新竹街

「新竹街民當古曆新春……派代表南下，恭請
北港朝天宮、彰化南瑤宮、新港奉天宮……三
媽祖聖像……。」

04/14 斗六
「斗六地方……並議恭請南北港及鹿港媽祖繞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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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8 艋舺
「臺北市萬華人士，……北港朝天宮、新港奉
天宮、彰化南瑤宮諸媽祖鑾駕……。」

10/20 板橋街
「板橋街慈惠宮……並迎北港、新港、彰化，
各媽祖到板橋……。」

1931

04/03 新竹北門

「新竹北門外信徒為節省進香費用，代表南下
迎請北港朝天宮、彰化南瑤宮、新港奉天宮三
處媽祖駐鑾約一個月，於北門外長和宮供民眾
參拜。」

04/03 斗六街
「斗六街商公會……奉迎南北港及鹿港各地媽
祖繞境。」

12/14 臺北

「臺北市金泰享葉金塗氏……恭迎北港朝天
宮、臺南天后宮、彰化南瑤宮、新港奉天宮、
臺北關渡宮，……合市內慈聖宮媽祖、劍潭佛
祖、鷺洲佛祖、保生大帝、霞海城隍、法主聖
君、玉皇太子、大眾爺、南海佛祖、本境福德
正神諸神輿……巡遶各街，然後入自宅安位建
醮三天。」

1932 03/14 斗六街
「斗六街商工會，……迎請鹿港及南北港媽祖
繞境。」

1936 03/04 斗六街
「斗六街眾弟子……迎南北港天上聖母繞
境。」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1916─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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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n the Mazu Pilgrimage of Nanyao Temple During 

the Colonial Taiwan

Po-chi Lin *     Su-yun Chen **

Abstract
The Bengang Mazu pilgrimage of Nanyao Temple in central Taiwan, 

Changhua, is the very first huge Mazu pilgrim group in Taiwan and also the 

significant one organized for the southward pilgrimage to Bengang. After Nanyao 

Temple wa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Qianlong era, Bengang pilgrimage has been 

documented since then. Throughout 200 years of unrest history and the changes 

of regimes, the Mazu pilgrimage of Nanyao Temple has been continually held till 

nowadays.

During the 50 years of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the Mazu pilgrimage of 

Nanyao Temple was only held successfully in Meiji 43 (1910), Taisho 6 (1917) 

and Showa 10 (1935). Generally speaking, all these three pilgrimage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period started around the 17th day of the third lunar month 

and stayed at Xilou for a night; marching to Beigang on the 18th day and staying 

at Xingang for two nights and then headed back on the 20th day before dawn.

This paper will mutually investigate the news on the Taiwan Nichinichi 

Shimpo and The Diary of Chang Li-jun, other documents collected at local 

Xingang, such as the History of Xingang Public school and the Riqing Note of 

Xingang Fengtian Temple and also, along with the inscribed boards preserved by 

Fengtian Temple, Gui xiang Pavilion and Lin lanya family and intend to show the 

whole historical image of the Mazu pilgrimage of Nanyao Temple.

The Mazu pilgrimage of Nanyao Temple has become the collective memory 

*���Adjunct Instructor, Wufeng University.��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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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新史料考釋

of all Mazu worshippers. Not suspended because of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it has become the pilgrimage route with the legacy of 200 years, which has been 

embedded into the memory of the worshippers. The Mazu pilgrimage of Nanyao 

Temple is thus the living history of Taiwan Mazu pilgrimage. 

Keywords:  Changhua Nanyao Temple, Xingang Fengtian Temple, Beigang 

Chaotian Temple, Bengang pilgrimage, Ma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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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治時期，日人於臺灣建造了七十餘座飛行場。即使到了今天，許多當

時興建的機場也仍在使用中，見證了近百年的臺灣航空史。但這些日人在臺

興建的機場與日本的機場間，其源流與空間配置卻尚未進行研究。於是，本

文探索日、臺機場的早期歷史，探討兩者的發展過程，透過赴美國、日本與

澳洲蒐集之文獻，進行機場設施與用地的比對，論其特色，以明兩地之淵源

與主要的8種空間配置。

關鍵字：日本、臺灣、航空、機場、飛行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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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臺飛行場的源流與空間配置：1910至40年代

壹、前言

日治時期因應民航與戰爭的需要，日本於臺灣各地興建了70餘座飛行

場，數量驚人，無論在建築史、交通史或軍事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1隨著

時間演進，這些航空設施，除少數延續往日的功能，多已轉變為古蹟、軍

校、營房、港口、學校、民宅、廠房，或休閒活動的場域。這些歷史性機

場，不僅見證了臺灣民航事業的肇興，也承載著戰爭苦難的記憶，卻在時間

的長河中逐漸遭人遺忘。

所幸，近年來在古蹟、歷史建築的指定與調查計畫的引領下，2日治航

空史已逐漸受到重視，成為一新興的研究領域。論著發表多集中於2010年

以後，研究方向則以飛行場為重心，探討臺灣機場興建的分期與不同時期的

背景與特色；3機場座落與總數的考證；4或進行個別機場如淡水、後龍、永

康、臺南、岡山、苓雅寮、鳳山、小港、旗山、大寮、東港、屏東等的歷史

1　�杜正宇、謝濟全，〈盟軍記載的二戰臺灣機場〉，《臺灣文獻》，63卷3期（2012年9月）。飛行
場係日方文獻所記，中文可譯為機場。當時亦有著陸場，或指無機庫、塔臺等設施，但可為飛機
起降之地；又或為無航空隊進駐或無定期民航班機起降，但可臨時起降之地。惜日方文獻記載稍
有混亂，如鹿港有機庫，早期卻稱著陸場；又如旗山，終戰前尚未竣工，日方也稱飛行場。

2　�近年來國內已有許多歷史性機場或機場的附屬設施轉為古蹟與歷史建築，參見郭俊沛建築師事務
所，《歷史建築陸軍三十六航空隊廠房及兵舍調查研究暨再利用計畫》（臺中：臺中市文化局，
2013年）；劉金昌、杜正宇等，《歷史建築永康飛雁新村傳原通訊所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臺
南：臺南市文化局，2011年）；李乾朗、張勝彥等，《臺北縣縣定古蹟淡水水上機場調查研究暨
修復計畫》（臺北：臺北縣政府文化局，2005年）；屏東科技大學人文社會教育中心，《大鵬灣
風景特定區之人文資料調查研究》（屏東：交通部觀光局大鵬灣管理處，2012年）。

3　�臺灣機場的歷史可分為四期，各期各有不同的背景與興造特色。參見杜正宇、謝濟全，〈盟軍記
載的二戰臺灣機場〉，《臺灣文獻》，63卷3期（2012年9月）。

4　�張維斌博士是國內利用空照圖進行疊圖分析，成果最為豐碩者。參見「TaiwanAirBlog」：http://
taiwanairpower.org/）。拙文則利用美國、日本、澳洲檔案，以及國內的空軍文獻與接收資料等，
以進行統計。參見杜正宇、謝濟全，〈盟軍記載的二戰臺灣機場〉。洪致文則利用國內接收資料
與一份美國檔案，以統計機場數量。參見洪致文，〈二戰時期日本海陸軍在臺灣之機場〉，《臺
灣學研究》，12期（2011年12月）。何鳳嬌亦因整理軍用土地之接收與處理而論及機場之數量，
參見何鳳嬌，〈戰後初期臺灣軍事用地的處理〉，《國史館學術集刊》，19期（2009年）、何鳳
嬌，〈戰後初期臺灣軍事用地的接收〉，《國史館學術集刊》，17期（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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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與研究；5以及美軍的情報調查、作戰計畫與戰時遭到轟炸、毀壞的情

形。6

除飛行場外，日治航空史研究面向亦擴及航空工業的發展；7民航背景

與航線研究；8以及跑道與側風之間的關聯。9惜前人研究中，並未涉及日本

5　�依發表時序如杜正宇、謝濟全、金智、吳建昇，《日治下大高雄的飛行場》（臺北：新銳文創，
2014年3月）；杜正宇，〈東港水上機場探源〉，《臺灣風物》，63卷4期（2013年12月）；杜
正宇，〈太平洋戰爭下日本陸軍於高雄地區的機場整備與航空隊部署〉，《高雄文獻》，3卷4
期（2013年12月）；杜正宇、謝濟全，〈高雄「苓雅寮」機場初探〉，《高雄文獻》，3卷3期
（2013年9月）；杜正宇，〈太平洋戰爭下的高雄岡山機場〉，《臺灣近代戰爭史（1941─1949）
第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市關懷老兵協會等，2013年）；蕭文，〈臺南機
場的歷史轉場〉，《臺南文獻》，2輯（2012年12月）；洪致文，〈落山風影響下的恆春機場
風場分析〉，《環境與世界》，26期（2012年12月）；金智，〈走過時空記憶的臺南空軍基地
（1937─1958）〉，《中華軍史學會會刊》，17期（2012年10月）；杜正宇，〈日治下的臺南機
場〉，《臺南文獻》，1輯（2012年7月）；曾令毅，〈「航空南進」與太平洋戰爭：淡水水上機
場的設立與發展〉，《臺灣文獻》，63卷2期（2012年6月）；杜正宇、吳建昇，〈日治下臺南永
康機場的時空記憶〉，《臺灣文獻》，63卷1期（2012年3月）；陳文樹，〈屏東空軍基地和民
用機場的沿革變遷〉，《屏東文獻》，15期（2011年12月）；杜正宇，〈日治時期的「高雄」飛
行場研究〉，《高雄文獻》，1卷2期（2011年9月）；洪致文，〈風在城市街道紋理中的歷史刻
痕――二戰時期臺北簡易飛行場的選址與空間演變〉，《地理學報》，59期（2010年8月）；張志
源、邱上嘉，〈西元1937─1945年臺灣淡水水上機場角色功能與空間配置之研究〉，《科技學刊
（人文社會類）》，16卷2期（2007年10月）；陳德全，〈後龍軍機場歷史及軍事重要地位〉，
《苗栗文獻》，5卷19期（2002年）；杜奉賢，〈日軍東港軍事基地探勘〉，《臺灣風物》，50卷
2期（2000年6月）。

6　�美軍攻臺計畫如蘇瑤崇，〈二戰中美軍攻臺計畫〉，《第3屆臺灣近代戰爭史（1941─1949）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市關懷老兵協會等，2013年）；許進發，〈1944年美軍攻臺計畫
的戰情資料――陸海軍聯合情報研究第87號〉，《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
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年）；美軍轟炸臺灣如杜正宇，〈東港水上機場探源〉，《臺灣風
物》，63卷4期（2013年12月）、陳達銘，〈美軍空襲臺灣資訊搜錄（1943─1945）〉，《臺灣近
代戰爭史（1941─1949）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市關懷老兵協會等，2013
年）、杜正宇，〈太平洋戰爭下的高雄岡山機場〉，《臺灣近代戰爭史（1941─1949）第二屆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市關懷老兵協會等，2013年）、杜正宇，〈日治下的臺南機
場〉，《臺南文獻》，1輯（2012年7月）、戴文鋒，〈臺灣媽祖「抱接砲彈」神蹟傳說試探〉，
《南大學報（人文與社會類）》，39卷2期（2005年10月）、戴寶村，〈B29與媽祖：臺灣人的戰
爭記憶〉，《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2期（2004年11月）等。

7　�如林身振、林炳炎，《第六海軍燃料廠探索》（高雄：春暉出版社，2013年）；謝濟全、金智，
〈戰爭動員下日本海軍在高雄地區航空設施興建的戰備分析〉，《2012年軍事通識教育暨航空史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岡山：空軍航空技術學院，2012年）；林玉萍，《臺灣航空工業史——戰
爭羽翼下的1935年─1979年》（臺北：新銳文創，2011年）；謝濟全，〈日治後期高雄第六海軍
燃料廠之興建與戰備分析〉，《史地研究》，3期（2011年）。

8　�曾令毅，〈殖民地臺灣在日本帝國航空圈的位置與意義：以民航發展為例（1936─1945）〉，
《臺灣文獻》，63卷3期（2012年9月）；杜正宇、吳建昇，〈日治下臺南永康機場的時空記
憶〉，《臺灣文獻》，63卷1期（2012年3月）；林玉萍，《臺灣航空工業史——戰爭羽翼下的
1935年─1979年》（臺北：新銳文創，2011年）。

9　洪致文，〈落山風影響下的恆春機場風場分析〉，《環境與世界》，26期（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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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臺灣機場之間的源流與空間配置（site plan）等問題。但溯本追源，今日

的臺灣機場多係沿用、增築、改建於日人基礎之上，若為釐清臺灣機場之由

來與發展脈絡，此論題實有研究之必要。

過去的日治航空史研究，遭遇最大的問題就是史料。日軍自戰敗日起，

各軍事單位即受命焚毀檔案，導致留存資料散亂。戰後之調查又存在不少

空白與誤記之處，以致國內接收檔案內容不足，錯誤甚多。盟軍的檔案雖然

保存完整、數量龐大，但編寫本意是為了擬定攻擊目標，制定作戰計畫，對

於機場之歷史發展多有忽略，僅依靠情報與空照圖，相關記載亦難免有所謬

誤。因此，必須廣泛蒐集各方的檔案資料，並加以比對、補充。為此，筆

者數度走訪美、日、澳大利亞等國，於美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海軍歷史與遺跡檔案館（Naval His-

tory and Heritage Command）、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加

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澳大利亞國家檔案

館（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Australian War 

Memorial）、日本防衛省、國立公文書館、靖國偕行文庫（靖國神社）、航

空協會、國會圖書館等地蒐集資料，試圖勾勒日、臺兩地機場的源流、特

色，並探討日、臺機場的主要的8種空間配置。

貳、日、臺飛行場的肇興與特色

在日本的早期航空史上，軍事考量向來優於民航。1909年7月31日，陸

海軍協同的軍事機關――臨時軍用氣球研究會成立，致力於研究與引入飛行

船、飛行機、軍事航空、發動機、氣象、通信等航空科技。101910年12月4

10　�飛行船指靠著比空氣輕的瓦斯氣球而使機體浮昇，並裝上推進動力的航空器。飛行機即飛機，指
具有機身、機翼和發動機，可藉著翼面和發動機振動空氣而產生升力的飛行工具。軍事航空包括
軍用飛機、軍用水上飛機、軍用飛行船、軍用熱氣球等飛行器，以及機場、航空軍種、戰術、技
術發展等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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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陸軍上尉日野熊藏、德川好敏駕駛飛機於代代木練兵場成功進行「史上

初飛行」之後，臨時軍用氣球研究會隨即於1911年興建了陸軍所沢飛行場。

該地位於琦玉縣入間郡所沢町，占地約2.8萬坪，跑道400公尺。設施包括可

收納4架飛機的機庫、塔臺、氣象觀測站與油庫等。111914年，陸軍航空略

成雛形，有飛機16架，飛行員26名。至1916年，陸軍成立了航空隊，臨時軍

用氣球研究會遂予解散。在1931年（918事件）以前，陸軍航空隊的八個飛

行連隊，除朝鮮平壤與臺灣屏東兩機場外，日本本土有各務原、八日、太刀

洗、立川、濱松等5處陸上機場，12使用機種為陸上定翼機。13

海軍則發展自己的方向，於1912年成立了海軍航空術研究委員會，派遣

海軍上尉多人赴外學習，並自美、法等國購入水上飛機，14以進行操作與研

究。1913年建造水上機母艦若宮號，該艦與搭載機於1914年出兵山東青島，

以飛機投彈，堪稱是日本史上第1次的空中實戰。戰後，若宮號飛行員於追

浜飛行場（今神奈川縣橫須賀市夏島町）任教官，展開訓練飛行員的工作。

隨著各梯次海軍飛行員的結訓，1916年4月1日於追浜正式編成日本第1支海

11　�早期的飛行場、著陸地與今日的機場或飛行基地不但在的規模、設施、導航系統上具有明顯差
異，即便與1930年代後期臺灣出現的機場相較亦差距懸殊。如日治下的臺南機場，面積達85萬餘
坪，足足大了所沢30倍；相關建物、設施更接近150座，亦是所沢的30餘倍。參見杜正宇，〈日
治下的臺南機場〉，《臺南文獻》，1輯（2012年7月），頁33-35。

12　�日本航空協會，《日本航空史年表――証言と写真で綴る70年》（東京：日本航空協會，1981
年），頁10-17；平木國夫，《日本飛行機物語〈首都圏篇〉》（東京：冬樹社，1982年），頁
7-11；木俣滋郎，《陸軍航空隊全史》（東京：朝日ソノラマ，1987年），頁9、15-19；戶田大
八郎，《戰前戰後飛行場．空港総ざらえ21世紀に伝える航空ストーリー》（千葉：プリコ（印
刷），1997年），頁27-29。

13　�定翼機，即定翼飛機（Fixed-wing aeroplane），是由動力裝置產生前進的推力或拉力，由機身的
固定機翼產生升力，在大氣層內飛行的飛機。陸上定翼機則指以陸上機場起降為主，無法於水面
起降的機種。

14　�水上飛機，係指可於水面起降的飛機。大致上分為兩類，一是小型飛機（多為1至3人座，日本文
獻多稱作水上機），在機身或機翼下方裝有浮筒，將機身與水面分離。另一是大型飛機，機身如
船隻般可浮於水面上，稱為飛艇或飛行艇、飛行大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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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航空隊――橫須賀海軍航空隊。15至1930年代初期，海軍成立了航空隊17

隊。除部署於鳳翔、赤城、加賀等航空母艦、能登呂等水上機母艦、以水上

飛機配屬戰艦長門以下各級戰艦、巡洋艦外，日本海軍於日本本土有機場六

座，除大村為陸上機場外，橫須賀、佐世保、霞ヶ浦、館山、吳，均為水陸

兩用機場。16可見海軍航空在創立初期，出現了以水陸兩用機場為主的發展

趨勢。

正當軍方發展航空的同時，日本也出現了許多民間飛行家，紛紛設置飛

行學校，進行訪問飛行、遊覽飛行，舉辦飛行競賽、空中表演等，以培養民

間航空的實力。但由於當時的日本並無民用飛行場可言，於是潟湖海濱、河

畔、港濱填海地（日文：埋立地）、陸軍練兵場、競馬場等遂成為飛行機起

降之處。不過，這些用地中，只有潟湖為飛機經常性起降之地，填海地中僅

有洲崎維持常用狀態，其餘則為舉辦飛行表演或競技活動的臨時起降之地。

15　�竹内正虎，《日本航空發達史》（東京：相模書房，1940年），頁370-375；永石正孝，《海軍
航空隊年誌》（東京：出版協同社，1961年），頁8-12；《旧海軍常設航空隊の史実》，戰史
資料48-2（東京：防衛研修所戦史室，1974年，靖國偕行文庫藏），頁3；日本航空協會，《日
本航空史年表――証言と写真で綴る70年》，頁10-14；佐薙毅，〈海軍航空一代記〉，收入日
本海軍航空外史刊行会，《海鷲の航跡――日本海軍航空外史》（東京：原書房，1982年）�，
頁1-2；〈神奈川県・追浜飛行場跡地〉（2010年7月25日），收入「空港探索．2」：airfield-
search2.blog.so-net.ne.jp/oihama-airfield（2013年11月10日點閱）。

16　永石正孝，《海軍航空隊年誌》（東京：出版協同社，1961年），頁12-13，10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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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日本航空肇興時期的飛行機著陸地（明治、大正年間）
場地類型 起降地點 使用單位/活動

潟湖海濱

稻毛（千葉縣） 伊藤飛行機研究所
羽田町穴守三本葭 日本飛行學校
津田沼 伊藤飛行機研究所、東亞飛行專門學校、帝國飛行學校
船橋町 第一航空學校
西宮海岸 第一回民間飛行大會

填海地
（埋立地）

芝浦 玉井清太郎公開飛行降落地點、「鳳」號興行飛行

洲崎
帝國飛行協會第二回懸賞飛行、東西定期航空會、亞細
亞航空學校、田中飛行學校

鶴見潮田 航空局陸軍依託第1期操縱生野外飛行

練兵場

代代木練兵場
陸軍上尉日野、德川「史上初飛行」、東京――大阪間
定期郵便飛行競技

青山練兵場 奈良原式4號「鳳」號練習飛行
京都深草練兵場 飛行事故，緊急迫降

大阪城東練兵場
尾崎式複葉機試驗飛行、東京――大阪間定期郵便飛行
競技、東西定期航空會

豐橋練兵場 東京――大阪間定期郵便飛行競技
善通寺練兵場 大阪――久留米懸賞飛行
大分練兵場 大阪――久留米懸賞飛行
久留米練兵場 大阪――久留米懸賞飛行

競馬場
川崎競馬場 奈良原式4號「鳳」號有料飛行會
兵庫縣鳴尾競馬場 第一回民間飛行大會

資料來源：�平木國夫，《日本飛行機物語〈首都圈篇〉》（東京：冬樹社，1982年）�，頁
7-105；平木國夫，《羽田空港の歷史――日本航空輸送、エアガール、ニッポ
ン号》（東京：朝日新聞社，1983年）�，頁3-19。

日本早期的民用機場，因應可同時起降陸上定翼機與水上飛機的需求，

多選擇濱海之地建立機場。如日本最早的民航發祥之地，就位於千葉縣的

海濱遊樂地――稻毛海岸。該地為潟湖，海灘沙質堅硬又可通行馬車，雖然

潮汐落差大，但不失為良好的飛行場地，於是伊藤音次郎創立的日本第一座

民用練習場（水陸兩用機場），便在此地設置（1912年）。由於潟湖可避風

浪，沙地堅硬等特性，可同時使水上飛機和陸上定翼機起降，合乎當時的需

求，於是1916年玉井清太郎等人創辦的日本飛行學校，亦選擇潟湖海濱――

東京灣六鄉川出海口的羽田三本葭建校。但1917年9月30日至10月1日的颱

風，不但帶來強風豪雨，海面湧起的大潮也侵襲了東京灣沿岸，導致稻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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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葭等地，機庫毀壞、飛行機沖入大海，機場形同毀滅。1918年4月，伊

藤另擇亦為潟湖的津田沼重建機場，東亞飛行專門學校、帝國專門學校等紛

紛來此建校，使津田沼成為日本民航發展初期的重心。17

1920年代，日本軍事躍進，在軍事航空上急起直追，至1922年竟已擁

有全球第一艘正規的航空母艦――鳳翔號，18但民間航空卻相對落後。當時

的民航由三家小型商社，多以水上機或飛行艇經營短程航線。日本最初的定

期民航，是日本航空輸送研究所於1922年以伊藤式飛行艇經營大阪――德島

間、大阪――高松間的航空輸送。隔年，東西定期航空會以中島五型飛機經

營東京――大阪的航線，日本航空株式會社則以川西式水上機開闢大阪――

別府間的航路。但這些早期航線均以運送貨物為主，航路多止於瀨戶內海一

帶，旅客運輸要到1920年代末期才出現。19

1927年日本政府決議設置東京―福岡―大連（陸上機），以及大阪―

上海（水上機）兩條航路，才開始真正規劃民用機場的建設。1931年第一座

國營民航機場落成（今東京羽田機場），終為航空事業開啟新的方向。值得

注意的是，這個時期的日本機場如東京（羽田，水陸兩用）、大阪（木津川

尻，水陸兩用）、福岡（名島，水上機場）等多為水陸兩用或水上機場。唯

東京暫借用陸軍立川機場，後由遞信省選定羽田町鈴木新田北側，海老取川

與六鄉川出海口的沖積地作為機場用地，海防義會於此設有機庫及水上飛

17　�伊藤音次郎，〈稻毛飛行場の生い立ち〉，收入日本航空協會編，《日本民間航空史話》（東
京：日本航空協會，1975年），頁27-30；平木國夫，《日本飛行機物語〈首都圏篇〉》（東
京：冬樹社，1982年），頁18-21。

18　�此艦並非以貨輪改造，設計之初即是以建造「航空母艦」為目的。崛元美，〈航空母艦と綜合技
術――日米空母の対比〉，收入日本海軍航空外史刊行会，《海鷲の航跡――日本海軍航空外
史》（東京：原書房，1982年），頁313。

19　�日本航空株式會社於1927年；日本航空輸送研究所於1928年始經營旅客運輸。參見酒井正子，
〈変容する世界の航空界（その4）日本の航空100年（上）〉，《帝京経済学研究》，44卷1期
（2010年12月），頁96。曾令毅亦有述及大阪――德島航線之事，參見氏著，〈殖民地臺灣在日
本帝國航空圈的位置與意義：以民航發展為例（1936-1945）〉，《臺灣文獻》，63卷3期（2012
年9月），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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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滑坡道，水上飛機的起降則以海老取川為主。20東京、大阪等機場開場前

後，除長程航線外，亦有東京航空輸送社以水上客機經營東京―大井‧鈴

ケ森海岸―下田的航路；日本航空輸送會社以水上客機開闢的大阪―福岡

線；以及日本航空輸送研究所以水上客機發展的大阪至四國各地間的定期航

路。21可見水上飛機仍是民航的主要機種。

綜上所述，在1930年代初期的日本，除各務原、八日、太刀洗、立川、

濱松、大村為陸上機場，其餘的橫須賀、佐世保、霞ヶ浦、館山、吳、稻

毛、三本葭、津田沼、羽田、大阪、名島等，均為水上或水陸兩用機場。可

見在比例上，日本早期的飛行場確實出現了以水上或水陸兩用機場為主的現

象。至於此現象的形成原因，應有以下數種。

一、日本地狹人稠，平原土地僅供耕地、居住、交通等已是不足，若利

用沿海潟湖之鹼土荒地開闢機場，不但可節約用地，避免土地過度開發；22

且日本四面環海，海岸線長又港灣眾多，實具有發展水上飛機航線的優勢。

二、從歷史發展觀之，日本的民航發祥地與飛行學校均位於稻毛、三本

葭、津田沼等潟湖海濱，飛行員自訓練時即已熟悉海濱機場的特性。況且，

當1920年代民間商社於瀨戶內海開闢短程航線之時，日本實際上並無真正的

民航機場。於是利用水上飛機停泊於港灣、海灘或潟湖沙灘，就是當時實際

可行的做法。

三、水上飛機安全性較高，長程飛行時如遇機件故障或油料不

足等事故，便可迫降海面，等待救援。如早期日本海軍航空隊來臺

（1921─1933），多是以水上機或飛行艇進行跨海飛行，並安排驅逐艦隨

20　�竹内正虎，《日本航空發達史》（東京：相模書房，1940年），頁403-405；相羽有，〈羽田飛
行場の生い立ち〉，收入日本航空協會編，《日本民間航空史話》（東京：日本航空協會，1975
年），頁31-34；平木國夫，《日本飛行機物語〈首都圏篇〉》（東京：冬樹社，1982年），頁
25、138、143-145。

21　�平木國夫，《羽田空港の歷史――日本航空輸送、エアガール、ニッポン号》（東京：朝日新聞
社，1983年），頁28-29；小森郁雄，〈関西の飛行場〉，收入日本航空協會編，《日本民間航
空史話》（東京：日本航空協會，1975年），頁134 。

22　片岡直道，《航空五年》（東京：遞信學館，1937年），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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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救援，即是一證。23

四、事實上，20世紀初期以水上飛機作為航空發展主力，並非日本獨有

之現象，世界各航空先進國家均是如此。由於水上飛機具有不受機場設施限

制的特性，加上可利用水面降落、整補而產生高航程與續航力，因而成為航

空肇興時期的主力。反之，陸上定翼飛機必須仰賴陸上機場起降，且受到跑

道長度限制。但在航空肇興初期，世界各國均無眾多的陸上機場可供運用，

加上續航技術仍賴發展，因而處於劣勢。以英國而言，帝國航空（Imperial 

Airways）便是以飛行艇開闢遍及各洲英國屬地的越洋航線。美國亦然，泛

美航空（PAN-American）亦以飛行艇開闢了連接拉丁美洲與橫跨太平洋與

大西洋的兩洋航線。24

但日本民航的起步實在太晚，不僅落後歐美，特別是當時的中華民國，

已有中美合資的中國航空公司（1929）、中德合辦的歐亞航空公司（1932）

等大型航空公司，航線遍布大陸主要城市，民航機場眾多。兩廣地區又有

西南航空經營的地區性航線（1934）。此事對日本刺激甚大，25於是銳意發

展，並將民用航線拓展至臺灣。

1920年臺灣第一支航空部隊：陸軍第八飛行連隊由太刀洗移駐屏東。這

是1920至30年代後期，臺灣唯一1支常駐航空部隊。該隊延續了陸軍傳統，

使用陸上定翼飛機。當時，其它可供飛機降落的場地，僅為著陸場，如鹿

港、臺東、花蓮港，或是以陸軍練兵場為主的臨時著陸之地，如臺北、宜

23　�杜正宇、謝濟全，〈高雄「苓雅寮」機場初探〉，《高雄文獻》，3卷3期（2013年9月），頁59-
61。

24　�Shelly Magier, Lance Morgan,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US Pacific Remote Islands (Glen 
Ellen, California: Marine Conservation Institute, 2012); Stéphane Nicolao, Flying Boats & Seaplanes: A 
History from 1905 (England: Bay View Books Ltd., 1998)；�孫仲山、陳怡君，〈運輸科技－水上飛
機發展沿革〉，《生活科技教育月刊》，37卷3期（2004年）。

25　片岡直道，《航空五年》（東京：遞信學館，1937年），頁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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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26至1936年，隨著內臺航線的規劃，才出現了民用的松山機場。至於島

內線曾使用的臺中（公館）、臺南、永康、岡山、屏東、宜蘭、花蓮港、臺

東等飛行場，均為陸上機場。27這代表了兩地的航空肇興時期，飛行場發展

方向臺、日迥然不同：臺灣偏重陸上機場，日本則偏向水陸兩用機場或水上

機場。

造成此一特色的原因為何？筆者認為，陸軍使用陸上定翼機，興築陸

上機場，無論臺、日，各個時期並無不同，也不是造成兩地差異的原因。反

之，臺灣民航使用陸上機場、海軍則少築水上機場，這才是導致臺灣陸上機

場比例較高的因素。因此，筆者的解釋集中於民航與海軍的探討：

一、臺灣的航空發展晚於日本，當臺灣民航開通前夕，客機已出現大型

化、高速化的發展趨勢。不僅機場跑道必須延長，面積必須擴大，飛機起降

時週遭不能出現高樓或煙囪等障礙物的限制區也隨之擴張。如木津川尻一帶

的工廠煙囪，就導致開場未久的大阪機場無法因應客機發展的變化，以致機

場必須擇地另建。1939年位於大阪市北郊的伊丹新機場啟用，民航也隨之轉

移，從水陸兩用轉為陸上機場。28臺灣的機場相信就是順應此一變化，而以

26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史料閱覽室藏，〈飛機場紀錄內地（千島‧樺太‧北海道‧朝鮮‧臺灣を
含む）〉，《陸軍一般史料》，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登錄號：陸空-本土防空-48；
〈飛行第8�聯隊応急動員準備上必要事項に関する件〉，《陸軍省大日記》，東京：防衛省防
衛研究所藏，登錄號：陸軍省-軍事機密大日記-S5-1-1（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參考代碼：
C01002598500）；臺灣總督府，〈屏東飛行場開始式下淡米溪畔に地を相して計劃したる藥寮
飛行班の飛行場開設に付本日盛大なる開場式を行ふ（1920年11月21日）〉，《臺灣日誌》（臺
北：臺灣總督府，1945年），頁18；〈屏東飛行場�飛行開始式〉，《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
11月12日；臺灣經世新報社，〈屏東飛行場開設さる〉，《臺灣大年表》（臺北：臺灣經世新
報社，1925年），頁120；大竹文輔，《臺灣航空發達史》（臺北：臺灣國防義會航空部，1939
年），頁107-109、199。近人研究如王御風，〈社會型態與社會構成〉，《重修屏東縣志》（屏
東，屏東縣政府，2012年），頁91-92；陳文樹，〈屏東空軍基地和民用機場的沿革變遷〉，
《屏東文獻》，15期（2011年12月），頁143-144；曾令毅，〈日治時期臺灣航空發展之研究〉
（新北市：淡江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34、68-69。

27　�參見杜正宇，〈日治下的臺南機場〉，《臺南文獻》，1輯（2012年7月）；杜正宇、吳建昇，
〈日治下臺南永康機場的時空記憶〉，《臺灣文獻》，63卷1期（2012年3月）；杜正宇，〈日治
時期的「高雄」飛行場研究〉，《高雄文獻》，1卷2期（2011年9月）。

28　�小森郁雄，〈関西の飛行場〉，收入日本航空協會編，《日本民間航空史話》（東京：日本航
空協會，1975年），頁134-135；小森郁雄，〈大阪国際飛行場（伊丹）〉，收入日本航空協會
編，《日本民間航空史話》（東京：日本航空協會，1975年），頁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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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上機場為主，並選擇於郊區興建。

二、水上飛機雖是日本航空肇興時期的主力機種，但在民航發展的過程

中，其實用性也招致批評。以水上機與陸上機相較，水上飛機因漂浮於海面

的需求，機體較重，因而限制了載客量，也導致飛行速度低於陸上定翼機。

特別是海水含鹽，易造成機身金屬腐蝕，以致使用壽命較短。此外，水上飛

機造價較高，雖有政府補助，29但以經營成本估算，陸上機造價低、載客量

大、耐用時間長等特性，較適用於民航。再加上科技的進展，陸上機已出現

了飛航速度、飛行時間均勝過水上飛機的現象，如日本於1937年購自美國的

客機DC-3，重約8噸，可載乘員5人及乘客21人，巡航速度260km/h。續航距

離3,240km。30但當時的大型飛行艇如「麒麟」號，重約6.6噸，包括乘員與

乘客卻僅能載5至6人。311936年後改造成可載乘員3至5人、乘客16人，但速

度亦因此減慢，巡航速度為118km/h，水面航行速度約84km/h，續航時間只

有約6小時。32

三、日本民航肇興時期，並非依靠政府力量推動航空，而是靠著一群買

下飛機的飛行家，創辦飛行學校而自力發展。那麼，臺灣為何沒出現這種民

間力量？筆者認為，臺灣缺乏飛行學校，都是赴日學習，飛行士人數若與日

本相較，差距亦過於懸殊。如1934年的記載，當時臺灣出身的飛行士，僅有

彭金國（御國飛行學校）、楊清溪（日本飛行學校）、賴春貴（名古屋飛行

學校）、黃慶（名古屋飛行學校）、陳金水（日本飛行學校）、謝文達（伊

29　片岡直道，《航空五年》（東京：遞信學館，1937年），頁37-39。
30　�〈ダグラス社製DC3旅客機は製造ライセンスを取得して,海軍の零式輸送機として製造され
た〉（2005年5月25日），收入「旅客機の友」：ameblo.jp/takamino55/theme4-10000373721.html
（2013年11月10日點閱）；〈DC-3〉，收入「ウィキペディアフリー百科事典」：ja.wikipedia.
org/wiki/DC-3（2013年11月10日點閱）。

31　�〈大浜水上飛行場より民間航空路線を開設〉（2005年3月31日），收入「日本で複葉機を自作
していたころの飛行機ファン」：blogs.yahoo.co.jp/takamino55/998677.html（2013年11月10日點
閱）。

32　�〈Supermarine Southampton "Kiringo" Passenger Flying-Boat〉，收入「高野文夫の航空図画集」：�����
www.k2.dion.ne.jp/~bobcat/HTMLmemo/1W-kiringo.html（2013年11月10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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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飛行機研究所）等數人。33既無飛行學校，飛行士人數又少，在內臺、島

內線等民航未興以前，自然缺乏建造水陸兩用機場的條件。這些臺灣飛行士

中，較有機會開創局面的應是全臺第1位擁有私人飛機的楊清溪。如能仿效

日本模式，於臺創立飛行學校，進行飛行表演、遊覽飛行，招募學生而開創

短程航線，未嘗不能提早實現臺灣之民航。惜楊氏英年早逝，返臺未久即因

空難身亡。34

四、日本海軍航空隊真正開始重視臺灣，是在中日八年抗戰以後。1938

年為了增強對華中、華南侵略戰爭，遂有高雄海軍航空隊成軍，35不僅比陸

軍晚了18年，也在民航開通之後。由於1920至1938年間，從未有海軍航空隊

長期進駐，自然也沒有興建大型機場的必要。不過，為了海軍艦隊停泊時，

艦載水偵機的起降考量，36日本海軍確實曾於高雄闢建水上機場。

1933年高雄苓雅寮埋立地（今星光碼頭），就是目前已知全臺灣第1座

水上機場（水陸兩用）。此地於1927年，由佐世保鎮守府與臺灣總督府協

議，以高雄哨船頭一帶的海軍土地，換取苓雅寮埋立地。1930年時，海軍已

計劃將苓雅寮做為機場用地，至1933年6月23日著陸場竣工。是年7月日本聯

合艦隊第2艦隊入高雄港時，曾由艦隊水偵機試降，但豪雨造成埋立地的淤

積問題難以解決。1934年後，苓雅寮有近一年的時間（1934年4月17日-1935

年3月31日），為臺灣國防義會航空部租用，運送旅客及貨物。1935年2月6

日，「專賣」與「學校」號旅客機就從屏東飛向高雄，降落於此。但後來，

因淤沙問題難以解決，苓雅寮之地遂售予日本鋁株式會社，由海軍另覓岡山

33　�帝國飛行協會，《航空年鑑（昭和9年）》（東京：帝國飛行協會，1934年），頁422-441；平木
國夫，《日本飛行機物語〈首都圏篇〉》（東京：冬樹社，1982年），頁94。

34　李文環、陳梅卿，《高雄市右昌楊家族譜》（臺南：高雄市楊氏家族，2007年4月）。
35　杜正宇，〈日治時期的「高雄」飛行場研究〉，《高雄文獻》，1卷2期（2011年9月），頁106。
36　�水偵機指水上偵察機。部署於各水上飛機基地和軍艦上，為海軍提供偵察情報。除了用於偵察，
也可用於反潛，巡邏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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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37

五、水上機場或水陸兩用機場的設置主要為拖曳水上飛機上岸或停放

於機庫，以免泊放海面遭風浪侵襲造成損害。38機場用地，除了潟湖、濱海

等條件外，也須考量港灣寬度、深度、沙岸地形、風浪穩定但須有波紋等自

然環境。39但整體而言，臺灣較缺乏設置水上機場的場地。不似日本海岸線

長，擁有東京灣、三河灣、伊勢灣、大阪灣、瀨戶內海等眾多的避風海灣與

潟湖。

日本海軍曾多次調查臺灣水上飛機的起降場地。1921年2月，佐世保航

空隊金子司令在調查後就認為淡水頗佳，可停泊水上飛機，沙洲亦可起降

陸上飛機。401924年，佐隊再派人赴基隆、淡水、安平、馬公、高雄5地考

察，認為淡水和安平兩港不適合，以其它3港較佳。41此應是考量基隆、馬

37　�〈高雄漁港用地として海軍用地管理換の件（1）〉，《海軍公文備考類》，東京：防衛省
防衛研究所藏，登錄號：海軍省-公文備考-S2-96-3591（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參考代碼：
C04015890100）；〈高雄漁港用地として海軍用地管理換の件（2）〉，《海軍公文備考類》，
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登錄號：海軍省-公文備考-S2-96-3591（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
ー參考代碼：C04015890200）；〈高雄より旗役に通ずる電線架設の件〉，《海軍公文備考
類》，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登錄號：海軍省-公文備考-S5-152-4088（アジア歷史資料セ
ンター參考代碼：C05021416500）；〈第1627号10．4．17�飛行機離着に高雄海軍用地使用の
件〉，《海軍公文備考類》，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登錄號：海軍省-公文備考-S10-117-
4931（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參考代碼：C05034523500）；〈軍務二第四四九號8.6.23苓雅寮
飛行機不時着陸場設備工事竣工ノ件〉，《海軍公文備考類》，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登
錄號：海軍省-公文備考-S8-159-4599（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參考代碼：C05023191300）；
〈學校專賣義勇號搭乘官民二十餘名�在高雄遊覽飛行〉，《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2月18
日；大竹文輔，《臺灣航空發達史》（臺北：臺灣國防義會航空部，1939），頁458、460-
461；。近人研究如杜正宇、謝濟全，〈高雄「苓雅寮」機場初探〉，《高雄文獻》，3卷3
期（2013年9月）；張維斌，〈罕為人知的苓雅寮飛行場part 3〉（2012年11月23日）：收入
「taiwanairblog」：taiwanairpower.org/blog/?p=6502.（2013年11月10日點閱）。

38　�杜正宇、謝濟全，〈高雄「苓雅寮」機場初探〉，《高雄文獻》，3卷3期（2013年9月），頁59-
61。

39　�片岡直道，《航空五年》（東京：遞信學館，1937），頁37-39；戶田大八郎，《戰前戰後飛行
場．空港総ざらえ21世紀に伝える航空ストーリー》（千葉：プリコ（印刷），1997年），頁
101。

40　�〈內地臺灣間の航空隊著陸地▽近く調查員來る或は淡水海岸ならん〉，《臺灣日日新報》，
1921年2月19日；曾令毅，〈殖民地臺灣在日本帝國航空圈的位置與意義：以民航發展為例
（1936-1945）〉，《臺灣文獻》，63卷3期（2012年9月），頁147。

41　�〈佐世保基隆間海軍大飛行を前に著々準備を整へてゐる基隆〉，《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2
月20日；〈淡水と安平とは著水地として不適當佐世保航空隊�淺田大尉談�基隆其他に選定しや
う〉，《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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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高雄3港均為海軍駐地，利於規劃使用。至1936年，該隊又對基隆、淡

水、蘇澳、馬公、高雄五地進行評估。認為基隆於東北季風之時，風浪過

大，不宜起降。無風之時，僅適合水偵機，而不適合水上飛艇。加上雨日過

多，不宜做為水上機場。蘇澳的情況與基隆略同。淡水則地處臺灣北部，距

離日本較近。即使在東北季風的季節，亦可常態使用，是建設水上機場的良

好地點。馬公除東北季風季節外，也是適當的基地。高雄則是當時可常態使

用的唯一場地，但港內的整建與浚渫等因素，也可能會影響到飛行艇的起

降。42

雖然臺灣的適宜場地不多，但根據日、美檔案之記載，終戰以前日本仍

然在臺設置了6處水上機場：外苓雅寮（今星光碼頭）、內苓雅寮（今前鎮

漁港一帶）、東港水上機場、左營水上機場（左營基地南側港埠）、淡水水

上機場、臺北成子寮（今五股二重疏洪道附近）。這些機場除成子寮外，均

有地圖與空照圖可以佐證。43成子寮則是戰爭末期淡水機場經常遭美軍空襲

後的產物。海軍高雄警備府附屬飛行隊於戰爭末期退避於此，據該隊高嶋靜

男之回憶，終戰時成子寮駐有零戰觀測機8架，航空隊官兵約150名。44

42　�〈臺灣方面に対する航空兵力の急速移動集中〉，《海軍一般史料》，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藏，登錄號：5-航空関係-全般-82。

43　 JANIS 87-1, Joint Intelligence Study Publishing Board, Air Facilities Supplement to Janis 87, Formosa 
(Taiwan), July 1945, RG319, Box.421 (NARA); JANIS 87, Joint Army-Navy Intelligence Study of 
Formosa (Taiwan), Naval and Air Facilities, June 1944, RG319, Box.421 (NARA); Joint Intelligence 
Bureau (Melbourne), 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 Spot Report No J.I.B.(M), Airfield Summary 
Formosa, 4-12-1949, RG319, Box.451 (NARA); Army Map Service (TV)(1944), 2114 I SW, AMS 
L892. Map Library (Clark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WASP 259 NO.1-30 (12OCT44), WASP 
259-12OCT44-0100 GCT 12”-7500’10000’ FORMOSA REST JICPOA 7717-220, Map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nited States Pacific Fleet and Pacific Ocean Areas, Information 
Bulllletin: Formosa, Takaoand Koshun Peninsula, CINCPAC – CINCPOA Bulletin No.119-44, 1 August 
1944, 330/24/21/3-5 (NARA); USS Hornet, Serial 0031, Action Report – Ryukyu Inlands, Formosa, and 
Philippine Operations, 2 to 27 October 1944 (Cover Activity in Task Group 38.1), Vol.1-2, 28 October 
1944, RG38, Box.1041 (NARA).

44　�高嶋靜男，〈高雄警備府附屬飛行隊〉，收入海軍飛行科予備学生生徒史刊行会，《海軍飛行科
予備学生．生徒史》（東京：海軍飛行科予備学生生徒史刊行会，1988年），頁167-169。零戰
觀測機即零式水上觀測機，此觀測機主要用於觀測軍艦大砲之彈著點並協助進行彈著修正任務。
三菱重工於1936年6月推出原型機，編號F1M1，1940年量產。零式水上觀測機在外型上與一般水
上偵察機不同，是日本終戰前最後生產的雙翼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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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930年代初期後，隨著國際上發動機、長程飛行技術、飛機、航空

母艦等科技的進展，日本海軍航空隊主力形成了以可同時用於陸上機場與航

艦的艦載機為主的趨勢。45反映於機場的修築，則1930年代初期以降，日本

海軍於本土修建的陸上機場數量，已遠大於水陸兩用或水上機場。按1932年

後至1945年5月15日前，日本本土修建的80座海軍機場中，水陸兩用機場僅

有大湊、佐伯、博多3座；水上機場則有13座。46可見水陸兩用或水上機場

僅占20%，這和1930年代初期以前，占83%的比重差距甚大。而臺灣的水上

機場均建於1933年以後，以當時的情況而言，水上飛機已非海軍主力，故水

上機場與水陸兩用機埸的建造總數不多。

參、飛行場的選址與設施

一、用地與聯外交通

1930年代興建的飛行場，大者16萬坪；中型6萬至8萬坪；小型約4萬

坪。用地選址須考量的問題頗多。第一，機場土質以泥土較佳，礫石地不適

宜，因小石礫會在飛機起降時彈起擊傷機身或機翼。但黏土因飽水性問題，

導致降雨時土壤變軟亦不適合。第二，必須取水容易，若有水井可取地下

水，或鄰近有水道系統供水為宜。第三，日本地狹人稠，耕地已是不足，故

45　�如零式戰鬥機等可同時用於陸上機場與航空母艦的艦載機，就是太平洋戰爭時的日軍主力機種，
以具有渡洋作戰的長程打擊能力聞名。參見雨倉孝之，〈零戦はいかに戰つたか〉、松尾博志，
〈ラバウル航空隊は零戦優位のなかでなぜ勝こなかつたか〉，收入太平洋戦争研究会，《零戰
と日本航空戰史》（東京：株式會社PHP研究所、2010年），頁102-121、148-173；田中國義，
〈台南空のサムライ比島に突入せよ！〉、斎藤正久，〈台南航空隊三万マイルの激鬥記錄〉，
收入秋本實編，《零戦の栄光：大空の覇者/初陣、南方進攻、真珠湾攻撃、珊瑚海海戦》（東
京：光人社，2010年），頁50-60、80-88。

46　�13座水上機場為天草、福山、河和、詫間、串本、宿毛、北浦、大津、小松島、父島、鹿島、橫
濱、舞鶴。1930年代初期以降，日本因常設海軍航空隊而修築的機場達94座，但其中有14座位
於中國大陸、臺灣、韓國等地，扣除後為80座。參見永石正孝，《海軍航空隊年誌》（東京：出
版協同社，1961年），頁10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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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機場用地以荒地為佳，耕地不合宜。47飛行場地面亦須種植草皮，如因

該地土質或節省經費考量，可種植牧草、苜蓿等植物。但因民航肇興時期的

飛行機無尾輪設計，以尾橇代替煞車，起降時容易刮傷草皮，造成機場地

面出現許多溝紋，於是將尾橇底部改成碗狀，以減少草皮損傷。48雨雪較多

的地區，機場也須修築暗渠，建造排水系統，以避免淹水。49二戰末期亦有

選址時鄰近灌溉溝渠，可兼作排水系統者，如旗山機場。50太平洋戰爭爆發

後，鑒於實戰經驗，機場建造或修補時則以長條型大石塊直立墊底，作為地

基，再由下而上以大小石塊推疊，最後再加以整平，以求堅固耐炸。51

交通方面，飛行場需考慮的問題亦多，如位置與交通聯絡幹線等均是。

以東京羽田機場而言，選址時的主要考量為：（1）羽田位於東京、橫濱

之間，可透過京濱國道聯絡。（2）距離東京都心僅20分鐘，位置適當。

（3）面臨海濱，可做為水陸兩用機場。52臺灣的機場如臺南選址於鞍子，

也是因為鞍子地近臺南市，有道路連接市區，驅車僅10分鐘。又為臺灣製糖

株式會社之地，產權分明，易於徵收。53但軍用機場與民航不同，反而越為

偏僻、隱密越好。特別是終戰前急造的「秘密機場」，由於盟軍已掌握制空

權，故利用既有道路、山區、森林等隱蔽處，機場加以偽裝，並挖掘山洞隧

47　�片岡直道，《航空五年》（東京：遞信學館，1937年），頁39、112；伊藤義夫，〈航空基地の
造成〉，收入日本海軍航空外史刊行会，《海鷲の航跡――日本海軍航空外史》（東京：原書
房，1982年），頁330。

48　�如民航使用的中島客機（中島フォッカー．スーパー．ユニバーサル,�1931-1940），機身尾端為
尾橇。參見帝國飛行協會，《航空年鑑（昭和9年）》（東京：帝國飛行協會，1934）。

49　�片岡直道，《航空五年》（東京：遞信學館，1937年），111-112；戶田大八郎，《戰前戰後飛
行場．空港総ざらえ21世紀に伝える航空ストーリー》（千葉：プリコ（印刷），1997年），頁
50-51。

50　�杜正宇，〈太平洋戰爭下日本陸軍於高雄地區的機場整備與航空隊部署〉，《高雄文獻》，3卷4
期（2013年12月），頁108。

51　�〈飛行場補修作業必携　昭19．10．19〉，《陸軍一般史料》，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登
錄號：陸空-本土周辺-66。

52　�平木國夫，《日本飛行機物語〈首都圏篇〉》（東京：冬樹社，1982年），頁33；平木國夫，
《羽田空港の歷史――日本航空輸送、エアガール、ニッポン号》（東京：朝日新聞社，1983
年），頁144。

53　杜正宇，〈日治下的臺南機場〉，《臺南文獻》，1輯（2012年7月），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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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做為飛機隱匿所、指揮部與居住

設施。54

二、限制區與機場間距

飛行場四周因飛行機起降的

安全問題，亦須設置建物高度之限

制區，以免造成起降之阻礙。其距

離與高度比例為1/30，如距離機場
30公尺之地，建物高度限制為1公

尺，當時的限制距離多在1,000公

尺左右。所以機場須位於郊區，不

能離市區過近，以免影響城市的擴

張與發展。55臺灣的情況亦然，如

1941年6月26日，總督長谷川清就指定永康飛行場界外鄰接地1,000公尺（メ

トル）地區為特別限制區。56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航空課官員間野峰亦云，

特別限制區是為了飛機離著地時，因避免建物過高導致危害所實施的限高

規定。當時公共飛行場的限制區域多在1,000公尺。距離機場500公尺以內的

地區，建物高度限制為該建築與機場距離的1/30。500公尺至1,000公尺則為
1/20。57

至於兩座機場的間距，若觀察太平洋戰爭開戰前夕，臺灣南部地區陸軍

僅有的嘉義（今嘉義水上機場）、鳳山、屏東、潮州、佳冬、恆春等6座機

場，可以發現它們全都鄰近或直接位於縱貫道（今臺一線）上，並以間隔交

54　�〈新設秘密航空基地施設要領（新飛行基地急速整備の件照会）〉，《海軍一般史料》，東京：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登錄號：5-航空関係-航空基地-117。

55　片岡直道，《航空五年》（東京：遞信學館，1937年），頁40。
56　〈告示第485號：臺南飛行場ノ鄰接地ニ特別地域指定〉，《總督府府報》，1941年6月26日。
57　�間野峰，〈飛行場の概念（簡易飛行場を獻納せよ）〉，《臺灣時報》，昭和19年5期（1944
年5月），頁124；間野峰，〈飛行場の概念（二）〉，《臺灣時報》，昭和19年6期（1944年6
月），頁26-27

圖1   旗山機場東界現況
圖說：�旗山機場東界約至灌溉渠道，右上角為

華山營區（機場南界）。據當地耆老李
中和先生口述，此渠道在機場興建以前
已存在。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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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的方式設置航空隊。如嘉義、屏東、佳冬進駐航空隊，鳳山、潮州、恆春

則無航空隊。特別是鳳山、屏東、潮州、佳冬這四座，平均間隔約15公里，

應是避免飛機起降互相干擾的「安全距離」。

事實上，屏東與佳冬各延展半徑15公里的「安全距離」，屬於機場空域

（Airspace）範疇。機場空域是考量各大、小機場的飛機起降情形、不同用

途之高低層空域、航管設施如無線電，及地形、氣候等因素，訂定機場場周

與上空的空域，用以提昇空域內，以及不同空域間的飛航安全。58早在1919

年時，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便將

各種機場空域分為七級（A──G級）。59而屏東機場屬於軍用D級，空域之

地面場周半徑約為13公里（7浬（nautical miles））。60可見鄰近機場的空域

範圍，應與屏東機場至少相距13公里。鄰近機場若亦為軍用D級，則設置地

點與屏東機場至少應相距26公里。

航空母艦亦可視為海上的機場，根據美國海軍戰爭學院（U.S. Naval 

War College）的研究，二戰時兩支航艦群的最小間距為22公里（12浬），61

但為了避免日機偵察，太平洋戰爭實戰時如第2次所羅門海戰（Battle of the 

Eastern Solomons: August, 1942；第2次ソロモン海戦），兩艘航空母艦的

間距，則在24至32公里（15至20浬）間。62至聖克魯斯群島海戰（Battle of 

the Santa Cruz Islands），美軍航艦略為靠近，但最小間距亦在16公里（10

浬）。63綜上所述，可見屏東、潮州、佳冬這三座機場，平均間隔約15公

里、實戰部隊配置約30公里，尚屬合理距離，惜鳳山、屏東兩機場相距不足

58　 ICAO, Manual on Remotely Piloted Aircraft Systems (RPAS) (Quebec: ICAO, 2012)；民航局，臺北
飛航情報區空域分類（AIC 001/01）（臺北：民航局，2001年）。

59　ICAO, Manual on Remotely Piloted Aircraft Systems (RPAS) (Quebec: ICAO, 2012), pp.90-95.
60　�陳家瑜，〈超輕航空器低空通訊回報與監視〉（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研究所碩士論
文，2003年），頁31-32。

61　�Hal M. Friedman, Digesting History: The U.S. Naval War College, The Lessons of World War Two, and 
Future Naval Warfare, 1945-1947 (Newport: Dept. of the Navy, 2010), pp.164-165. 

62　Mark Stille, Santa Cruz 1942: Carrier duel in the South Pacific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2012). 
63　 John B. Lundstrom, The First Team and the Guadalcanal Campaign: Naval Fighter Combat from August 

to November 1942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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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里，不但機場空域重疊性過高，飛機起降亦因距離不足，視野死角問題

無法克服，以淪成為廢、假機場（Dummy）。64

三、氣候與風向

氣候方面，洪氾區與易生煙霧之地，因危及飛行場與飛安問題應盡量避

免。跑道設計時則須統計該地每年的平均風向與角度，並以最多日數的風向

為基準，以起飛時逆風的方向闢建跑道。65如洪致文曾云松山機場長約900

公尺的主跑道，就是以盛行風造成最小側風的方式劃定跑道方位，飛機以逆

風方向起降，「因此，盛行風向的方位，可以說主導了跑道的走向」。

雖然臺北的顯著風向多為東風或東北風，66導致松山機場多使用10號跑

道（圓山往內湖方向）。但根據前民航局飛航服務總台副總台長蒲金標的說

明，當「順風超過10浬/時（knotes; kt），就須換跑道，如松山機場地面風

吹西風超過10kt，管制員就須使用28號跑道讓飛機起降」。67可見使用10號

跑道或28號跑道（基隆往臺北方向），端視當時的風向與風速決定。而風速
10kt，等於秒速5公尺（m/sec），68相當於3級風（蒲福風級之微風）。69亦

64　�日本第一航空軍司令部於1944年4月做出該地位於屏東機場場周，飛機起降出現干擾的報告。
參見〈飛機場紀錄內地（千島‧樺太‧北海道‧朝鮮‧臺灣を含む）〉，《陸軍一般史料》，
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登錄號：陸空-本土防空-48。澳洲國家檔案館則收藏之一份塞
班島戰役時擄獲的日軍情報，文件註明鳳山為廢、假機場。參見United States Pacific Fleet and 
Pacific Ocean Areas, Translation of Captured Japanese Document, Dummy Airfields in Formosa, 1944, 
AWM58, 19647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盟軍則於1944年8月時研判鳳山飛行場為廢、
假機場。參見United States Pacific Fleet and Pacific Ocean Areas, Information Bulllletin: Formosa, 
Takao and Koshun Peninsula, CINCPAC – CINCPOA Bulletin No.119-44, 1 August 1944, RG38, 
330/24/21/3-5 (NARA), p. 40.

65　片岡直道，《航空五年》（東京：遞信學館，1937年），頁41、112。
66　�參見洪文之圖7�臺北地區地面風場之氣候平均狀況、圖8�臺北地區1998~2007年間的風花圖分
析。洪致文，〈風在城市街道紋理中的歷史刻痕——二戰時期臺北簡易飛行場的選址與空間演
變〉，《地理學報》，59期（2010年8月），頁90-91。

67　�蒲金標，〈航空氣象〉，（92年7月18日，91年7月31日），收入國立成功大學導航太科技研究中
心，「民航概論課程資料網站：www. iaalab. ncku. edu. tw/cac/dawnload. htm（2013年11月10日點
閱）。

68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航空氣象電碼彙編》（臺北：交通部民用航空局，2013
年）。

69　�〈蒲福風級（Beaufort scale）〉，收入「交通部中央氣象局」：http://www.cwb.gov.tw/V7/
knowledge/encyclopedia/me016.htm（2013年11月10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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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即便是微風，只要有逆風情形，對起降就有助益。

但是，風向是否是跑道設置方位的絕對因素？關於此點，筆者曾當面

請教美國陸軍工程師，曾在波斯灣地區建造美軍機場的陳達銘先生。陳先生

表示逆風當然很好，但二戰時的飛機，螺旋槳本身就有浮力，加上引擎的動

力，即便沒有風，都可起降。至於側風會影響起降嗎？高雄航空氣象臺余曉

鵬等研究者，曾對恆春機場進行研究，以落山風為跑道二分鐘平均風速之正

側風（含陣風）大於或等於25（20）KT）為標準進行統計，結果顯示，落

山風盛行於每年11月至翌年3、4�月，這段期間，恆春機場每日受落山風侵

襲之機率（67天/122天）高達54.92%，對飛安及航班調度之影響頗大。70洪

致文亦認為恆春機場的跑道與冬季落山風風向相差約90°，出現了明顯的強

烈側風，會造成起降時的風險。71但吊詭的是，日人興建恆春機場時，難道

不知道落山風的不利影響嗎？

可見恆春機場正是選址與修築跑道時不必然考慮風向問題的顯著案例。

何以至此？恆春機場係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時的產物，於1941年6月進行設

置準備工作。72由於枋寮地勢輪廓已略呈長條型，寬度稍有不足；再往南則

因中央山脈濱海，海岸平原狹窄，以致內獅、枋山、楓港等河口三角洲地

帶，均無足夠縱深的腹地。直到恆春，才出現因斷層陷落形成的南北向谷

地，可興建機場。但建造機場時，東西向跑道可延伸的長度，因地形受限，

無論向東、西方起降均得面山；南北向跑道雖可利用，但又有落山風的問

題。那麼，為何要在恆春建造海、陸軍共用的機場？

太平洋戰爭開戰時的日本軍機，滯空時間不長。如零式戰機的不著陸飛

行最多僅有6、7個小時，真能運用於攻擊菲律賓的空戰、空襲時間並不多，

70　�余曉鵬、高秋慧、吳思儀，〈恆春機場落山風預警機制試行之分析〉，《第三屆海峽兩岸航空氣
象與飛行安全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華航空氣象協會，2008年），頁89、91。

71　�洪致文，〈落山風影響下的恆春機場風場分析〉，《環境與世界》，26期（2012年12月），頁
77。

72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沖繩‧臺灣‧硫黃島方面陸軍航空作戰》（東京：朝雲新聞社，1970
年），頁8、13；杜正宇、謝濟全，〈盟軍記載的二戰臺灣機場〉，《臺灣文獻》，63卷3期
（2012年9月），頁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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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接戰後就須返航。舊型的96式戰鬥機，甚至續航力與滯空時間，都只有

零戰的一半，73難以擔負渡海作戰的任務。按零戰的飛行最大速度為每小時

533公里，續航距離為3,500公里。74而高雄距馬尼拉約900公里，可見往返須

耗時約4小時。因此，1941年12月8日起於臺灣出擊菲律賓的日本海、陸軍航

空隊，返航時必須就近加油，在面臨可能墜機或落山風的難題中，自然只能

選擇與風博鬥。若想沿著縱貫道的線條，往北降落於佳冬等機場，就必須保

留足夠油料，但如此又會限縮交戰的時間。可見恆春機場是當年軍事作戰與

飛行技術下，不得不為的產物。如今科技日新月異，飛機速度快，甚至如歐

美線客機，滯空20餘小時都不足為奇，恆春機場的飛安問題與於此起降的必

要性，自然遭到了嚴厲考驗。

四、設施與導航

機場的相關設施，除了塔臺、機庫外，也包括了有線電話、羅針所（無

線導航）、照明燈、著陸信號燈、航空燈塔等。75通訊方面，由於有線電話

遭遇災害如地震等，易導致線路中斷，於是1937年即有日人提出應發展航空

無線通訊之議。76但臺灣即便是有線電話，發展亦相對緩慢。由於鋪設全島

通信線路工程浩大，直到1941年總督府才編列145,320圓的經費，以直通電

信線架設連接島內各機場的有線電話。77

夜航設施亦迭遭波折。1932年日本為了打造東京至大阪間的夜間航路，

於瀨戶內海沿岸，每隔27.5公里建造1座航空燈塔。但燈塔陸續竣工後，卻

因陸軍不同意民航商借岡山與廣島練兵場起降，導致航路中斷，笠岡以西

73　�此為曾參與該役的臺南空飛行員坂井三郎回憶。坂井三郎著，黃文範譯，《荒鷲武士》。（臺
北：九歌，1999年），頁71、76-77。

74　�野原茂，《日本軍用機事典―海軍篇（1910─1945）�》（東京：イカロス出版，2005年），頁
99。

75　片岡直道，《航空五年》（東京：遞信學館，1937年），頁34、42-45。
76　�片岡直道，《航空五年》（東京：遞信學館，1937），頁110；松行利忠，〈戰前の航空無線誘
導施設と無線保安〉，收入日本航空協會編，《日本民間航空史話》（東京：日本航空協會，
1975年），頁300-302。

77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臺灣航空事業ノ概況》（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41年），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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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燈塔遂未點燈。待1944年末太平洋戰局惡化以後，實施電波管制，航空燈

塔轉為軍用，部分燈器、建材等亦遭軍方回收使用。78臺灣則太平洋戰爭以

前，唯一有夜航設備的機場只有松山。79後來又於1944年在關渡興建航空燈

塔。80但是年美軍開始密集轟炸臺灣機場，點亮照明燈、跑道燈、著陸信號

燈、航空燈塔等夜航設施，反而變成一件很危險的事。而松山機場的夜航設

備，就在戰爭中被美軍摧毀。81

無線方位測定所（又稱羅針所，Radio Navigation Station），則是當時

主要的導航系統。其方式為在飛機上安裝接收器，並由地面的羅針所發射信

號。當飛機正確飛行在降落線時，飛行員可從耳機中聽到長劃音調，若偏離

航道則會聽到1長劃1短劃的聲音，82對於夜間、濃霧時的導航，幫助極大。

如德國洛倫茲（Lorenz）公司開發的盲降系統（Blind Landing），便是利用

地面電台發射摩斯電碼波束，波束的頻率為28-35兆赫（MHz），振幅可調

整為音頻，當飛機在波束的中央時，可聽到無中斷的等強信號。不過，這種

波束僅是單向，無法測定360度的方位。83

羅針所除了增進飛航安全，也具有以摩斯電碼傳達「暗號」，可與飛行

員溝通的功能，故日本相當重視。軍方於1929年試製，利用天線向東、南、

西、北四方向發射電波，並於橫須賀航空隊基地測試，但只有在航空機距離

發射地點15公尺的範圍內功效較大。1932年，美國發明了同時架設四支天線

78　�戶田大八郎，《戰前戰後飛行場．空港総ざらえ21世紀に伝える航空ストーリー》（千葉：プリ
コ（印刷），1997年）�，頁87-89。

79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臺灣航空事業ノ概況》（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41年），頁
21。

80　�張志源、邱上嘉，〈西元1937-1945年臺灣淡水水上機場角色功能與空間配置之研究〉，《科技
學刊（人文社會類）�》，16卷2期（2007年10月），頁156。

81　臺灣總督府，《臺灣統治概要》（1945）（臺北：南天書局，1997年），頁197。
82　鄭昌敬，《航空電子學》（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頁2。
83　 Arthur E. Kennelly, “Recent Technical Developments in Radio”,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142, (Mar., 1929), pp. 8-16, C. B. Jolliffe, “Radio and Safet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142, (Mar., 1929), pp. 67-70, O.M. Miller, 
“An Experimental Air Navigation Map”, Geographical Review, Vol.23, No.1 (Jan., 1933), pp.48-60, Erik 
M. Conway, “The Politics of Blind Landing”,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42, No.1 (Jan., 2001), pp. 81-
106.



245

日、臺飛行場的源流與空間配置：1910至40年代

的方法，功效頗大，於是東京電氣無線株式會社亦於鄰近霞ヶ浦航空隊的

技研所仿製。84至於軍方使用的93式短波方位探知機，則於1933年完成制式

化，開始裝配於各地的航空隊基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已於日本各地機場

陸續興建20座羅針所。85

民航的羅針所起步稍晚。1939年，遞信省制定了「航空保安施設5年計

畫」，以一億日圓於1940-1941年間，陸續在東京羽田、福岡雁の巢、那霸

小祿等機場建造羅針所。1943年擴及米子、熊野、知多、父島、大阪、札幌

等地。86臺灣總督府則於1943年在臺北、淡水、臺中、永康、高雄、屏東、

臺東、花蓮港等機場設置。87惜臺灣的羅針所多未留存；88各式地圖中，只

有澎湖30基地飛行場圖明確標示羅針所位置。

84　�日本海軍航空史編纂委員會，《日本海軍航空史》（東京：時事通信社，1969年），頁745；徳

田忠成，〈草創期の運航要領〉（2007年6月16日），《WEB版航空と文化》：www.aero.or.jp/
web-koku-to-bunka/2007.6.15youseijo5.htm（2013年11月10日點閱）。

85　�海軍歷史保存會，《日本海軍史（第七卷）》（東京：第一法規出版株式會社，1996年），頁
708-709。

86　航空無線會，《航空無線60年史》（東京：社團法人日本航空技術協會，1985年），頁57-60。
87　臺灣總督府，《臺灣統治概要（1945）》（臺北：南天書局重印，1997年），頁197。
88　�劉金昌、杜正宇等，《歷史建築永康飛雁新村傳原通訊所調查研究暨修復計畫》（臺南：臺南市
文化局，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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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澎湖三零基地飛行場與羅針所位置圖（羅針所位於圓圈處）

資料來源：�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接收總報告》（臺北：警備總
司令部，1946年）。

肆、日、臺飛行場的主要空間配置

機場空間配置方面，過去之研究由機場形狀與跑道設計入手，如片岡

直道就在1937年時，將當時的日本飛行場區分為圓形、正方形、長方形、

五角形、L字形、T字形6種，並分析其優劣。89不過，筆者比對日、臺飛行

場後，認為片岡直道之說法應有討論與補充空間，不但應補充交叉形與H字

形兩種，也必須納入臺灣的機場以及1937年後興建的日、臺飛行場。至於洪

89　片岡直道，《航空五年》（東京：遞信學館，1937年），頁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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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文引述長谷川晉所云「將數條跑道以大字型散開排列」的「大字型」機

場，90筆者目前蒐集的機場平面圖中並未發現。或許這種說法，只是對航空

隊可多方向出擊的形容。

一、圓形
91

片岡直道認為圓形機場頗佳，因為每一條通過圓心的跑道均如直徑般等

長，利於設置多條跑道。不過，在筆者蒐集的日、臺飛行場平面圖中，並未

發現圓形機場，形狀較近似的只有正八角形。但八角形機場中，因應設施區

與未來擴充的需求，又會在周遭另闢預留地，以致形狀稍有變化。這些機場

中，跑道交會於中心者有三沢（1942）、豐橋（1943）與香取（1943），各

有2至3條跑道。三沢應是這類機場較早的原型，但形狀上略成長條形。

只是，此類機場一旦遭到攻擊，由於跑道間關聯性高，特別是交會

處（圓心）若遭到轟炸，會造成所有跑道均無法使用。於是出現了新竹

（1942）、松島（1944）、神ノ池（1945）、第二美保（1945）等跑道分

散，但彼此相連的類型。除新竹以5條跑道居冠外，其餘均有跑道四條。可

見八角形機場因跑道易於向四方擴張，具有可設置多條跑道的優點。此類機

場中，松島與神ノ池的跑道位於三角形三邊，另加一直線跑道貫穿。第二美

保略呈兩個共邊三角形。新竹則是長方形四邊另加一對角線，具有戰時可分

散戰機起降，利於保存實力的優點。

90　�洪致文，〈風在城市街道紋理中的歷史刻痕——二戰時期臺北簡易飛行場的選址與空間演變〉，
《地理學報》，59期（2010年8月），頁92。

91　�此類機場有三沢（1942-2-10）、新竹（1942）、豐橋（1943-4-1）、香取（1943秋）、花蓮港
（南）（1944）、松島（1944-8）、神ノ池（1945-2-15）、第二美保（1945）等。參見〈旧海軍
常設航空隊の史実〉，戰史資料48-2（東京：防衛研修所戦史室，1974年，靖國偕行文庫藏）；
〈飛機場紀錄內地（千島‧樺太‧北海道‧朝鮮‧臺灣を含む）〉，《陸軍一般史料》，東京，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登錄號：陸空-本土防空-48；〈航空基地一覧（外戰．內戰部隊の部）昭
16〉，《海軍一般史料》，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登錄號：5-航空関係-航空基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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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方形
92

片岡直道認為正方形機場建造的目的，主要是以兩條對角線做為跑道，

具有節約用地的優點。不過，片岡直道之看法應是著重民航，而未考慮戰

時的情況。因為呈正方形的機場，跑道不一定是用地之對角線，如臺中（海

軍）機場的跑道就位於東方，並與邊長平行。且兩條對角線的交會處若遭攻

擊，機場反而會喪失起降飛機的能力。此外，正方形機場中亦有多座設計為

起降區。如澳洲就記載，虎尾機場不設跑道，但在起降區中標示七條平行的

降落線，以使戰機起降。93起降區內不設跑道的目的，是為了使敵軍飛臨上

空時失去攻擊目標。況且，機場遭轟炸後若出現地表凹凸不平的情況，日軍

亦有補修標準作業可將其恢復。94�

三、長方形
95

片岡直道認為長方形機場適合土地狹小之處，可建造小型機場。雖然部

分的小型著陸場如鹿港、湖口或1944年10月後建造的秘密機場如旗山、大崗

92　�此類機場有臺中（公館）（1936-12-20）、百里原（1939-12-1）、谷田部（1939-12-1）、岩國
（1939-12-1）、潮洲（1941年）、虎尾（1944-5-15）等。參見〈旧海軍常設航空隊の史実〉，
戰史資料48-2（東京：防衛研修所戦史室，1974年，靖國偕行文庫藏）；〈飛機場紀錄內地（千
島‧樺太‧北海道‧朝鮮‧臺灣を含む）〉，《陸軍一般史料》，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登錄號：陸空-本土防空-48；〈航空基地一覧（外戰．內戰部隊の部）昭16〉，《海軍一般史
料》，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登錄號：5-航空関係-航空基地-3。

93　 Joint Intelligence Bureau (Melbourne), 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 Spot Report No J.I.B.(M), 
Airfield Summary Formosa, 4-12/1949, RG319, Box.451 (NARA).

94　�〈飛行場補修作業必携　昭19．10．19〉，《陸軍一般史料》，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登
錄號：陸空-本土周辺-66。

95　�此類機場有鹿港（1919）、大村（1922-12-1）、木更津（1936-4-1）、嘉義（1936-12-1）、湖
口（1937）、臺中（水湳）（1940前）、美幌（1940-10-1）、德島（1942-4-1）、出水（1943-
4-1）、後龍（1944）、高知（1944-3-15）、神町（1944-12-5）等。參見〈旧海軍常設航空隊の
史実〉，戰史資料48-2（東京：防衛研修所戦史室，1974年，靖國偕行文庫藏）；〈臺灣地方飛
行場及不時著陸場（水路部秘第330號）〉，《海軍一般史料》，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登錄號：航空路資料第10：〈飛機場紀錄內地（千島‧樺太‧北海道‧朝鮮‧臺灣を含む）〉，
《陸軍一般史料》，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登錄號：陸空-本土防空-48；〈航空基地一覧

（外戰．內戰部隊の部）昭16〉，《海軍一般史料》，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登錄號：5-
航空関係-航空基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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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等多屬此類，96但也並非盡是如此。長方形機場中，視其寬幅，亦出現了

不少大型機場，如木更津、美幌、嘉義、水湳等。各依四邊或對角線，設有

多條跑道。

四、五角形
97

片岡直道認為五角形機場，其形狀是將四邊形切角而來，可節省土地。

此類機場多為大型機場，因跑道若由與切角相對的頂點，以圓弧上下頂點與

中線點相連，便可建造出多條等長的跑道。筆者比對後發現，五角形機場確

實多為大型機場，如臺南、永康、筑波、大和等。但部分五角形機場，形狀

稍有差異，跑道之設置亦與片岡直道所述不同：主要跑道多與長邊平行。此

設計應是考量跑道與機場邊界之間應有的緩衝區。

五、T字形與L字形
98

片岡直道認為T字形與L字形機場為兩條相互垂直的跑道組成，其目的

是為了節省用地，但由於形狀不佳，難以長期使用。不過，筆者比對T字形

的機場如宇佐、麻豆、二林，以及L字形機場如築城、桃園、紅毛等發現，

這些機場多興建於太平洋戰爭晚期，多僅有1條跑道，跑道旁則為四邊形的

機場用地，以做為起降區使用。跑道與起降區之相互運用，不但可確保當美

機來襲時日軍戰機之起降，亦便於修復，保存戰力應是主要考量。

96　�湖口、鹿港空照圖見杜正宇、謝濟全，〈盟軍記載的二戰臺灣機場〉，《臺灣文獻》，63卷3期
（2012年9月），頁366、371；大崗山空照圖見杜正宇，〈太平洋戰爭下的高雄岡山機場〉，
《臺灣近代戰爭史（1941~1949）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市關懷老兵協會
等，2013），頁39；旗山機場空照圖見杜正宇，〈太平洋戰爭下日本陸軍於高雄地區的機場整備
與航空隊部署〉，《高雄文獻》，3卷4期（2012年12月），頁108。

97　�此類機場有臺南（1937）、筑波（1938-12-15）、永康（1940）、茂原（1941-9-1）、恆春
（1941）、大和（1945-2-11）等。參見〈航空基地一覧（外戰．內戰部隊の部）昭16〉，《海
軍一般史料》，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登錄號：5-航空関係-航空基地-3；〈臺灣海軍情報
資料〉，《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5/511.1/4010。

98　�此類機場有宇佐（1939-10-1）、築城（1942-10-1）、麻豆（1944）、桃園（1944）、二林
（1944）、紅毛（1944）等。參見JANIS 87-1, Joint Intelligence Study Publishing Board, Air 
Facilities Supplement to Janis 87, Formosa (Taiwan), July 1945, RG319, Box.421 (NARA).；〈旧海軍
常設航空隊の史実〉，戰史資料48-2（東京：防衛研修所戦史室，1974年，靖國偕行文庫藏）；
〈飛機場紀錄內地（千島‧樺太‧北海道‧朝鮮‧臺灣を含む）〉，《陸軍一般史料》，東京，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登錄號：陸空-本土防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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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二林機場

資料來源：�JANIS 87-1, Joint Intelligence Study Publishing Board, Air Facilities Supplement to 
Janis 87, Formosa (Taiwan), July 1945, RG319, Box.421 (NARA).

六、交叉形
99

此類機場均為兩條跑道交會，缺乏周遭用地的原因，多是受限於風向、

周遭鐵路、道路、聚落、河川、山谷、山勢之影響。陸軍所建如鳳山、宜

蘭、小港、八塊等，多是兩條跑道交會於一端，略成V字形。海軍建造的歸

99　�此類機場有1944年10月以前的松山（1935-9-25）、宜蘭（1936-7-1）、鳳山（1941）、小港
（1944）、八塊（1944）、歸仁（1944）等。參見JANIS 87-1, Joint Intelligence Study Publishing 
Board, Air Facilities Supplement to Janis 87, Formosa (Taiwan), July 1945, RG319, Box.421 (NARA).；
〈臺灣地方飛行場及不時著陸場（水路部秘第330號）〉《海軍一般史料》，東京：防衛省防衛
研究所藏），登錄號：航空路資料第10；〈飛機場紀錄內地（千島‧樺太‧北海道‧朝鮮‧臺
灣を含む）〉《陸軍一般史料》，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登錄號：陸空-本土防空-48；
〈航空基地一覧（外戰．内戰部隊の部）昭16〉，《海軍一般史料》，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藏），登錄號：5-航空関係-航空基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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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則交會於中間，呈十字形。

七、H字形
100

H字形機場皆設有兩條跑道以上，彼此有滑行道相連。此類機場最初是

擴建後形成。如鈴鹿就是經由擴建，從原有的1條跑道增設為2條，日人稱為

第一鈴鹿與第二鈴鹿飛行基地。這種構型對於戰時來往密集的的航空隊而

言，有其便利之處，如北斗、

北港與鹽水於興建時便已規劃

兩條跑道，應是參考鈴鹿之設

計而來。此3座機場皆位於臺

灣西南部一帶，當時臺灣軍航

空參謀的構想是為了使北部航

空隊能在支援南部作戰時，降

落於此整補，轉場之用。101

100　�此類機場有鈴鹿（1938-10-1）、北斗（1944）、北港（1944）、鹽水（1944）、松山（1944年
10月後）等。參見JANIS 87-1, Joint Intelligence Study Publishing Board, Air Facilities Supplement 
to Janis 87, Formosa (Taiwan), July 1945, RG319, Box.421 (NARA).；〈臺灣地方飛行場及不時
著陸場（水路部秘第330號）〉《海軍一般史料》，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登錄號：
航空路資料第10；〈旧海軍常設航空隊の史実〉，戰史資料48-2（東京：防衛研修所戦史室，
1974年，靖國偕行文庫藏）；〈臺灣海軍情報資料〉，《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檔案管理
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5/511.1/4010。

101　�杜正宇、謝濟全，〈盟軍記載的二戰臺灣機場〉，《臺灣文獻》，63卷3期（2012年9月），頁
372-374。

圖4   北斗機場

資料來源： JANIS 87-1, Joint Intelligence Study Pub-
lishing Board, Air Facilities Supplement 
to Janis 87, Formosa (Taiwan), July 1945, 
RG319, Box.421 (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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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北港機場

資料來源： JANIS 87-1, Joint Intelligence Study Publishing Board, Air Facilities Supplement to 
Janis 87, Formosa (Taiwan), July 1945, RG319, Box.421 (NARA).

圖6   鹽水機場

資料來源： JANIS 87-1, Joint Intelligence Study Publishing Board, Air Facilities Supplement to 
Janis 87, Formosa (Taiwan), July 1945, RG319, Box. 421 (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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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松山機場與鈴鹿相仿，原先只有一個區域，設置兩條跑道。但1944

年10月時已成為擁有南北兩大區域的H字形機場。美軍記載，南方新增區域

為起降區（Strip），與舊機場區有滑行道相連（參見圖7）。102終戰後的接

收檔案中，亦是將此起降區標明為松山機場的一部分（參見圖8）。可見無

論美軍、日軍和國軍均知松山機場擴建的情況。

但洪致文卻將此起降區視為一獨立的機場，命名為「臺北軍用簡易飛行

場」，並將松山與這座「新發現」的機場加以比較。他認為由於「臺北軍用

簡易飛行場」的位置「正好在基隆河河谷轉入臺北盆地的弧線上」，無論自

然地形或飛機起降視野，都比原有的臺北飛行場更佳，於是日軍為了「彌補

臺北飛行場跑道的缺失」，因而建造了這座簡易飛行場。103

可惜此說法，忽視了機場空域與兩機場應有之間距，亦不符原始檔案

之記載。現存二戰臺灣圖照中，均是將這「兩座」機場記為同一座（圖名為

臺北或松山），洪文引用的地圖、空照圖亦然。104再加上該文又云：美軍空

照圖顯示戰爭末期（1945年6月）的松山機場，因跑道不堪使用，飛機均是

停放於這座「臺北軍用簡易飛行場」，由於此簡易機場的跑道有滑行道與松

山機場的兩條跑道相連，「因此這三條跑道並非各自獨立，而是可互相銜

接」。105既然如此，可見此說確有待商榷。

102　�此為美軍之調查與記載，參見Matsuyama Airfield (Taihoku), 17 Oct., 1944, Air Facilities Supplement 
to Janis 87, Formosa (Taiwan), July 1945.

103　�洪致文，〈風在城市街道紋理中的歷史刻痕——二戰時期臺北簡易飛行場的選址與空間演
變〉，《地理學報》，59期（2010年8月），頁94-96。

104　�洪文引用圖像，圖面包括此「兩座」機場，但標題均為「一座」，記作：臺北、Taihoko,�
Matsuyama等。參見前引文之圖9、圖12、圖13、圖14。

105　洪致文，前引文，頁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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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松山機場空照圖（1944年10月）。南方為增建的起降區。

資料來源： Matsuyama Airfield (Taihoku), 17 Oct., 1944, Air Facilities Supplement to Janis 87, 
Formosa (Taiwan), July 1945.

圖8   終戰接收時的松山機場

資料來源：�〈臺灣海軍情報資料〉，《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案》，臺北：檔案管理局藏，
檔號：B5018230601/0035/511.1/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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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根據本文對於日臺飛行場之淵源與比較研究，可看出臺灣機場之發展，

實為殖民母國對殖民地之移植。不過，在移植的過程中，牽涉到移入的時

間與科技的發展，兩地之航空肇興時期，卻出現了迥然不同的差異。日本因

地狹人稠的環境、缺乏飛行場設施，加上水上飛機安全性高、起降容易等因

素，利用海濱沙灘、潟湖、港灣等，形成以水陸兩用機場為主的發展方向。

臺灣則因民航開通較晚，因應旅客機大型化、高速化的趨勢、經營成本等考

量，以致出現了以陸上飛行場為主的特色。直到終戰前，僅有水上機場或水

陸兩用機場6座。

設施方面，臺灣無論在航空燈塔、夜航設施等興造，均較日本緩慢，並

出現以北部為主的特色，可見應是便於日、臺間往來導航之用。有線電話也

晚了日本近十年。但考量太平洋戰爭之需要，許多日本航空隊南下作戰時均

需在臺灣轉場、整補，當時最先進的無線導航設施（羅針所）卻幾乎與日本

同步設置，但戰後雷達時代迅速來臨，也導致臺灣的羅針所失去作用，以致

留存甚少。至於機場用地，可分為8種主要形狀。不同的空間配置往往代表

不同的時期、興建目的、民航或軍事考量，或者鐵公路、河川、地形、風向

等人文與自然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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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ation and Site Plan of Aerodromes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1910s─1940s

Cheng-yu Tu*  Chao-ching Fu**

Abstract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re were over 70 airfields built in 

Taiwan. Even today, some of them are still operating and have stood witness to 

Taiwanese aviation history nearly hundred years. However, the origination and 

configuration of airfields in Taiwan and Japan are still not clear. By this reason, 

the authors explore the aviation history in its initial stage, find out the distinguish-

ing features, and discuss the causes affecting the conformation. Through archives 

and records collections from National Archives of US, Japan and Australia and the 

research of aerodromes’ facilities, sites and shapes, this article draws an outline of 

the “Modernity Transplantation” process to ascertain the facts behind the history.

Keywords: architectural history, Japan, Taiwan, aviation, airport, airfield

*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C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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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關於日治時期臺灣港灣的研究，大多集中於基隆與高雄，或者偏

於一時一地，研究重點大多著重在港灣建設與都市發展乃至於地方社會的關

係，較少以全島性、貫時性的研究視野來進行築港政策的探討。本文以1930

年代臺灣總督府進行地方港建設為研究對象，探討總督府從集中基隆高雄港

的築港政策轉變為全面建設地方港政策的背景因素，以及政策推動成果與影

響為何。

本文認為，總督府在此時期轉變築港政策，應與：1.水產業發展至一

定程度；2.舊有港灣的當地官民持續向總督府要求經費築港，以期挽回當地

商機；3.1920年代後期的東臺灣築港請願運動最後獲致成功有相當程度的關

連。進而使得1930年代成為臺灣港灣史上首見，本島離島、總督府與州廳政

府均密集進行近代化築港工程的時期，這波築港工程也為地方水產業、航

運、商業等發展帶來一定程度的助益。

最後必須指出的是，由於總督府掌握築港工程所必須的預算，地方州廳

政府即便聯合在地官民強力請願，也不一定能達成目的，再加上地方州廳與

公共團體的財力不足以自行進行地方築港，應是造成總督府相關政策無法切

合地方需求的主要原因。

關鍵字：築港政策、港灣調查、地方港建設、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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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綜觀日治時期臺灣的港灣建設，當以基隆與高雄之港灣建設所花費相

關預算為最多、施工工期也最長，1其規模以及建設的成果也遠超過其他也

經過近代化修築工程之港口，連帶當時與此兩港相關的官方文書以及民間記

載與文獻亦不在少數，因此在可資徵引的史料與記載相對完整的情形之下，

以日治時期基隆或高雄兩大港灣為主題的前人研究成果自然較為豐碩，2也

為日治時期臺灣的港灣研究奠定了一定程度的基礎。然而回顧日治時期臺

灣港灣研究成果，大部分是限於一個地區的研究，而且研究視角大多著重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得以更正許多謬誤之處，特此致謝。
1　�以日治時期計畫修築的4個商港：基隆港、高雄港、花蓮港、新高港為例，基隆港至1946年竣工期
為止，持續工程期間達48年，總預算額4,686萬3,000餘圓，高雄港至1947年竣工期為止，持續工
程期間達40年，總預算額5,803萬8,000圓，花蓮港兩期工程（1931-1939、1940-1947）總預算額為
1,203萬4,000餘圓，新高港兩期工程（1939-1946，但因戰爭未完成）總預算為3,050萬圓。基隆與
高雄兩港預算相加已突破1億日圓，工程期間更是長達40年以上。參見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統治
概要》（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影印昭和20年排印本），頁164、166、168-169。

2　�如戴寶村之博士論文〈近代臺灣港口市鎮之發展——清末至日據時期〉，便以港口市鎮發展為研
究視角，論述基隆與高雄兩港因為日本殖民統治花費巨額建設而帶來的轉變，同時對比臺灣西部
未進行近代化築港之港口的轉變。呂月娥〈日治時期基隆港口都市形成歷程之研究〉以建築學的
視角，從空間上探討基隆歷次築港與市街變遷；陳凱雯〈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則
以築港為背景，探討基隆都市化過程及對地方社會之影響；曾鷰斐〈日據高雄築港對高雄地區之
影響——以人口與產業為中心〉以及李淑芬〈日本南進政策下的高雄建設〉，前者探討高雄築港
對於當地產業與人口變遷的關係，後者則從日本南進政策的脈絡下來討論高雄港的建設；謝濬澤
〈國家與港口發展——高雄港的建構與管理（1895-1975）〉則是探討高雄從日治到戰後的建設與
港務管理。可參見戴寶村，〈近代臺灣港口市鎮之發展－清末至日據時期〉（臺北：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88年）；曾鷰斐，〈日據高雄築港對高雄地區之影響——以人口
與產業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李淑芬，〈日本南進
政策下的高雄建設〉（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呂月娥，〈日
治時期基隆港口都市形成歷程之研究〉（中壢：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陳凱
雯，〈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謝濬澤，〈國家與港口發展——高雄港的建構與管理（1895-1975）〉（埔里：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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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灣建設與都市發展乃至於地方社會的關係。3例如李若文〈臺灣與大陸

兩岸商貿交流的地方個案：東石港（1897─1942）〉4一文，則是分析東石

港在1897-1942年間作為與中國帆船貿易的港口，其貿易型態與商品結構之

變遷，並旁論1930年代東石港居民爭取該港建設，以求地方再創商機的可能

性。大致來說，這些前人研究關於築港的部分大多僅敘述築港之過程，關於

政策面的敘述基本上作為研究背景的居多，而少有以政策作為視角的研究。

回顧以築港政策為研究主題之前人研究，蕭明禮〈邊陲地區政商網

絡——東臺灣產業界與官方築港政策之間的互動關係（1920─1940）〉5一文

應是近年少數以築港政策為研究視角的論文。該文指出：1.1920年後期東臺

灣築港運動的興起，是由在地的產業界以及官員所主導，再加上總督府南進

政策受挫而將目光轉向東臺灣開發，進而推動臺東新港以及花蓮港的建設；

2.1930年代後期，因為總督府工業化政策再加上戰時體制的影響，而重整東

臺灣產業政策，作為產業政策一環的築港事業，在地產業界基本上已經無法

置喙。此外亦探討並比較1920年代與1930年代後期促使臺灣總督府在東臺灣

進行築港工程的背景因素。雖然該文關注的焦點在於東臺灣築港，與本文關

注焦點為全島不同，然而該文的論述架構以及研究成果仍是本文的重要參考

之一。

謝濬澤〈從打狗到高雄：日治時期高雄港的興築與管理（1895─1945）〉6

3　�就本文所知，如戴寶村，〈梧棲港開發史研究——清代至日據時期〉，《東海大學歷史學報》，
第9期（1988年7月），頁105-133；王信智，〈日治時代安平港口機能的變遷〉（臺東：國立臺
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馬鉅強，〈安平港的改良對策之研究（1895-1925）〉，
《國史館館刊》，23期（2010年3月），頁1-32；楊惠琄，〈清代至日治時期梧棲港街的發展與貿
易變遷〉（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等期刊及學位論文。另
外專書部分，《臺中港開發史》的第3章〈日據時代的梧棲〉，則有簡要的敘述當時總督府在梧棲
建「新高港」的過程，其中包含對於該港的調查。參見洪慶峯總編輯、戴寶村編輯，《臺中港開
發史》（豐原：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87年），頁48-61。

4　�李若文，〈臺灣與大陸兩岸商貿交流的地方個案：東石港（1897─1942）〉，收錄於賴澤涵、朱
德蘭主編，《歷史視野中的兩岸關係（1895─1945）》（臺北：海峽學術，2004年），頁1-52。

5　�蕭明禮，〈邊陲地區政商網絡——東臺灣產業界與官方築港政策之間的互動關係
（1920─1940）〉，《臺灣文獻》，第57卷第2期（2006年6月），頁142-190。

6　�謝濬澤，〈從打狗到高雄：日治時期高雄港的興築與管理(1895-1945)〉，《臺灣文獻》，第62卷
第2期（2011年6月），頁21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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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也論及臺灣總督府對於臺灣經濟發展的規劃與推動，使得高雄港的

性格從初始的農產品輸出港，隨著經濟發展以及政治情勢的改變而身兼漁

港、工業港、乃至於「南進基地」等性格，而成為綜合型港口。雖然該文的

研究重點並非在築港政策，卻也簡要敘述了日治時期高雄港港灣發展政策之

背景因素。此外，游智勝〈1930─1934港灣調查之研究〉7一文探討臺灣總督

府實施5年港灣調查的背景、過程、及其成果，並從官方的實施和民間的因

應兩個角度來探討官方與民間對於築港態度的異同。雖然該文的研究主題本

文的研究重點之一——1930─1934年的全島港灣調查重疊，然而該文僅針對

港灣調查的部分進行研究，並未從港灣政策的角度出發探討，仍與本文的研

究主題仍有若干差異。

從上述可知，目前對於日治時期港灣政策的研究仍屬少數，多半是做為

論文之背景交代或者限於一時一地，較少全島性及貫時性的研究。如將研究

視野擴大至整個日治時期的臺灣築港事業，從當時相關的官方文書及出版品

當中可以發現，臺灣總督府在持續建設基隆與高雄兩大對外商港之外，直到

1921年方才進行地方漁港之建設，1930年代則是一波密集的地方港（包括商

港、漁港、避難港等）興建時期（可參見表1），8雖然各個地方港的築港經

費相較基隆、高雄兩港可謂九牛一毛，工程規模小，工期亦短，然而這些築

港工程以及相關港灣調查的實施範圍不但遍及全島，甚至包括外島。臺灣總

督府以及地方州廳政府為何在此時開始進行全島性的港灣調查與建設？這樣

的政策推動之成果以及影響為何？又該給予如何的歷史評價？都是本文欲探

究的問題。

本文以築港相關的公文書及官方出版品為主，再加上當時《臺灣日日

新報》的相關報導，首先究明1930年代築港政策轉變之背景與原因，其次整

理這段時期中築港調查及工程之概況，最後論述這段時期築港政策的特性為

7　�游智勝，〈1930─1934港灣調查之研究〉，收錄於若林正丈、松永正義、薛化元主編，《跨域青
年學者臺灣史研究續集》（板橋：稻鄉出版社，2009年），頁197-236。

8　�可參見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臺灣の港灣》（昭和13年）(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
路港灣課，1938年)，頁8；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統治概要》，頁168-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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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表1：日治時期除基隆、高雄兩港以外進行築港工程之港口一覽表
港口名稱 興建年度 竣工年度 工程預算 備註

三沙灣漁港 1910 1912 為基隆港第2期築港工
程之一部

蘇澳漁港
1921 1923 662,000 第1期

1941 因戰爭於1944年
中止

��1,735,000 第2期

海口避難港 1921 1922 115,200
另於1924、1926、1928
等3年進行港內疏浚與
防波設施工程，共花費
99,970圓

高雄漁港 1927 376,100

基隆漁港 1929 1934 608,415

新港漁港 1931 1932 750,000

花蓮港
1931 1939 7,429,000 另於1940年進行擴張工

程，預算484,0000圓
石門避難港 1933─04 1933─12 37,000

大溪避難港 1933 1934 71,000

安平漁港 1935 1938 777,600

卯澳避難港 1935 1935

磺溪避難港 1935 1935

小琉球避難港 1936 1937 80,000

澳底避難港 1937 1938 18,000

馬公漁港 1937 1939 850,000

龜山島避難港 1938─04 1938─11 9,000

新高港

1939 1943 15,000,000 第1期

1943 因戰爭於1944年
中止

15,500,000 第2期

野柳避難港 1941 30,000

說明：�「漁港」及「避難港」不同之處在於，漁港除了如防波堤、泊地、航路標示等基礎
港灣設施以外，另擁有魚市場、製冰冷藏設備、給水給油設備、造船修船廠等陸上
設施，而避難港通常僅擁有基礎港灣設施而已。

資料來源：�臨時臺灣工事部，《基隆築港誌》（臺北：作者，1916年），頁57、506；
879、884-885、896；臺北州水產試驗場，《臺北州の水產》（臺北：臺北州水
產試驗場，1935年），頁38-40；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臺灣の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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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昭和13年）（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1938年），頁8、
69、70、129、134、139、146；東港郡役所，《東港郡要覽》（昭和13年）
（東港：東港郡役所，1939年），頁6；佐佐木武治，《臺灣水產要覽》（昭和
15年）（臺北：臺灣水產會，1940），頁69-71；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統治概
要》（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影印昭和20年排印本），頁168-178；〈石門
船溜工事竣工式〉，《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月26日，版5；〈澳底に漁港
漁船避難港を兼ねる〉，《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2月1日，版5；〈冬季の避
難港澳底の船溜り略竣工〉，《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3月24日，版7；〈龜
山島の避難港工事落成〉，《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11月25日，版2；〈基隆
郡野柳に船溜を築造二十二日盛大な竣工式〉，《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1月
19日，夕刊版2。

貳、1930年代築港政策改變之背景原因

本節首先整理1920年代蘇澳及海口港灣建設的過程，特別著重1920年

代後期東臺灣築港請願兩個歷史事件的成因、過程、以及其成果，再整理

1930─1934年間實施的全島性港灣調查計畫，以明白總督府改變築港政策的

原因為何，最後試圖歸納出影響1930年代築港政策轉變之背景因素為何。

一、1921年的蘇澳與海口築港

自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之後，至1921年建設蘇澳以及海口兩個地方港

之前，臺灣總督府的築港政策為傾全力建設設定為全島唯二對外商港的基隆

與高雄。基隆港至1921年為止，已經完成第1、第2期以及第2期追加工程，

於1920年進行為期7年（1920─1926）、總額為1,356萬646圓的追加工程預

算，工程重點是將基隆港擴建為出入船型可達15,000噸、內港停泊船數可達
21艘、每年吞吐量達80萬噸的港口，並設置1年可輸出80萬噸煤炭的碼頭。9

至於高雄港，在完成自1908年至1912年為期5年之第1期築港工程之後，原本

計畫自1912年開始進行為期10年的追加工程，但受到1913以及1915年兩度政

9　�參照臺灣總督府土木局，《基隆築港概要》（大正9年度調）（臺北：臺灣總督府土木局，1921
年），頁8-9；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臺灣の港灣》（昭和5年）（臺北：臺灣總督府
交通局道路港灣課，1930年），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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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財政整理的影響而使整個計畫延長至1925年；工程進行至1917年時因為第

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造成物價急速攀升，導致預定工程費用不足必須增加預

算，因此於1921年起縮減原訂計畫之規模，將吞吐量縮減為66萬噸，出入船

舶縮減為5千噸。10由上述可知，雖然基隆、高雄兩港在1921年以前的修築

進度因預算、財政以及其他因素影響，不一定能夠按照原訂計畫順利進行，

但其硬體設備已達一定之水準，成為當時臺灣南北兩大商港。

1921年，臺灣總督府開始進行地方港建設工程，但僅進行蘇澳港以及海

口港（位於今屏東縣車城鄉海口村）兩港之建設。

蘇澳港由於港灣水深加上有天然屏障，因此被稱為是「基隆以南東海

岸唯一良港」。日治初期曾指定為特別輸出入港，1897年沿岸命令航線開設

後，便被指定為停泊港。除了港灣條件良好以外，因為東面太平洋，黑潮經

過帶來大量暖流性迴游魚群，被評估為良好漁場，再加上東北角漁業發展至

1920年代時已有一定程度之規模，發動機漁船已成為漁業作業船隻的主力，

其中蘇澳與淡水便發展成臺北州發動機漁船漁業的主要港口。總督府鑑於

上述理由，於1921年編列國庫預算66萬5,500圓，以2年時間疏浚南方澳低窪

地，建築漁船泊地、防波堤、防沙堤、護岸石牆等設施，並以疏浚泥沙填埋

而成的海埔新生地則作為漁業相關設備及工廠之用。11而蘇澳漁港的完工也

使得臺北州當局藉此漁港向擁有豐富漁業資源的東部海面發展水產業的計畫

得以初步實現。12

海口港雖然早在1900-1901年間由於總督府為了尋找恆春地區適合沿岸

命令航線船隻停泊之港口而被列入調查範圍當中，然而就當時調查的復命

書來看，海口港並不被當時奉命調查的人員認為是適合的停泊地點。13時至

10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臺灣の港灣》（昭和9年）（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
灣課，1934年），頁77。

11　�參照臺北州內務部勸業課，《蘇澳の漁港》（臺北：臺北州內務部勸業課，1926年），頁15-
16、37-41；蘇澳水產株式會社，《蘇澳漁港》（蘇澳：蘇澳水產株式會社，1935年），頁1-4。

12　參照臺北州，《臺灣の水產》（臺北：臺北州，1925年），頁51。
13　�參照「港灣調查川上技師外一名復命書燈臺建設物調查青山技師復命書」（1902年），〈明治31

年至37年土木工事門河川港灣類〉，《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
藏號：0000470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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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總督府以「本島南部與恆春地方的交通從高雄出發以海路最為便

利，不僅從事貨物運送的石油發動機船與中國式帆船往來頻繁，從小琉球到

七星岩之間的海面也有極為豐富的漁場，然而附近海岸並無適當的避難港，

造成多年來出入船隻一直忍受因風濤帶來的不便」為由，以國庫預算11萬
5,200圓進行築港工程，於翌年完成。完工後的1922年4月起再度被指定為沿

岸命令航線停泊港（1927年停止），並開設海口高雄間的發動機貨船航線，

並且開放讓乘客搭乘。14可見該港之規模雖僅為避難港，但因為築港後開設

與高雄間的定期航線，而成為屏東地區聯繫南臺灣第一大港高雄港的門戶。

臺灣總督府雖然自1921年便開始進行地方港建設工程，但僅為區域性、

點狀的建築工程，究其原因應有以下2點：1.雖然水產業特別是漁業在1914

年開始，產值即呈現緩步上升的情況，表示漁業開始呈現成長的態勢，15然

而當時總督府對於水產業獎勵的重點，仍在進行漁船新造、新式漁業、水

產加工、以及淡水養殖補助等一般水產獎勵；162.當時的築港政策仍以建設

基隆與高雄兩港為主，因此造成築港預算的排擠效應，例如曾於1919-1923

年任臺灣總督的田健治郎，在1920年巡視東臺灣，途經蘇澳並聽取蘇澳港建

設之相關報告後，在其日記當中寫到：「山形技師按設計圖與實地對照，說

明計畫之大要，其屬急務無論也，唯顧財源如何耳。」17蘇澳港預算約66萬

餘圓，相較於基隆、高雄兩港動輒千萬圓的預算相比相差近百倍，但田總督

仍擔心預算不易通過，由此可推測日本政府在支付基隆、高雄兩港龐大的築

港預算之後，已無法或不願再通過其他相關的築港預算。然而這樣的築港政

策，至1920年代後期卻因為總督府南進政策的轉趨停滯以及東臺灣築港請願

運動的興起而發生轉變。

14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臺灣の港灣》（昭和10年）（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
灣課，1935年），頁148-149。

15　�王俊昌，〈日治時期臺灣水產業之研究〉（民雄：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年），頁76。

16　佐佐木武治，《臺灣の水產》（臺北：臺灣水產會，1935年），頁97-99。
17　�吳文星等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
年），頁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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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20年代後期的東臺灣築港請願運動與築港

在論述1920年代東臺灣築港請願運動之前，需先論及臺灣總督府對於東

臺灣的治理。早在1896年時，總督府便派遣技師田代安定前往花東地區進行

調查，其目的是作為日後擬定東臺灣經營方針的參考。田代氏在該文中明確

指陳出，東臺灣官營土木事業的重點在「道路的開鑿、河道的整治、港口的

修建」，18其中交通建設就佔了兩項，由此可見當時東部交通之不便。1908

年總督府通信局長鹿子木小五郎奉命前往東部地區考察，19翌年海軍水路部

進行花蓮港測量，20都對當時東臺灣地區的築港事業提出其意見與建議。綜

合上述3份報告，當時的東臺灣地區被評估為一方面經濟產業尚未發達，在

此地耗費巨額築港「並不經濟」；另一方面則因為海岸地形多為斷崖、彎曲

極少，且多颱風，不利於築港；再加上受限於當時的技術無法在天然條件不

良的地形築港，21因此築港一事便被擱置。直到1920年代，方出現當地產業

界積極推動築港的請願活動。

1920年代東臺灣地區的築港運動與東部在地日系資本的推動有密切關

係。因臺灣漢人進入東部時間較晚，再加上日本內地財閥資本最初對東臺灣

缺乏投資興趣，使得明治末期到大正年間，許多前往東臺灣發展的日本中小

企業得以累積資本，並在當地形成綿密的企業網絡，影響地方產業與行政發

展的動向。22而當地產業界與地方官廳聯合向總督府提出改善東臺灣交通的

請願，第1個例子便是於1920年4月由成廣澳支廳的官民聯合向總督府爭取航

18　�田代安定，《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影印明治33年排印本），頁
108。

19　�考察目的為提供總督府擬定鼓勵日本國民移民墾殖東臺灣政策之參考，考察完畢後鹿子木氏撰寫
復命書，記錄其考察所見與心得。可參見鹿子木小五郎，《臺東廳管內視察復命書》（臺北：成
文出版社，1985年影印明治45年石印本），頁3-8。

20　《花蓮港築港工事說明書》（出版地、出版年均不詳），頁3。
21　�參照田代安定，《臺東殖民地豫察報文》，頁111-112；鹿子木小五郎，《臺東廳管內視察復命

書》，頁94；不著撰人，《花蓮港築港工事說明書》，頁3-4；蕭明禮，〈邊陲地區政商網絡
──東臺灣產業界與官方築港政策之間的互動關係（1920-1940）〉，頁153。

22　�參照林玉茹，〈殖民地邊區的企業──日治時期東臺灣的會社及其企業家〉，收錄於氏作，《殖
民地的邊區：東臺灣的政治經濟發展》（臺北：遠流出版社，2007年），頁246、250；蕭明禮，
〈邊陲地區政商網絡－東臺灣產業界與官方築港政策之間的互動關係（1920-1940）〉，頁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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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於東臺灣的命令航線「沿岸甲線」停靠麻荖漏（位於今臺東縣成功鎮），

也獲得正面回應，並於該年7月沿岸甲線停靠港增停麻荖漏。23

圖1   〈沿岸甲線火燒島及蔴荖漏往復寄港變更ノ件〉部分

資料來源：�〈沿岸甲線火燒島及蔴荖漏往復寄港變更ノ件〉，〈大正8年至大正9年通信門
航海補助類〉，《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
號：00006904014。（本圖影像檔號：000069040140341）

1921─1924年間，花蓮港商工會曾多次向花蓮港廳甚至總督本人提出

在花蓮港灣興建漁港與避難港的請願，當時的花蓮港廳也積極回應地方的

需求，屢屢向總督府提出花蓮築港案，但都被總督府以預算關係而遭到否

23　�可參見〈沿岸甲線火燒島及蔴荖漏往復寄港變更ノ件〉，〈大正8年至大正9年通信門航海補助
類〉，《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690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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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僅在1922年時爭取到3萬元的經費，在米崙灣一角嘗試興建小規模的防

波堤。1925年因宜蘭線鐵路完工，蘇澳、花蓮港間定期航線開航，使得東部

海陸交通較以往更為方便，如此也突顯出港灣設施缺乏對於東部經濟產業發

展將造成更大的妨礙，花蓮港商工會即在該年度再度發起儘速築港請願運

動，但仍因預算問題而無法通過。24究其原因，應與總督府的東部治理政策

有關。

日治初期，總督府對於東部的治理首重「理蕃事業」，並採取特殊化

區域政策，當時東部的開發以及基礎建設也都委託民間資本。1910年起，總

督府於東部推行「官營農業移民」，更企圖透過移民進行「內地化東臺」的

試驗。「理蕃事業」自1914年起成效漸著，但「官營農業移民」則於1918年

宣告失敗。25而後1923年因關東大地震導致日本國內產業界大受打擊，使得

經濟不景氣更加嚴重，臺灣在日本財政緊縮政策之下，開始進行包括經營與

研究華南東南亞的「南方施設費」等經費的削減，再加上當時高唱內地延長

主義，被視為一個地方廳的臺灣，不應給予預算去進行應由國家進行的事業

（即指南進）之論調高漲，更加速了總督府南進事業的停滯。26由於南進政

策的轉趨停滯，同時對本島西部的統治日趨穩定，開發東臺灣成為總督府所

重視的方向，再加上日本內地移民需求、東部資源的開發、以及臺東線鐵路

的完工等因素，27使得總督府開始進行與東部相關的資源調查及開發事業。

為了取得東部資源，吸引日系資本前往投資，總督府勢必進行一連串的基礎

24　�以上參照花蓮港廳，《大正13年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提要》（花蓮：花蓮港廳，1926年），
頁222；一記者，〈東臺灣の開發問題〉，《東臺灣研究叢書》，第7編（臺北：東臺灣研究
會，1924年），頁8-10；喜多孝治，〈東部在住者の奮起を望む〉，《東臺灣研究叢書》，第3
編（臺北：東臺灣研究會，1924年），頁22；花蓮港廳，《昭和3年花蓮港廳管內概況及事務提
要》（花蓮：花蓮港廳，1930年），頁183。

25　�參照林玉茹，〈國家在東臺灣歷史上的角色〉，《東臺灣研究》，第5期（2000年12月），頁
164-165；張素玢，《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1909─1945）：以官營為中心》（臺北：國史館，
2001年），頁138-148。

26　參照中村孝志編，《日本の南方関与と台湾》（奈良：天理教道友會，1988年），頁19、22。
27　�林玉茹，〈國策會社的邊區開發機制：戰時臺灣拓殖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管理系統〉，《臺灣史
研究》，9卷1期（2002年6月），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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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以改善東部投資環境。28其中，1926年3月臺東線鐵路的全線通車，

是東部開發政策轉變的重要關鍵點，在陸上交通獲得初步解決之下，東部的

產業開發已成為可能，故港口的興築，自然成為繼鐵路建設後，東臺灣基礎

建設的新一波重點。29

1926年之後，除了前述爭取花蓮港築港的請願之外，爭取新港（今臺東

縣成功鎮成功漁港）築港與新港玉里道路開通的輿論也隨之熱烈興起。因為

新港擁有天然地形及位置良好以及漁業資源豐富等利多條件，雖然陸路交通

不便，但仍能促使東臺灣不少官紳及民間團體支持新港築港運動，也使得新

港築港請願運動在1926年以後快速竄起，與原有的花蓮築港請願運動形成競

爭的態勢。30

1928年10月總督府以追加預算的50萬圓經費投入新港漁港建設，預定
1929年正式開始建設工程。31然而1929年7月因為內閣改由民政黨濱口雄幸

組閣，32新內閣上臺後，隨即提出財政緊縮計畫，臺灣總督府方面被要求除

了既定的跨年度經費與屬於法律上的義務者外，所有事業一律停止，新港漁

港建築費的預算自然也遭到刪除。33最後在擔任東臺灣研究會會長梅野清太

以及副會長橋本白水分別拜謁了新任臺灣總督的石塚英藏（任期1929.7.30-

28　林玉茹，〈國家在東臺灣歷史上的角色〉，頁165。
29　�蕭明禮，〈邊陲地區政商網絡——東臺灣產業界與官方築港政策之間的互動關係（1920-

1940）〉，頁161-162。
30　�〈東部臺灣の開發は交通第一〉、〈新港築港の曙光見ゆ〉，《東臺灣研究叢書》，第16編（臺
北：東臺灣研究會，1926年），頁21-22、24。

31　�參照〈有望視さるゝ新港の築港〉，《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0月13日，版2；〈新港決定施
行築港經費豫算五十萬圓〉，《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4日，版4；中曾根特派記者，〈電
光石火的に決定した新港の漁港築港問題〉，《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6日，版3；臺灣總
督府交通局高雄築港出張所，《新港漁港》（高雄：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高雄築港出張所，1932
年），頁2。

32　�主要原因為當時的日本內閣總理田中義一因暗殺張作霖事件（1928-6-4）未向昭和天皇報告而
引發天皇不滿，因而於7月總辭，改由民政黨濱口雄幸組閣。可參見井上清，《日本の歴史》下
（東京：岩波書店，2004年），頁172。

33　〈交通局關係の事業中止が多い〉，《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7月16日，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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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1.16），以及擔任民政黨內要角的原修次郎並取得支持之後，34於1930

年6月1日以預算70萬圓復工。35顯示了東臺灣產業界對總督府甚至日本中央

政界的遊說力量，在新港築港問題上發揮的實際作用。36另外，除了同意新

港築港以外，總督府亦同意進行米崙港築港計畫，並於1929年派遣時任交通

局總長的丸茂藤平視察米崙港，開始相關的港口設計規劃。37

綜上所述，東臺灣在地資本於1920年代初期便開始爭取築港，地方政府

亦大力支持，但總督府卻以經費不足為由駁回，直到1926年總督府暫停南進

政策之後，為了開發並取得東部資源，並吸引日系資本前往投資，再加上東

臺灣鐵路大致開通，因此築港成為下一波基礎建設的重點。而在總督府築港

政策轉向與地方要求築港的輿論漸趨一致，再加上有效結合日本中央政界的

力量，促成了1930年新港與1931年花蓮港的築港。

三、1930年代築港政策轉變之因素

如上所述，1920年代後期的東臺灣築港請願運動獲得相當豐碩的成果之

後之後，總督府對於地方築港的政策是否因此而產生改變呢？以下整理1930

年由交通局道路港灣課所擬定的「全島港灣調查計畫」的實行理由、經過以

及結果，並從中探討東臺灣築港請願運動與1930年代築港政策轉變的因果關

係。

1930年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擬定了為期5年（1930─1934），

總預算為36,150圓的全島港灣調查計畫，並計畫此調查成果，作為日後決定

34　�白水生，〈新港問題で石塚新總督と語る〉；原修二郎，〈新港と花蓮港の築港問題〉，《東臺
灣研究叢書》，第61編（臺北：東臺灣研究會，1929年），頁1-2、16。原修次郎與東臺灣研究
會會長梅野清太均曾先後擔任賀田組及花蓮港製紙會社總經理與社長，並分別在昭日組、櫻組中
擔任社長與專董，可說是當時日本政界中少數出身東臺灣的人士之一。可參見林玉茹，〈殖民地
邊區的企業－日治時期東臺灣的會社及其企業家〉，頁241。

35　�參照〈總督府の新規事業七十萬元承認さる〉，《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2月18日，夕刊版
2；臺灣總督府交通局，《臺灣の港灣》（昭和5年），頁144；〈新港築港〉，《臺灣日日新
報》，1930年6月4日，夕刊版4。

36　�蕭明禮，〈邊陲地區政商網絡——東臺灣產業界與官方築港政策之間的互動關係（1920-
1940）〉，頁167。

37　�臺北一會員，〈政變と東臺灣〉，《東臺灣研究叢書》，第59編，頁2；〈丸茂總長一行米崙灣
築港視察〉，《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3月17日，夕刊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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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港灣規模及修築計畫立案之依據，預定調查淡水、舊港（位於今新竹市舊

港里）、公司寮（位於今苗栗縣後龍鎮龍津里）、大安（位於今臺中市大安

區）、鹿港、布袋、東石、安平、大樹房（位於今屏東縣恆春鎮）、臺東、

花蓮、蘇澳、馬公13個港口。38而道路港灣課提出此次調查計畫的理由如

下：

……。近來水產業與對岸及沿岸貿易之發展，而迫切需要於沿

岸設置許多兼具漁港及避難港功能之地方港。各地方民眾亦對之熱

望不止，各州廳專心努力的年年要求高額國庫預算，以用於自己管

內的港灣修築。然而由於此等地方港從未進行專門之調查，因此無

法對此訂定施工計畫。於是以昭和五年已降之五年為期，對於各地

方港施以周到的技術調查，對於各港後方地區之產業狀態、海陸聯

絡狀況等經濟性調查亦一併進行，徹底查究全島地方港的分布、修

築港的規模、以及修築方法等。……
39

然而本計畫開始執行之後，到1931年時預算就遭到削減，到了1932年以後，

預算更減為半數，使得布袋、大樹房、及臺東3港的調查因而終止。40

從實際調查的10個港口來看，其中淡水及安平為基隆、高雄以外的「開

38　�交通局道路港灣課，〈第六十回帝國議會說明資料——臺灣道路港灣之概況〉，收錄於臺灣總督
府交通局，《臺灣總督府交通局事務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出版年不詳），頁56。

39　交通局道路港灣課，〈第六十回帝國議會說明資料——臺灣道路港灣之概況〉，頁55-56。
40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編，《港灣調查報告書》（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

1936年），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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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41舊港、公司寮港、鹿港、東石、馬公為「特別輸出入港」；42大安

港則為當時臺中地區的主要港口之一；43花蓮港於1931年動工築港，44而該

港的調查於1930年即完成，45應可將此次調查視為築港的主要參考；蘇澳較

為特殊，該港已於1923年完成築港工程，但仍被列入此次全島性港灣調查的

名單當中。綜觀上述被調查的港灣，大多數都是日治初期就被指定為國際貿

易港或者是與對岸中國的指定貿易港，其餘則是地方的主要港口，也就是

說，對於港灣所在的地區而言，這些港灣與該地區經貿民生等都是息息相關

的。

綜合上述以及前一節所述，本文認為，臺灣水產業以及沿岸貿易發展

至1920年代中後期已有一定程度的規模，就水產業觀之，自1920年至1930年

間，水產業產值呈現兩波劇烈上升的態勢，而1926─1930年間正是第2波上

升的時期，46另1926─1930年間，發動機船漁業開始發展，總督府也針對船

員與船匠技術、改良漁船、新式漁具等進行獎勵措施，進入1930年代後，漁

場隨之擴展，船體相對增大，47而對照基隆以及高雄漁港建設時間也大致落

41　�所謂「開港」就日本政府的定義可謂為「向世界公開之貿易港」，與其相反者則「不開港」。
臺灣成為日本領地之後，日本帝國即對締盟各國發佈於基隆、淡水、安平、高雄4港通商開港之
宣言。可參見大田修吉、鈴木斗人調查，《港灣行政制度の研究》（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
查課，1933年），頁6-7；交通局道路港灣課，《港灣ニ關スル事項》（臺北：交通局道路港灣
課，1935年），頁9-10。以現在的定義來說，「開港」可視為是「條約港」或「國際港」，「不
開港」則為「國內港」。

42　�「特別輸出入港」是指日本治臺之初，總督府鑑於臺灣與清國之間貿易交通往來密切，風俗、日
常習慣亦緊密相關，因此於1897年1月在4個開港以外，加開8個「特別輸出入港」，1899年以下
湖口港取代蘇澳港，正式指定為：舊港、後龍、梧棲、鹿港、下湖口、東石、馬公、東港等8個
港口。而公司寮港為後龍港淤積之後的替代港口。詳可參見蔡昇璋，〈日治時期臺灣「特別輸出
入港」之研究〉（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104-106、373-374、
473。

43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大安港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出
版年不詳），頁1-2；王顯榮，〈大安港史話〉，《臺灣文獻》，第29卷第1期（1978年3月）頁
182-185。

44　�花蓮港築港計畫最初為總預算742萬9,000圓、為期7年（193─1937）。可參照T.A生，〈花蓮港の
今昔〉，《臺灣海務協會報》，第3期（1938年7月），頁67；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
《臺灣の港灣》（昭和13年），頁134。

45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編，《港灣調查報告書》，無頁碼。
46　可參見王俊昌，〈日治時期臺灣水產業之研究〉，頁76的統計。
47　佐佐木武治，《臺灣の水產》，頁9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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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時，如此可以看出隨著水產業發展以及獎勵所帶來漁船體積增大、數量

增多，各地要求建設漁港的聲浪應會隨之增加。再從對岸與沿岸貿易來看，

以安平港與東石港為例，兩港的沒落都是因為縱貫鐵路系統完成，再加上基

隆、高雄南北兩港的建設，使得島內輸出入與貿易都集中在這兩港，因此在

面對這種困境，除了爭取經費進行港口疏浚、建設現代化港灣設備，並加強

海陸交通聯繫，以此奪回商機以外，似乎別無他法。48最後，1920年代末期

東部築港請願運動獲得具體成果（即新港及花蓮築港），應是導致總督府交

通局道路港灣課的官員開始正視臺灣各地築港請願訴求的關鍵因素，進而提

出這個全島性的港灣調查計畫，該計畫除了花蓮築港前所必須的港灣調查，

且更進一步的調查臺灣各地包含離島的重要港口，雖然因為預算被刪減之故

導致整個調查計畫未竟全功，然而此計畫的提出與執行應代表總督府的築港

政策從原本集中基隆與高雄築港政策轉向全島性的、小規模的地方港灣建設

政策的宣示。

參、築港政策轉變後築港事業之整理與探討

本節首先探討在前述港灣調查計畫實施之後，被選定進行調查的當地官

員居民的回應，再整理1930年代臺灣各地築港事業的概況，最後嘗試從築港

經費的角度來探討這個時期築港事業的特色，並整理總督府在這段時期內築

港政策的特性為何。

一、當地官民之肆應

如前所述的5年期全島港灣調查，可以視為是總督府作為回應各地官民

築港請願以及計畫進行地方港灣建設的前置作業，也造成原來的築港政策

48　�可參見李若文，〈臺灣與大陸兩岸商貿交流的地方個案：東石港（1897─1942）〉，頁31-37以及
游智勝，〈1930─1934港灣調查之研究〉，頁226-233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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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一變。對於被選定進行港灣調查的當地官員居民來說，不啻為當地的

建設與發展帶來希望，自然引起當地官民以及工商團體的熱烈討論並進行

更積極的請願活動。如將上述10個實際進行港灣調查的港灣名稱或以「築

港期成」作為關鍵字在《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進行搜尋，可以發現大概

在1931─1936年之間，每個被指定進行調查的港灣之所在地官民都為此展開

積極的築港請願運動。49此外，未被指定調查的港灣如位於新竹州的紅毛港

（位於今新竹縣新豐鄉），也在同州的舊港及公司寮港築港運動的刺激之

下，於1932年2月時組成築港期成同盟會，推動築港請願運動，但同年8月的

調查結果認為，該港築港經費過於龐大，無法進行築港。501934年，原本被

指定調查之後卻因為預算減半而被迫停止調查的臺東港，也因為新港與花蓮

港築港運動成功及港口建設順利進行，在地產業界人士開始積極推動於加路

蘭灣（今臺東縣臺東市富岡漁港）築港，起初被因經費不足而駁回，1935年

以後趁著總督府實施東部工業化計畫而更加大力推動築港請願，然而直到

1941年方才為官方所同意，但卻未能付諸實行。51

從《臺灣日日新報》相關記載及前人研究顯示，當時最積極推動築港

的民間團體，當推各地之「商工會」，而這些地方商工會之所以積極推動築

港，其原因不外乎因為當時島內對外交通唯有依靠海運，再加上臺灣雜貨在

當時已大部分仰賴日本輸入，若有港口直接進口，不但可以大幅降低成本，

也將成為貨物轉運中心，關係地方繁榮甚鉅。這些商工會曾經請願修築的或

49　�例如蔡昇璋，〈日治時期臺灣「特別輸出入港」之研究〉，頁452-453、460-461、465-467、472
當中對於舊港、馬公、鹿港、以及東石港等地進行築港請願的整理；以及李若文，〈臺灣與大陸
兩岸商貿交流的地方個案：東石港（1897─1942）〉，頁34-36對於東石港築港請願的整理，都具
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50　�參見〈再燃せる－紅毛港築港運動期成同盟會蹶起す〉，《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2月3日，版
3；〈紅毛港築港期成同盟一日に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2月3日，夕刊版2；〈紅
毛港築港運動期成同盟會蹶起〉，《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2月4日，版8；〈紅毛築港期
成會が幹部會を開く〉，《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8月21日，版3。

51　�參照蕭明禮，〈邊陲地區政商網絡──東臺灣產業界與官方築港政策之間的互動關係（1920-
1940）〉，頁177-181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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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建的港口遍及全臺各地，52如此反映了商工會在當地的影響力，以及築港

對於推動當地經貿發展的重要性。而各地的築港請願運動模式，通常是以商

工會為主軸，連結地方有力人士（包括日人與臺人）組成「築港期成同盟

會」等類似組織，甚至當地街庄市長甚至郡守也會加入此同盟會，也有向視

察當地的總督府長官（例如民政長官等），甚至北上總督府請願的情況。53

以1935年築港的安平港為例。安平港在1860年因天津條約開港之前，已

成為臺南地區的重要門戶港，雖然該港容易遭受泥沙淤積，港口條件不佳，

但由於腹地都市臺南人口眾多，具有政治、文教、經濟、消費等多元機能，

有助於安平維持港口的門戶地位，直到日治初期，安平港的地位仍較打狗來

得重要。54然而由於總督府在對外商港，也就是基隆、淡水、安平、高雄等

4港的築港政策，是採取集中全力興建具有良好港灣條件的基隆以及高雄，

而安平與淡水兩港則是採取放棄的態度，551908年總督府開始建設高雄港以

後，該港在政策的支持之下，逐漸成為南臺灣第一大吞吐港。面對這樣的困

境，當地官民雖然體認到安平港的興廢與否對於臺南地區的繁榮有著直接關

係，卻一直無法提出突破性的意見，直到1920年6月3日《臺灣日日新報》刊

登的有關安平港疏浚港口的報導中，出現「安平港的前途如作為貿易港是毫

無希望的，然而作為漁港或許還能有相當的價值，近來持續提倡這樣的築港

論。」56這樣的論點。

臺南州則是至1922年方才開始發展漁業，除了技術提昇與獎勵等措

施以外，並於1922年4月開鑿臺南運河，至1926年3月完工，此工程共花費
704,500圓，其中臺南州的補助為230,000圓，臺南市自行負擔474,500圓，其

52　�趙祐志，《日據時期臺灣商工會的發展（1895─1937）》（板橋：稻鄉出版社，1998年），頁
299。

53　�相關請願運動在當時的《臺灣日日新報》上多有披露。相關例子可參見游智勝，〈1930-1934港
灣調查之研究〉，頁220-233之研究。

54　戴寶村，〈近代臺灣港口市鎮之發展——清末至日據時期〉，頁96-98。
55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臺灣の港灣》（昭和13年），頁7。
56　〈安平浚渫設計〉，《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6月3日，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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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400,000圓來自市政府發行之公債。57臺南運河於同年4月25日舉行開通儀

式，時人認為該運河開通後可帶來以下好處：1.中國式帆船等船隻在安平港

無須將貨物移裝，可直接透過運河運往臺南市內，如此可減少貨物損傷或浸

濕，並節省搬運時間與運費；2.運河可作為暴風雨期間中國式帆船或其它吃

水淺船隻良好的避風港；3.澎湖或其它沿海漁獲物，可以發動機船直接從運

河搬運至臺南市場，可使得安平港在漁港部份更加發展；4.伴隨著水陸交通

的更形便利，使得普通雜貨與其它原物料的輸入增加，臺南市因此而招來工

商業的繁榮，今後安平與臺南因此運河帶來相當的利益則是自不待言。58從

上述評論可知，此時安平港本身雖然沒有進行築港工程，然而臺南運河的開

鑿除了使得船隻在安平港在運送貨物更加便捷，導致臺南市工商業更形繁榮

以外，也指出了安平港除了對日的移出入貿易功能以外，也開始逐步發展其

做為漁港的功能。

然而僅開鑿運河似乎已經無法滿足臺南當地工商業的需求，自1928年

開始，包括日本以及臺灣在地商界以及有識階級等，已經著手研究安平築港

問題。至1929年時，臺南市當地的實業協和會、商工會、商工業協會等工商

團體將聯合喚起輿論，謀求安平築港的實現，並向總督府請願。591930年，

臺南市由當時市尹堀內率領實業協和會、商工會、商工業協會、以及臺南愛

市會等團體代表參加6月8日於新潟市舉辦之全國港灣大會，會中一致通過安

平築港案，此消息傳回臺南，亦使這些團體會員大受鼓舞，並計畫於該月中

代表歸來後，繼續磋商請願運動事宜。60如此反映出當地工商業界的意見與

臺南市政府的港灣政策漸趨一致，而這些團體亦趁機鼓吹輿論支持，自此之

後，安平築港即進入積極請願的階段。

1931年2月，去年開始執行的港灣調查計畫針對安平港進行基本調

57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編，《臺灣の港灣》（昭和5年），頁63-64。
58　〈臺南運河の開通式に就て〉，《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4月25日，版2。
59　〈安平築港問題又復擡頭〉，《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2月26日，夕刊版4（漢文版）。
60　�〈全國港灣大會席上安平港修築可決〉，《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6月8日，夕刊版4（漢文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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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並先召開協調會，聽取各方意見。613月時，臺南愛市會代表趁新任

總督太田政弘（任期1931─1─16─1932─3─2）、民政長官高橋守雄（任期
1931─1─17─1931─4─14）巡視地方之時，向其面陳安平築港問題。626月，

正式派遣調查員前往安平港進行根本的調查，該調查原預計半年，後延長至

一年半結束。63時至1933年5月，臺南當地工商界人士為了促成安平築港，

成立「安平築港期成同盟會」。64該會於1933─34年活動可說相當積極頻

繁，其中最重要兩次，首先於1933年7月底由該會幹部北上向總督府當局陳

情，1934年6月10日更召開臨時大會，會中包括臺南愛市會等各民間團體，

以及府州市議會議員均出席該會，會中除了報告該會請願運動過程，以及總

督府對安平港的態度以外，並通過決議文，以電報方式拍發給總督、民政長

官、交通局長、財政局長、道路港灣課長等，以敦促總督府及相關當局早日

實現安平築港。65因此1933─34年可說是該地區築港請願運動的最高峰。這

兩年的積極運作與請願，總算得到總督府的正面回應，將安平築港編入明年

度（1935）的總預算中。而在促使總督府通過築港預算著力最深的「安平築

港期成同盟會」，亦因達成其目的後，於1935年4月27日宣布解散。66

二、1930年代臺灣全島築港工程概況

從表一的整理可知，1930年代，特別是從1931─1938年間，臺灣不論東

西南北、本島離島，都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地方港全面建設的階段。以下將這

61　〈安平港問題で第一回打合せ會〉，《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2月2日，版5。
62　〈臺南愛市會員安平問題を陳情〉，《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3月5日，版5。
63　�〈懸案の安平港根本的調查開始〉，《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6月6日，版5；〈安平搜查隊を

督府が特派〉，《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6月17日，夕刊版2。根據齋藤四郎在調查後所寫成之
《安平港調查記》序論中提到，調查該港的時間是自1931年7月至1932年的12月，約1年半的時
間。然而《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4月27日夕刊卻報導安平港調查已於當時全部完畢，調查人員
將於29日離開。詳見齋藤四郎，《安平港調查記》（出版地、出版年均不詳），序；〈安平港の
調查全く終る〉，《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4月27日，夕刊版2。

64　〈安平修築期成會近く解散〉，《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4月21日，版3。
65　�〈安平築港期成幹部陳情〉，《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7月27日，夕刊版4（漢文版）；〈臺南
安平築港問題倡開臨時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6月12日，夕刊版4（漢文版）。

66　�〈安平修築期成會近く解散〉，《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4月21日，版3；〈期成會散〉，《臺
灣日日新報》，1935年4月24日，夕刊版4（漢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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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方港建設分為商港與漁港以及地方避難港等兩個部分加以整理。

（一）商港與漁港的建設

1、花蓮港

就《花蓮港築港工事說明書》的記載來看，當時花蓮築港的關鍵除了

經費以外，便在於築港技術。就地形來看，如果要以防波堤包圍海面而得到

安全的船隻泊地的築港方式，如以最高浪高8公尺來計算，起碼需要800公尺

的防波堤，前該防波堤的最前端是位於水深18-35公尺的深海當中，光防波

堤就必須花費鉅額預算，無法以較少預算完成築港。而就花蓮築港之前臺灣

其他築港工事觀之，都是在有天然海灣等相對地形較為良好的地點築港，而

對這樣面向大洋直接建築防波堤的工程是毫無經驗的。日本本土相類似的港

灣工程當時只有銚子與室戶兩港，但是前者防波堤尚未動工，後者則是遭到

破壞，而且花蓮港較上述兩港所要面臨之風暴更為強烈。因此參考與東部海

岸地形相類似的南美洲智利兩個港灣的修築工法，並提出將防波堤興建範

圍縮減至水深10-12公尺處，再向陸地挖掘以擴大泊地，並以防波堤保護泊

地出入口的築港方式，如果則可減少防波堤的長度以及建造經費，泊地也可

讓船隻入內避風浪，可說是較為經濟且有效的方法。至於築港地點，在經過

相關調查之後，認為米崙灣一帶海岸飄沙淤積較不嚴重，是唯一適合築港之

處。67

在花蓮港的設施與規模部分，年吞吐量為20萬噸，可供3艘3,000噸船隻

同時停泊，並設計沿岸命令航線專用碼頭1座、砂糖與木材載運船專用碼頭2

座、200噸級小型船碼頭1座，岸壁可供大型發動機漁船以及小蒸汽船停泊。

陸上則設置臨時倉庫2棟，並建設鐵道與車站連接花蓮港車站，便利貨物起

卸、運輸、倉儲以及旅客的出入。68從上述的設計來看，顯示了為配合花蓮

港廳產業發展的特性，特別設置砂糖木材載運船以及漁船碼頭，而小型船碼

67　參照《花蓮港築港工事說明書》（出版地、出版年均不詳），頁4-8。
68　《花蓮港築港工事說明書》，頁16、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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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應與東臺灣在地海運業者多使用小型汽船經營海運航線有關。69由此可見

花蓮港的功能被定位在兼具商漁港的多功能港灣，其港灣泊地的規劃也較先

前基隆以及高雄築港的規劃來的明確，應部分反映出基隆高雄築港經驗的累

積以及傳承。

花蓮港築港計畫最初為總預算742萬9,000圓，為期7年（1931─1937），

但在動工後不久，帝國議會即因為財政因素，將當年度築港預算削減100多

萬圓，也使得工程被迫延長至1939年，吞吐量也從20萬噸縮減為15萬噸。70

可見自1920年代末期開始的經濟不景氣，對於東部港口建設造成直接衝

擊，71新港築港由於規模與預算較小，還得以重新復工並完成，但規模較大

的花蓮港，則在國家財政的現實狀況下，被迫延長工期。

2、新港漁港

新港漁港於1930年6月復工時的築港計畫與1929年時制訂的已略有差

異，除了前述1930年是以計畫變更方式繼續工程外，1931-32年是以2年75萬

圓的預算繼續工程建設，港埠開鑿於在任何季節中風浪都較平靜的東北隅，

其中所興建的設施包括：（1）向海岸的傾斜地挖掘浚深，建造有低潮線

以上3.64公尺水深、面積54,545平方公尺的港區，並在後方設置19,500平方

公尺的平地，以做為漁港必須陸上設施的用地；（2）在港區前方興建低潮

線以下18公尺以及2.7公尺的碼頭621.8公尺，以及為防漁船航路崩壞興建的
103.63公尺護岸堤防；（3）為防止航路埋沒與波浪侵入，在港區入口西側

興建200公尺堤防、東側興建218.18公尺堤防，東西兩側堤防前端相距54.55

公尺，東防波堤前端設有燈臺。以上設施可供40艘發動機漁船安全停泊。兩

座防波堤位置大致面向東北與西南季風的方向，而兩堤堤端的航道口則面向

69　�蕭明禮，〈邊陲地區政商網絡——東臺灣產業界與官方築港政策之間的互動關係（1920-
1940）〉，頁171。

70　�參照T.A生，〈花蓮港の今昔〉，《臺灣海務協會報》，第3期（1938年7月），頁67；臺灣總督
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臺灣の港灣》（昭和13年），頁134。

71　�蕭明禮，〈邊陲地區政商網絡——東臺灣產業界與官方築港政策之間的互動關係（1920-
1940）〉，頁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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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方，可避免船隻進出港口時遭東北季風吹襲。72這樣的設計，基本上是

在新港本身地理環境優勢的基礎上再加以改善，使其停泊條件更能符合當地

漁業開發計畫，以及東臺灣海運的需求。73新港漁港於1932年10月9日正式

竣工啟用。74

3、安平漁港

安平漁港工程是以臺南州國庫補助事業的名義進行安平港口的改良，該

港開工儀式於10月15日舉行，75其施行的大要如下：（1）港口要固定在具

備最有利條件的地點，故選擇原來港口南方約2公里的地點，建設幅員約100

公尺的港口。（2）建造挾著新設港口並面向外海，長約160公尺的導流堤二

條，並在其前端設置標示燈。（3）在連接導流堤的內側建造長2,770公尺的

水路護岸，與運河及鹽埕潟的水路接續。（4）將接續新設港口與臺南運河

的水路疏濬至乾潮面以下2公尺。工程經費總額為777,600圓，從國庫支付補

助金622,080圓，其餘由臺南州與臺南市籌出，其中州分攤2/3。

該工程由臺灣總督府直接施工，目的有：（1）以最少的經費固定港

口；（2）導引港內潮流，使得其水路能保持一定水深；（3）使得經常性維

持水深的疏浚容易，並能以少額費用負擔；（4）使臺南運河能夠完全被利

用。761938年3月，安平港修築工程完工，23日舉行竣工儀式。77

4、馬公漁港

馬公漁港的興建，是作為因應1936年因軍事因素而取消馬公港與中國帆

船貿易往來所帶來的衝擊的對策，一方面促進當地最重要產業之水產業的發

72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高雄築港出張所，《新港漁港》，頁3；臺灣總督府交通局，《臺灣の港灣》
昭和十三年版，頁139-140。附帶一提，在東側防波堤長度部份，《新港漁港》的記載為長218.18
公尺，而《臺灣の港灣》的記載則為長255公尺。

73　�蕭明禮，〈邊陲地區政商網絡——東臺灣產業界與官方築港政策之間的互動關係（1920-
1940）〉，頁168。

74　〈新港漁港竣工落成本九日舉式〉，《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0月9日，版4。
75　�〈安平港修築起工式きのふ盛大に行はる〉，《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10月16日，版5；〈安
平港修築實現十五日盛舉起工式〉，《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10月16日，夕刊版4。

76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臺灣の港灣》（昭和13年），頁69-70。
77　〈安平港口更生し臺南州民は歡喜〉，《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3月24日，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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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一方面則因應戰爭而作為充實國防之用，而以預算85萬圓，自1937年開

始的連續3年計畫，主要工程包括填埋新生地、堤防、港灣濬深、防波堤、

以及設置繫船浮標與標示燈等，工程目的在於使汽船、漁船及其他船隻得以

在該港安全停泊，使海陸聯絡得以自由，令該港面貌一新。78

（二）避難港的興建

避難港與前述漁港不同之處在於均由州廳政府自行規劃興建，由資料

觀之，除了小琉球避難港以外，其餘均由臺北州所建。從《臺灣水產統計》

1930-1939年的統計數字來看，臺北州都是臺灣全島漁獲量最高的州，從佔

全島漁獲量的百分比來看，以1930及1935兩年佔57%最高，1932年佔47%最

低，其餘年份大致都在50%左右，79由此可以反映出臺北州在1930年代漁業

發展之興盛，並可理解臺北州在漁業開始興起之後，所伴隨而來加強漁業相

關設施的需求。

1933年臺北州於大溪（今宜蘭縣頭城鎮大溪漁港）與石門（位於今新

北市金山區）兩地建設避難港，前者是為了當地漁業開發、充當沿海漁船

避難港、並作為防止當地失業的救濟手段，以經費71,000圓興建避難港，於
1934年2月完工。而後者則是石門一帶冬季時因強勁東北季風而無法出海捕

魚，因此在此築港，除使船隻避風以外，也可促進當地產業發展，而以經費

37,000圓興建避難港，於同年9月竣工。801935年於貢寮庄卯澳（位於今新北

市貢寮區）興建防波堤，也於金山庄磺港（位於今新北市金山區）設置漁船

避難港。811937年以18,000圓經費，於澳底（位於今新北市貢寮區）興建避

難港，以供漁船冬季避難之用。該港由於季節風之故，冬季漁船出入澳底碇

78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臺灣の港灣》（昭和13年），頁169-170。
79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水產課，《臺灣水產統計》（昭和5年）（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水產課，

1932年），頁3；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水產課，《臺灣水產統計》（昭和6-14年）（臺北：臺灣總
督府殖產局水產課，1933-1941年），頁1。

80　�「指令第一三七○號臺北州道路舖裝竝ニ船溜築造工事」（1933年），〈大正14年至昭和14年地
方門雜類〉，《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10606002；
臺北州，《昭和八年臺北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臺北：成文，1985年影印日本昭和8年
版），頁228-229。

81　〈澳底に漁港�漁船避難港を兼ねる〉，《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2月1日，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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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會發生危險，因此挖掘澳底內面東側523坪海埔地作為船隻停泊處。澳底

一帶冬季最危險的航線在鼻頭角與三貂角中間，為向來以此地為漁場的基

隆、蘇澳之漁船，提供極為安全的避難港。821938年以9,000圓經費於龜山島

設置避難港，施工方式是將龜尾湖切開，再依其天然地形築成避難港，由於

該島附近亦為漁場，在此地築成避難港，也可使在附近作業的漁船安全受

到保障。83另鑑於野柳雖有天然港灣，但其形勢於冬季時無法停泊船隻，在

當地居民熱烈請願下，以30,000圓經費，依照原有港灣形勢建築防波堤，於
1941年1月完工。84至於高雄州小琉球漁港的興建，則是鑑於當時停泊在小

琉球之發動機漁船已逾90艘，而當地並無適當的停泊地點，特別因颱風或冬

季季節風之故，造成許多漁船遇難事故，再加上此地伴隨南方漁業發展，成

為以高雄港為根據地的發動機漁船的重要地點，因此在1936年以8萬圓的經

費當年10月動工，於翌年9月完工。85

82　〈冬季の避難港澳底の船溜り略竣工〉，《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3月24日，版7。
83　�〈龜山島避難港待望�湖水を切開いて築造〉，《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6月17日，版5；〈龜
山島の避難港工事落成〉，《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11月25日，版2。

84　�〈基隆郡野柳に船溜を築造二十二日盛大な竣工式〉，《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1月19日，夕
刊版2。

85　�高雄州，《昭和11年高雄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臺北：成文，1985年影印日本昭和11年
版），頁134-135；高雄州，《昭和12年高雄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臺北：成文，1985年影
印日本昭和12年版），頁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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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宜蘭郡頭圍庄大溪海岸實測並ニ漁港計畫圖

資料來源：�「指令第一三七○號臺北州道路舖裝竝ニ船溜築造工事」（1933年），〈大正
14年至昭和14年地方門雜類〉，《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
文獻館藏，典藏號：00010606002（本圖影像檔號：000106060029003001M）

這些地方港建設除了花蓮港是為了配合花蓮港廳的產業而設計為商漁港

並用的綜合型港口以外，86其他港灣都是設計成漁港或者避難港的規模。然

而漁港在用途並不僅限於水產業，如馬公港及安平港，便肩負部分貿易及運

輸用途，馬公港甚至還有部分國防目的。此外，漁港建設由總督府相關單位

負責興建，而避難港部分則多由州廳政府自行興建，除了規模大小與施工難

易程度不同以外，州廳政府在1920年地方制度改正以後，總督府委任一部分

86　�可參見《花蓮港築港工事說明書》，頁16、24-26；蕭明禮，〈邊陲地區政商網絡——東臺灣產
業界與官方築港政策之間的互動關係（1920─1940）〉，頁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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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事務於州廳政府，並配置相關產業技術員於州廳政府任職，87州廳政府

除了獎勵水產、進行水產試驗以外，亦根據當地漁業發展以及普遍使用發動

機漁船的情況，向總督府要求經費補助，進行簡易避難港的建設。

（三）築港工程經費來源之探討

接著探討築港工程當中最重要的經費問題。從相關的史料可以發現，上

述港口包括安平漁港與避難港的築港經費出現地方州廳政府與總督府分攤築

港經費或者向總督府借貸經費築港的情況。以下將可以查得的港口築港經費

內容列表如下所示：

表2：建築費用與補助金或借貸金一覽表
港口名稱 建築費用（圓） 國庫補助金� 金額（圓）
安平漁港 777,600 國庫補助金 662,080
大溪 71,000 借���貸���金 64,000

石門 37,000 國庫補助金
州費補助金

12,000
13,500

小琉球 80,000 國庫補助金 36,850
龜山島 9000 國庫補助金 3,000

野柳 30,000 國庫補助金
州費補助金

10,000
10,000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臺灣の港灣》（昭和13年），頁8；「指令第
一三七○號臺北州道路舖裝竝ニ船溜築造工事」（1933年），〈大正14年至昭
和14年地方門雜類〉，《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10606002；〈龜
山島の避難港工事落成〉，《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11月25日，版2；〈基隆
郡野柳に船溜を築造二十二日盛大な竣工式〉，《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1月
19日，夕刊版2。

上述這種地方州廳政府與總督府共同分擔築港費用最早出現於1927年

的高雄漁港築港工程，當時高雄州以州費18萬8,050圓與同額之國庫補助共
37萬6,100圓為預算，將高雄港內既有之泊地改建為漁港，被視為以地方費

87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水產課，《臺灣水產要覽》（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水產課，1940年），頁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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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港灣修築工程之嚆矢。88此制度應是參考當時日本本國的港灣修築費用

負擔比例之規定。相關法規源自於1907年第2次港灣調查會之調查結果，將

全日本（不包含北海道、樺太、臺灣）的港灣分為第1種與第2種重要港灣，

前者為國家經營，但是與該港灣有關的地方可以協助，築港經費地方負擔

最多不超過總額的1/2；後者則由當地政府經營，與該港灣有關的地方可以

協助，築港經費政府補助最多不超過總額的1/2，其他則由各地政府獨力經

營。而到1932年時，為了振興國內景氣，原本委由地方獨立經營的地方港灣

也可獲得國費補助，從原先的大港集中主義，開始改採分散至地方小港的政

策，並於1935年制訂相關的補助標準。89

相較於日本本國，臺灣總督府直到1927年才開始採用相關制度，至1933

年大溪與石門築港之後方普遍採用之，且分攤費用的比例也不像日本本國訂

有明確的法令條文，導致總督府與州政府分攤的比例隨個案而有所不同，如

高雄漁港是州政府與總督府各負擔50%，安平港是總督府負擔約85%，小琉

球漁港總督府只負擔約46%；然而大溪築港經費當中約90%是由臺北州向總

督府借貸，石門築港則是總督府與臺北州都撥付補助金，剩下的11,500圓則

是由庄費支付；龜山島避難港則是總督府、宜蘭郡、以及頭圍庄各出3,000

圓；野柳避難港則是總督府、臺北州、以及當地各出10,000圓。這種總督府

與州政府共同分攤築港費用的模式，推測總督府應是視各地州廳政府每年度

的經費多寡而給予適當補助，另外亦可使總督府減少相關的預算支出，或許

更容易得到握有經費審議權的國會的認可，使得地方港建設事業得以持續進

行。

綜上所述，總督府雖然在1930年進行全島港灣調查，作為回應各地官

民對於地方築港要求的政策宣示，而從實際成果觀之，自1931─1937年間興

建了4個漁港，自1933年開始，則補助州廳政府興建避難港。而這些漁港以

88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臺灣の港灣》（昭和3年）（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
灣課，1928年），頁14。

89　參照日本港灣協會編，《日本港灣史》（東京：成山堂，2008年），頁8、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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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避難港的興建地點，則與當時臺灣的主要漁場如東北角、東部、南部相吻

合，90亦可見總督府在這段時期內大量興建港灣的目的是在於提升水產業，

至於地方個別的需求則不在其考慮範圍之內，如此也造成全島港灣調查結果

與實際築港成績產生不吻合的狀態。而且由於總督府掌握築港工程預算，因

此在推動政策部分，很明顯的有無須顧及地方需求的情形，而州廳政府可能

一方面囿於經費不足，一方面可能是提出補助計畫不被總督府認可，因此在

避難港的興建上，僅限於漁業較發達及漁場較廣闊的臺北及高雄兩州。

肆、結論

臺灣總督府從治臺初期至1920年代，是採取集中建設基隆與高雄兩個臺

灣對外商港，對於地方港的建設則採取消極態度，僅在1921年興建2個地方

港。直到1926年因為南進政策受挫，為開發東部資源，吸引日本本國大型資

本進駐東部，再加上東臺灣在地日系資本與當地政府於1920年代便積極要求

築港，在官方政策與民間輿論方向趨於一致以及有效結合日本中央政界力量

的情況下，除了達成興建新港與花蓮港的訴求，為東臺灣帶來現代化漁港與

商港設施以外，更進一步促成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於1930年著手進行5

年期全島港灣調查計畫，以作為日後訂定地方築港計畫之準備與參考。此項

調查計畫最終因預算被刪減而未竟全功，然而此項計畫的制訂與執行，卻也

宣示了總督府的築港政策將由基隆、高雄兩港集中築港政策轉為全島性的、

小規模的地方港建設政策。調查計畫執行完畢後，自1931─1939年間，除了

進行4個地方漁港的建設工程外，並採用總督府與州廳政府分攤築港費用的

模式，補助州廳進行避難港的修築，這些措施更明白地顯示總督府築港政策

的轉變。

90　�可參見「臺灣近海漁產圖」，收入佐佐木武治，《臺灣水產要覽》（臺北：臺灣水產會，193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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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全島性地方築港工程的展開，應與：1.水產業發展至一定程度；
2.舊有港灣的當地官民持續向總督府要求經費築港，以期挽回當地商機；
3.1920年代後期的東臺灣築港請願運動最後獲致成功有相當程度的關連。然

而總督府擁有島內最高行政權，而州廳政府為達成轄區內地方港建設的需

求，只能結合足以影響總督府施政方針的政治勢力，否則就只能被動聽命行

事且不一定能獲得預計的成果。

再者，總督府雖然將除了花蓮港以外的地方港建設都設定為漁港或避

難港之規模，但對於被指定築港的當地人士來說，築港除了可以發展總督府

與州廳政府關心的水產業以外，也可以藉由安全的泊地容納更多小型船隻在

此地停泊卸貨，吸引更多雜貨或者原物料由此港進口，可成為貨物的轉運中

心，藉由沿岸貿易與航運之利繁榮地方。如此可說，在築港研究的評價上除

了關注築港的預算多寡、工程難易、工期長短以外，應考慮築港對於當地居

民的意義為何。

綜觀總督府對於港灣政策執行面的制訂與實施，可以發現相當程度的引

進了日本本國的制度與作法，由此可知，研究日治時期臺灣近代化建設相關

議題，應注意日本本國在相關領域的近代化經驗及其發展的歷史過程。但就

本文討論的總督府與地方州廳分攤築港費用來看，與日本本國實行的制度仍

有相當的落差，可知日本本國的相關制度、法規、與經驗殖民地官僚並不一

定全盤接受或挪用，而這其中牽涉到殖民體制的限制、兩地政經情勢與民情

風土不同、或是單純只是為了施政方便，此部分還需要更多的個案研究來驗

證。

最後必須指出的是，從王俊昌的研究以及相關史料可知，水產業自1920

年代便開始發展，東臺灣築港請願也大致始於同期，但地方港建設直到1930

年代之後方才積極展開，由此可看出總督府政策制定與地方需求產生一定的

落差，而且也出現全島港灣調查結果與實際築港成績產生不吻合的情況。本

文認為，總督府掌握築港工程所必須的預算，地方州廳政府即便聯合在地官

民強力請願，也不一定能達成目的，因此出現無須顧及地方需求的情形。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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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當時地方州廳欲進行築港工程則必須仰賴總督府補助，且臺灣相較於日

本本國實行自治的時日尚淺，地方公共團體的實力亦不足以如日本一樣負擔

地方港灣之建設，91應是造成總督府推動地方築港政策卻無法切合地方實際

需求的主要原因。

91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道路港灣課，《臺灣の港灣》（昭和13年），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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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oncentrating in Major Ports to Expanding to Regional Minor 

Ports: A Study on the Context of the Changing Port Construction 

Policy of Taiwan Governor General’s Office in the 1930s

Jhih-sheng You*

Abstract
Majority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ports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focused either on Keelung, Kaohsiung or one region in a shorter 

time period. These studies honed in on the relationship of port construction, 

city development, and local society. Relatively fewer studies reviewed the port 

construction policy from an island-wide perspective in a consecutive time.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regional ports constructions led by Taiwan Governor General’s 

Office (the Office) in the 1930s, discusses the factors that triggered the Office 

to change its policy from concentrating on Keelung Port and Kaohsiung Port 

to expanding regional port constructions, and exams the policy’s outcomes and 

impacts. 

Based on this study, below factors triggered the Office to change its port 

construction policy.

1. The aquaculture was developed to a certain level . 

2.  The officials and citizens at old ports continually demanded funding for 

port construction from the Office in order to bring business back to the 

region. 

3.  The petition movement for port construction occurred in eastern Taiwan in 

the late 1920s eventually succeeded, and that in a level contributed to the 

policy change.

*��Ph.D. Candidate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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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se factors made the 1930s the first period in Taiwanese Port 

History when the Office and its prefectural offices vigorously conducted 

port modernizations in the main and remote islands of Taiwan. The regional 

aquaculture, marine transportation,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s were benefited 

from these constructions.  

Lastly, Taiwan Governor General’s Office controlled the budget for port 

constructions. Even though Prefectural Offices worked their local citizens to make 

a strong case in their petitions, it might not work in the end. Additionally, lack 

of funding of local offices and public interest groups was the main cause that the 

Office’s policies could not precisely meet the local needs.      

 

Keywords:  port construction policy, port investigation, construction in regional 

ports, 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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