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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臺灣蕃地寫真帖》：

百年前「理蕃」戰爭的多面性
黃智慧

本中譯書為繼《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1911）之後，翌年由攝影師遠藤寬哉所出版
第二本寫真作品集。從日文書名《臺灣蕃地寫真帖》幾個字上，看不出來其內容一半是日
本帝國與原住民族（主要是泰雅族）交戰的寫真帖。可是英文的書名VIEWS OF CAMPAIGN 

AGAINST THE ABORIGINES IN FORMOSA，卻很清楚指出是與原住民交戰的寫真帖，
CAMPAIGN為戰役之意，奇妙的是書名運用VIEWS這個複數英文字。該字有雙關語的用
意，既是透過攝影機的鏡頭，「觀看」遙遠的戰地現場，也可解釋為「觀點」，表達攝影師
身歷其境之後的感受與看法。如同一個現代的影像工作者，遠藤寬哉在臺灣蕃地所見，透過
本書作品與編輯方式，呈現出一世紀以前的時空環境以及他想要表達的獨特視角。

遠藤寬哉（Endo Kanya, 1856-1925）在40歲時，毅然決定從日本東北宮城縣仙臺渡海
來臺，開設寫真館（1896年）。當時臺灣驟然遭遇二百多年來首度政權更迭，民心浮動，日
本帝國毫無勢力基礎，且熱帶疫病叢生，前途未卜，他應該是賭上了後半輩子的人生。本書
是遠藤寬哉於人生56歲出版的第二本寫真集作品。一生雖只出版過二本寫真帖，當時的名人
事典，稱他是「臺灣第一的寫真師，頗受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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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被這樣定位，自然有其道理，遠藤寬哉
在臺灣業界，遠比在日本活躍得多，遠藤寫真館經營相當成功，技術本位，屢獲佳評。《臺
灣日日新報》上有多次報導他以及遠藤寫真館的事蹟，惜中文學界尚無專文研究，是長久以
來被忽略的臺灣攝影史先驅人物。

本書較之於前一攝影集的出版時間，只差一年，內容卻大異其趣。前一本寫真帖內容很
集中，專注在明治43年（1910）日本與Gogan群泰雅族的戰役上。這一本雖出版在後，戰地
攝影的時間卻早於前書。從明治40年（1907）臺灣北部高山的插天山戰役開始，時序直到明
治45年（1912年）中部白姑大山的戰役為止，恰好見證了日本明治時代（1867-1912年）結
束之前最後幾場戰役。

1  遠藤寬哉名字讀為Kanya，乃採用大正10年《臺灣日日新報》5月21日報導的注音，井上2012：59，則注音為

Kansai。對遠藤家族的寫真作品分析，日本的研究參照大谷正2019。然而遠藤寬哉精彩人生舞台在臺灣，日方研究較

少。早期在明治40年11月17日《臺灣日日新報》曾報導由遠藤寫真館發賣《臺灣神社祭典紀念寫真帖》，惜國內未能

找到原書，推測版權屬於神社，所輯成紀念寫真帖未具個人之名，尚難歸屬為遠藤寬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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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同時也是一本多語言的作品，除了日語本文，還加上英語以及日文所拼音的泰雅語
地名人名。每張寫真說明，都加上英譯，加上前一冊有英國在淡水代理領事，本冊則出現英
國武官親臨戰場的寫真，反映出版當年時代背景，相當意識到國際間對日本在台施政與戰事
的理解，或許也牽涉樟腦與茶葉的全球供應網絡，書中後方另有一張曾前往日英博覽會的排
灣族人合照，似也點出重視老牌殖民大英帝國的注意。

2

此外，本書雖仍在臺北發行，遠藤卻把印刷廠換到東京，在當時公認技術最高明的精美
堂印刷（前一本則在臺北印刷），可見他對這一本作品輯的重視。與本書差不多同時，有另
一位寫真師成田武司，也出版了臺灣原住民族寫真帖，該書後方雖然附錄有理蕃戰爭實況，
但比重仍偏介紹各族的語言與社會文化，和本書旨趣頗有差異，同被稱讚為當年寫真帖的優
秀傑作。

3

遠藤的第一本寫真帖應該是由臺灣守備軍方委託拍攝，寫真帖內遠藤沒有發言，沒想到
卻在民間需求熱烈，而引起熱賣。

4

先行研究者大谷正推測，本書由總督府蕃務本署所委託
拍攝，或許印量更大，廣發國際。

5

雖然沒有直接證據佐證，不過從書中最初幾頁長官肖像排
列，顯示出有這樣的道理。遠藤的寫真帖很尊重天皇侍從官，也有報導說他從戰地趕回來、
把寫真彙整交給侍從官帶回去。近年日本公開了宮內廳書陵部收藏早期的臺灣蕃地寫真，乃
天皇侍從官來台之後，帶回報告給天皇的寫真，侍從官也在遠藤的寫真帖中出現。

6

但愈是如
此，如同筆者前書所指出，官方單位自己也可以出版，若要交由民間來編輯與發行，其內容
觀點並不見得符合委託者之期待。遠藤本人雖有戰地攝影經驗，來台多年卻都居住在都會，
如一般市民開設寫真館，對臺灣原住民族群並無接觸經驗，其寫真帖作品，呈現出官方與民
間二者觀點的交錯混雜，在此，許多面向愈發引人深思。 

本書雖屬於戰地寫真帖，細究其內容性質，從寫真呈現與編輯意圖，對二十世紀初期的
臺灣原住民史與與攝影研究領域上，其實投下了許多疑問。首先，遠藤寬哉是個什麼樣的攝

2  這二冊書中出現的英國代理領事為A. R. Firth（佛斯）。佛斯先後任職駐打狗及駐淡水英國代理領事，第二冊則為

Oliver中尉，其事蹟不詳。遠藤在此記錄為明治42年（1909）的日英博覽會，不過真正舉行為明治43年（1910），由

於長達一年多，可能在明治42年即出發。為高士佛社族人。

3  參見大正2年1月17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

4  參見明治44年10月3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

5  大谷正2019：58。其中遠藤家族（寬哉、克己）寫真二冊為東京都立圖書館所藏。

6  國內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有數位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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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師？他對所謂「理蕃」的觀察角度是什麼？再者，為何他請一位既非學者，也非名人的岡
野才太郎來解說「理蕃」的概要？而作為「五年理蕃計畫」總責任的佐久間左馬太總督，又
是什麼樣的人物；對於未曾被漢人統治過的原住民族治理上，他所展現的日方施政想法是什
麼？征戰另一方泰雅族群當時的回應，後來的影響又是如何？ 

這些都是尚未能深入研究的大哉問，顯示出日治臺灣史的研究裡面，尤其在原住民族部
份，文獻史料豐富，份量既龐大又沈重，仍持續出土中，許多的空間可以繼續深掘下去。這
些問題並非由一本寫真帖及其導讀文可以解答。然而，百餘年後，這本寫真帖今日能被翻譯
並重新出版，卻給讀者提供解答這些提問的重要線索。如現場證人一樣，本書為讀者指出在
二十世紀初期，熾熱戰火在臺灣島嶼土地上所烙印的歷史斑痕所在。

內容梗概

本冊寫真帖分成以下六個部分組成：
（1） 題詞3幅：研海題字「開發皇土」（按：研海為佐久間左馬太總督雅號），華山題字

「協和萬邦」（按：壬子年冬日，華山為臺灣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雅號），獲堂題字
「觀風」（按：獲堂為大津麟平蕃務總長雅號）。

（2） 肖像照23幅：分別由當時中央行政單位最高官階的總督、民政長官、蕃務總長，以及
與理蕃業務相關的警視（高階警官）以及警部（中階警官）、各地方政府的廳長（臺
北、宜蘭、桃園、新竹、臺中、南投、花蓮）。

（3） 序言2篇：下平卓爾（任職於臺灣日日新報）及編者遠藤寬哉自序。
（4） 地圖2張：臺灣蕃地圖、臺灣蕃族分布圖。
（5） 解說1篇：岡野才太郎撰寫「理蕃概要」文。
（6） 寫真帖173幅：這些寫真作品的內容大致可分成二大類，正好各佔一半的數量。第一

類80多幅是「理蕃」戰役最前線所見的嚴酷場面，第二類也佔80多幅，則是另一個面
向，包含：各式教育、原住民個人樣貌、族群風俗民情以及日本官員來到原民區域的
巡視、地形地貌、移民、交易所等的景象。

【第一類】皆為與臺灣中部以北泰雅族的戰役，並非完全依照時間順序，依其出現的
排列順序為：①1907年插天山、獅仔頭山泰雅族的戰役，②1908年南澳泰雅族的戰
役，③1910年對Gogan泰雅族的戰役，④1907年對枕頭山泰雅族的戰役，⑤19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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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六畜山、內灣對泰雅族人的戰役，⑥新竹內灣、尖石、苗栗鹿場泰雅族的戰役，
⑦1911年對新竹李崠山泰雅族的戰役，⑧1912年對苗栗、台中北勢溪、南投北港溪上
游白姑大山泰雅族的戰役，⑨最後交代東部1908年花蓮七腳川戰役。

【第二類】有一半的寫真，插入在上述戰役之間，在六畜山、枕頭山、Gogan戰役之
後，有多張關於第二類型的寫真，包括：各類教育，語言及農事、織布、燒陶等技術
教育的照片，還有官員巡視山地的相片，尤其是高達8幅佐久間左馬太總督，以及5幅
內田嘉吉民政長官（按：相當於今日行政院長）與其他的地方廳長與軍警官員跋山涉
水在各地巡視的照片，最後在新高山（按：即玉山）與阿里山巡視之後，畫面一轉，
編入將近40張寫真呈現臺灣原住民8個族群（泰雅、阿美、布農、鄒、排灣、魯凱、卑
南、雅美/達悟）的生活樣貌，加上前述2張邵族在日月潭的生活則是9個族群。

若要討論第一類寫真的特色，首先要看其跨越的年代並非等同於「五年理蕃計畫」
（1910-1914），應該是佐久間左馬太將軍在成為第五任臺灣總督（1906-1915）之後，對原
住民族早期幾場在北部高山地區，尤其是對泰雅族的戰役為最多，但並非全台各地戰役。遠
藤是如何看待這幾場戰爭，其實就展現在他的鏡頭角度底下。讀者將看到他如何呈現高山的
前線戰場？最先出場的一幅作品，遠藤選了北部插天山戰役的一群面無特殊表情，也無排列
法的隊員們。這是一群在前線無名的中低階兵士，周邊則是十分簡陋的帳棚。第二幅的文字
說明，是前大島警視總長巡視戰場，他身處在一大群隘勇、工兵、警察與蒼鬱叢林的地景之
中，人在哪裡，無法辨認。第三張則在烏來的警察隊員們，鬆散而自然，角度從下往上，好
像大家在傷腦筋：接下來，要怎麼走呢？沒有路，那要怎麼開闢啊？在1907年當時，還沒有
成立「蕃務本署」，最高負責機構仍是「警察本署」，之後第四張出現天皇侍從官，這裡就
有尊卑排列問題，天皇侍從官居中，大島久滿次警視總長陪在一旁，此時他仍是理蕃戰役的
負責人，一起站在神木級的大樟樹前合影，看起來就算是尊貴的長官，也相形顯得渺小了。

7

7  為何寫真的說明文是寫「前」大島警視總長，乃因為1907年時，理蕃戰爭尚屬於警察業務，大島久滿次是警視總長，

他在1909-1910年昇任為民政長官，之後換由內田嘉吉成為民政長官。1909年大島之後，由大津麟平接任警察本署

長，1910年成立蕃務本署，由大津麟平轉任，直到1912年由民政長官內田嘉吉兼任。在遠藤出版本書（1912年）的時

期，內田嘉吉是民政長官，大津麟平是蕃務本署長，龜山理太平任警察本署長。資料出自小森德治2008 [1933]：366

夾頁「佐久間總督時代關職員一覽表」。

VI



臺
灣
蕃
地
寫
真
帖

之後，烏來附近的幾張寫真，都顯得人物之小，地景之大，烏來泰雅族人群的出現次
序，還在最高統帥佐久間總督之前。特別的是，書中首度現身的佐久間總督，竟然是一張側
身後背照，且與原住民族人，整體被鑲嵌在後方臺灣大山雲海之中。

繼之而來，與南澳之戰，運送人員物資要從海上（按：並無港口設施），先由大船卸
下，再分別用小船運送兵力搶灘登岸，登陸後，要在滾滾濁流溪水上架橋，才能抵達當地，
搭設大本營的帳棚。就算是所謂「歸順式」，遠藤也選擇用從很遠方的角度照來，可看到，
在大山之前，簡單帳棚底下，原住民以自然姿勢坐地上舉行。而遠藤經歷較完整的Gogan戰
役的一番苦戰之後，他把在這場戰役中戰歿者招魂祭，與「歸順」後繳交出來歷年置於部落
的人頭（包括平地人、日本人、原住民都有），為其設立人頭塚。二張寫真擺置在上下對照
的位置，讓讀者思考。

就在這場戰役後，總算出現了佐久間左馬太總督正面的巡視照片，他登上了「五年理蕃
計畫」第一仗Gogan戰役當年，首先遭遇到極其難攻的芃芃山最高點，此時周邊都是參天巨
木，左右是當時戰場負責人，椅子似是特別帶來，他們到達現場回顧當年的苦戰。對照的，
卻是左下方，那是2年前內田嘉吉民政長官與奧村聯隊長們，他們在尚未結束的Gogan戰役
的前線陣地內，只能坐在臨時充當座椅的箱子上面，內田民政長官還腳著一般士兵的草履。

不過，對照最強烈的，卻是這二幅當時最高的戰役統帥們，在其左右，擺放各有二位
泰雅族人。一對是夫婦，臉上帶著紋面（按：為特殊處理畫上，當時的攝影技術無法清楚顯
現），卻身著日本式服裝，另一側似是一對母女，母親紋面不太清楚，女兒尚未到紋面年
紀，遠藤卻讚為「南澳第一美女」。族人們一方帶著紋面日化，一方尚著傳統服飾。把這二
群在島內戰場上的最高指揮官，與二對泰雅族人，置放在同一張頁面，作出非常強烈的對
比，遠藤想表達什麼訊息給觀者？

如上所述，本書內容第一類為與戰場相關的編輯意圖，雖然是一場又一場的嚴酷戰役，
照出令人生畏的各類大砲與攻堅，也有投入火焰瓶與燒毀家屋與作物，逼迫讓對方屈服的各
類手段。但是就寫真的數量上，遠藤寬哉似乎更喜歡呈顯日本帝國軍警所陷入的苦戰情景，
到處皆為重巒疊嶂的高山峻嶺，難以攀爬的懸崖峭壁，無以跨渡的洶湧溪流，以及兵士軍官
們負傷或戰死之地、傷者後送場景、救護站、衝突點、原本的茂鬱山林，激戰後只留下的光
禿枯樹等，這些也都令讀者想像，交戰另一方劣勢的原住民族當年如何悍然抵抗的情景。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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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遠藤並沒有留下死傷的原住民方景象，照理說，他應該是看得到。

第二類的內容，就是所謂「理蕃」的另一個強烈對比的面向，在征戰之後，開設學校，
展開各類新式教育。一開始建校，兒童從許多部落必須翻山越嶺前來，學童從寄宿生活開
始。教育內容除了日語、算術、歌唱、工藝、修身等，當年遠藤也拍下了十歲左右學童宇都
木一郎的照片。他在經歷一番長途跋涉，返抵家鄉後，對桃園廳長寫出工整文字及禮貌用語
的報平安謝函。

遠 藤 按 下 鏡 頭 快 門 的 當 時 ， 絕 對 想 像 不 到 ， 長 大 後 的 宇 都 木 一 郎 （ 泰 雅 名 為
Hayun˙Usung）與信中出現同學渡井三郎（即是日野三郎，泰雅名為Losing˙Watan），
都考上了總督府醫學校。他們畢業後，回到部落成為新竹州公醫，宇都木戰後擔任角板山衛
生所主任等，把自己一生奉獻給原鄉醫療，渡井三郎則成為白色恐怖時代的受難者。

8

而在課程中，歌唱課上，教師彈奏風琴，另有一堂當年學校教育都有的「修身課」。此
時，該校還請了日本佛教僧侶來授課，房間裡還有佛壇佛像。從後日得知，這項政策未達效
益，實驗數年就停止。不過，讀者可從《臺灣日日新報》上得知，大津麟平總長個人頗為篤
信佛教。

9

此外，對於歸順的族人，授與多種實用的農業技術，包括闢田、播種、種植、除草、導
入水牛耕作等，還有在「交易所」的繁盛狀況，這些都是遠藤想要表達的「理蕃」政策在戰
爭之外的多種面向。

最後本書以佔了將近40幅介紹各族群的風俗習慣的寫真為結尾，儘管拍攝地點不詳，但
是卻顯示出遠藤對原住民社會的觀點。他喜歡拍攝令人震攝的地形絕景，高山瀑布，也深入
中部高山地帶，眺望玉山。此外，各式原住民自己搭做的竹橋木橋，以及一個完整的住家建
築、其家族人群、收穫、織布、娛樂、擣小米、雕刻、取火、取水方法，甚至於令人生畏的
頭顱架特寫等，顯示出原住民多層面豐富的生活文化形態。

8  宇都木一郎生於1900年，泰雅名為Hayung • Usung（哈勇 • 烏送），出生於大溪詩朗部落社。戰後漢名為高啟順，逝

於1960年。關於宇都木一郎事蹟在戰前《理蕃之友》或警察協會刊物都有報導，其一生回顧，近年有陳穎書2019採訪

整理。關於渡井三郎（日野三郎）的研究則更多。

9  大津麟平在《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6年（1903）4月8日報導曹洞宗所舉辦的佛教演說會中演說，明治41年6月17日也

有坐禪相關報導。早期為了教化而導入佛僧在原住民區域傳教的政策及其失敗，參照黃智慧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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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上來看，本書的內容觸及主題甚多，首先，作者所記錄的戰爭年代從1907～1912年
跨越6年，戰場之廣則從當年台北廳、桃園廳、新竹廳、宜蘭廳、台中廳、南投廳，甚至於
花蓮港廳，雖然還不是全部的戰場，但幾乎已經是半個臺灣大的範圍（當年實際上的各地戰
場，請參照筆者製作如表2於文後）。第二類別主題，其族群之多元，不僅中北部，也涵蓋
到臺灣南端與東部幾個大族群，等於跑遍了臺灣原住民的領域。本書在前方，放置二張族群
與其所在位置的地圖，雖然沒有註明來源出處，可看出本書攝影師對當時原住民各族群生活
地理位置的認識，已經相當準確。

遠藤是跟著最早期1895年第一任樺山資紀總督（1837-1922）來到臺灣的第一批日本
人，經過了近十數年，踏遍多處原住民部落區域。如果沒有總督府的聘任，民間人不可能擔
任出入危險前線的攝影師。然而，在寫真帖內，他對這些年來看到日本與島內異民族的相處
共存方式，也有發自民間人的想法。本書不僅請第五任佐久間總督題字，甚至特地請到第一
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賜予題字「協和萬邦」。而樺山總督是最初擬定「理蕃」政策方針的
人，他的原則專在於「綏撫」並非征戰，這在岡野的長文中也有提及。到底本書作者遠藤寬
哉的想法為何？

攝影師的提問：世人都誤解了臺灣原住民？

遠藤寬哉出生於1856年，江戶幕府末期，一個動亂的時代。父、祖原本是日本東北一大
勢力「仙臺藩」（伊達家）所屬的醫生世家。他少年時正逢明治維新，幕府解體，因應時代
趨勢走向，在他這一代有兄弟三位改行，選擇與一般人生活密切相關的新興科技攝影業。

哥哥遠藤陸郎是日本宮城縣史上最早一位攝影家的先驅人物，在仙臺市內開設「遠藤寫
真館」（1878年），運用新型乾版技術，弟弟寬哉與誠二人跟著一起工作，幼弟誠去美國留
學，習得最新技術。陸郎富有冒險犯難精神，曾拍攝火山爆發後災難現場與北海道千島列島
探險。後來甲午戰爭爆發，三兄弟成為軍事攝影師，隨著仙臺第二師團，去到清國山東與遼
東半島，當時很多攝影師也隨著前往，日本戰地攝影開始盛行。

遠藤陸郎在此役之後集成《戰勝國一大紀念帖》（為山東與滿州作戰景象），戰後，日
本獲得海外領土臺灣。1895年日本揮軍入台，遭遇居民抵抗。此時他們三兄弟又隨著一起來
到臺灣，這次由弟弟遠藤誠輯成《征臺軍凱旋紀念帖》（1896年）。這本寫真帖記錄了日軍

IX



入臺隊來到臺灣的樣貌，也看到臺灣人從北到南抵抗場景，以及人民生活場面，是日本領有
臺灣之後，首度以臺灣為主題出版的戰地寫真帖，這兩本寫真帖奠定了遠藤家族攝影師的名
聲。

在此基礎上，只有遠藤寬哉尚未出版攝影集，卻對臺灣似乎情有獨鍾。1896年8月，
四十歲的寬哉一人先到台南開創「遠藤寫真館」（打銀街）打基礎。三年後，仙臺本店結束
營業，哥哥與弟弟兩人也舉家搬來台南定居開業。此時寬哉把台南店留給兄弟，自己來到臺
北城內，再開設一家「遠藤寫真館」（府前街）。不料，遠藤誠來到台南隔年早逝。之後陸
郎在台南，寬哉在臺北持續經營民間寫真館生意。在此行業的從事人口甚為稀少的20世紀初
始，為各類商工官民所辦活動做影像紀錄，也為來異地生活的人們，拍攝紀念照，寄回給遠
方家人。遠藤寫真館並在臺北率先引進夜間攝影技術，也為報社提供活動報導照片。

自從遠藤家族來台之後，雖然臺灣各處與原住民的隘勇線推進等小戰役每年都不斷地發
生，但是和這個過去曾有戰地攝影經驗的家族並沒有特別關係。他們專注於經營自己的小生
意，直到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就任之後，才找上了遠藤家族。可能是因為佐久間總督曾
經駐守仙臺，甲午戰爭時，率領第二師團去山東，隨軍攝影記者就是遠藤家族。在臺北，遠
藤寬哉建立基礎之後，也擔任仙臺同鄉會副會長，為同鄉服務。

不論如何，在佐久間總督信賴之下，遠藤寬哉在第一本Gogan泰雅族群之役寫真帖出
版時，未著一字。在本書，他就寫下了在當年來說，難能可貴的一篇序文。這篇序文在炎燒
部落的戰火中出版，打破了當時日方無論報紙或官方論說關於臺灣原住民常稱為愚昧無知的
「兇蕃」印象。

雖然只是一篇短文自序，他卻破天荒地直言：

雖說生蕃種族，是如此野蠻、如此非文明；然而，依據我等所見，他們也是世界上優秀

民族之一。尤其是崇敬祖先、擁有先天武勇資質、熱愛鄉土、父子尊親、輩份長幼有序，乃

至鄉黨同族之間，遵守禮節又勤勉務農等……經綏撫化育後，他們立即就可成為優等人種。

遠藤還以少見的強烈語氣，批判世人（尤其是在日本的日本人）對臺灣無知，對原住民
也無知，才會謬誤認為原住民頑固無法教化，將其與平地盜匪視為同類。同時，在本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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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於島內各地戰場上犧牲的理蕃警察與軍人們，給予無限悲憫，他眼中看到是：

踏破天險、披荊斬棘，為理蕃費盡苦心的蕃務警察，他們的努力與奮鬥，真值得令人同

情。與其說是討伐，未免太過仁惠；若說是懷柔，又未免擁有過高的戰備。

    因此還是稱做「理蕃」比較中庸，此即遠藤寬哉眼中對「理蕃」一詞的詮釋，與官方
或社會所論「討伐」、「懲膺」，一般所理解「懷柔」之詞，內容涵義更為複雜。從這個角
度，也讓讀者理解了，為何書中寫真作品呈現，對高階軍警有一定敬意，但更多充滿著對一
般無名氏的理蕃相關軍警、工班、隘勇等人的關注。光是有提到人名的理蕃人員，不論其官
階，第一冊有三十九位日方人名，第二冊寫真帖更是紀錄了高達五十位日方人名，還有更多
的無名人物，在偶然的歷史機緣下，踏入臺灣浩瀚山林的迷霧之中，這些景象都呈現在他的
鏡頭底下。

遠藤序文的結論，是和平主義的。他希望減少誤解，增加更多的理解，更多的綏撫政
策，減少犧牲征服，用漸進教化的方法，原住民也可擔任教師、警察等任務，可與日本人和
平共存。他並非來自學者的分析，對種族起源、分類、法制、傳說、語言等學界關心，大概
他也說不清。

可是，對於戰爭與各地部落，他實際到達了現場，理解什麼是前線狀況，他以一種攝影
師的直覺，觀察並去感受原民部落的社會、文化與人群。可能也因此，對於「理蕃」到底是
什麼由來與實務內容，他不找學者，而是請一位在蕃務本署工作的人員來撰寫。

岡野才太郎何許人也？實務者的視角看「理蕃」

本書佔最多文字篇幅的一章，是由岡野才太郎（1873-1935）所撰寫的「理蕃概要」。
岡野是何許人，似乎日治時期的原住民研究學界，還沒有注意過這個人。他只是一位中階的
警員，出身於東京，1906年就來到臺灣，先在總督府警察本署保安課擔任警察，1910年轉任
「蕃務本署」理蕃課擔任中階警部。撰寫本文時，他是一位總督府理蕃事務行政部門的執行
者，與戰場上的作戰者有一段距離在看待理蕃事務。

在蕃務本署值勤期間，執行文書工作所需，他曾撰寫了一部厚達近900頁的《蕃務要
領》（1912年），把所有在戰場上的種種規定，賞罰、升遷、撫卹等法令制度都一一交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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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
10

在文中，他應該參考過「理蕃」歷史最早的研究者伊能嘉矩, 粟野傳之丞1900年《臺灣
蕃人事情》，以及伊能嘉矩1904年《臺灣蕃政志》二本重要著作，在其基礎之上，加上他自
己的研究與見解，簡短扼要地解說了理蕃史的沿革。如上所述，最初在樺山資紀總督年代的
研判，對原住民應採綏撫的想法，而對於原住民的介紹，他已經使用九族分類，賽夏、魯凱
都有入列，並不像一般所說總督府的七族分類。

對於隘勇線的種種制度、設施，戰場上的前進部隊的編制，岡野似乎瞭若指掌，解說起
來令一般人易讀易懂。對於各族群的風俗，包含出生、婚姻、服飾、家屋、生業等，他雖不
在部落，卻有相當的知識理解。尤其是原住民出草習俗，他與一般官方、社會觀點不同，指
出這是南方馬來系統族群的古老習俗，其來有自，也有緣由，不必加以誇張。這也是長久以
來，原住民嚇阻漢人侵犯領域的方法，只有泰雅族最為盛行，其他族群已經漸為式微等。該
文補充了本書遠藤希望讓更多社會人也能理解的背景知識。

後來岡野離開了理蕃事務，轉到平地來擔任警察教官。1920年被任命為臺北市南警察
署長，時值知識份子們因受臺灣文化協會運動所啟發，民族意識高漲，二年後他因與台北師
範學校學生的衝突事件處理不佳，因而辭職返日。之後1923年，雖已年紀五十歲，他仍通過
律師考試，再度來臺。在臺北市建成町開業當律師，宜蘭也設有出張所。1932年岡野還發起
「臺北愛市會」，是唯一由日本內地人組成之地方政治結社，1935年病逝於臺北。

岡野在早期理蕃文書行政業務之後，累積實務的經驗，轉到平地還陸續出版以下著作：
諸如《臺灣警察法要領》（1918年）、《保甲要領  消防要領》（1918年）、〈社會事業と
警察〉（1922年）、《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　甲科生採用試驗模範答案集》
（1924年）等，如律師般重視實務與效率。他並非身處學界，也離開了理蕃事務，卻回頭寫
了很出色的論文，從法律實務見解的角度討論原住民的身份要如何給予認定，出草是否要與
平地人同列為殺人犯罪，以及是否該納稅等問題，不只停留在慣習調查，可算是原住民法律
研究的先驅。

11

10  本書中的「理蕃概要」一文，與《蕃務要領》該書的部分重複，也是蕃務本署1913年所出版一本小書《理蕃概要》的

內容。據此可推測，他在蕃務本署中是主要文書執筆者，這些內容，也是各地理蕃警察訓練過程中所要接受的教育內

容。

11   參見岡野才太郎著，1927-1928年。〈法律上蕃人の身份如何を駁す〉《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123-125，129號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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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久間左馬太臺灣總督的「理蕃」志業

本書的寫真帖中，可以看到佐久間左馬太總督出現多達八張（含肖像），算是主角地
位。在歷任臺灣總督半世紀內，任期接近十年（1906-1915）的總督佐久間左馬太（1844-
1915）陸軍大將，對臺灣影響甚大，卻最少人研究。

12

他出生於山口縣，在幕末時代，長州藩
（毛利家）低階的武士家族出身，得要靠自己的努力，進入學校學習西洋兵法，參與各大小
戰役，才能出人頭地。日本明治維新的大變局之下，薩長聯盟支持新政府，他參加的幾場倒
幕戰爭，是勝利者這一方。

佐久間還在陸軍中校的時期，被派跟隨西鄉從道都督來台，在牡丹社事件後的臺灣出
兵戰（日文稱為：征臺之役）中擔任參謀，首度認識了臺灣這塊土地。他在明治維新初期的
幾場日本內戰，尤其是佐賀之亂的平定與西南戰爭，對強大的薩摩軍表現英勇，受到肯定。
國內數次擔任地方守備之後，輪調在仙臺守備司令期間，晉升為少將，並決定在仙臺定居養
老。之後，間隔了17年，其實他並無參與戰鬥的機會。

直到1894年，遇到了對外的甲午戰爭爆發，這次他被任命從仙臺率領第二師團，參與了
甲午戰爭後期的山東戰役，雖然是一次勝戰，他參戰在後期，並非主力軍。之後晉升為陸軍
大將，從整體上看，雖然歷經亂世征戰，在當時諸位名將之中，不算是戰功顯赫。

不過在甲午戰後，有一段時間擔任近衛師團長，處理皇室儀式，他與明治天皇有較多互
動機會，1904年在經過二年休職之後，又復職擔任東京衛戍總督，在1906年，被任命為臺灣
第五任總督，那時他的年紀六十二歲，已是武將退休之年，卻承此重任。

他所接任的前任總督兒玉源太郎（1852-1906），在台總督期間也長達8年（1898-
1906），他常被派調國外征戰，在臺期間不算長久，因重用了雄才大略的後藤新平(1857-
1929)為民政長官，為治理打下重要的建設基礎，也壓制了臺灣平地人的武力抵抗。只是在
「理蕃事業」這一塊，尚未能顧及。佐久間總督接任來台後，遭遇到的與原住民第一場硬
仗，就是與桃園大豹社泰雅族人的對戰，這是一場在前任兒玉總督任期內就打了很久，數度
失敗尚無法解決的問題。

12  對佐久間左馬太的研究，第一級史料是他的完整傳記。該書為理蕃戰後，為後續照顧犧牲將兵而成立的財團法人臺灣

救濟團所發行，請總督府職員小森德治編撰，內容蒐集各類史料，對佐久間總督一生極為詳盡介紹，並請二位擔任過

佐久間總督的秘書官協助完成。該書厚達將近900頁，惜尚未有中文翻譯。本文以下論述，多參考該書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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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久間總督來台後，不只是原本的軍事專業，他得承續完成後藤新平對臺灣治理打下的
基礎，面對百業待舉的殖民統治事業。其中，大家所公認，整體「理蕃事業」是臺灣治理上
的難中之難。

不僅是物質文明、異文化的隔閡與落差，原本主權在各原民部落手上的原住民，未曾
被一套國家體制所統治過。清國過去倚靠的通事翻譯，要重新培養。如果溝通不良，出草嚴
重，只好兵戎相見。其實日原的戰役從1896年西南部排灣族士文（Seveng）部落與東南部
南興（Qutjaqas）部落開始，就有與日方小衝突推進。每年都有戰事，打打談談，這類型島
內戰，除了人命損失，也耗損島內財政基礎。佐久間總督到任時，全台有600多個部落，大
致分為北蕃（泰雅、賽夏），其他族群泛稱為南蕃，出草最多的是泰雅族與布農族的區域，
每年有數百名警衛、隘勇、腦丁及其家屬喪命，並且擁有許多槍枝。這些槍枝原本就從平地
人手中得來，若不能掌控槍枝，也無法讓平地人抵抗運動絕跡。

佐久間總督到任後，他認知到必須徹底解決問題，並向明治天皇報告，「理蕃事業」
是他最重視的志業之一。由他在遠藤二冊寫真帖的題字上也可看出，他題了同樣的字，即是
「開拓皇土」。

佐久間到任後，把理蕃行政從「警察本署」分開，設立專門機構「蕃務本署」，由大津
麟平出任，他所提出的「五年理蕃計畫」以軍事壓迫為主，但是戰火之後，立即導入醫療、
交通、學校教育、交易的綏撫教化政策。這二者都需要龐大的經費支持，佐久間總督特別上
京去說服國會財政支援，遭到內閣拒絕，原本並不被看好，由於明治天皇對他的信任而轉
變。

13

 

一個亞洲率先施行近代化的君主立憲國家，同時與多個部落社會交戰，在日本史上也
是首見。到底怎麼樣算開戰，如何算是戰爭的結束？其實沒有論述基礎。不過，就大津麟平
總長最初的計畫構想，開戰的原因明顯，只要有破壞道路開闢或出草，就可推進隘勇線或討
伐圍堵。但是所謂討伐的目的不是殲滅，而是壓迫；戰爭的結束，日方要舉行所謂「歸順
式」，就是畫底線在於繳交槍枝，不再出草。只是，大津麟平理解槍械並非原住民的殺人武
器，而是狩獵文化所需，所以他也設計只要繳出接受管理，由日方統籌彈藥，狩獵時可以控

13  當時桂太郎首相與後藤新平都對此前所未聞的不對等戰爭持反對立場，且預算龐大，但佐久間總督得到上呈明治天皇

的機會，獲得微弱的支持，利用此一回應，國會同意才撥給預算。參見小森德治1933[200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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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槍械，就不至於走到武力對抗的地步。在此條件下，本書寫真帖中，出現好幾幅部落的
「歸順式」以及「訓示」的寫真。

14

 

本書所呈現的寫真，其橫跨的年代，不等同於「五年理蕃計畫」的時間，討論此計畫，
非本文重點。重點是，遠藤寬哉如何顯現這位老將在到任後，從1907年起之後數年內，在臺
灣山地巡視，理解部落民情的景象。如前所述，對這位老將軍，遠藤並未顯示太多威嚴的照
片。從第一張似乎有點不敬的後側照開始，佐久間總是在群山巨木之間，或隱沒在桃園隘勇
線、新竹濱野山等眾人在狹小山路攀爬的隊伍內。還有一張跋山涉水，到達南投非常內山的
楠仔腳萬社（今日久美部落）的照片；總督被鄒族（及布農族）人群，有大人及小孩近身包
圍在中，只有一張椅子，眾位侍從軍官只好侷促席地而坐，矮了一截。這樣的攝影視角，以
當時的時代氛圍，從官方出版社的寫真帖大概難以出現，只有民間人遠藤寬哉能做出這樣的
編輯呈現。

結語

綜合上述，本冊寫真帖內容包含甚廣，以當年攝影機的快門速度與鏡頭角度，要把人、
事、物、景都安排穩妥，且還要探討這些令人困惑，沒有解答的問題，大概讓攝影師遠藤寬
哉煞費一番苦心，作出如此的呈現。

遠藤寬哉在此書之後，沒有再進入嚴酷的理蕃前線戰場。他把棒子交給兒子遠藤克己
（拍攝輯成1914年的太魯閣戰役），仍在台北市的寫真館工作，熱心公益，替市民消費者
（抗議製冰廠漲價事件）居中調解等，恢復為一般市民的身份。遠從日本北方仙臺飄洋渡海
來台，在台南主持寫真館的哥哥陸郎先於1914年逝世，寬哉則於1925年出差東京時驟逝，骨
灰由兒子抱回臺灣，應該是埋骨於臺北。

15

在他逝後，北市仙臺同鄉會活動仍由遠藤寫真館下一代所繼續服務，這常見於臺灣日日
新報上登的小廣告，每逢宮城縣議員或名人的送往迎來，鄉親們難得相聚的活動報名地點，
仍設在這一家寫真館內。至於1945年敗戰之後，遠藤這一家的境遇如何，則未可知。

14  參見小森德治1933[2008]:519-522。但是，大津麟平只做到大正元年（1912），其後的五年計畫戰爭，則非他所能主

控。在此大方針下，在1910年繳收了2千挺，1911年達4500多挺槍械，從1902-1929年之間，合計28,492挺槍械，引

自同書811頁。

15  參照《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4年12月15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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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藤寬哉留下這一冊頗有思想深度的影像紀錄，今日能再度問世，除了為讀者捕捉當年
的時代氛圍，對於百年前戰爭與殖民初期的文字史料，也提供了最好的佐證。當年第一級的
文字史料，包括：《理蕃誌稿》、《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蕃族調查報告書》、《臺北
州理蕃誌》等，今日許多有中文譯本（如文後參考書目所列）出版。除了這些日方調查記錄
與記載之外，這些年來，也陸續有原住民歷史事件的研究出版，應可增加研究視角的廣度。

原書的日文為明治跨越大正期的典雅書寫文體，有時是平假名，有些是採片假名成文，
其用語不易翻譯。地名與人名則牽涉到許多泰雅語，日文與原住民語言同為拼音語文，故日
文當年容易記音。今日原住民語已成為國家語言之一，本中譯本以泰雅語書寫系統加以復
原，在繁複的工序中，所幸得到許多泰雅族文史專家耆老協助，力求所有泰雅語都得到復原
與考證註釋。

16

藉由多元豐富的史料重新翻譯出土，希望吾人對臺灣這塊土地的歷史深邃且複雜的特
性，隨著百年前的鏡頭所至，開啟更清晰的視野。

16  本書泰雅語拼音系統採用Masa Tohui（黃榮泉）之教導，參見黃榮泉、黃智慧合著1996之說明。日文的中譯由陳怡

如博士進行，感謝鄭光博（Watan Kahat）博士在原語復原及地名對照上大力協助，文責仍由本人自負。也感謝Iban 

Nokan（伊凡諾幹）、Yuma Taru（尤瑪達陸）、Jiro Jima（許再發）理事長、Kuoyung Silan（宋國用）、Sabi 

Batu（賴清美）館長協助解惑。尤其感謝Gogan泰雅人Omi Wilang（歐蜜偉浪）牧師，賜知他的部落未曾遺忘的歷

史，卡拉部落至今流傳一對兄弟當年山谷砲聲隆隆仍奮勇抗敵的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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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臺灣蕃地寫真帖》原語復原與註釋表
（1912 [大正元年]，遠藤寬哉著，臺北：遠藤寫真館）

原書日文片假名與地名 原語復原與註釋

セナカ 荷西與清文獻皆有出現，位於今日淡水地區的平埔社群，清稱為林

仔社，又稱散拿社。

 チャリセン
タイヤル
サイセツ

ブヌン
ツオオ

パイワン
プユマ

アミ
ヤミ

原書中收錄岡野才太郎所撰《理蕃概要》一文中，出現九個原住民

族名，為日語拼音字。中譯文為使今日讀者閱讀順暢，直接改譯中

文族名，對照如下：

チャリセン→ 澤利先族（Tsarisen）。指今日屏東北部山區魯凱族
與一部份的排灣族。

タイヤル→泰雅族（Tayal）
サイセツ→賽夏族（Saisiyat）
ブヌン→布農族（Bunun）
ツオオ→鄒族（Tsou）
パイワン→排灣族（Paiwan）
プユマ→卑南族（Puyuma）
アミ→阿美族（Ami）
ヤミ→雅美族（Yami）

ガオガン蕃

此地Gogan非單一社名，而是一個群體的泰雅族人。在本書的年
代，沿著大嵙崁溪（今日之大漢溪）上游，以前叫做Gogan溪（今
日稱為三光溪），居住於三光溪兩岸族人的聚落。包括桃園市復興

區三光、華陵、高義里一帶。1910年代有19社，300多戶，約1千
多人，都被稱為Gogan。

バロン山 Balung山，今桃園市復興區華陵村上巴陵。balung意指頹傾橫倒之
木。

ボンボン山 Bungbung，今日之芃芃山。據稱是因過去有許多bngbung（熊
蜂）而命名，後來山名轉為Bungbung。

ガアガ Gaga，泰雅族語。是親族集團之意，也有道德古訓之意。

タナヒラ 賽夏族語，tanohila:，日姓。

ミンラクス 賽夏族語，minrakeS，樟姓。

ババイ 賽夏族語，ba:ba:i，風姓。

ベヨンシ 鄒族語，Peongsi，領袖之意。

鹿場假裡山 應為今日苗栗縣南庄鄉、泰安鄉之加里山。為鹿場大山附近，加里

山山脈標高2220公尺，臺灣小百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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シラツク

Slaq，疑係指HbunSlaq，位於LlyungTranan南勢溪流域，今新北
市烏來區福山里哈盆一帶。

HbunSlaq部落係1931年由來自Tksan（桃園市復興區高義里雪霧
鬧、蘇樂一帶）與Kwilan（桃園市復興區高義里高義蘭）之族人遷
至Hbunslaq（哈盆），數年後有部份人遷至Talah（Lumpya宜蘭縣
大同鄉崙埤）、Syanux（Syola宜蘭縣大同鄉松蘿）、Toruy（宜蘭
縣大同鄉樂水村東壘），部份人留於宜蘭縣新居地，部份人又遷回

HbunSlaq。
1963年因對外交通不便的緣故，國民政府將其等遷下至Tunoq（屯
鹿）南邊，今屬新北市烏來區福山里一鄰Hbun（下盆部落）。

ラハウ

Rahaw，新北市烏來區信賢里信賢部落。
rahaw係指樹木主幹所延伸出狀似平緩的側枝，是鼯鼠、松鼠於樹
林間攀爬跳躍的路徑，族人觀察樹形，每於此架設陷阱獵捕鼯鼠、

松鼠。

ウライ社 Ulay，今日新北市烏來部落。Ulay為熱泉之意。

リモガン

Limogan（林望眼），位於今新北市烏來區福山里李茂岸：日治
時期以來警察駐在所及學校所在地，Masing．Nomin（蔡家）、
Botu．Maray（張家）日治時期即居於此，Masing．Nomin為日治
時期頭目。有耆老稱地名原稱為Libugan。

ボンボン溪 Bungbung溪，今日仍稱芃芃溪，在宜蘭縣大同鄉英士村附近。

パーパツク
Papak/PapakWaqa山，今日的大霸尖山。Papak是耳朵，waqa是
裂開之意，指大霸尖山的山頂如耳朵裂開成的樣子。北部泰雅族許

多群的傳說裡皆說祖先是來自此處而再出發到各地。

シナレグ山鞍部 Snariq山鞍部，今日名為尖山（或稱復興尖山），位於今桃園市復
興區與宜蘭縣大同鄉交界。

テエリツク社 Tgliq社，即桃園市復興區三光里復華/鐵立庫部落。tgliq意為「瀑布」。

プトノカン社 BtwanNokan社，桃園市復興區三光里武道能敢部落。

マリコワン社 Mrqwang社，位於今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玉峰國小一帶。

タカサン社

Tksan社，舊高義社位於今日桃園市復興區高義里下蘇樂部落的對
岸半山腰，與雪霧鬧同側。

日治時期族人先後遷徙至HbunSlaq（哈盆），部分再輾轉遷徙至
Talah宜蘭縣大同鄉崙埤。部分族人則由Tksan遷往鄰近之Sbunaw
今桃園市復興區高義里雪霧鬧部落。

舊ハブン Hbun，舊霞雲。hbun為河流分叉地之意，中文哈盆或雲霞，皆源
自此字。

ハブンピン Hbun Pin，桃園市復興區霞雲里霞雲坪。

コーレー quri，是旱稻之一種，又有粳與糯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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ナロ

原地名稱為Lalu，位於今新竹縣尖石鄉景屏村那羅部落，lalu是泰雅
族Mklapay群方言所稱之「柿子」。日治時期將此記名為ナロ（柿
山Naro）；Mrqwang群族人由大嵙崁溪上游馬里光溪流域（今新竹
縣尖石鄉玉峰村一帶），部分遷徙至Naro那羅。

ウラオ社 Uraw社，在今新竹縣尖石鄉有兩處，一指玉峰村宇老部落，一指景
屏村比麟一帶。泰雅語uraw是「泥土」之意。

タウスノーミン頭目 TosuNomin，Mrqwang群宇老社領袖之名。

ユーミンワタン頭目 YuminWatan，Mrqwang群烏來社領袖之名。

ローブゴーウ社 Lobongku社，清代文獻中又稱老唔我社或老屋峨。大約是現在的台
中市和平區達觀部落。

サラマ大鞍部 Slamaw大鞍部，疑指QuriBiyokun（南投縣仁愛鄉翠華村南線與台
中市和平區梨山里佳陽部落之間的鞍部）。

コルク樹林 這是日文的外來語，英語為cork tree，是在中海拔山區的栓皮櫟樹
林。

ホウゴウ社 Gungu社，即荷戈社，位於今南投縣仁愛鄉春陽村一帶。

ロードウ社 Rodux社，位於今南投縣仁愛鄉村大同村仁愛國中至清境農場一
帶。

カツツク社 Qacuq社，位於今南投縣仁愛鄉村大同村霧社前往春陽村間之濁水
溪對岸。

タロワン社
Truwan社，在今南投縣仁愛鄉境內，名為Truwan的部落有兩處，
一是Tg-daya群之舊社，位於今春陽村春陽溫泉一帶；一是Truku群
之部落，位於合作村之平和部落。

ケヘボ社 為Mhebu之誤。位於今南投縣仁愛鄉精英村廬山溫泉。

スウクー社 Suku社，位於今南投縣仁愛鄉春陽村前往廬山溫泉半路，台14線雲
龍橋附近。

ムカタータ社 Mktata社，屬Mrqwang群，位於北港溪上游，今南投縣仁愛鄉翠華
村Mkbubun翠巒部落臨北港溪對岸之部落。

ムカブーブル社 Mkbubul/Mkbubun社，屬Mrqwang群，位於北港溪上游，今南投縣
仁愛鄉翠華村Mkbubun翠巒部落。

マカジーヘン社
Mkzihing社，屬Mrqwang群，位於北港溪上游，今南投縣仁愛鄉翠
華村Mkbubun翠巒部落附近。zihing/gihing是指「太陽不易照射到
的地方」。

楠梓腳萬社 Mamahavana，屬於北鄒族鹿都（Luhtu）社群，位於今日南投縣
信義鄉久美部落。鄒族語為「肥沃平原」的意思。

イモロドナモン海岸 Imaorod，今日蘭嶼紅頭部落海岸。

XIX



表2：1907-1912年間日本與原住民交戰年表 

年次 州廳別 蕃社討伐及警備線推進方面

1907年
（明治40年）

臺北 插天山前進

同年 新竹 同上

同年 同 ウライ（Ulay）、角板山方面　同上
同年 同 馬福社　同上

同年 同 東馬那邦山砲台　同上

同年 同 司馬限方面前進

同年 同 洗水山方面　同上

同年 同 牌子山、ハブン（Hbun）間　同上

同年 同 松永山、南洗水坑間　同上

同年 臺中 埋石山一部份　同上

同年 高雄 討伐草埔後社之小社名水坑社

同年 花蓮港 推進ウイリー（Uily）線
同年 花蓮港 討伐太魯閣

1908年
（明治41年）

臺北 推進大南澳方面警備線

同年 新竹 橫龍山方面　同上

同年 同 鹿場方面　同上

同年 同 帽盒山方面　同上

同年 臺中 霧社、白狗方面　同上

同年 同 推進三角峰方面警備線

同年 花蓮港 討伐チカソワン（七腳川）蕃

同年 同 推進バトラン（Btulan）方面警備線

1909年
（明治42年）

新竹 內灣、上坪方面　同上

同年 同 帽盒山方面　同上

同年 同 橫龍山方面　同上

同年 臺東 討伐チヤロギス（太麻里）社

1910年
（明治43年）

臺北 推進ボンボン（Bungbung）山方面警備線

同年 新竹 ガオガン（Gogan）方面　同上

同年 同 マイバライ（Mayblay）方面　同上

同年 同 內灣溪上流　同上

同年 同 油羅山方面　同上

同年 臺中 討伐霧社方面

XX



臺
灣
蕃
地
寫
真
帖

1911年
  （明治44年）

新竹 推進李崠山方面

同年 同 討伐北勢蕃

同年 臺中 討伐バイバラ（Mba’ala）蕃

同年 同 推進バイバラ（Mba’ala）山方面

同年 同 東卯山方面　同上

同年 高雄 討伐トア（Toa）社

同年 花蓮港 推進鯉魚尾方面

同年 同 推進馬里勿方面

1912年
（明治45年 大正元年）

新竹 推進ローブゴー（Lobongku）方面

同年 同 マリコワン（Mrqwang）方面　同上

同年 臺中 大甲溪方面　同上

同年 臺中 討伐北勢蕃

同年 同 推進白狗方面

（上表參照小森德治2008 [1933]：796-805「蕃社威壓年表」所做。）

表3：二十世紀前期度量衡對照表（1）

日制度量衡單位 公制度量衡單位

1尺 0.303公尺

1寸 0.0303公尺

1英吋 0.0254公尺

1米 1公尺

1里 3926.88公尺

1間 1.818公尺

1步 3.3051公尺

1丁（2） 109公尺

1仞（3） 2.424公尺

1方里 331,776平方公尺

1坪 3.305平方公尺

1貫 3.75公斤

1合 0.1804公升

參考：（1）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度量衡單位換算系統。」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2011。

　　　（2）「丁」或稱「町」，是出自「コトバンク精選版日本国語大辞典。」株式会社VOYAGE MARKETING。

　　　（3）「仞」是出自「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華民國教育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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