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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初期的山區管制與遷村

臺灣從過去到現在，曾發生過無數

次的遷村，而近年來的遷村原因主要為

地震、颱風、土石流等自然環境變化的

影響。在「寶島曼波」這部電影裡，紀

錄南投縣中寮鄉清水村在921地震後的

遷村過程，顯示山地開發與經濟發展之

間的平衡不易。但是您知道在光復初期

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就有關於進入山區的

限制與遷村的措施嗎？就讓我們從檔案

裡，看看昔日限制進入山區的規定及原

住民遷移的過程吧！ 
 

圖片來源：http://lihowlin.
 wordpress.com/

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研究員 馬有成

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府，對於山區原住民的統治，一方面以警察行政控

管社會，另方面採承認原住民傳統社會政治組織的折衷方式，而在經濟上，

則採取管制方式保護原住民生活。臺灣光復後，政府對於山區原住民的政策

延續日治時期的模式，同樣以管制措施來保護原住民的生活，並廢止日治時

期的頭目制，改編為山地鄉村；民國（以下同）35年，臺灣行政長官公署

（以下簡稱長官公署）將山地警務以外之業務，劃歸至民政處，結束警察專

管山地的政策。

 
長官公署對於進入山區管制方面，鑒於山區資源豐富，為保護山區環境

暨原住民生計，光復初期由民政處制訂管理人民入山相關措施，而各縣市政

府據此對於轄內平地民眾進入山區有所管制，並制訂相關管制辦法，平地民

眾除公務外，若欲進入山區，需填報相關文件經申請核准後才得入山（檔案

影像1-1、1-2、1-3、1-4、1-5、1-6）。

 
雖然各縣市政府對於平地民眾進入山區有所管制，然部分地區仍有濫發

入山許可之情事，致使平地民眾進入山區採礦及從事商業行為，甚者在山區

兜售刀械，影響治安及原住民生活，故各縣市政府為此做出部分處置作為。

譬如新竹縣政府即向長官公署民政處呈報，要求查究角板鄉濫發入山證明，

致使平地民眾入山從事買賣行為、兜售刀具並欺瞞原住民情事（檔案影像

2）；而臺中縣政府則針對民眾入山採取砂金，影響該區原住民生計，原欲

規定入山採金民眾以三個月為限，並繳交300元手續費，作為補助原住民經

 

中央銀行檔案入庫囉！

該批檔案產生於民國31年
至38年，內容為央行法

令、貸款借款事宜、組織規

程、中央造幣廠業務案、法

幣、東北流通券印製發行、

關金券印製發行、外匯業

務、發行準備、國庫政務支

出案、國庫軍務支出案、敵

偽產業處理結束案、美援事

宜、金圓券印製發行、綏靖

區發行銀輔幣、國際貨幣基

金、物價問題、大陸時期債

券等，共計495卷，歡迎多

加利用！國家檔案典藏新

訊  國家檔案現有館藏介紹

國立成功大學檔案即將移

轉！

國立成功大學管有戒嚴時期

涉政治偵防及不當審判案件

檔案，計約15卷，主要內

容為防範匪諜連保切結案

情，預定99.12.15前移轉

本局。本局檔案移轉資訊

行政院研考會朱主任委員

景鵬蒞臨電子檔案管理技

術研討會

本局於 99.10.2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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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然長官公署民政處表示收取手續費於法不合（檔案影像3-1、3-2）。從

各地方政府對於山區的管制，可看出長官公署為保障原住民生計的努力，重

視平地民眾進入山區後，對原住民生計的可能威脅與影響。

 
在歷史發展中，人類為因應政治、經濟、文化或自然環境改變等因素，

為求生存而以個別或集體方式離開原居地，移往另一個居住地，這樣的遷徙

可泛稱為「遷村」。然遷村並不只發生於現代而已，臺灣於清領時期便出現

過多次遷村的情形。當時聚落在遭遇天然災害後，致使原居地被破壞無法居

住，即出現集體性的遷居，譬如臺南縣西港鄉便曾因曾文溪氾濫而導致聚落

遷往他處。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為開發東部地區，亦以官營或私營模式，招攬日本

國內農民來臺移民，屬於政策性移民遷村；譬如花蓮縣的吉野、壽豐、瑞

穗、鹿野、池上等地，皆有過去日本移民所留下的足跡，而這些移民村的土

地，光復後多被日產處理委員會收歸為國有土地，將其接收並清查，以利政

府後續使用。長官公署為使光復後臺灣農業能夠迅速恢復，便以這些國有土

地為基礎，設立示範農場藉以推展農業。

 
長官公署基於照顧原住民的理念，欲將花蓮縣內原住民遷往平地居住，

故農林處即規劃花蓮地區原住民部落遷往位於吉野鄉的示範農場，由接收之

移民村土地劃歸原住民耕作；花蓮縣政府為此特制訂相關實施辦法，第一期

預計遷移位於秀林鄉銅門村及富世村的部落，共計136戶、718人，所需土

地為210甲，屋舍則以收回現耕地農戶住宅為主，不足之處則報請長官公署

民政處撥款補助興建（檔案影像4-1、4-2）。

 
此次原住民遷村計畫影響原居住地民眾的權益，政府預計收回劃歸原住

民耕種之土地，原有南華、永興、太昌等村300多戶耕作，若全數收回將造

成原有民眾生活無依，為此民眾陳情要求政府收回成命（檔案影像5-1、5-
2）；經花蓮示範農場籌備處與吉野鄉各村長代表召開座談會後，決定由南

華、大昌兩村各劃出50甲土地，提供給原住民遷居耕作之用（檔案影像

6）。

 
光復初期管制山地及協助原住民遷村，為長官公署保障原住民生活之

舉，屬於政策性的遷村。但在921地震後的遷村，主要為自然環境改變下的

遷村，遷村過程較為複雜。然遷村多發生於山地，而山地的保護與開發，讓

環保議題與經濟發展處於互為角力的狀態。政府在照顧民眾生活又不影響自

然環境，維持兩者平衡，在檔案和電影皆可看見政府的努力。檔案裡我們看

到了昔日長官公署對於山地的管制與民眾生計的重視，也看到了遷村時如何

兼顧移入者及原居民眾的權益。至於「寶島曼波」這部電影所紀錄的中寮鄉

清水村遷村過程，讓我們看到當今遷村時的複雜性。不同時期的遷村過程，

透過不同的記述載體，同樣地描繪臺灣土地的脈動。今昔對照，可以省思管

制山地與遷村政策，讓磅礡的雨水與土石，不再沖刷與傷害臺灣的土地！

參考資料：
  

1. 《臺灣行政長官公署三月來工作概要》（民34年10月25日至35年1月
24日）。臺北市：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民35。

2. 黃玉齋主編，《臺灣年鑑》。臺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民90。

3. 劉淑惠、張人傑合著，《臺灣全志‧卷四：政治志，行政篇》。南投市：

臺灣文獻館，民96。

 

檔案影像1-1
 檔號：0035/144/23/1/002

 案由：「為擬定臺中縣管制平地人民 
         入山暫行辦法施行細則請予備 
 

假中華經濟研究院舉辦

「99年度電子檔案管理技

術研討會」，行政院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朱主任委員景

鵬蒞臨開幕式致詞。本研討

會計有423人次參加。

 
有朋自遠方來

新加坡國家檔案館畢館長觀

華(右3)、加拿大英屬哥倫

比亞大學教授謝麗(右2)及
朝陽科技大學李教授富民

(左1)等人於99.10.21-
 22蒞局參訪及進行專題演

講，並與本局局長陳旭琳

（左3）、張副局長聰明

(左2)、林副局長秋燕(右
1)合影。

 
本局舉辦行政院組織調整

檔案移交作業說明會

行政院組織調整檔案移交作

業第2次說明會99.11.24
於本局3樓簡報室舉辦，就

檔案移交作業輔導及機關檔

案移交作業管考系統操作等

事項進行說明，參加對象為

行政院及其所屬機關檔案管

理人員。

 
轉寄 ACROSS影片，抽
iPhone4活動，倒數計時
中！

只要您將檔案資源整合查詢

平台ACROSS影片轉寄給

好友，就有機會抽中最夯的

iPhone4 ！ 活 動 只 到

99.11.25中午12時止，趕

快把握機會喔！

 

火警119
119火警台怎麼來的？其實它

是歷經幾十年的演進，才做到

今天「無遠弗屆」的地步。最

早的火警台是「09」、盜警台

是「00」，並且不是隨處可

見。直至1959年12月1日，電

信 局 才 通 令 更 改 為 119 、

110 。 本 文 將 把 檔 案 中 的

119，報乎你知。…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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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由」 
 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1-2
 檔號：0035/144/23/1/002

 案由：「為擬定臺中縣管制平地人民 
         入山暫行辦法施行細則請予備 
         查由」 

 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1-3
 檔號：0035/144/23/1/007

 案由：「電送入山管制修正辦法等件 
         請察查由」 

 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1-4
 檔號：0035/144/23/1/007

 案由：「電送入山管制修正辦法等件 
         請察查由」 

 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1-5
 檔號：0035/144/23/1/007

 案由：「電送入山管制修正辦法等件 
         請察查由」 

 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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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影像1-6
 檔號：0035/144/23/1/007

 案由：「電送入山管制修正辦法等件 
         請察查由」 

 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2
 檔號：0035/144/23/1/005

 案由：「電查限制商人入山私相買賣 
         破壞合作社等情希查究具報 

         由」 
 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3-1
 檔號：0035/144/23/1/004

 案由：「平地人民入山採取砂金應納 
         手續費以資限制請鑒核示遵 

         由」 
 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3-2
 檔號：0035/144/23/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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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據電請收取平地人民入山採 
         金礦手續費電覆知照由」 

 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4-1
 檔號：0036/144/26/1/006

 案由：「電復本縣高山族遷移吉野移 
         民村辦法請察核由」 

 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4-2
 檔號：0036/144/26/1/006

 案由：「電復本縣高山族遷移吉野移 
         民村辦法請察核由」 

 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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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0036/144/26/1/001
 案由：「據該場各村請願代表呈及該 

         員簽呈等情電示辦理由」 
 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5-2
 檔號：0036/144/26/1/001

 案由：「據該場各村請願代表呈及該 
         員簽呈等情電示辦理由」 

 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檔案影像6
 檔號：0036/144/26/1/004

 案由：「遵令劃地辦理山地同胞遷入 
         耕作一案復核示由」 

 來源機關：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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