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据台湾时期警察
对原住民的绥抚与镇压

李 理

内容提要 日据台湾 50年的殖民统治,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 警察政治 。台湾警察的使命及其
运用,实际上超越了 警察目的 的界限,警察成为政治的代言人、经济的推动者、文化的传播人。随

着平地警察制度的完备, 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湾原住民地区,实施了更为严格的 汉番隔离 政策,

警察以外的普通人不能随意进入 番地 , 番地 除了原住民以外,只有日本人警察。所以, 日本警

察在台湾番地的前 20年,是征服番地的讨伐者,而后 30年,则扮演着番地文明进程的监督者,及原

生态文化野蛮破坏者的双重身份。

关键词 台湾 警察 番地

台湾的原住民, 主要是指居住在横跨台湾全岛,特别是东部的新高山、次高山、秀姑峦、南湖大

山、中央尖山、关山、大水窟内、郡大山、奇莱主山、大雪山、大霸尖山、合欢山、毕禄山、丹大山、能高

山、南玉山、太鲁阁大山、卑南主山、大武主山、安东郡山、卓社大山、关门山、大石公山等, 标高在一

万尺以上崇山峻岭中的台湾原住少数民族。! 他们在汉人大批移居前就已经在台湾定居了。明代

及明代以前的文献, 多以 社 、夷 冠之;清初开始称之为 平埔番 、高山番 , 同时也有 土著 这

样的名称,并以其与大陆社会接触的多寡、是否接受当时政府的管辖, 区分为 熟番 、生番 、野

番 等几种。∀ 他们生性膘悍,多以狩猎采集为主, 还有 出草 #猎取人头的怪习。日本人入台后,

由于遭到各地民众的一致反抗,致使普通行政以警察为实施主力, 番地 行政, 也自然追随此系统。

但日本人在台湾原住民地区采取了更为严格的 汉番隔离 政策,警察以外的普通人是不能随意进

入 番地 的, 番地 除了原住民以外,只有日本人警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为止, 所以,

日本人对台湾原住民实施的是彻头彻尾的 警察政治 。对台湾原住民来说,日本殖民统治的前 20

年,是日本警察以军事的力量,采取恩威并用的方式,征服镇压台湾原住民的血泪过程;后 30年,警

察则扮演着番地文明进程的监督者,及原生态文化野蛮破坏者的双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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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理蕃课:∋蕃地事情( ,昭和 8年( 1933年) 2月 5日发行,第 74页。

番 与 蕃 字都是对台湾原住民的一种别称,一般清朝时称之为 番 ,而日本据台后则称之为 蕃 。日本人在 番 字上加上

草字头 ,以表明原住民与自然结合为一体的野蛮性质,带有明显的文化偏见。所以,本文一般采用 番 字,但涉及到日本人

对原住民的称谓时则为 蕃 字。

出草 是台湾原住民猎人头习俗的别称,就是将敌人的头颅割下的行为,泰雅语称 mgaya 姆嘎亚 。猎人头的习俗具有复杂

的动机。原住民会因为仇恨而猎人头,但是也可以为了祈福而猎人头,或者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英勇而猎人头。一般在粟作收

获后至播种前这一段时期内会去猎人头。参见维基百科网: h ttp: / / z h. w ikipedia. org/ w iki/。



一 恩威并用时期( 1895 ) 1906)

(一)从 绥抚 向警察 取缔 政策的转变
日本早在 18世纪后半期, 就对台湾番地怀有染指之心。1874年曾经以 琉球难船事件 为名,

借口 台湾番地为无主之地 , 出兵征讨过台湾番地, 希望借助侵占番地, 最后达到占领整个台湾的

目的,尽管此次侵略行动没能得逞,但其实现了对台湾番地及番地土人初步侦查的目的。

1895年 4月 17日,腐败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宝岛台湾,落入日本人之手。5

月 24日, 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渡台的 横滨丸 上,发布了其治台方针,明示日本人对台湾番地的政

策是: 以爱育抚字为宗旨,恩威并行, 使人民不敢生狎侮之心。 ! 日本人入台后, 立即遭到台湾各

地抗日军民的一致反抗。为避免日军前方部队与 番民 发生冲突,避免 汉 番 联合起来共同抗
日,并尽快开发山地资源,桦山资纪于 8月 25日发布了军务当事者与番人接触相关训示: 生番个

性,极为蒙昧愚鲁,一旦心中对我怀有恶感,将无可挽回。若欲拓殖本岛,非先驯服生番, 而今恰逢

此际。各地随战区的不断扩大,难免我方前哨与番人之间发生冲突, 如若番人视我为敌, 本岛之拓

殖大业,必受障碍,因本总督专以∗抚育+ 为旨,各官亦须体谅此意,训导部下善守此道。 ∀

时任台湾总督府民政局长的水野遵, 在向总督提出的意见书中, 也认为: 台湾未来事业在番

地,欲在番地兴起富源,须先使番民服我政府, 使其生活有保证,脱离野蛮之境界。而欲令番民服

从,须用威力,同时兼行抚育,,可设置如前朝抚垦局之类,召集番人头目,馈于酒食,与以布帛、器

皿,从旁加以教导,当可得其好意。对于樟树之砍伐,樟脑之制造,山林之经营, 土地之开垦,道路之

开凿,可以期望由交涉而图圆满。 #这样, 日本人确定了对台湾原住民实施 绥抚 的政策, 随后马

上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

9月 4日,总督府殖产部长与台北县知事在大嵙崁与番人进行初次接触, 以酒肉烟布及牛一头

送于番人,并告喻台湾已归属日本版图。9 月 25日, 民政局长下发通知, 设置台北县大嵙崁出张

所。这是台湾番地官衙的嚆矢。− 10月又以训令第 10号发布∋警察官吏服务条例(,明文规定: 对

番地土人更要殷勤应对, 恳切恤爱。 .

日本人一方面采取施恩政策, 另一方面也加紧制定法律,着手番地重要资源的掠夺。1895年 9

月 24日颁布了∋台湾矿业规则(, 10月 30日发布了∋砂金署章程及砂金采取规则(, 10月 31日发布

了∋官有林野及樟脑制造业管理规则(, 以遏制原住民对番地资源的利用。/

由于 绥抚 政策只是假意收买人心之策,原住民很快就看出日本人的真实目的在于谋取番地

的资源,所以各地反抗不断。1896年 3月复归民政后,总督府马上加强番地的行政管理, 4月 1日,

便以敕令第 93号发布了∋台湾总督府抚垦署官制(, 在番地设置抚垦署 11处, 由内务部殖产课主

管,掌理 番人之抚育、授产、取缔; 番地之开垦;山林及制脑事项 。0 当时台湾总督府的设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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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署配置巡查 20名,采取恩威并施的方法, 渐使番民归顺 。! 6月,总督府又公布了∋抚垦署处务

规程(;同时,民政局殖产课也发布了∋抚垦署条例心得要项(。根据以上规程,当时抚垦署主要负责

事项有:与地方厅交涉事项、番民抚育相关事项、物品交易相关事项、日本人及清国人番地出入相关

事项、外国人相关事项、番民枪支相关事项、选择殖民开拓地相关事项、番社名及户口风俗调查相关

事项、通事相关事项、樟脑制造相关事项、植树伐木相关事项、森林所有相关事项、山火管理相关事

项等等。∀

抚垦署名称、位置及管辖区域表

名 称 位 置 管 辖 区

叭哩沙抚垦署

大嵙崁抚垦署

五指山抚垦署

南 庄抚垦署

林圯埔抚垦署

大湖抚垦署

东势抚垦署

恒春抚垦署

埔里社抚垦署

番薯寮抚垦署

台东抚垦署

叭哩沙

大嵙崁

五指山

南 庄

林圯埔

大 湖

东 势

恒 春

埔里社

番薯寮

台 东

宜兰支厅管内

台北县直辖管内、基隆与淡水两支厅管内

西南以红毛河、藤坪河为限,东北以新竹支厅管辖界为限

西南以新竹支厅管辖界为限,东北以红毛河、藤坪河为限

云林、嘉义两支厅管内

苗栗支厅管内

台中县直辖管内及鹿港支厅管内

恒春支厅管内

埔里社支厅管内

台南县直辖管内及凤山支厅管内

台东支厅管内

此表来源:∋理蕃誌稿((第一卷第一编) , 第 12 页。

这样,日本人开始把台湾番地划为特殊行政区域,导入 警察威力 , 以治理原住民。由于当时
总督府正忙于对付平地人民的武装抗日运动,在三县一厅十二支厅之下的警察署及其分署,非常缺

乏警察人员,所以,根本没有力量为番地抚垦署配置警察,故番地秩序的维持,在行政名义上由署员

担任,实际上却由宪兵队与守备队完成。# 尽管如此,从其制度层面上,依然可见,总督府欲将 番

人番地 置于警察行政的控制之下。

1896年 10月 14日,第三任台湾总督乃木希典上任。他重整抚垦署的业务, 一方面命令各抚

垦署进行番地调查, 一方面提出目前对原住民最为紧要任务是矫正番人的锁国感情; 严禁番人杀

人;破除番人的迷信;改良番人之授产、衣食住行及启发智能;番地的踏查及交通; 番地的开垦及森

林物产的利用等。−

当时台湾各地反抗激烈, 总督府需倾全力应对抗日义军,同时, 因台湾经济需要日本持续注入

大量资金,日本朝野也出现 卖弃台湾 论,台湾各地更是民心惶恐,加之抚垦署的力量过弱,台湾番

人 出草 事件不断增多。时任总督府内务部长圆月杉村向总督递交了 生番取缔相关意见书 ,提
出组织番界警察和设置番人惩罚法的意见,认为对付番民不可以普通警察充之,若用隘勇、隘丁等

组织特殊警察, 像平地警吏那样使用,即可减少经费,又可防止普通警察力之削减,且悉知番民性情

与习惯,在取缔管理上也来得方便。同时,他还提出,番地的取缔管理相关事项必须移交到内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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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警察具体负责。!

总督府生番管理方法调查委员会 在两次调查的基础上, 接受了圆月的意见,最后讨论决定:

番界警察署案依照决议, 将来不设置特殊警察, 但为预防番人凶行,须增加警察费用, 扩张普通警

察,依其必要,在番界或番界附近增设警察署分署派出所,也可雇用熟番土人,专门从事预防番民凶

行之事。警察配置之方法、地点、警察增加预定数额等等, 各个详细调查之后, 由知事厅长具报。∀

这样台湾总督府于 1897年 9月开始组织番界警察,从汉人中, 采用隘勇、隘丁或警吏,同时又草拟

了∋番界警察规则案( #及∋生番刑罚令案(。根据∋番界警察规则案(,设置 番界警察署 ,代替抚垦
署,其业务偏重于 取缔管理 。当时在六县三厅之下, 设立了 77个 办务署 , 84个 警察署 , 办务

署长及警察署长都由 警部 充任, 番地行政重心自然侧重于警察业务。由于警察署的设立,使 抚

垦署 降级为隶属于县厅的特殊行政机构。如此, 警察的职权就跨越了平地,显示总督府对原住民

的政策重点,从 绥抚政策 向 取缔政策 转变,也开始进入了警察控制番地时期。

随着番地事务由 绥抚 向 取缔 的转变,为弥补警察力量的不足,总督府接受陆军中尉长野义

虎提出的 组织义勇番队 意见书, 开始创建义勇队 护乡兵 , 担任治安任务。同时,总督府亦非常

注重设立隘勇线。

隘勇线,早在清统治台湾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其主要形式是开凿番地的重要山岭及溪谷,配置

隘勇,以警备番,此被称为隘路。将隘路面向番人的一方草木割除,空出射击的范围。在隘路的要

地建设隘寮。−割台当时, 中国原有隘寮共计80处,隘勇1758人, 隘勇线长 150多华里。当时的隘

勇线多集中在台中、新竹等地方。随着日军的深入,清官隘已告绝迹, 1895年底时, 存有私设隘寮

131处, 隘丁 568人,隘勇线 180多华里。当时台中县阿罩雾厅的林朝栋及林绍堂等人, 向总督府

申请不要解散该地隘勇团体, 由私人出资继续承办,当时日军征讨云林,隘勇曾配合日本人,为总督

府立过功劳,所以,日本人准其继续存在。1896年 10月 1日后,隘勇团体收归台中县管辖, 每月获

得县财政补助经费 2000日元。雾峰林家则要支付每人每月 8日元雇佣费。这是割台后最初的隘

勇制度。.

(二)将番地行政纳入警察事务

1898年 2月 26日,儿玉源太郎继任台湾第四任总督。当时因平地抗日义军声势浩大, 总督府

尚需用兵,番地制脑事业也开始复兴, 他感到仅以绥抚方针, 不能制止番害,因此急需设置防番机

构。他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一致认为, 加强警察力量是台湾行政的重中之重,在番地事务上更应如

此。6月,总督府以敕令第 108号修改了∋总督府地方官官制(, 废止以前的抚垦署, 将理番事务移

归到新设置的办务署掌理。根据新官制,除了台东和澎湖两厅以外, 其他 3县和宜兰厅, 得在其要

地设立 办务署 ;各办务署内设立三课,第一课为一般行政, 第二课为警察, 第三课为番人番地,分

别掌理其事务; 各办务署下可设立 办务支署 ,由警部、警部补及巡查组成, 负责管理 警察官派出

所。 /据此, 当时这些 办务署 是将乃木时期所设的 84所警察署及 11所抚垦署全部废止, 再将以

前的 77所办务署整顿淘汰后,在三县一厅重新设立的 44所 办务署 。从表面上看, 其数量减少

了,但办务署行政地位大大升格,从而实际上警察力量以办务署为外壳更加扩大起来了, 因为这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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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办务署长完全掌握警察权, 统辖着番地地方基层业务,这样警察威力反而加强了。!

1902年,台湾平地的抗日运动基本上镇压, 为了尽快地获取山地资源,总督府开始将番地警察

事务作为行政的一个重点,并把一部分警察力量转向山地,建立番地专勤警察制度,加强隘勇线的

现代化设施。从制度层面上, 1903年 4月, 总督府以训令第 62号修改了∋总督府官房及民政部警
察本署及各局分课规程(,调整民政部警察本署的部分业务,将番地相关业务,从殖产局拓殖课转移

到警察本署长专属, 并设专门的番务挂;同时通过∋番务相关他局课事务处理方法(,将以前由殖产

局、专卖局、警察本署分别掌管的番地事务,改为全部由警察本署主管,以谋求番地事务的统一。在

总督府,番人番地相关事项由殖产局全部移入警察本署, 森林原野矿山等与番人番地有关事项,殖

产局长必须经警察本署长同意后才能实行;在专卖局,有关番地樟脑及樟脑油制造特许等事项,除

了征求相关厅的意见外, 必须经警察本署长同意后方可实施;在地方厅, 番人番地相关事项由警务

课主管,由警部兼任番地相关事务,有关森林原野矿山等与番地相关事项,在警察课与总务课合议

的基础上才能施行。∀ 总督府还确定了对 北番 主以施威,对 南番 施抚的方针。# 这里应当强调

的是,警察本署的 番务挂 单位虽小,但直属警察本署长,直接由警察本署长指挥监督。警察本署

长通过 番务挂 ,对下层的番地警备单位 ) ) ) 隘勇组织, 通过地方厅警务课进行实质性的领导,这

样就使得总督府的理番行政单位形成上下一体化的警政体系。

儿玉 ) 后藤 的施政方针,是要把台湾财政独立列为首位, 但番地由警察单位掌理, 难免偏重

于 取缔 而忽视经济开发。于是总督府加强隘勇制度,将之置于警察的领导之下,并发布各种专卖

制度, 将樟脑事业收归官办。1904年总督府发布了∋隘勇线设置规程((训令第 210号)、∋番界警备
员勤务规程((训令第 211号)、∋隘勇庸使规程((训令第 212号)、∋番界警备员勤务细则标准((秘密

训令)等。根据 细则标准 ,番地警察人员包括警部警部补、巡查巡查补、隘勇等。巡查以下人员主

要责任是:监督番人有无在隘勇附近出没、有无集众不稳之举等,而隘勇主要负责防御凶番、夜里对

隘勇线的巡逻、通过隘勇线及番地行人的保护与警备、隘勇线内外 30间(间是日语长度, 1间等于 6

尺,约 1. 8182米)以内草木及障碍物的排除、隘寮及掩体的修复及清洁、电话线的监督及保护、隘路

的改良及执行长官的命令等。−

传统的隘勇制度,嫁接到现代警察组织之上, 达到了日本 以番制番 的目的, 并能更快地从番

地获得资源。随着隘勇组织由警察单位指挥监督趋于制度化,隘勇真正成为了总督府在番地的尖

兵。日本人充利用挥台湾固有的隘勇制度,将原先的隘勇线分为三等:一等线, 每隔二里设置 1个

监督所,每一里内设置 6个分遣所、12个隘寮; 二等线, 每隔二里设置 1个监督所,每一里内设置 4

个分遣所、8个隘寮;三等线,每隔二至四里,设置 1个监督所, 每一里内设置 4个分遣所,设置若干

个隘寮。当时每隘寮配置隘勇 2至 4人、分遣所配置巡查或巡查补、监督所配置警部或警部补及若

干巡查,必要时还配备医生。. 如此,在隘勇线上, 警部、警部补、巡查、巡查补、隘勇共同构建起防

番的屏障。

隘勇线的推进, 一般是从最有经济利益的地区开始着手的, 且主要是在 北番 地区。1897年,

总督府开始扩充隘勇线及其警备。当时总督府使用警察成立了隘勇线前进部队。其编制由各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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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负责,如果厅长不担任队长, 就由警务课长负责。1901年 5月 2日, 总督府给番地相关各厅长发

出通知,就其名称及编制进行了规定。前进队长要在前进地设置前进队本部, 指挥副队长以下从

员,掌理隘勇线拓展事务。本部配置警部 3到 5名, 警部补 1 到 3 名, 巡查 5 到 10名及隘勇若干

人;另外设置运输队,由警部担任队长, 直属于本部,掌理拓展隘勇线时的物资运输及文书配送。前

进队也可适宜编制分队及别动队, 由警部或警部补担任队长,负责对番地的侦察、交战及铁丝网的

架设。!

到 1905年,隘勇线延长到 918华里。其涉及面积增至 1092平方华里,包括自宜兰东海岸线的

苏澳,经深坑、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各番地,抵达南投厅下埔里社支厅管内北港溪右岸。防御设

备,除枪炮外,在必要地点,还埋设地雷。隘勇数在 1905年增至 4500人。除常设的隘寮外,还有流

动隘,再配加游击队、奇袭队, 使警察与隘勇联合的警备设施,达到了攻守兼备的程度。∀ 以隘勇、

地雷、铁丝网、木栅、掩堡、探照灯等构成的隘勇线,将番地与平地严格分开,以达到推进番地樟脑事

业,从经济上榨取台湾之目的。总督府更在 1905年 8月 9日,修改了∋各厅事务分课规程(,将樟脑

油制造及管理事项从专卖局移交到警务课掌理,以警察的威力, 强制掠夺番地的资源。由于日本人

采取了高压政策,使台湾番地人民反抗不断。1906年,佐久间马太出任第五任台湾总督,开始了台

湾原住民的灾难期。

二 镇压时期( 1906 ) 1915)

(一) 隘勇线包围 政策

佐久间马太,素有 生番的剋星 #之称,日本政府命其出任台湾总督, 就是欲藉其击败 生番 

经验,以谋求早日平定 生番 ,促进 番地 的富源及经济的开发。当时日本镇压台湾平地义民的大

规模斗争基本结束, 糖及其他平地产业的发展已经逐步走上正轨, 山地樟脑、林业及矿产的开发就

成了总督府的当务之急, 但这些都必须以平定 番地 为前提。佐久间一到任,就开始在行政上扩张

番务 机关,加强番地事务。1906年 4月 14日,他以训令第 81号对∋总督府官房民政部警察本署

及各局分课规程(进行了修改,在警察本署内设番务课−; 同时制定∋警察彰功规程(、∋厅警察官吏

及警察事务从事职员旅费规则(等一系列番地相关勤务者的奖励补助办法,以鼓励番地警察人员。

佐久间总督还确定了 五年理番 计划,在一般预算中的 番界所属费用 之外,再加 50万元的

经费,用五年时间对 番地 进行经营。其 理番 大纲仍然是以 北番 为主,主要采用引诱方式使

番人 在其境内设置隘勇线, 这称为 甘诺 (即心甘情愿之意)政策, 等到警备线完成之后, 再以强

大的警察力量压制 番人 ,消除抗日事件及骚拢事件。 甘诺 政策, 主要是使 番人 心甘情愿地由

隘勇线的 线外 ,全部迁居到 线内 。

至于对待 南番 仍然采取 绥抚 政策。但这次是在番地内设置 抚番官吏驻在所 , 由警察从

事抚育工作。该设施实质上是为了避免 南番 的猜疑,以和平的面貌渐次扩大警察所能控制的领

域。 抚番官吏驻在所 的设置点, 特别选择在该 番社 中势力最大的头目所在地,这样警察在平时

就可以注意 番人 的动向,暗中侦察 番社 内情, 以达成 抚番 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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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北番 地带, 隘勇线的推进,是将原先零散的隘寮,改为密集设置,并加强和扩大不容易受人

为因素影响的电流铁丝网和地雷等设置,克服隘勇的素质不良和训练不足及补给等管理上的困扰。

这样隘勇线从原来以人力为主的警备线,渐改为应用现代科技设施发挥防御功能的警备线。当时

隘勇线分为两线,第一线是由南投厅浊水溪上游的 雾社番 起, 越过中央山脉延伸到台东厅花莲港

木瓜溪下游 七脚川社番 ,这被认为是最有利益且最容易得手的首要之线。第二线是由深坑厅林

望眼隘勇监督所起, 经插天山北侧延伸到桃园厅枕头山阿母坪, 在此衔接已设的隘勇线。1906年 3

至 4月,桃园厅在彩山和卅八分方面,延长隘勇线 20华里。宜兰及新竹方面警察队在 9月 4日至

11日,将凤纱乌底岭至狗溪左岸的隘勇线,延长了 18华里。9月 9日到 10月 3日, 由桃园、深坑两

厅联合,出动警察 1454人,将桃园厅内隘勇线延长了 30多华里, 宜兰厅辖内隘勇线延长了 27华

里,同时在新建的隘勇线上架设了电流铁丝网。11月 26日至 12月 26日,新竹厅下树圯林支厅管

内十八儿的隘勇线约计延长 18华里。12月 4日到次年 11月,台东厅下东势角支厅管内自毛社之

全部,包括稍来及阿冷两社之一部,隘勇线延长了 26华里。!

1907年,日本警察队又对新竹、桃园、阿候、台东各厅进行数次讨伐, 延长其隘勇线。4月 27

日,为保护新竹厅下北势番方面制脑地,日本出动警察 400人,自马那邦山到盐水坑隘勇监督所,延

长隘勇线 21华里。9月 25日到 10月 24日,日本警察队自马限至汶水, 又延长了隘勇线 39华里。

5月 5日,深坑出动警察 450人、桃园出动警察 700 人, 两厅联合起来共同行动, 后台中、南投两厅

警察队亦赶来支援, 将隘勇线推进 66华里,真到插天山及枕头山附近。∀

1908年 4至 6月, 总督府动用警察 1500多人对宜兰厅下南澳番进行征讨, 将隘勇线又延长了

87华里,同时收服太鲁阁一部之 巴多拢 番。新竹厅组织千人警察队,自鹅公髻、鹿场两山间,经

假里山和苗栗厅下之汶水溪, 又推进隘勇线 102华里。日本人在隘勇线上架设铁丝网,并在附近埋

下地雷,使原住民受害颇巨。

1909年,总督府又数次征讨南投、台东、新竹各厅,推进隘勇线。1908年 12月 17日至 1909年

2月 25日,总督府出动警察 580人, 夫役 660人, 组织征讨队, 将南投厅内雾社方面的隘勇线延长

了 56华里。同年 2月,在台东厅长的指挥下,以警部以下 215人、隘勇 148人征讨花莲厅内 止加

河所湾 ,延长隘勇线 44华里, 并架设铁丝网; 3月,以警察 539人,杂役 400人,出兵征讨了 哈古 

番社。新竹厅以警察 465人, 夫役 120人,桃园厅以警察 1047人,杂役 120人, 组成联合讨伐队,讨

伐 加拉罗番 , 延长隘勇线 36华里。

到 1909年底,日本人在番地又延长 隘勇线 达 744华里,其线内土地面积达 1266平方华里,

使 北番 完全被 6888名警备人员包围,且其包围圈渐渐缩小。# 同时, 由于 隘勇线 的推进, 总督

府侵占了番人土地 282平方公里, 此外还在 番地 架设电话线 505华里,铁丝网 66华里,通电铁丝

网 19华里。− 这些都对原住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破坏和影响, 因此, 原住民产生强烈不满。总督

府方面为了牵制 番人 , 阻止其联合和扩大抗日行动,于 5月 11日从新竹厅马福社开始推进隘勇

线。该行动反促使原住民抗日行动激化,形成北部深坑、桃园、新竹各厅的 大嵙崁前山番 、大豹

番 、大嵙崁后山番 、马武督番 和 马里可万番 的联合抗日。总督府实施的 五年理番 计划,在

北部和东部屡次遭受挫折,以隘勇线推进 番地 计划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实现,其 甘诺 政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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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发挥效力, 于是对原来的 理番 计划加以大幅修改,开始了新的以 军事讨伐 为主的 五年理

番 计划。

(二)武力讨伐前期

佐久间第一次以 隘勇线 加 绥抚 的 五年理番 计划,实际上是企图通过软硬兼施、恩威利诱

的办法,达到变 番人 的土地为 官有地 的目的, 由于遭到 番人 的抗拒, 也引起了汉人的不满,引

发了汉番联合的抗日活动。鉴于此,佐久间又谋划了第二次 五年理番 计划。该计划的主旨即是

从制度层面上强化警察对番地事务的主动权,为武力讨伐作组织准备。1909年 10月 25日,总督

府以敕令第 270号发布∋台湾总督府官制(, 对台湾总督府官制进行改革。首先, 在民政部内新设

番务本署 ,由番务总长出任番务本署长,主掌和指挥署内各课事务。其次,警察本署和掌管地方

行政的总务局合并成立 内务局 , 由警视总长充任内务局长, 主掌和指挥厅长及警察官。最后,民

政部的土木局升格为 土木部 。! 这样, 民政部所属警察,在制度上分为 平地 的普通警察和 番

地 的番务警察两种。

番务本署 的组织, 除了有署长专属的机密文书、署员考纪之外, 另设了庶务课(文书挂、人事

挂、经理挂、电务挂)和番务课(理番挂、兵器挂、测图挂) ,后又增设了 理番卫生部 及 调查课 。调

查课专门管理 番地 的测量、制图、编修、调查等, 8月在该课特设了主管财会的 番地帐台系 。同

时 内务局 的组织, 除了局长专属的有关政治、社团、集会、新闻、杂志、出版、版权等业务,以及保安

和高等警察的业务外, 另设庶务、地方、警察、法务、学务、卫生等 5课,共有 23挂。从前述内容可

见, 番务本署 是类似武装警察队的军事指挥中心,任务是以武力攻击 番地 , 迫使 番地 投降,开

放给日本企业家。 内务局 则把地方行政业务完全地纳入警察机构,实行真正的 警察政治 。 土
木部 担任综合 平地 与 番地 的土木建设事业。这机构的最高领导均由警察即 警视 担任,亦可

见警察在 理番 工作中的重大作用。

为了配合总督府官制改革,当天总督府还以敕令第 282号公布∋台湾总督府地方官官制改革(,

对 1901年开始实施近 20年的地方制度进行大幅改革,将以前的 20个厅全并为 12个厅,并依照行

政区域的大小, 厅治的难易又把 12个厅分为三等 ∀ ,各厅长由警视充任, 而一等和二等厅的各课长

也由事务官或警视充任; 至于原为厅制的基隆、彰化、打狗、恒春、苗栗,经合并废止之后, 降格为支

厅,但支厅长仍由警视兼事务官充任,这与其他设置的 82个支厅长由警部充任有所不同。

总督府在制度层面上确立番地警察行政体系之后, 编制了新的 五年理番 计划, 申请经费

1624万元,计划对新竹厅下之 马得吉湾 、奇那之 两番,桃园厅下之 交岸 番, 台中厅下之北势

番,南投厅下之 诗家瑶 、沙马漏 两番,及东部的太鲁阁各番, 进行大规模的讨伐。本文重点介绍

总督府对以下两番的讨伐。第一是 1910年 5至 10月对 交岸 番的讨伐。 交岸 番为泰雅族之较

大的部落,有 17个番社, 1000多人,散居在大嵙崁溪两岸。1910年 1月间,该部落袭击了宜兰厅下

九芎湖番务官驻在所及开山队,又同新竹厅下之 奇那之 、马得吉湾 相联系, 劝导归顺番共同抗

日。因此, 5月,总督府联合宜兰、台中、桃园、南投 4厅,出动警察 680人, 前往宜兰征讨。警察队

被原住民所败, 损失严重, 于是, 总督下令派出驻扎在台北的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及两个中队

( 224人)、步兵第一中队( 120人)、炮兵一小队,及正在训练中的巡查 220人,到当地增援。联合征

讨队由 邦邦山 北部向南前进,在 诗那列古山 会合。至 6月中旬,新竹方面推进至 乌帽山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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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以牵制援助 交岸 番的新竹厅下的 奇那之 、马得吉湾 等番社。桃园方面,征讨队自 角板

山 前进, 至 加威笼 方面, 基本达到目的。7 月, 原住民在其根据地 诗那列古 山战败,势力日见

衰落。宜兰方面,警察队占领了 邦邦山 西方的 古吕社 。桃园警察队于 9月 22日,与新竹队在

加威笼 方面汇合, 占领了最为重要的地点 巴仑山 , 筑炮台, 以炮轰威逼,原住民最后不得不屈

服。

第二是从 1910年 2月至 1911年 3月对雾社方面的讨伐。雾社、万大、白狗等各社均为泰雅族

番社,位于南投厅下埔里社支厅管内浊水溪上游。日本据台后, 此地的原住民时有抗日活动。1910

年 5月,隘勇线推至 交岸 番时,原住民趁警察撤退之际,袭击了脑寮等地。南投厅长遂亲任征讨

队队长,带领警察 1000多人, 于 17日炮轰 多罗国 社,烧毁了原住民的房屋及粮仓,原住民被迫投

降。警察又扣押了 多罗国 、豆查 两社以外的 雾社番 枪械, 派人到 和高社 、梅埔社 ,劝说各

社头目归降;同时炮轰 巴笼 、诗宝 、刀岸 三社,以威吓之。至 1911年 2月,雾社及万大社的抗

日斗争基本被镇压下去, 只剩 白狗 、梅巴拉 、马列巴 3部族。

(三)武装讨伐后期

佐久间的第二次 五年理番 计划, 在推行第一年即遭受北部原住民的强烈反击。同时,由于讨

伐的武装警察队,除了指挥者以外,大都是与原住民熟悉的隘勇和保甲壮丁,而且几乎都是汉人,这

种以汉人为主力的武装警察队,其作战意志消沉, 攻击能力也大打折扣,完全敌不过原住民的勇武。

总督府认为警察队的失败,除了抗日 番人 的先发制人以外,归咎于 以番制番 、以汉制番 政策

的失灵,以及警察不熟悉地理环境,未能适应深山之战。于是, 总督府决定出动军队、山炮队、迫击

炮队等协助警察镇压原住民。由此开始,台湾进入武力讨伐原住民的第二时期,即由佐久间亲带军

警,到深山设立指挥中心,完全以 武力 围剿 番地 。

为此,总督府再次修改官制,于 1911年 4月 21日公布了∋番务监视区规程(, 将 番地 以南投
厅浊水溪为界, 分为北南两个监视区, 由警视出任区长, 负责对 番人 的化育及监督等。! 这可以

说是辅助番务本署日益忙于 讨番 ,而另设的专管 抚番 的机构,以求实现其 理番 事业。但由于

其业务扩大,总督府便于是年 10月 16日再次修改∋台湾总督府官制(,又恢复了警察本署。∀

从 1911到 1912年, 总督府对 北势番 、多亚社 、奇那之 等社进行了征讨;同时在鲤鱼尾、

李岐山、埋巴拉、北势的 老武高 、白狗 马列巴 、马利吉湾等地将隘勇线向前推进。

1911 ) 1912年征讨及隘勇线推进概况表

年 月 征讨及隘勇线推进地区 出动警察宪兵数 警察伤亡情况

1911年 2) 3 月 花莲港厅:鲤鱼尾方面
警察 33 人、隘勇 58 人、夫役

150人
) ) )

1911年 4) 6 月 新竹、台中交界处的北势番
警察 280 人、隘勇 1015 人、夫

役 574 人
) ) )

1911年 7) 9 月
阿候厅阿里港支厅管内的 多亚

社 

警部 1 人、警部补 2 人、警察

277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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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 9

) 10 月

新竹厅下树杞林支厅李岐山方

面的 马利吉湾 
警察与宪兵共计 2157人

警察死亡 78 人、负伤 65

人

1911 年 9

) 10 月

南投厅与埔里社支厅管内梅巴

拉番
) ) ) 死亡 45 人

1912年 1) 3 月
新竹与台中两厅管内的北势番

老武高 社
警察与宪兵共计 2464人

警察死亡 28 人、隘勇 75

人

1912年 4) 6 月 南投厅埔里社管内白狗番 ) ) ) ) ) )

1912 年 10月

) 12 月

新竹厅下之 奇那之 、马利哥

湾 及 交岸 番一部
警察与宪兵共计 2385人 阵亡 205 人、负伤 288人

* 此表根据∋理蕃概要(第 73 ) 109 页及∋日据下之台政(第二卷第 432) 442 页之内容整理而成。

总督府经过两年的征讨, 仅剩下北番中以 奇那之 为中心地区及太鲁阁地区这两块地方。

1913年 6月 8日, 总督府对∋台湾总督府官房及民政部各局署部课规程(进行了修改,决定废止番

务本署调查课 ! , 隘勇线内的 番务 ,由警察本署的普通警察管理。这样, 番务本署 就萎缩成仅

对 线外番 进行讨伐,而线内番,则由警察本署治理。这样线内的 番地警察 就可全力进行经济开

发,线外番地警察则配合宪兵全力围剿剩余的两块番地。

奇那之 番在大嵙崁溪上游的 大野干溪 与 大启仁溪 合流处, 有 600多人。佐久间于 1913

年 6月 24日,在李岐山设置警察讨伐司令部,以民政长官内田为总指挥官,警视总长龟山理平太为

副总指挥官,组织新竹、桃园两厅警察 2773人的讨伐队对 奇那之 番进行讨伐。

6月 26日,新竹队的先锋队,占领了 天他那 山脉前方。7月 1日,总督命平岗陆军少将,率领

步兵一联队及山炮兵与特设队,赴宜兰方面备战。同时, 龟山指挥官令新竹队, 对 大野干 进行扫

荡。7月 9日,警察与宪兵合作, 对 吕毛安 方面进行征讨,以打击 奇那之 之侧面。新竹、桃园两

队也配合行动, 在 15日, 新竹队自 大野干溪 、大启仁溪 合流方面迫使 马利吉湾 番投降。23

日,召集该番头目等 75人,至溪底,令其缴枪器, 饬以酒食。新竹队于 24日, 招集 奇那之社 头目

令其缴械。此次征讨,自宜兰厅浊水溪上游 吕毛安 附近, 越过西南之 比亚兰 ,经过南投厅下 诗

家瑶 ,出至 沙马漏 ,横断 哈古 、马列巴 一带地域及 吕毛安 西方之大霸尖山支脉, 包括新竹

厅下 奇那之 及 马利吉湾 两番全部占有地, 更向西方前进, 跨过 谢家罗 山,将新竹厅下 谢家

罗 番踞地约 270平方华里的地域,全部平定。于是,中央山脉以西各番社,全被日本人控制。

此后, 总督府征讨的重点是太鲁阁番。太鲁阁番主要分布在北部中央山脉以东, 方圆大约 500

里,主要是泰雅族人,该番有 97个番社, 1600多户, 9000多人。佐久间视此次讨伐为 五年理番 事

业成功的关键所在, 为了能顺利地剿平太鲁阁番, 先后 4次派探查队,并根据勘察结果出版了∋太鲁

阁事情( ∀小册子,分发给准备讨伐人员。当时出动警察 36队, 计有警视 5人、警部 23人、警部补

54人、巡查 1371人、警手 491人、隘勇 1008 人、医疗人员 45人, 总计达 3127 人, 外加附属员工

4000多人,共出动讨伐人员 8000人左右。当时由民政长官内田嘉吉任太鲁阁讨伐警察总指挥官,

警视总长龟山里平太为副总指挥, 总督府警视永田纲明任 达其利 方面讨伐队长,总督府警视松山

隆治任 巴多兰 方面讨伐队长。在警察与军队的联合剿杀下,太鲁阁番终于被征服,但日本人也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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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佐久间总督在巡查前线时,自悬崖坠落摔成重伤,一年后死亡。

太鲁阁番讨伐警察及人夫队编成表

区别 队数 警视 警部 警部补
巡查

班长
巡查 警手 隘勇 医生 职工 工夫 计

总督专属 1 1 2 1 1 5 1 10 22

总司令部 1 2 2 2 1 10 5 20 5 64 112

讨伐队本部 2 2 4 4 4 30 20 60 20 200 346

部队 12 12 36 108 1080 396 792 24 3216 5676

炮队 2 2 2 4 60 30 56 20 210 386

前线输送队 3 1 3 4 65 30 60 20 930 1116

电话班 2 2 10 10 20 80 124

警察救护班 2 3 8 6 20 39

非常通信班 5 15 20

救护班 2 8 6 20 36

军队附 4 4 8 80 96

总计 36 8 23 54 130 1371 491 1008 12 90 4750 7973

* 此表根据∋理番誌稿(第三編下卷第 927、930 页之太鲁阁讨伐警察队编成表及警察队附属职工人夫表整理

而成。

经过佐久间总督的努力, 理番 五年计划到 1915年基本达成目标。该计划的完成, 可以说是

以 警察政治 兼 军事武力 讨伐和统治番人的结果。

三 抚育同化时期( 1915 ) 1945)

1915年,佐久间的 五年理番 计划基本实现其目标。当时台湾 番地 共有 680个番社、22829

户、132279人(男 66232人、女 66046人) ! ,总督府统称他们为 归顺番 。为进一步加强对番地的

有效统治,总督府的 理番 事业开始转用新政策。该政策实为总督府 嘱託 丸井圭治郎,在 1914

年 9月向佐久间总督提出的∋抚番意见书(和∋番童教育意见书(中的建议,即采取一系列 抚番 手

段,使 番人 不经过汉化就直接脱离 野蛮 状态而同化于日本, 进而成为 日本国民的一部分 。∀

该 抚育 政策以 归顺番 为其对象,主要利用 警政 体系, 发挥警察的软硬兼施功能, 重点在

于精神诱导,并配合物质教育,目的就是将原住民改造成为 纯然的日本人 。这一 抚育 政策与从

前在掠夺山地资源时期的 抚育 政策有所不同, 后者在于利用 物质文明 , 吸引番人的物品欲望,

引导他们对 文明 的向往,进而由衷地服从殖民者的统治。这种策略的重点在于打破隐藏在原住

民内心深处的传统 习惯 、祖先遗训 及 迷信 思想。所以,总督府企图利用警察担任 精神上征

服 原住民的教化工作,以期在几十年内完全同化原住民。为此, 1915年 7月 21日, 总督府再次修

改了∋台湾总督府官制(, 废止 番务本署 , 在警察本署内设立 理番课 。# 9 月更改 番务官驻在

所 为 警察官驻在所 。− 从制度层面上, 确立了以 警政 为主的新的 抚育同化 政策。

当时总督府采取的主要方法有普及适于 番人 的简易教育, 都市观光 及其他社会教育,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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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于 番人 的产业, 改善物品交换制度,改善及普及医疗设施,给 番人头目 津贴,借给其打猎专用

的枪械弹药等等。! 其实, 早在 1912 年,总督府就开始着手培养警察对番人的教育能力,在警察及

司狱官练习所举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理番讲习会,对担任番童教育的警察们进行培训,当时主讲的科

目有:理番方针、卫生急救及防疫、番童教育、教育大意、国语修身、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游戏、

养蚕、畜产、烟草、植树造林、木工用材、蔬菜果树、抚育问答、作物肥料农具等等。∀ 此后,这种培训

也一直在进行着,警察主持的 抚育同化 政策主要集中在以下两大方面。

第一是同化教育。就日本人的番地改造政策而言, 最重视的是 番人教育 工作。 番人教育 

又分为学校教育、简易教育、观光教化、社会团体、言传身教等几类。

1895年 5月∋台湾总督府临时条例(发布时, 设置了学务部掌理教育事务,但学务部重点在于

汉人的教育。1896年 3月复归民政后, 总督府以敕令第 94号发布了∋台湾总督府直辖诸学校官

制(, 规定在全岛枢要之地设置 语言传习所 。但由于番地业务由抚垦署掌理, 所以,伊泽修二学务

长命令下属对番地事情进行调查,以便渐行番地教育。8月,恒春国语传习所所长相良长纲在恒春

支厅管内番地 猪劳束 设立了番地第一所 日语传习所 , 这是番地教育的肇始。当时教授的科目

有修身、日语、习字、算术,教法是先用日语教授之后再用番语说明。由于 日语传习所 主要是向成

年人教授日语, 以培养翻译为目的,所以,在 1898年 7月, 总督府以敕令第 78号发布∋台湾公学校

令(, 除恒春及台东二厅外,废止了 日语传习所 , 改为公学校。公学校科目分为正、副两种,正科基

本上与 传习所 相同,副科则根据实际需要, 增加了一般农业农事相关的土质识别、农地的整理方

法、水田旱地的区别、蔬菜杂粮等的试种、水稻的栽培方法等等。# 番人公学校在 1923 年时有 28

所,在校生人数达 4731人。−

简易教育即是在番地组织番童教育所, 由所驻警察具体执行的特殊教育。早在 1902年 5月

时,蕃薯寮蛟仔只警察派出所收容当地的原住民儿童,对之进行简单的教育,这是台湾番童教育所

的发端。. 之后, 其经验在番地大力推广, 1908年总督府允许各番地驻在所制定具体的教育标准及

教育纲要。这样,各番地警察派出所驻扎的警察们,在从事番地管理的同时,必须负责召集管内番

童进行日语、礼仪、农耕、畜牧及简易的文字教育。这种教育有利于警察对原住民户口及其他情况

的掌握,同时也是驯服原住民的一种手段。警察教授番童掌握简单的日语会话、修身的礼仪、卫生、

实业、体育及简单算术等。在这些科目中礼仪与伦理最为重要, 教授的礼仪包括坐、立、注目、点头、

谨听、欠身等基本礼仪常识,还有让路、左避、随行、门户的开闭、日本和室的坐姿、他人食事的回避、

物品的授受等; 伦理教授忠、孝、顺、爱、信、辞让、公共心等。/ 这些学习都有助于 日本式生活及日

本文化 渗透与传播,目的是希望经受几十年的同化,以达到 使此二十万番人改造为纯然的大和民

族。在其自觉认同为天皇赤子, 进而令他们担负本岛的守备任务, 决心作赤诚日本臣民 。0到

1923年,番地有番童教育所 142处,学生人数 3469人。1

公学校及番童教育所是日本洗脑教育 番人番童 的基地。但从下表可知, 1931年番童教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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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174处, 公学校仅有 50所,而就学率却高达 60. 23%。这显示番地教育,实际上是主要通过警察

负责的教育所来进行的。而在警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番童中,后来就有一部分人进入总督府的番

地警政体系内, 成为与 番民 密切接触的 警手 。他们尽管自己在警政中的地位官阶低下,充当着

日本人警察的 杂役 ,但他们穿着警察的服装,领取政府的薪金,使用着日本的东西,过着纯日本式

的生活,在原住民当中充当着原住民向往的目标。他们自己也视自己为日本统治番地的代表,以身

作则,努力协助推行日本的各种同化政策。!

各厅州教育所、公学校及人口就学比率表( 1931年)

州厅别 教育所 公学校 合计 总人口 学龄者 就学者 就学率

台北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台东

花莲港

计

21

27

31

4

38

24

29

174

-

-

1

-

4

25

20

50

21

27

32

4

42

49

49

224

5874

12265

15234

1619

29767

11802

12136

88698

1020

2505

2320

27

5351

2097

2223

15786

878

1350

1493

131

2485

870

1142

8349

96. 80

62. 10

73. 72

84. 81

50. 64

48. 85

62. 44

60. 23

注:此表根据∋蕃地事情(第 82 页之∋教育机关数( 1931)(、∋厅州别就学率( 1931)(编制而成。

观光旅行是日本怀柔教化台湾原住民的另一种方法,分为岛外观光与岛内观光两种。初期以

岛外观光为主, 一般是去日本的大都市,主要参观一些神社、建筑与军事设施, 以起到威嚇性作用。

1930年雾社事件 ∀以前进行的日本观光,刻意安排各种军事设施与操练表演。例如在 1905年的首

次观光中,为展现日本人军事力量与炮火之巨,两次安排番人参观练兵场之炮火演习,并安排原住

民到炮兵工厂参观。另外,还让原住民藉由参观神社、公园、学校等, 亲眼目睹近代文明, 以除去蒙

昧思想。1915年第二期理番事业结束后, 由于番地基本趋于平静,同化原住民成为观光的主题,启

发性的观光成为主流,观光的主管机构也由番务本署警察本署转移到各州厅警务局。总督府要求

各警务局规划观光活动及日程,具体以实际生活相关事物为参观对象,并要求警察领队能向参加者

加以指导说明。# 在警察的监控下,后期的观光活动不仅局限于成年人,番童之 修学旅行 也规划

之中。另外,警务局理番课还设置电影巡放班,配给各州厅放映机,制作或购买与理番相关的影片,

派送到各地,进行巡回放映。

观光旅行等可以说对原住民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改变了他们对外界的认知,了解了统治

者母国日本的发达, 亲身感觉到彼此间的差距,开始出现了认同殖民统治的想法。

番地所在的各州厅还奖励原住民成立各种民间团体,由警察控制并对其进行社会教化。当时

的番地民间组织有头目势力者会、家长会、主妇会、青年会、壮丁团、同学会、学友会、父兄会、日语讲

习会、矫风会等。1924年,共有这类团体 527 个, 会员 25000多人。至 1930 年, 这类团体增至 865

个,会员高达 46002人。− 这类团体主要致力于日语的推广、水田耕种的指导、共同墓地的设定、房

屋的建造、劳动观点的养成、储蓄心的培养、卫生习惯的普及、群体居住的诱导等。下表为 1931年

时番地主要社会团体的概要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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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番地主要社会团体一览表

会名 会数 会员数 会名 会数 会员数

头目势力者会 78 890 青年会 150 6556

家长会 184 9738 同学会 64 2500

自治会 29 1133 父兄会 8 208

妇女会 94 5265 日语讲习会 83 3268

处女会 3 78 夜校 44 1405

注:此表来源于∋蕃地事情(, 第 86 页。

据上表分析,日本警察似乎更注重利用家长会、青年会、头目势力者会、妇女会、日语讲习会等

对原住民进行教化。警察通过家长会的活动,可以验知番童在学校学到的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再

将番童在学校或教育所学到的农耕畜牧知识,与在家长会、妇女会等讲授知识相结合,以促进整个

番人家族对日本文化的接纳, 引导其向农牧业发展。另外, 警察还利用这些社会团体普及日语。这

种普及最重要是的启发番人的德智和涵养番人的国民精神。通过下表可知, 到 1931年时, 台湾番

地日语普及率高达 43. 17% ,个别地区高达 57. 45%,足见警察监督指导下教育力量的强大。

各州厅日语普及状况表( 1931年)

州厅
普及人员

上 中 下 计
总人口 1931 普及率

台北

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

台东

花莲港

计

516

600

667

114

584

1653

2760

6894

1081

1087

1981

181

3223

7320

5130

20003

1379

2543

2973

292

4671

13091

8784

33733

2976

4230

5621

587

8478

22064

16674

60630

6097

12928

15234

1619

29767

41083

35720

142448

52. 76

30. 90

32. 02

34. 40

23. 60

57. 45

48. 05

43. 17

注:表中的 上 表示几乎与日本人一样, 能使用日语自由对话者; 中 指能使用简单日常用语的番人; 下 是

指知道二三十个常用语的番人。此表源于∋蕃地事情( ,第 86 页。

总督府还采取了 汉番隔离 的措施,禁止原住民使用汉语与汉服;禁止汉番儿童同在公学校读

书;禁止汉番通婚等。另一方面, 日本人警察携带眷属驻在番地派出所内, 夫妻共同协力, 言传身

教,向原住民怀柔示范日本式的生活方式、日本的文化礼仪等,展开空前的国家主义同化教育。!

日本人警察还时而传授外科治疗知识, 时而把自己使用的茶具及日常器具给予番人,并教会番人如

何使用。有时, 警察还亲自指导番人酿酒等。∀

第二是帮助授产。授产也是教化番人策略的重要一部分。早在 1902年 5月,日本警察在恒春

厅上番内狮头社的蔌桐脚溪设置了第一所 番人授产场 ,当时在蔌桐脚溪上游建堰 40间, 围成水

田 9000多坪,他们教授番人种植水稻, 又开垦了 1万多坪的土地,教授番人种植花生等。在得到番

民的认可后,开始劝诱番人移住到这些地区, 给与农具,赠送水牛等, 鼓励番人从事农耕, 同时还送

猪羊等家禽让其饲养。但番人对这种定居的农耕生活方式并不习惯, 纷纷回到旧番社。# 19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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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番地事务调查挂在其调查报告中两次提出: 要想使番民成为帝国臣民,必须使之认识到自己

所应当承担的作为臣民的义务,承认其耕种纳税的土地私有,保护其土地自由买卖交换, 这是重要

的行政手段,在施行绥抚教育的同时, 必须教授其农业生产方法。 !此后,日本人便在番人及番童

教育所内增设了授产方面的课程, 并在各征服地开始授产活动。佐久间的 五年理蕃计划 完成后,

总督府将番地政策由镇压开始转向绥抚引导,恩威并施,将大量多余的警察转向抚育授产事业。

番地水田稻作及家畜饲养历年统计表( 1921- 1940)

年 别 水 稻 面 积 收 获 额 家 畜 数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250(甲)

448

742

790

886

1038

1123

1442

1489

1822

2045

2225

2437

2655

2856

3008

3192

3348

3744

3918

2894(石)

3617

5097

6212

7617

9262

10644

13716

14210

17036

19189

21367

23357

24792

25369

27219

29716

34079

34737

32868

(只)

36695

37929

38384

38686

40998

42277

43330

43561

44947

46201

45486

49386

47454

48126

46315

47347

44439

39443

39138

* 此表源于周宪文编:∋台湾经济史(, 第 965 页。

由于原住民散居游牧,儿童教育、授产指导等都难以全面管理,为此,日本人择选适宜于农业耕

种、驯养牲畜及适合居住地,并在警察驻在所附近选地建房,让原住民移住,这样即实现了原住民的

定居,也间接培养了原住民对房屋等制材的熟悉,还培养了建筑技术者。同时, 各州厅在山地的枢

要之地,根据实际需要开设诸如水田指导所、养蚕指导所、教育所实习园、甘蔗指导园、凤梨指导园、

桔柑指导园、竹林指导园、果树指导园、桐树指导园、苧麻指导园、蓪草指导园、桑树指导园、堆肥及

养猪指导所、牧场指导所、家兔指导所、制桶指导所、冶炼指导所、工艺指导所、机械指导所、产业指

导所、瓜豆指导所、椎茸指导所等各种授产机关。∀

在警察的强制下,台湾原住民开始放弃以前的游牧生活,认可定居的农耕生活,开垦土地的面

积逐年增加。据上表可见,番地仅水稻面积在 20 年间,就由原来的 250 甲增加到 3918甲。同时,

畜牧与种植业亦有长足进步。随着台湾原住民地区的开发, 总督府又利用警察力量向原住民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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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租税,从下表可知,台湾番地税收也随着番地的开发逐年增加, 1931年时就高达 13318635日

元。番地成为日本殖民者的一个富源。

公课租税( 1923- 1931,单位:日元)

年次 地租 附加税 水租 农会负担
土地整

理费
户税

公学校

负担
营业税 杂种税 其它 总计

1923 5829410 2187198 671757 716154 98992 324309 - 2534 890 3249 9834593

1924 5664600 2203645 677451 666569 88647 247267 660 1362 203024 9033 9762258

1925 5724329 2079545 305843 749175 78541 275820 660 9004 741233 - 9964150

1926 5463762 2151447 828341 930657 82893 323333 660 6186 1086695 7485 10881459

1927 5544055 2454339 833759 980239 87385 426607 - 7336 927350 220998 11482068

1928 5158200 2322500 1116400 518100 167700 409800 - 11200 2043800 7497 11539500

1929 5148369 2903051 860586 499710 87346 561628 - 16332 1295231 928653 12300803

1930 5659020 2752370 1112186 6222605 161980 561535 - 12074 1222676 259186 12363626

1931 5932718 2898110 1143065 793196 162228 477410 - 17996 1309582 584330 13318635

* 此表源于∋蕃地事情( ,第 107 页。

综上所述, 日本人实施的 理番 政策,主要是借助警察系统, 采用怀柔、抚绥、镇压、抚育、同化

等手段完成的。台湾的 番地 行政,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 警察政治 。总督府借助警察系统,封锁

了一般人民在 番地 的任何所有权或占有权( 1900年律令第 7号) ,限制一般人民对于 番人 的通

商行为( 1917年府令第 34号)。因此, 番地 成为 特殊行政区域 。根据 1927年发布的∋番地取
缔规则(, 普通人不能进入 番地 , 番地 完全由警察控制。 番地 警察不但有警察权,同时还负责

教育、授产、卫生及抚慰等诸般事务。 他们即是警察,同时又是教师、医生, 且为生产技术指导者、

主持诸般世事的家长 。! 他们可以随意裁量与运用 番地 的所有法律,成为 番地 真正的家长。

就台湾社会而言,由日本警察主持的 理番 政策,使山地与平地趋于基本安定,为台湾山地资

源的开发利用创造了条件,同时 番人 的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应当承认,在日本占领台湾

前,台湾原住民的生活,无论从文化还是经济上, 几乎都处于原始状态。在日本统治的 50年间,台

湾 番地 的文化及经济都有一定程度的进步。就 番地 儿童的平均入学率看, 到 1941年底已达到

86. 35%; 日语的普及率也很高, 到 1942 年底, 可日常应用日语的成年人, 男子达 54%, 女子达

43%。∀ 虽然这种日语教育,是日本殖民统治的一种方法, 但其间接促进了教育的普及, 使原住民

文化思想有了很大提高。从经济层面看,原住民过去都是以打猎或轮耕为生,基本处于 自给自足 

的原始状态。1915年总督府在 理番 五年计划完成后,即着手推行 定置式农耕 ,即以水稻耕作
为主,同时奖励原住民进行家畜家禽饲养。原住民渐渐体验到 近代农业生产 方式给生活带来的

变化,经济方式也由 原始经济 向 近代经济 迈进。所以, 日本警察在台湾番地的前 20年,是征服

番地的讨伐者, 而后 30年,则扮演着番地文明进程的监督者及原生态文化野蛮破坏者的双重身份。

(作者李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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