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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山區的道路？

 「道路」是溝通兩地的直接橋樑，不論對哪一個
民族而言，都是擔負著民生經濟、文化交流、姻
親關係、族群遷徙等重要活動的媒介。昔日南投
山區原住民生活在中央山脈的中、南部，為了貿
易、聯絡、姻親與遷徙等因素而走衍生了這些路
徑，除了部落間的社路外，也須要對外聯絡，以
獲得生活物資。

 山區道路的研究--楊南郡/吳永華/李瑞宗/林一
宏/伍元和/廖英杰/鄭安睎

 原住民道路/隘線與道路的差異在哪？

 何是歷史步道？

 臨時性與永久性之差別？互換機制？



目前清代台灣山區僅存的古道

 (一)蘇花古道

 (二)水沙連古道

 (三)集集、水尾古道

 (四)八通關古道

 (五)安通越嶺古道

 (六)南路崑崙凹古道

 (七)南路三條崙古道

 (八)南路射寮卑南古道

 (九)南路楓港卑南古道

 (十)南路恆春卑南古道



一、清代「開山撫番」道路

 沈葆楨兵分3路，北路由提督羅大春負責，率兵
13營，自葛瑪蘭蘇澳開自奇萊，凡205華里。中
路由南澳鎮總兵吳光亮負責，以兩營兵力，自彰
化林圯埔(今南投縣竹山鎮)，開抵臺東璞石閣
(今花蓮縣玉里鎮)，凡265華里。南路由海防同
知袁聞柝負責，共3營兵，兵分2路，他本人親自
率兵從鳳山縣赤山開路自臺東卑南，凡175華里，
另一路派總兵張其光自鳳山縣射寮開來，會於卑
南，總214華里，由此長途跋涉的深入進展，奠
定開發後山基礎。

 平路以橫寬一丈為準、山溪以六尺為率



－清代蘇花古道

－日治時期臨海道



清水沙連古道

 古道通過土地公鞍嶺(嶺上鞍部有土地公廟)，
又被稱為「土地公鞍嶺古道」。清代即曾經出
現在文獻上，長久以來為漢人進入頭社盆地、
水社、埔里盆地的重要路線，也是溝通現今魚
池與水里的重要道路，水沙連古道也是唯一與
邵族有直接關係的古道，日治時期來臨之後，
也被視為是一條重要的隘線，當年曾經設有隘
寮。日治時期被公路所取代。南以水里鄉作為
起點，北迄於埔里。



水沙連古道（1）



水沙連古道（2）



清集集水尾道路清代關門古道
 (又稱為「集集、水尾道路」)，西起於
南投縣集集鎮，東到花蓮瑞穗鄉富源村，
修築於光緒12年(1886)，完工於光緒13
年(1887)，全長約105公里，是清代所開
鑿最後一條「開山撫番」道路，也次僅
次於「蘇花北路」、「八通關中路」、
「南路」此3條以外。清末最重要、且穿
越中央山脈的一條古道，而且是最有機
會修復成原住民歷史道路，進而提供原
住民作為返鄉尋根之用。



關門古道（1）



關門古道（2）



關門古道（3）



清八通關古道

 八通關古道的開闢，是清廷對台灣的
經營，由消極抵制轉為積極開發的重
要里程碑。

 同治13 年11 月15 日，沈葆楨奏請移
駐巡撫摺，即力言開山撫番之重要性
，於〈請移駐巡撫摺〉中奏請「開山
撫番」。



清安通越嶺古道

 光緒元年，光緒元年(西元1875)吳光亮打通連
接東西的八通關古道，並在玉里設置營汛，並
在當地設立協天宮，祀奉關聖帝君以安軍心。
安通古道跨越海岸山 脈東西兩側，橫跨台東與
花蓮，日治時期起於玉里至城山，如今山脈以
西開設步道後，起於安通登山口，至台東縣長
濱鄉南竹湖部落，早期稱作「安通越」。



安通越嶺（1）



安通越嶺（2）



崑崙凹古道(赤山‧卑南道)

 台灣東部第一條人工修築的聯外道路。

 路程：

赤山→雙溪口→內社→崑崙坳→大石巖→諸也葛→
干仔崙→大貓裏→知本→卑南，總計163里。



赤山‧卑南道

1. 攔截日軍穿山越嶺深入山地或後山勾結原住民
。

2. 全線工程簡陋，大致以原住民既有的山徑為路
基。

(略施土工，割除路側雜樹，遇溪不架橋，逢山不
鑿路)

 荒廢原因：

總兵張其光所部粵軍，在光緒元年(1875)六、七月
間，抽調部分填紮發生「獅頭社之變」的莿桐腳一
帶，使得赤山‧卑南道因守軍離去而荒廢。





三條崙‧卑南道

 修築時間多半採胡傳的說法，但可確定的是從光
緒十一年間修成三條崙‧卑南道後，該路成為東
西兩岸交通的唯一孔道。

 路程：

三條崙→歸化門→六儀(力里)社→大樹前→大樹林
→出水坡→溪底→巴塱衛→大得吉→干仔崙→大麻
里→知本社→卑南。計172里。



三條崙‧卑南道(浸水營)

1. 寬度大約在五、六尺至一丈間，乾季可騎馬通
過。

2. 一度為牛販從東部往西部的道路，但光緒十年
閏四月，地方官員嚴禁耕牛販賣西部

3. 仍須有屯兵(南路屯兵、卑南屯兵、海防屯兵)
的護衛下，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浸水營古道（1）



浸水營古道（2）



浸水營古道（3）



浸水營古道（4）



 日治時期的浸水營古道日治時期的浸水營古道前
身為清代所修的南路之一；日治初以降，因為道
路海拔較低以及距離較短等因素，被官方作為東
、西部間的郵遞道路，明治41年(1908)2月，官
方曾經修築枋寮經浸水營到卑南的道路。後增設
兩個駐在所阿緱廳下的「大樹林 駐在所」，以
及臺東廳下的「古里巴保諾」兩處。往後的浸水
營古道有多次的補修，在日治時期一直是官方電
信的重要道路。



射寮‧卑南道

 光緒元年的六、七月間，直到光緒二年雨水過多
，使得道路遭到沖毀。(東西兩面同時動工，並
在中央山脈會合)

 路程：

射寮→紅泥嘴→立里社→南崑崙→古阿崙→春望巖
→大鳥萬→溪口→大貓裏→卑南。計174里。



楓港‧卑南道

1. 開通道路所費時日極短。

2. 清末南路路線使用壽命最短的道路。

(「獅頭社之變」： 同治13年日軍征剿牡丹社，上
十八社和楓港居民曾在日軍進犯牡丹社時，欲予以
協助或是勾結日軍的傳言。此道路為當時圍剿上十
八社的路線之一，這一場涉及楓港以北和士文溪以
南之莿桐腳溪流域內所有原住民村社的戰火)

3. 因應戰爭需求，將原是自然步道的南勢湖到莿桐
腳一段，開闢成「寬有三十餘丈，直三千餘丈」的
道路。



射寮‧卑南道
1.「獅頭社之變」後，總兵朱名登、副將王福祿等
留紮刺桐腳，千總郭占鼇留紮南勢湖外，調蘭軍兩
營填紮瑯嶠。

2.南路東西岸交通的唯一通道。

3.「率芒社之變」(光緒三年二、三月間)：分布於
率芒溪(士文溪)流域的排灣族發生「殺人滋事，復
抗官殺兵」的事件，再度引起大軍征伐。社寮‧卑
南道終告廢棄，由另一條說是新路，但已是舊路的
恆春‧卑南道所取代。



楓港‧卑南道

 時間：大致於同治13年(1874)十一、十二月間。

 路程：

楓港→射不力→圓山下→雙溪口→武吉山→大雲頂
→英華嶺→魯木鹿山→阿郎壹溪→巴郎衛→大鳥萬
→干仔闢→干仔崙→大貓裏→知本→卑南寶溪。總
188里。



恆春‧卑南道

 路程：恆春城東門→射麻里→萬里得→八窯灣→
牡丹灣→阿郎壹溪→卑南。計213里。

(約在光緒三年二月間，周有基奉命開通八瑤灣到阿
郎壹(安朔)溪一段，接上前開楓港‧卑南道、社寮
‧卑南道和赤山‧卑南道出東海岸後所使用的沙灘
線路。)





二、日治時期隘勇線與防蕃工程

明治35年(1902)7月，因發生「南庄事

件」，當時「隘勇線」主管機關改為警

察本署，為了防備原住民及擴張製腦地，

「隘勇線」制度是一項積極且有效的政

策，是年年底開始取消補助隘勇制度，

並將隘勇全部改為官派，以便統一調度。



何謂「隘勇線前進」呢？

所謂「隘勇線前進」，就是因為開發利源
及壓迫兇蕃之必要，所以從現在舊線向前
推進，佔領新的地勢優良之處，而設置新
線路的意思。由於此新線之設置而使被包
容的地區成為安全的地區，不僅得以開發
拓墾、伐木、採腦等利源，而且新線更可
作為壓制其前面蕃社之工具。



隘勇線等級

 一等：每二里監督所一所，每一里分遣
所 六所、隘藔十二所。

 二等：每二里監督所一所，每一里分遣
所 四所、隘藔八所。

 三等：不設置隘藔，每二里至四里監督
所 一所，分遣所每一里四所。



前進部隊編成

隘勇線推進時，需組織前進隊，前進隊的編
成，由該地區的廳長擬定計劃部署，經由總
督許可後實施之，蕃務本署創設後，廳長擔
任前進隊長，警務課長任副隊長。

佐久間總督上臺後，將管理層級提高至總督。



隘勇線重要工程

「隘勇線前進」時，除須草擬前進計畫
書與組織前進部隊外，針對相關隘勇
線施設工程，亦有詳細的規範，主設
施與副防禦設施。包括：隘勇線、寮
舍(監督所、分遣所、隘寮等)、鐵絲
網、隘路、地雷等。



道路工程

 道路的區別：在地面上堆積土，設置道
路，即是「凸道」，挖掘地面下，設置
道路即為「凹道」，在山腹設置即為
「山腹道」。

 路幅：道路的路幅視路況種類不一定，
可單獨一人通行者三尺，車輛通過者需
要七尺。



鐵絲網工程

鐵絲網為一列或數列的木柱，在上面
纏繞網型鐵線，作為障礙物，又在鐵
線上通過高壓電流形成障礙。有兩種，
一種是有電流通過、另一種則沒有電
氣通過，單稱鐵絲網。



通電鐵絲網樣圖



臺北隘勇線推進



桃園隘勇線推進



新竹隘勇線推進



苗栗隘勇線推進



臺中隘勇線推進



南投隘勇線推進



宜蘭隘勇線推進



花蓮隘勇
線推進



臺東隘勇線推進



高雄隘勇線推進



舊照片

 霧關隘勇監督分遣所警戒亭  蜈蚣崙隘勇監督分遣所



北勢溪、大芬林隘勇線(1900-1901)

 隘路  隘勇監督分遣所



獅子頭山、平廣坑隘勇線(1903)

 獅子頭隘勇監督所
 隘路



臺北、桃園橫貫隘勇線(1904)

 隘路  插天隘勇監督所



溪洲山隘勇線(1903)

 隘勇監督分遣所
 隘勇線望石門水庫水
壩



gaugan隘勇線(1910)

 分遣所遺址
 Takasan監督所遺址



鐺把山隘勇線(1904)

 隘勇監督分遣所  鐺把山望關西



彩和山隘勇線(1906)

 彩和山隘路  分遣所遺址



鵝公髻、鹿場隘勇線(1908)

 大窩分遣所  稜線望鹿場與加里山



帽盒山隘勇線(1909)
 帽盒山頂的刻字

 帽盒山頂的隘寮



內灣、上坪隘勇線(內橫屏山隘勇
線) (1909)

 內橫屏山稜線  內橫屏監督所遺址



マイバライ隘勇線(油羅山隘勇
線)(1910)

 隘勇線上的礙子與酒瓶



李崠山隘勇線(1911)

 大岡分遣所  李崠山頂



霞喀羅隘勇線(1917)

 分遣所



馬那邦隘勇線(1902)

 隘路
 監督分遣所



洗水山隘勇線(1907)

 隘路
 洗水山監督所



阿冷山隘勇線推進

 中川山隘勇監督分遣
所



臺中南投廳連絡線與黑田山隘勇
線(1903)

 黑田山頂  隘勇線望和平鄉



阿冷山隘勇線推進(1903)

 阿冷山隘勇監督所遺址  阿冷山隘勇監督所遺址
上的酒瓶與破瓷片



眉原、霧社隘勇線推進(1906)

 眉冷山的隘路



眉原、霧社隘勇線推進(1906)

 獅仔頭隘勇監督分遣所



萬大隘勇線推進(1907)

 拔仔蘭隘勇監督所



萬大隘勇線推進(1907)

 埋石山附近的隘勇監督
分遣所與隘路



拔仔蘭隘勇線推進

 對萬山砲陣地  對萬山現景



三、日治時期修築之「理蕃道路」

修築理蕃道路之好處

一、對蕃人之壓制上，極為有利。

二、確定警察機關之配置。

三、當有事件發生時，可作最靈活的處置。

四、與蕃人接觸密切，感化效果顯著。

五、物質之供給，搬運便利。

六、增進蕃人之農耕能力及其他經濟生活之改善。

七、從事蕃地內各種事業之必要措施。

八、通信上的利益。

另加下列三點

九、便利蕃地內各種調查事項的進行，

十、奠定開發東部的基礎，

十一、對蕃人心態上的影響



巴福越嶺古道與聚落

 巴福越嶺古道修築於大正11年(1922)，完工於大
正12年(1923)，全長約33公里，為日治時期所修
築的理蕃道路之一，此道路最大的特點是幾乎呈
現「南北向」的道路系統，絕大多數的理蕃道路
多為東西向，此古道是6條南北向道路之一。巴福
越嶺古道與東西向的理蕃道路，相互形成經緯，
交織成網狀交通網，在日治時期的山區交通史上
扮演著相當重要角色，古道起點為今日桃園縣境
內的巴稜，終點為新北市烏來區福山里，是聯絡

二地的交通要道之一。



巴福越嶺（1）



巴福越嶺（2）



哈盆越嶺古道
 「哈盆、中嶺越嶺道路」前身為明治38年(1905)所

修築的「深坑至宜蘭橫貫隘勇線」的隘路，隘路的
路幅不寬，也會隨著地形高低起伏，不甚好走。昭
和6年(1931)，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為集團移住「卡
奧灣群」的塔卡散社與高義蘭社原住民，7月28日
從林望眼(今福山村)開始，開鑿道路延長到施列克
，總共延長3里1町(約11.9公里)，並修築了3座鐵
線橋，同年12月30完工。西起新北市烏來區福山里
、東迄宜蘭縣大同鄉崙埤村。



哈盆越嶺（1）



哈盆越嶺（2）





北坑溪古道

• 北坑溪古道修築於大正12年(1923)，完工於大正14
年(1925)年，全長約74公里，為日治時期所修築的
理蕃道路之一，此道路位於今日新竹五峰鄉與苗栗
縣泰安鄉的後山地帶，最大特點是呈現「南北向」
的道路系統，在日治時期的山區交通史上扮演著相
當重要角色。北起田村臺(今新竹縣五峰鄉轄內)，
南抵二本松(今苗栗縣梅園村轄內)



北坑溪古道（1）



北坑溪古道（2）



日霞客羅古道

 「霞喀羅古道」又稱為「石鹿古道」，兩端的起點
分別為井上(今新竹縣五峰鄉清泉)與控溪(今尖石鄉
秀鑾村)，大正九年 (1920)11月中旬時，鑒於當時
舊新竹州管內的蕃地輸送道路只有一條，此舊輸送
線也就是「霞喀羅隘勇線」，因此計畫從上坪起至
謝家囉奧臘奧分遣所，新 開鑿理蕃道路 ，對於霞
喀羅群也有壓制與監視的必要。 道路於大正十一年
(1922)6月底，接獲台灣總督府批准施工，大正十一
年(1922)3月底完工 。



霞客羅古道（1）



霞客羅古道（2）



霞客羅古道（3）



霞客羅古道（4－4）



日卑亞南道路

 卑亞南古道修築於大正7年(1918)，完工於大正10
年(1921)，從今日大同鄉濁水至南投縣仁愛鄉霧社。
全長約120公里，為日治時期所修築的理蕃道路之
一，此道路最大的特點是幾乎呈現「南北向」的道
路系統，絕大多數的理蕃道路多為東西向，此古道
是6條南北向道路之一。卑亞南古道通過泰雅族區
域，與東西向的理蕃道路相互形成經緯，交織成網
狀交通網，在日治時期的山區交通史上扮演著相當
重要角色。戰後被中部橫貫公路宜蘭支線所取代。



卑亞南古道（1）



卑亞南古道（2）



卑亞南古道（3）



卑亞南古道（4－4）



日合歡越嶺道路

 日治時期，合歡越嶺道路前身為大正3年(1914)由
臺灣總督府總督左馬間佐馬太所主導的「太魯閣
討閥戰」，當時曾經修築部分道路，後來部分路
段變成合歡越嶺道路，昭和8年(1933)6月22日，
當年在花蓮街長宮崎花的主持下，「合歡越嶺道
路」正式開工，昭和9年(1934)1月底完工，後來
變成採金道路，在原住民歷史發展上有重要的轉
折地位。戰後被中部橫貫公路主線與霧社支線所
取代。



合歡越嶺（1）



合歡越嶺（2）



合歡越嶺（3）



合歡越嶺（4）



日能高越嶺道路

 大正6年(1917)，日人為謀求「蕃地」長治久安，
其以改善交通來控制「蕃地」而開鑿能高道東段
為「理蕃」道路，計長約44公里，當時日人對此
一道路的開路工程不惜耗費鉅資，動員五萬八千
餘人力，於大正七年(1918年6月30日)完工，日
人稱為能高橫斷道路。



能高越嶺（1）



能高越嶺（2）



能高越嶺（3）



能高越嶺（4）



能高越嶺（5－5）



日八通關古道

 日治八通關越嶺道路 日治時期的「八通關越嶺道
路」修築於大正8年(1919)，完工於1920年。大正
11年(1922)3月，由於東埔往楠仔腳萬社的道路，
有多處斷崖，因此改修部分道路，總經費預計
82,000日圓。 事實上與清代所築的「八通關古道」
是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央山脈以東的部分，
從花蓮玉里開始，清代所築的道路在拉庫拉庫溪
的北岸，日治時期所築的道路在 溪的南岸，兩條
道路交會在大水窟山屋附近；中央山脈以西的部
分，清代與日治時代的兩條道路，互相交叉數次，
最後抵達南投縣信義鄉東埔村。



八通關古道（1）



八通關古道（2）



八通關古道（3）



八通關古道（4）



八通關古道（5）



八通關古道（6）







多謝您的聆聽

請不吝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