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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治中後期的登山踏查已從殖民探險的學術調查轉為登山健體的學術踏旅方

式。鹿野忠雄的《山、雲與蕃人》台灣高山紀行文本，在日治時期的高山學術調

查意義具有殖民歷史脈絡的代表性地位，以及其書寫上模式有其獨特性。本論文

將以此書為文本，從角色擺盪、情感召喚、原住民書寫三個面向，探討日治中後

期鹿野忠雄的台灣山林書寫特色與殖民意識擺盪。 
第一部分從日治時期的殖民政策與登山活動之間的關係切入，討論鹿野忠雄

在既為「山林愛好者」又是「殖民協力者」的雙重角色下，書寫觀點產生擺盪的

現象。第二部分以鳥居龍藏與森丑之助的登山踏查書寫模式為對照，探討鹿野忠

雄於日治中後期登山踏查時，受到「自然」與「自我」情感的雙重召喚，在學術

脈絡裡的意義與書寫模式上的轉折。第三部分討論鹿野忠雄以登山活動、愛好自

然、學術踏查三種觀看視角，採取複雜多元的模式書寫台灣高山原住民。並以 1931
年高校、大學時期的紀行篇章對比 1941 年《山、雲與蕃人》出版前的補述文本，

探討鹿野忠雄在愛好台灣自然山林與帝國殖民下的學術調查之間的立場轉變，而

對殖民的理蕃政策前後存在不同的觀點。 
三個不同面向的探討，讓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一書的閱讀與討論，除

了讚嘆其文學之美與學術研究的貢獻以外，還可以進一步探究殖民統治對文本生

產的影響及隱含於文本背後的殖民意識，並深入瞭解文本內容複雜多元的特質，

豐富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文學之閱讀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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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ay of mountaineering fieldwork in Taiwan changed from academic 

investigation to leisure-time hiki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Due 

to the author’s unique writing style, Kano Tadao’s With Mountains, Cloud and 

Aborigines is meaningful for both academic investigation of mountains and 

understanding of Japanese colonial history. By examining Kano’s writing of mountains 

of colonial Taiwan, this thesis inquires his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and unstable colonial 

consciousness in his cooperation.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 of Kano’s 

unstable colonial roles, affective calling and writing of aborigines. 

The first part of the essay i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onial policy and 

mountain climbing. Tadao Kano’s double identities are mountain admirer and colonial 

cooperator. The second part of it is about the affective calling between “nature” and 

“self” when Tadao Kano does his fieldwork in the mountains. The last part of it is 

about the depiction of aborigines through the views of mountain climbing, nature 

admiring and academic investigation. 

With the three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s, Tadao Kano’s mountain writing consists 

of literary and academic contribution and the colonial consciousness behind it. The 

content of the book reveals and enriches the varieties of Taiwan literatur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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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從小熱愛爬山的我，對於高山的神祕召喚總是難以抗拒。爬山不僅可以健身、

訓練個人的意志力，更可以開闊心胸、淨化心靈。現代休閒旅遊活動中，登山活

動儼然已成為一門可以深入研究與學習的專業知識，不斷有山野愛好者趨之若鶩

地投入大自然的懷抱，可以稱得上是台灣目前熱門的休閒旅遊活動之一。筆者常

利用假日休閒時間，尋訪中部各地的登山步道，在每一次親近高山的活動之後，

總喜歡動筆寫下徉徜山林的見聞與感受，透過文字的紀錄保存登山活動的記憶與

感動。這些登山活動的體驗與文字書寫的過程，讓筆者常常能從中探索自我，追

尋心靈的成長。 

台灣是一個多山且四面環海的島嶼國家，國土面積占有很高的比例是高山地

形，島上縱列許多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如同台灣島的脊樑。雖然台灣擁有豐美

的高山資源，但是對於高山的教育、研究與紀錄以及高山文學的創作，相較之下

確實較為不足，也較不受到關注。關於這一點，從海洋教育的議題已正式被當局

列入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綱七大重大議題
1
之一可以看出。海洋與高山對台灣

同樣有著密不可分的重要性，台灣高山教育的議題有待我們每一個台灣人進一步

去認識與關注。由於課程上修習「台灣與第三世界文學」的因緣，閱讀了由鹿野

忠雄著，楊南郡譯註的《山、雲與蕃人》這部高山文學紀行作品，被作者鹿野忠

雄熱切的真性情、博物的知識、豐富的記錄觀點所感動。本於在中興大學台灣文

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受到教授們於課程中的思考啟發、批判訓練，閱讀這本日

治時期的高山紀行之鉅著時，讓我在感動之餘，也開始認真思考進而產生了一些

問題意識。從初步接觸日本殖民時期的歷史與鹿野忠雄的傳記後，發現《山、雲

與蕃人》這部高山文學作品的書寫中，有許多值得被提出來探討的議題，於是燃

起了筆者進一步去研究這部作品的熱情與興趣。 

 

 

第二節  研究問題 

一、日治初期台灣登山活動的脈絡與實踐 

清領時期在政治上把台灣高山列為化外之地，對台灣的治理管轄以西部平原

為主，至於對待台灣的高山原住民則是採取化外之民的觀點，迴避統治管理上的

難處，放棄治理權。直到清末發生「牡丹社事件」，清朝政府顧忌於日本與其他列

1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97 年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100 實施）」

（http://140.111.34.54/EJE/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15326，2014.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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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的野心勃勃，為了台灣防務需求，開始改變治台的政策。清廷官員沈葆楨、丁

日昌、劉銘傳等人渡台籌辦台灣軍事防務，主張「開山撫蕃」政策，著手拓墾台

灣的山區與東部地區。隨著開發的進展，開始大規模開闢東西橫貫道路，以開通

阻隔台灣東西部的高山屏障，擴大漢人的活動空間，方便管理原住民，自此清廷

把台灣山區與東部地區納入統治、開發的勢力範圍。這些清代開發的東西越嶺古

道，成為往後日治時期登山愛好者翻山越嶺的便捷路線，在日治時期登山熱潮風

行時，發揮了重要的功能
2
。 

進入日本帝國殖民統治台灣時期，台灣總督府始政以來，為了搾取經濟利益，

採取「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基本經濟策略
3
。自 1910 年起，台灣總督府將台

灣高山山林資源當成開發經營目標，進行為期五年的台灣林野調查，以確定官有、

民有之所有權。對於當時台灣高山林野進行實地測量調查，沒有足以認定所有權

憑證的林野全部收歸為官有地，至此可知，林野事業的主要目的為將台灣之大部

分林野收歸官有，尋求殖民政府林野所有權的法律地位，並進行經濟上的開發與

利用
4
。為了有效經營、統治台灣，以作為日本帝國的經濟資源後盾，台灣總督

府積極進行了各項的自然、人文、土地與舊慣的調查，延聘了各領域的專家、技

師以及日本內地的大學、研究機構的學者，來台灣進行各類長期、有計畫、有組

織的殖民需求探險、調查與研究
5
。因為殖民統治與理蕃政策的研究需要，進行

政治目的為主的山地測量、自然科學及產業等的學術調查，才使得目的性的登山

活動入侵了原本只屬於台灣高山原住民的原始山區
6
。 

另外，日治時期台灣玉山被測量出的高度高於日本富士山，故日本天皇將之

改稱為新高山；隨之帶動日本人熱衷於新高山的攀登征服、測量記錄、人文生態

調查等探險活動。這波風潮接續總督府的政治性目的登山活動，讓台灣登山活動

得以展開並擴大內地日本人的參與，陳佩周曾把日本人對攀登新高山趨之若鶩的

現象稱之為「日本人的玉山情結」
7
。 

1905 年 11 月，由台灣總督府參事官大津麟平成立「新高登山會」，並規劃了

一場由原住民響導的新高山登頂活動，這次的登山活動沿途參觀東埔社的原住民

部落，泡東埔溫泉，十分愜意地登上新高山的絕頂。此次同行的山友主要有二位，

一位是台灣日日新報記者尾崎秀真，另一位是法院判官藤井乾助，這來自不同行

業的登山團體引起社會的注意。再加上尾崎秀真有報紙媒體宣傳的優勢，登完新

高山後，撰寫〈新高山紀行〉，連續刊載 66 期。報導中詳細介紹登新高山的各項

資訊，讓報紙讀者對登玉山有初步的認識，開啟了登山活動脫離政治統治、軍事

2
 林玫君，《台灣登山一百年》，（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公司，2008.07），頁 23。 

3
 姚鶴年，《台灣的林業》，（台北：遠足文化，2006.07），頁 99。 

4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10），頁

18-21。 
5
 賴澤涵編，《台灣 400 年的變遷》，（桃園：中央大學，由教育部委託執行，2005.03），頁 243。 

6
 沼井鐵太郎著，吳永華譯《台灣登山小史》，（台中：晨星出版社，1997.06），頁 19。 

7 陳佩周，《台灣山岳傳奇》，（台北：聯經出版社，1997.03），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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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伐、學術調查目的的肇端，萌生了趣味與休閒的性質。之後更帶動了以健全體

魄的好青年形象為訴求的各級學校團體的登山熱潮，其中由日治時期的台北一中

與台北高校、醫專的學生組成的登山隊完成了中央尖山的首登。1926 年台灣山岳

會成立，將這股登山風潮帶到了最高點
8
。直到了 1930 年發生了霧社事件，讓台

灣原住民管理問題再度浮現檯面，也牽動了學生的登山休閒活動。至此，台灣的

山區登山休閒活動又消聲匿跡，恢復高山原有的寂靜。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看出台灣高山的神祕面貌是從日治時期的殖民統治需求

開始全面地被揭開，為世人一探究竟。日本內地大量的探險家、傑出的研究學者

紛紛來到台灣踏查這塊新占領的殖民地。然而這些日治時期的內地專業人士，背

後或多或少都帶有「政治」的意涵，可視為日本帝國的踏查先鋒。這股充滿政治

性目的與意涵的高山踏查、探險風氣，在 1920 年代後，台灣許多高山都已陸續完

成探險及首登的紀錄，登山才逐漸淡去殖民意識，進入休閒為主的登山活動
9
。 

 

二、日治中後期的鹿野忠雄及其登山踏查書寫的概況 

年幼的鹿野忠雄（1906-1945？）即對昆蟲發生興趣，生長於日本東京市郊，

住家附近的自然環境孕育了他對大自然的觀察力與想像力。小學四年級（10 歲左

右）就喜歡爬山，也喜歡在野外闖蕩並進行昆蟲的採集工作。中學二年級（14 歲）

即單獨旅行至其父的故鄉日本福島縣採集昆蟲，之後整理出成果，並發表於《昆

蟲世界》雜誌，這是鹿野忠雄首次的成果發表。野外採集屁蟲之餘，鹿野忠雄也

熱衷於歐美昆蟲文獻的閱讀，豐富自己的昆蟲專業知識；當時以 16 歲的年紀，即

以英文發表甲蟲新品種的研究報告。鹿野忠雄從小就擁有探險高山、親近自然的

性格，蘊積了熱衷登山探險的熱情與行動力，造就日後旅行探險、學術調查的性

格。加上鹿野忠雄的成長過程中與文學有密切的關係，他就讀日本開成中學時，

因為搭電車通學而認識了一些對戲劇、文學有興趣的同學，常一起玩樂、學習，

自然培養出文學的興味與底子 10。中學時期，鹿野忠雄在機緣下認識東京帝國大

學理學部的江崎悌三（1899-1957），受到江崎悌三遠征台灣所帶回的昆蟲標本吸

引，產生極大的震撼。加上江崎熱情的口吻介紹台灣島上的原始種族的生活與風

俗且強調南島台灣是地理學上未開發的寶地，有豐富的熱帶昆蟲，使鹿野忠雄對

這南方之島的未知世界充滿了嚮往。 

之後因緣際會，於 1925 年從內地渡台就讀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高等科，時值

日治中後期，台灣玉山攀登活動的動機有別於初期的學術調查及森林測量的政治

8 林玫君，《台灣登山一百年》，頁 40-53。 
9 劉克襄策劃，宋文薰等著，《探險家在臺灣》前言，（台北：自立晚報，1993.06），頁 6。 
10 山崎柄根著，楊南郡譯，《鹿野忠雄──縱橫台灣山林的博物學者》，，（台中：晨星出版社，

1998.09）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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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由於步道的開闢、政府的鼓勵，掀起一波攀登的熱潮
11
。在登山作為休閒

健體活動為主的時期，同時身為日本與台灣山岳會員的鹿野忠雄開始縱橫於台灣

的自然山林，熱愛登山踏查。當時台灣為登山休閒風氣正盛行的時期，他也參與

了學生登山活動隊伍，完了中央尖山的首登紀錄。更於 1928 年秋天，以台灣高等

學校學生身分參加總督府殖產局山林課與台灣山岳會聯合登山計畫
12
。1931 年，

當時為東京大學地理科二年級生的鹿野忠雄再度來台進行夏季登山踏查活動。鹿

野忠雄在登山探險時，也肩負著學術調查、採集動植物標本的任務，同時記錄地

理特徵、原住民的民族研究，這樣多重身分的登山踏查堪稱是日治時期的第一人。

鹿野忠雄攀登山岳的成就更是輝煌，不管是處女峰的首登、單峰獨登、連峰縱走，

或是新路線的開拓、放射性登山、古越嶺道的跋涉，甚至是以長時間連續登山活

動（70 天連續攀登玉山、郡大、秀姑巒地區的高峰），這是承繼日治初期的台灣

探險家，如鳥居龍藏（1870-1953）、森丑之助（1877-1926）等人的踏查精神，進

行了真正的高山探險活動
13
。1932 年大學三年級，鹿野忠雄留在東京並開始發表

人類學論文、台灣高山冰蝕地形論文以及博物學論文。1933 年，鹿野忠雄從東京

帝大畢業，進入大學院（研究所）就讀，隔年接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及警

務課雙重囑託職務。1941 年春天，提出論文〈雪山彙的動物地理學研究〉，獲得

日本京都大學博士學位。當時鹿野忠雄自述：取得理學博士時，他並沒有特別高

興，還對著自己的老婆說，自己真正想要求取的是文學博士學位。由此可見，鹿

野忠雄不僅有理科科學的知識涵養，也有深厚的文學基礎，讓他日後能成為一個

跨界登山探險、動植物學、地理學、民族學、博物學等的學術研究者。同年八月，

鹿野忠雄的台灣高山紀行《山、雲與蕃人》出版，被日本內地稱為日本三大「山

岳名著」之一。此年年底，日本帝國偷襲美國珍珠港，因而引爆太平洋戰爭。1942
年，鹿野忠雄在戰火下接受陸軍專任囑託前往日本帝國占領地馬尼拉，整頓日本

軍政府體制下的學術機構（菲律賓科學局、菲律賓大學）。1943 年，鹿野忠雄繼

續擔任拓殖協會研究員。1944 年，他又奉日本帝國陸軍的命令，以專任囑託的身

分派任，前往婆羅洲（沙巴），進行日本帝國殖民地（婆羅洲）的民族學調查。最

後於 1945 年，在北婆羅洲的熱帶叢林中失踪，從此杳無音訊 14。 

前述鹿野忠雄的各項踏旅、探險活動的成就，散見於他所發表的文章與著作，

至於鹿野忠雄有名的高山紀行著作《山、雲、與蕃人》一書，內容含括：1928 年

（中學時期）、1931 年（大學時期）的登山踏查活動所記錄下來的高山紀行文章

及 1941 出版前增補一篇學術的文章〈新高雜記〉。這些台灣高山踏查篇章除了〈新

高雜記〉以外，其餘都是鹿野忠雄返回日本內地後，於 1931-1932 年陸續完成書

11 陳佩周，《台灣山岳傳奇》，頁 76。 
12 山崎柄根著，楊南郡譯，《鹿野忠雄──縱橫台灣山林的博物學者》，頁 50-106。 
13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譯序，（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公司，2000.2），頁

29-30。 
14 鹿野擊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附錄三〈鹿野忠雄年譜〉，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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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並投稿獲刊於日本《山岳》雜誌的高山紀行文章。鹿野忠雄透過這些文本的

書寫，不僅寫下自己瘋狂登山的熱情與經驗，張顯在台灣登山活動的時代意義，

也完整記錄下日治中後期台灣高山的自然景物、地理生物、人文風俗等珍貴資料。

從此書能深切地看出鹿野忠雄對於台灣高山豐富的自然生態樣貌、人文風土充滿

了熱情與嚮往，面對這部台灣高山紀行的文學作品，除了從登山旅遊活動探究其

意義，從文學的角度欣賞高山文學藝術之美外，其實還可以更進一步去探究孕涵

於鹿野忠雄高山紀行書寫背後的多元意義與價值。這些殖民時代背景下隱而未見

的書寫觀點、內涵、模式，值得我們進一步深究與討論。本論文試圖探究鹿野忠

雄《山、雲與蕃人》一書中，在殖民背景下的登山踏查紀行所隱含的殖民意識以

及多元的情感、原住民書寫，豐富日治時期台灣高山書寫的論述範疇。 

為了更深入探究日治中後期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一書，彰顯此書在日

治時期的殖民背景下台灣山林書寫所呈現的特色，以及文本書寫中的殖民意識。

本論文將分別從角色擺盪、情感召喚、原住民書寫三個面向，探討鹿野忠雄《山、

雲與蕃人》一書，在日治中後期的台灣山林書寫之特殊性與殖民意識擺盪。 

第一部分將探討《山、雲與蕃人》一書中，鹿野忠雄身為「山林愛好者」與

「殖民協力者」之間書寫觀點的擺盪現象。日本帝國殖民統治台灣，殖民官方為

何特別重視台灣的山林政策？台灣總督府的殖民山林政策、理蕃政策與登山活動

之間的關係為何？在日本帝國的殖民背景下，鹿野忠雄在台灣高山的學術調查活

動背後的意義為何？登山踏查過程中，鹿野忠雄對當時殖民山林政策提出批判，

此舉的立場與學術踏查的角色產生什麼樣衝突與矛盾現象？對台灣發生原住民抗

日運動「霧社事件」後，鹿野忠雄進入台灣高山踏查，與殖民官方之間的互動關

係之意義為何？  
第二部分欲從《山、雲與蕃人》高山紀行的書寫中，探討鹿野忠雄登山踏查

台灣高山時，自然情感及自我情感的雙重召喚，如何影響他的高山紀行書寫模式。

日治初期，鳥居龍藏與森丑之助在布農族原住民的帶領下，由台灣南部的阿里山

端的登山路線進行踏查旅行，兩人受總督府委託進行高山原住民調查，這種殖民

政治目的明確之山地踏查紀行書寫模式為何？日治中後期非直接官方委任的鹿野

忠雄，其高山踏查紀行受到自然與自我的情感召喚，而與前述兩位學者相比，在

書寫策略上有何不同？以及在日治時代背景下，他的登山與書寫代表怎樣的意

義？ 

第三部分探討鹿野忠雄在《山、雲與蕃人》高山紀行文本中，以不同身分視

角書寫台灣高山原住民。日治時期，鹿野忠雄因愛好自然山林而投入台灣原始高

山從事攀登活動，並進行生物地理學、人類學的學術踏查。因登山活動、愛好山

林與學術踏查等不同視角，鹿野忠雄如何書寫台灣高山原住民？鹿野忠雄進入台

灣高山，雇用原住民擔任嚮導與腳夫，在登山活動中他與原住民之間有怎樣的互

動關係？台灣總督府為了政治統治之便，推動殖民理蕃政策，限縮高山原住民狩

獵的工具與範圍，壓迫了原住民的狩獵活動。在登山踏查過程中，鹿野忠雄以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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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視角看待原住民的狩獵活動，以及怎樣回應與書寫？1941 年《山、雲與蕃人》

一書出版前，增補了一篇〈新高雜記──玉山地方山與原住民關係〉對比 1931
年大二的〈玉山南峰與南玉山的攀登〉篇章，針兩個時期的文本進行討論，可以

看出鹿野忠雄對總督府殖民理蕃政策的觀點產生了立場的改變，其書寫觀點轉折

背後的原因為何？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本論文以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為文本，欲以日治時期的高山政策脈絡

與活動為背景，輔以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等理論，探討台灣日治中後期山林

書寫中的殖民意識擺盪。據此，筆者將相關先行研究大致區分成三大部分：第一

部分為針對鹿野忠雄本人及《山、雲與蕃人》一書的相關討論，讓筆者欲討論的

主題能與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對話，並在此貢獻基礎上，進一步論述殖民意識擺

盪的議題。第二部分為日本殖民脈絡下的山林政策、理蕃政策、登山活動的相關

探討，此類文獻的探討，使筆者對本論文的文本生產背景有脈絡化的概念，在分

析文本時，能在歷史化脈絡下進行討論。第三部分是關於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

相關討論，讓筆者能在分析文本背後的殖民意識時，有理論基礎的支撐。關於這

三類的研究，可以深化本論文的思考與論述，筆者將就上述三大部分的相關研究

整理如下。 

 

第一部分：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的相關研究 

吳福助〈臺灣高山紀行文學的經典巨著〉
15
一文是最早以文學的角度切入分

析《山、雲與蕃人》文學寫作技巧的論文。吳福助針對本論文欲探討的文本，徹

底詳細地整理其內容與文體，並從自然生態的視角，就文學的觀點，分析其中臺

灣自然生態文學描寫手法的特色。本篇論文雖然較偏向文本資料歸納與書寫技巧

的整理，但論述中的「刻畫登山心理，展現人物內心世界」的部分，對本論文欲

探討的「情感召喚」問題有所助益，筆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究鹿野忠雄刻畫

登山心理時，情感召喚背後的原因。 

高麗靜〈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研究〉
16
，此論文從登山活動背景、《山、

雲與蕃人》的成書過程開啟討論。高麗靜採取文學的觀點，分析《山、雲與蕃人》

一書的台灣高山自然生態之描寫手法、技巧和特色，並進一步與戰前、戰後的高

15 吳福助，〈臺灣高山紀行文學的經典巨著〉，《臺灣自然生態文學研討會論文集》，東海大學中國

文學系編輯（台北：文津，2002.01）。 
16 高麗靜，〈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研究〉，（台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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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紀行文學作品作比較，完整理出高山紀行文學的歷史脈絡。此篇論文對筆者的

研究有以下的貢獻與幫助：首先是「《山、雲與蕃人》的成書背景」，高麗靜認為

此文本之所被各界推崇的成功秘密，有一部分是來自鹿野忠雄個人的因素（爆發

行動力、博物知識、敏銳觀察力、內心世界、美學視野）；另一部分為外在因素（台

灣高山的探險環境、時代背景天賜良機），高麗靜討論內容裡的這些因素提供了研

究的參考面向，筆者將在這個基礎下，進一步深入討論此文本的特殊性。其次，

高麗靜也在文學技巧的章節裡討論到關於「客觀自然景物的描寫」與「心靈的透

視」，她指出鹿野忠雄對高山景物的描寫是「寫真景、書真情」，並透過文學修辭

進行動態審美，領受當中的快樂。也提到登山者鹿野忠雄的心理活動有相當豐富

而生動的刻畫，展現了錯綜複雜的內心情感世界。這些分析與論述可以佐為筆者

討論鹿野忠雄情感召喚書寫的參考。最後，高麗靜對鹿野忠雄「研究人類學的動

機與流程」和「台灣原住民的起源、分類與方法」，以及鹿野忠雄與高山原住民的

互動關係都有所分析與討論。筆者將在此討論基礎上，探究鹿野忠雄以多重視角

觀看並書寫原住民的特殊性。 

蘇筱芸在〈陳列《永遠的山》在台灣山岳書寫中的意義〉
17
中的「日治時期

的山區開發史與鹿野忠雄」之章節中，歸納分析鹿野忠雄寫作的幾項特點：（1）

豐富的百科知識與首登的處女情結；（2）對大自然情有獨鍾，對開發主義義憤填

膺；（3）蕃人／原始，台灣／南國的意象
18
。蘇筱芸的研貢獻為點出了鹿野忠雄

《山、雲與蕃人》的書寫中，除了看出鹿野忠雄熱衷登山與踏查的興趣外；另一

方面可以觀察鹿野忠雄多重角色的矛盾之處，討論其身為「旅者」、「殖民者」、「知

識分子」不同身分下，如何書寫原住民的原始性與殖民地的南國意象。這些討論

對筆者欲探討鹿野忠雄的「殖民意識擺盪」與「情感召喚」，提供了不同面向的思

考。 

山崎柄根的《鹿野忠雄──縱橫台灣山林的博物學者》
19
一書，採傳記方式

完整介紹鹿野忠雄的成長背景、個性、興趣，以及學術發展的動機、過程與成果，

讓筆者能對鹿野忠雄從小在日本出生到在南洋北婆羅洲離神祕失蹤的三十八年傳

奇人生脈絡，有完整的瞭解與建構。這本由山崎柄根所撰寫的鹿野忠雄傳記，在

「希望成為昆蟲學家」、「前往草創期的台北高校」、「台灣高山動、植物大探查」、

「挑戰地理學上的空白」四個章節，對筆者的文本討論有所助益，這些章節把鹿

野忠雄從出生、成長到渡台登山踏查、書寫台灣高山紀行文章之間的人生歷程之

內容與轉折，做了完整的建構與敘述。透過此部傳記前述相關四個章節內容的爬

梳，能完整認識鹿野忠雄的成長經過、個人特質，以及學術養成的過程與成果。

讓筆者藉此充分了解所欲研究的文本，以及文本作者的背景知識，在進行鹿野忠

17 蘇筱芸，〈陳列《永遠的山》在台灣山岳書寫中的意義〉，（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 
文，2010.07）。 

18 蘇筱芸，〈陳列《永遠的山》在台灣山岳書寫中的意義〉，頁 12-22。 
19 山崎柄根著，楊南郡譯，《鹿野忠雄──縱橫台灣山林的博物學者》，（台中：晨星出版社，

199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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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愛好山林與殖民協力的論述時，有很大的幫助。      

第二部分：日本殖民脈絡下的台灣高山政策 

1、山林政策 

矢內原忠雄在《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
20
一書中，分成第一篇〈帝國主義

下之臺灣〉，第二篇〈臺灣糖業帝國主義〉。此書主要欲以帝國主義下台灣的糖業

發展，探討日本帝國對殖民地台灣資本主義化的過程。其中，矢內原忠雄認為「林

野調查及林野整理」為台灣經濟資本主義化的基礎工程之一，與本論文欲探討的

台灣山林政策有關。矢內原忠雄以資本化主義的角度切入論述台灣總督府於 1910
年起，歷時有五年，動用大批人員進行台灣林野調查，其主要目的在於查定林野

大部分為官有，並為資本家承領經營奠定法律與經濟基礎。此舉引入資本家，致

使當時台灣林野的開發幾乎由日本內地財團所獨占。對於森林計畫事業，矢內原

忠雄認為台灣林野總面積泰半在高山原住民的領域，調查、整理林野為開拓國家

資本必然的趨勢發展。並說明台灣總督府將高山原住民遷於山麓、平地的政策，

即是受經濟因素下的林山政策所影響
21
。矢內原忠雄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資

本化論述，讓筆者能從總督府的台灣山林政策的脈絡下，探討山林政策和理蕃政

策的關係，以及其如何影響高山原住民的「集體遷村」政策。 
姚鶴年在《臺灣林業之發展》

22
裡，以 1895 年民政長官提出的「台灣行政一

般」的調查報告書內容探討台灣林業發展，從中可以瞭解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林

業經營策略。此報告書揭示出：日本移民、蕃民撫育、樟腦事業、山林原野等面

向的山林政策。其中山林原野部分，台灣總督府認為台灣山林皆為未曾開發的天

然林野，有龐大的經濟利益，因此投入大量人力從事林野調查與整理。其最大成

果為：除了能確證為民有林野之外，經過林野調查與整理後，全部收歸為官有。

同時，日本帝國躋身世界列強的位置後，對於林野的經營也學習西方國家的作法，

著手規劃國家公園，並於 1920 年進行調查、1931 年公布國立公園法。此風潮下，

日本也在殖民地台灣選定了四處國家公園預定地，新高山（玉山）即是其中一

處 23。藉由上述日治時期官方的政策白皮書的回顧，可知日本殖民台灣期間，官

方於 1910 年開始透過林野調查，取得大部分的台灣原始林野的所有權。無論官營

或委託民間資本家開發經營，這些經濟利益需求的活動，勢必對原本生活於台灣

高山原始林野的原住民產生一定的影響與衝突。此書讓筆者在探討日本殖民背景

下的理蕃政策時，能從林業的脈絡下進行討論。同時，姚鶴年也點出日本帝國主

義的架構下，西方山林管理理論也影響著台灣總督府對山林政策的制定與管理，

20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1999.06）。 

21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 18-21。 

22
 姚鶴年編撰，《臺灣林業之發展》，（台北：中華林學會，1994.12），頁 258-261。 

23
 姚鶴年編撰，《臺灣林業之發展》，頁 25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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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筆者在討論日治時期的各項政策活動，能納入日本帝國主義與西方思潮的因

素。 

2、理蕃政策 

藤井志津枝在《日本治理台灣的計策──理蕃》
24
一書中，對於台灣總督府

的理蕃政策有詳實的介紹。日本治理台灣初期，對原住民採取綏撫的方式，其背

後的原因是：治台初期為了鎮壓漢人，而減少與「生蕃」產生不必要的衝突所使

用的暫時性權宜措施。同時總督府成立「撫墾署」，派人深入蕃社調查人口、風俗，

以作為制定長遠的理蕃政策之參考。然而綏遠政策的背後，其意圖還是在於掠奪

台灣山林的資源。日人藤井志津枝認為：日本治台初期，台灣總督府的理蕃政策

在殖產經濟開發的最高原則下，台灣高山蕃人就必須先「服從」才有生存的途徑

與空間。1915 年，第五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以「掃盪生蕃」為主要施政方針，實

施「理蕃」五年計畫，其計畫是由四個方面同時進行：（1）推進隘勇線圍堵；（2）

開闢山路；（3）圍剿掃盪「凶蕃」；（4）調查「蕃地」地理，測繪地圖
25
。此計畫

在日本天皇的支持下，為成功管理原住民寫下一頁，使得台灣高山原住民的情勢

穩定下來。山路的開闢、蕃地調查、繪製蕃地地圖、蕃情穩定，都是造就之後登

山活動熱絡，進而成為台灣當時的休閒活動興盛的原因。 

 

3、登山活動 

沼井鐵太郎的《台灣登山小史》
26
是最早對台灣登山歷史作整理的文獻資料。

該書為日人沼井鐵太郎於 1939 年及 1941 年前後兩次發表於日本《山岳》雜誌的

〈台灣登山小史〉與〈台灣登山小史補遺〉，後由吳永華整理並譯成中文版本。此

書主要以紀年的方式整理出日治時期的登山歷史發展脈絡，將台灣登山史分成四

個時期：（1）史前期及初期探險時代（ -1897）；（2）開拓探險時代（1987-1913）；
（3）探險登山時代（1913-1926）；（4）近代登山時代（1926-1940）。藉由此書的

爬梳，讓筆者能對日治時期登山史脈絡下的台灣山林殖產、太魯閣原住民征伐、

山地測量、原住民人口風俗調查、霧社事件等重要的殖民政策、歷史事件與登山

活動之間的關係有所了解，幫助筆者建構論述的歷史背景知識。 

林玫君於〈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登山活動〉
27
一文中，則是將日治登山活

動分五個歷程：「探險」、「健身」、「體育」、「運動」、「休閒」五個轉變的歷程。林

玫君更進一步論及：日治時期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登山活動擁有「殖民地化」與「現

代化」的矛盾關係。殖民者一方面利用國家機器，以軍事、警力介入登山的學術

24 藤井志津枝，《日本治理台灣的計策──理蕃》，（台北：文英堂，1997.05） 
25 藤井志津枝，《日本治理台灣的計策──理蕃》，頁 6-8，35，228，240-242。 
26 沼井鐵太郎著，吳永華譯《台灣登山小史》，（台中：晨星出版社，1997.06），頁 19。 
27 林玫君，〈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登山活動〉，（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博士論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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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險或經濟開發活動，進行殖民地的探索與經營。另一方面，又以登山活動的挑

戰性和冒險性，滿足日本人對殖民異地的好奇心。登山活動的書寫，可以進一步

讓日本人了解台灣特殊風情，此舉卻也無意地協助了日本帝國的統治目的
28
。筆

者欲從林玫君對日治時期台灣登活動中的「殖民地化」和「現代化」矛盾性之討

論，探討鹿野忠雄身為「登山愛好者」，對殖民政府的經濟開發、理蕃政策有所批

判；同時又進行學術踏查活動，成為了「殖民協力者」。在此論點下，筆者將進一

步論述此雙重的身分之間的殖民意識擺盪。 

 

第三部分：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相關文獻 

李有成在《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
29
一書中，談及關於本論文欲探討鹿野忠

雄進入台灣登山踏查書寫的背後所隱含的殖民意識。在書中對於帝國經營有重要

的論述：他認為一個帝國的維持，除了軍事力量以外，還需要各種知識、資訊，

如殖民地的民情風俗、地理氣候、歷史文化、宗教神話等。這些知識、資訊常透

過各種調查，從殖民異地被帶回帝國的核心都會，彙整成帝國經營的「中心」知

識
30
。日本於西元 1895 年的馬關條約，取得台灣作為第一個日本帝國的殖民地。

為了榨取經濟資源，更為了鞏固帝國大業，獲取巨大的殖民利潤，殖民者願意投

入大量的金錢、人力，盡可能地去了解殖民地的人民、資源，以便征服、統治、

開發這些掠奪來的地區
31
。日本殖民初期的確進行了各項土地、山林、原住民等

的調查活動，以作為制定殖民政策的參考，維持帝國統治基礎。另一方面，李有

成也提及：那些常往返於帝國都會與異域殖民地之間的航海家、傳教士、外交使

節、旅行家、學者專家等等，不管他們有沒有意圖，不管他們有沒有意願，他們

的著作、踏查成果、旅行心得筆記和地圖繪製等，都極為可能成為帝國統治異地

的文化文本
32
。本論文所欲探討的文本是屬於日治中後期的高山踏查紀行，此時

大部分的殖民地調查與殖民政策大多已完成或告一個段落。筆者欲討論文文本書

寫中的殖民意識，可借助李有成上述的論點進行分析和研究。 

陳芳明在〈殖民地社會的圖像政治──以台灣總督府時期的寫真為中心〉
33
一

文中，以台灣總督府時期所攝的寫真史料，探討照片背後的權力支配關係，呈現

殖民地社會的圖像政治。陳芳明認為在殖民主義下，日本人抱著自我中心的態度，

對非我族類自然產生不同的想像與分類，例如：含有權力支配意味地把台灣人分

28 林玫君，〈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登山活動〉，頁 341。 
29 李有成主編，《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7.10）。 
30 李有成主編，《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頁 13。 
31 J.M.Blaut 著，譚榮根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傳播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史觀》，（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09）。 
32 李有成主編，《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頁 13。 
33 陳芳明，〈殖民地社會的圖像政治 ── 以台灣總督府時期的寫真為中心〉「影視史學研討會：

人物、傳記、影視史學」宣讀論文，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辦，1997 年 5 月 17-18 日」，收

錄於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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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開化與未開化二類。同時認為日本人在台灣書寫的歷史紀錄，也是隨著權力支

配進行。凡是到過台灣的日本人，他們訴諸文字、圖像的印象，都呈現了日本人

眼中的台灣。這些再現的台灣印象，表面上沒有任何政治涵義，是因為這些再現

書寫中，並未實質反應當時的台灣社會狀況。日本人對於台灣原住民原始性的寫

真呈現，都意含著日本文化優越之處，在優越的另一個面向，就是歧視的基礎。

陳芳明亦認為，即使是一位平民身分的日本人，沒有分享到殖民官方的職位權力，

但他還是處於殖民主義的優越位置
34
。陳芳明的上列論述觀點，幫助筆者在審視

研究文本中「殖民協力者」的角色與原住民的書寫方面，有更明確的思考方向。 

梁銘浩在〈殖民意識、象徵地景與城市轉向──台灣現代山岳書寫中的文化

意識研究〉
35
一文中，有部分章節探討了本論文欲研究分析的帝國主義與殖民意

識議題。該篇論文的第二章以「帝國之眼凝視下的台灣高山──以鹿野忠雄《山、

雲與蕃人》為例」為題綱，從日治時期的政策討論到登山活動的介紹，最後再切

入山岳書寫的政治文本。當中討論日治時期的「博物誌」書寫中含有殖民意識，

並以書寫歷史記憶的再呈現，分析《山、雲與蕃人》文本中的權力關係表現。梁

銘浩認為鹿野忠雄對於台灣山林和原住民的書寫，有過於耽美化的傾向，避開了

殖民統治管理與壓迫面向，其書寫的背後隱藏著殖民的權力支配關係。同時點出

鹿野忠雄透過文本再現時，不自覺流露出殖民意識與敘述 36。梁銘浩的研究成果，

對本論文欲討論的「權力位階」、「殖民意識」觀點，已有相當的論述。筆者將在

這個基礎上，透過文本細部分析，對「殖民視角下的原住民書寫」議題進行討論。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從以上先行研究的文獻回顧中，筆者將研究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的高

山紀行相關的研究大致分成兩種主要類型，一類為內緣分析的討論，針對文本進

行文學書寫技巧與手法分析，並採比較方式以彰顯此文本的文學地位與價值。另

一類為外緣分析的探究，此類文獻、論文通常以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等的文化研

究討論為主，以批判的角度切入文本分析，探討文本書寫背後的殖民意識與權力

位置。筆者將採取的研究方式為透過日治時期高山政策與活動的史料，以及鹿野

忠雄的傳記資料，進行理解、綜合、比較、歸納，理出文本背後的脈絡以及其時

代背景下代表的意義與價值。再輔以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等論述概念作為本論文

的研究理論依據，欲探討潛藏在日治殖民脈絡下隱含登山紀行作品中的權力支配

34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06），頁 223-242。 
35 梁銘浩，〈殖民意識、象微地景與城市轉向──台灣現代山岳書寫中的文化意識研究〉，（台南：

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 
36 梁銘浩，〈殖民意識、象微地景與城市轉向──台灣現代山岳書寫中的文化意識研究〉，頁 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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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及殖民意識擺盪。 
本論文研究文本為日人鹿野忠雄以日文所撰寫，礙於筆者自身的日文能力不

足，僅能以楊南郡老師的中文譯本《山、雲與蕃人》為主，日文原著《山と雲と

蕃人》為輔，進行文本分析、討論。譯者楊南郡先生是台灣知名古道專家，也是

台灣山岳界的老先輩。他在工作之餘，進行台灣高山踏查活動，並於 1976 年完登

百岳，縱橫台灣高山已超過 50 年的時光。對於清代、日治理蕃古道遺址、原住民

人文史蹟，都有豐碩的研究成果，並屢屢獲獎。從 1996 年至今已完成十餘部日治

時期的登山探險、登山踏查、原民人類學等相關日本原文書籍的中譯版本。翻譯

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時，不但實際踏查鹿野忠雄當時的登山路線，做現地

的實景考證，並且親自手繪登山路線圖，可說是兼具「信、達、雅」的譯著。連

日本出版社重新再版此書，亦選擇附錄楊南郡先生的手繪鹿野忠雄攀登路線圖、

年譜、里程數換算表、譯文附註、照片等。因此，透過楊南郡老師的中譯本研究、

探討《山、雲與蕃人》一書，雖然為二手資料，但對於登山知識、古道歷史與人

文史蹟知識不足的筆者而言，未必不如讀原著日文版本。 
以下將就本論文欲探討的文本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一書，依攀登紀行

的時程順序分成三個部分做概要的介紹與分析。 

第一部分為高校三年級時的〈卓社大山之行〉，此篇是 1928 年 7 月 23 日起四

天的登山踏查活動所記錄的高山紀行。鹿野忠雄由中台灣埔里攀爬卓社大山，卓

社大山的登頂為台灣岳界的首登。篇末介紹了卓社大山的山名及附近高山原住民

的人文。 

第二部分為大學二年級（1931 年）夏季 70 天渡台登山踏查的山旅紀行，這

一年的攀登與縱走紀錄共有六篇：依時間順序分別為 8 月 4 日的〈秀姑巒山脈縱

走〉、8 月 7 日〈單人獨登尖山〉、8 月下旬的〈玉山南峰與南玉山的攀登〉、8 月

29 日〈玉山東峰的攀登〉、9 月 1 日〈東郡大山塊縱走〉、9 月 5 日〈馬利加南山

縱走馬博拉斯山〉。此部分的紀行文章在地域上以玉山為中心，是鹿野忠雄縱橫於

布農族地界的六篇長文，占《山、雲與蕃人》一書的主要篇幅內容。 

第三部分為 1941 年 6 月 26 日，鹿野忠雄集結七篇山岳紀行文章出版前所增

補的一篇新作〈新高雜記〉。這篇出版前的增補文章，主要為雜記玉山地區的山群

與原住民的關係。 

 

 

第五節  論文章節結構 

 

本論文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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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 

一、日治初期台灣登山活動的脈絡與實踐 
二、日治中後期的鹿野忠雄及其登山踏查書寫的概況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第五節  論文章節結構 

第二章  「山林愛好者」與「殖民協力者」的擺盪 

第一節  日本殖民下的台灣山林、理蕃政策與登山活動 
        一、山林政策 
        二、理蕃政策 
        三、登山活動 

第二節  「山林愛好」與「學術踏查」的扞挌 

第三節  本章小結 

第三章  自然與自我的雙重召喚：登山活動的情感書寫 

第一節  殖民政治的託付：鹿野忠雄之前的登山書寫模式 

第二節  自然的情感召喚：人與自然的情感交會 

        一、多重關注的自然視界：原始孤寂的觸發 
二、形構自然物的「人格」與「情感」：登山情感的投射 
三、感性與知性交融：自然情感的書寫 

第三節  自我的情感召喚：登山與學術的情感實現 

一、登山的自我情感實現：攫取台灣山岳的首登 
二、學術的自我感情實現：跨界多重領域的學術踏查 

第四節  本章小結 
第四章  多重觀看視角的原住民書寫 

第一節  登山活動中不穩定的權力支配關係 

    一、主從的支配關係 

二、依賴的互動關係 

三、對等的參與關係 

第二節  愛好自然山林視角下的原住民書寫 

    一、原住民優位於漢人的書寫觀點 

二、原住民為自然山林主體的視角：理蕃政策的微詞 

三、原住民的自然山林生活模式：原始狩獵活動 
第三節  學術踏查立場的原住民書寫 

一、帝國體制下學術與殖民政治的配合：理蕃政策的歌頌 
二、帝國政治下的原住民學術實踐與書寫 

第四節  本章小結 

第五章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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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介紹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問題、

文獻回顧與探討，以及章節架構安排，並概述日治時期登山活動的發展脈絡。另

外對本論文欲探討的文本《山、雲與蕃人》一書作簡要的介紹與分析。 

第二章〈「山林愛好者」與「殖民協力者」的擺盪〉討論鹿野忠雄在既為「山

林愛好者」又是「殖民協力者」的雙重角色下，書寫觀點產生的擺盪現象。理出

日治初期台灣總督府的殖民政策與登山活動的脈絡。探討日治中後期，鹿野忠雄

因親近自然與學術踏查之間的扞挌，而對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山林政策提出怎樣不

同的觀點，產生何種擺盪現象。 
第三章〈自然與自我的雙重召喚：登山活動的情感書寫〉欲探討鹿野忠雄登

山踏查台灣高山時，源自於原始自然山林情感及自我情感的雙重召喚。討論日治

初期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的學術調查方式及其書寫高山紀行文本的模式。之後，

鹿野忠雄登山踏查時，在「自然」與「自我」的雙重情感召喚下，自然情感書寫

上具備有什麼特色；自我情感召喚在學術上有何的意義，以及其背後隱含怎樣的

意識形態。 

第四章〈多重觀看視角的原住民書寫〉討論鹿野忠雄在登山活動、愛好自然、

學術踏查三面向的視角下，觀看與書寫台灣高山原住民的方式。並探究鹿野忠雄

1931 年高校、大學時期的紀行文本與 1941 年《山、雲與蕃人》出版前的補述篇

章之理蕃觀點比較，在立場上的轉變。 
第五章〈結論〉部分，首先進行各章節主要內容回顧，論述本論文透過角色

擺盪、情感召喚、原住民書寫三個面向探討日治中後期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

一書，在日治時期學術調查脈絡裡的意義、山林書寫模式上的特色。並進一步探

究殖民時期文本背後的殖民意識及其內容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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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山林愛好者」與「殖民協力者」的擺盪 

 
日本帝國於 1895 年甲午戰爭後，將台灣納為殖民地，不僅壯大了帝國的版

圖，更視殖民地台灣為日本帝國南進的經濟後盾。日治初期，為了有效經營台灣，

遂採取西方的科學方法，組成測量隊，對台灣平地、山地進行精密測地，並繪製

成地圖。在高山的經濟資源開發上，特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看重的無

非是台灣高山蘊含經濟價值豐富的山林資源，可豐厚日本帝國對外戰爭所需的物

資。1919 年，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民族自覺的思潮正盛行，日本國力發展

迅速，經營台灣也進入較穩定的階段，在行政上推行同化政策，採取「內地、台

灣一致化」的作法。因此在教育方面，趁著日本內地正興起普設高等學校的風潮，

台灣的官民也藉此時機，提出設立「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學校設立初期只有相

當於中學程度的尋常科，於 1925 年增設高等科 37。日人鹿野忠雄於當年通過考

試，從日本內地來到台灣，就讀總督府高等學校高等科。來台之前，因受日本內

地學者江崎悌三的影響，對台灣島上熱帶昆蟲與原始種族的生活與風俗等見聞充

滿了嚮往。渡台後，隨即投入台灣山林採集昆蟲與小型哺乳類動物的標本，也熱

衷投入台灣高山的攀登踏查活動，足跡遍佈台灣各地高山。此時，台灣的高山已

歷經總督府的軍事討伐、登山探險、學術踏查、地形測量繪圖等強勢力量介入，

台灣高山漸漸進入一個相對較平靜與安全的時期。當總督府帶有殖民政治性的高

山活動都已告一段落，台灣高山登山活動漸漸趨向休閒健體方式。這股休閒健體

的風潮，也吹進教育界的活動課程，進而藉登山活動，培養學生精神。鹿野忠雄

適逢此時，接觸台灣的山林，對於熱愛自然與昆蟲鳥獸的他而言，可說是如魚得

水，一拍即合，從此與台灣高山結下深厚的緣分。本章將從日治中後期台灣登山

活動的脈絡，探討鹿野忠雄既是「山林愛好者」又是「殖民協力者」的雙重角色，

在其高山書寫作品裡，內心與觀點上所產生的擺盪現象。 
第一節〈日本殖民下的台灣山林、理蕃政策與登山活動〉將探討在日本殖民

統治下，殖民官方為何特別重視台灣的山林政策。台灣總督府的山林政策、理蕃

政策與登山活動之間的關係為何？上述這些政策與活動如何影響鹿野忠雄的登山

熱情與踏查活動？第二節〈「山林愛好」與「學術踏查」的扞挌〉討論在日本帝國

殖民背景下鹿野忠雄遠渡台灣就學與登山踏查，他在台灣高山學術踏查活動中扮

演何種角色，其背後的意義為何？再進一步討論鹿野忠雄為何會對當時殖民官方

的台灣山林政策提出強烈的批判。他於 1930 年台灣高山原住民重大抗日運動「霧

社事件」後，隔年隨即進入台灣高山，並在當時的高山管制區裡進行 70 天的學術

踏查，我們應如何看待他與殖民官方之間的互動關係？鹿野忠雄站在愛好自然山

林與學術踏查兩種不同的立場，對殖民官方的台灣山林政策觀點、反應為何？ 

37 山崎柄根著，楊南郡譯，《鹿野忠雄──縱橫台灣山林的博物學者》，（台中：晨星出版社，

1998.09），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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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日本殖民下的台灣山林、理蕃政策與登山活動 

 

一、山林政策 

自 1910 年起，台灣總督府進行為期五年的台灣林野調查，以確定官有、民有

之所有權。官方對於當時台灣高山林野進行實地測量調查，沒有足以認定所有權

憑證的林野全部收歸為官有地。總督府的林野事業，其主要目的為將台灣之大部

分林野透過林野調查收歸官有，為官方取得台灣高山林野所有權的法律地位，以

利於進行經濟上的開發與利用 38。繼台灣總督府的林野調查之後，自 1915 年到

1925 年為期約 10 年期間，進行官有林野整理，把官方所擁有的林野區分為「要

保存林野」與「不要保存林野」做進一步的實地調查，將「不要保存林野」中的

當地居民歷代長期占有使用的林野地，透過申請而撥發給占有使用者。甚至將「不

要保存林野」中，已有開墾成功的林野出售 39。如此的做法，讓林野調查後的官

方土地都能有明確的主權憑證，以利官方在林野土地的經濟處分上能有效管理與

開發，並誘導日本內地的大資本家，投入台灣林野的經濟利益發展活動。據此，

我們可以知道鹿野忠雄渡台就讀台灣總督府高等科時，台灣總督府已全面性地完

成土地、林野調查測量與官有林整理等山林政策工作，鼓勵日本內地移民與企業

投資。隨著日本內地大財團投入資金，進行經濟上的開發，台灣的山林資源、林

相，已在往後的幾年有了改變。從鹿野忠雄的高山紀行篇章裡，對台灣總督府的

山林政策，也提出一些批判，筆者將於下一節進一步討論。 

 

二、理蕃政策 

台灣高山原始的山林資源豐沛，理所當然被視為發展帝國經濟的重要標的，

因此，台灣總督府治台初期，致力於高山蕃地的經濟開發計畫。然而台灣的高山

亙古以來，即為高山原住民的生活領域，開發台灣高山山林資源，勢必先處理高

山原住民的問題，使得台灣總督府的山林政策與理蕃政有著密切的關係。日人藤

井志津枝在《日本治理台灣的計策──理蕃》一書中曾言： 

 

「蕃地」事業的範圍甚廣，將來必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林政」計劃，「理蕃」

政策是實施「林政」計畫的前提，而與財經政策配合推行，才能達到提高

效率的目標。40 

38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10），頁

18-19。 
39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頁 20。 
40 藤井志津枝，《日本治理台灣的計策──理蕃》，（台北：文英堂，1997.05），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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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國殖民台灣當然是著眼於經濟利益，那麼台灣的山林資源可說一座予取予

求的資源寶庫，為了快速有效獲取經濟利益，「林政計畫」即是當務之急。然而「理

蕃」政策又是實施「林政」的前提，由此可知台灣總督府的思維為：做好「理蕃」

政策，就能順利推動「林政」計畫，進而配合「財經」政策，獲取殖民地的經濟

利益。 

另外，從 1895 年的台灣督府的「台灣一般行政」調查報告書可以知道，日治

時期台灣總督府的山林政策構想的重點之一，即為伐樟熬腦。「樟腦事業」對日本

帝國而言，是當時重要的經濟活動，因為當時日本內地與台灣殖民地的樟腦產出，

合計產量可說是全球獨占的局面 41。不論是原始天然木材還是樟腦原料的樟樹林

地都在高山原住民的生活領域，因此砍伐原始林與經營台灣樟腦事業，就不得不

同時兼顧理蕃工作。日人藤井志津枝更指出： 

 

臺灣生產樟腦，一向是日本的臺灣總督府在臺灣積極推動「理蕃」政策的

最主要原因。特別是歐洲興起塞璐珞工業後，樟腦成為軍需化學工業所必

需的原料之一，臺灣山地當時為世界上稀少的天然樟樹分佈地區，這乃是

日本企圖以掠奪方式，從佔有山地的臺灣原住民，奪取其最有經濟價值的

樟腦採取區域，展開殘酷的「討伐」進行侵略的動機。42 
 

就台灣總督府而言，蕃地事業的經營管理與統治，其背後最重要的目的還是拓殖

山地樟腦的經濟利益。日本帝國能掌握世界稀少的軍事化學原料，即能在世界的

軍事地位上占有優勢，因此，樟腦對於日本帝國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資源。然而這

些製造樟腦的樟樹，生長於台灣高山原住民的活動與生存領域，欲進入山區砍伐

山地樟樹，勢必引起台灣高山原住民的反抗。於是總督府以「理蕃」政策之名，

遂行各項教化、安撫工作，甚至不計代價地採取強硬的「武力討伐」手段，穩定

台灣高山的局勢。換句話說，台灣總督府美其名為「理蕃」，實則為「討蕃」，旨

在希望能有效解決蕃人問題，使台灣高山山林資源的開發隨之發揮帝國殖民的經

濟效益。 

日治時期的理蕃政策隨著不同的時空背景，有階段性的不同作法。日治初期

採取綏遠方式，試圖以柔性的遊說與攏絡台灣高山原住民。之後為了有效地控制

台灣高山，台灣總督府採取較為強硬的措施，由左馬間總督御駕親征，以軍事武

力掃盪高山的生蕃。日治中後期，甚至採「集團移住」的方式，集體將台灣高山

原住民遷至較低的山脈或靠近平地的區域，讓原住民離開了世居的高山，以排除

原住民對山林政策的影響與阻礙因素。1925 年後，日人鹿野忠雄開始進入台灣登

山踏查時，台灣高山只剩少數「未歸順的生蕃」繼續抗日，堅守高山的家園，這

41 姚鶴年，《臺灣林業之發展》，（台北：中華林學會，1994.10），頁 258-259。 
42 藤井志津枝，《日本治理台灣的計策──理蕃》，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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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台灣高山原住民的情勢是相對較穩定的，這一點可從鹿野忠雄的台灣高山紀

行文章裡可看出端倪。由於台灣總督府殖民的山林、理蕃政策之官方先鋒隊，入

侵了台灣長期保有原始自然的高山，使得台灣高山能為外人一探究竟。為了配合

理蕃政策，有效管理台灣高山原住民，殖民官方更陸續於 1919 年開築八通關越嶺

道，並在這一條東西橫貫聯絡道路的沿線設置警察駐在所。同時為了鼓勵登山活

動，以及利用阿里山森林鐵路活絡當地經濟，台灣總督府修築了阿里山到玉山的

新步道。此步道完成後，阿里山到玉山主峰的路程由 19 小時縮短為只剩 9 小時，

使得上玉山的人數，由 1921 年的 27 人爆增為 1926 年的 563 人
43
。由於殖民官方

的山路開闢、蕃地測量、山地地圖繪製、高山民族調查研究等活動，使得台灣原

始高山不再難以接近，更為日治中後期的登山活動開啟了一扇方便門。 
 

三、登山活動 

19 世紀末，日本發展軍國主義，開始經營海外殖民，並於中日甲午戰爭後取

得台灣作為殖民地。日本學術界對這個新的海外領土掀起了一股「台灣熱」的研

究潮，這種現象也許就是日本學術界回應帝國國家政策的一種態勢 44。日治初期

渡台從事登山探險或學術踏查的日人：有橫越中央山脈的長野義虎、地形測繪技

師的野呂寧、植物學家的田代安定、研究平埔族的伊能嘉矩、「揭開台灣巨石文化

的第一章」45的鳥居龍藏、提倡蕃人樂園的森丑之助……46。這些探險家與調查研

究的學者，其中有些進入了台灣原始高山探險，進行官方的學術踏查任務，讓台

灣原始高山開始印上探險調查者的足跡，台灣的登山活動也就此開始萌芽。自台

灣總督府始政後，殖民官方致力於理蕃事業、山林政策，在台灣高山進行探險式

的山地測量、產業調查與自然科學研究。日治時期的台灣山林政策與理蕃政策息

息相關，山林政策制定前的林野科學測量與理蕃政策推動的相關人文學術資訊踏

查，都讓軍警、學者、登山者踏入台灣高山原始林野，進行目的性的登山活動。 

日治初期，台灣總督府對高山林野土地進行詳細、精確的現代化測量，藉此

掌握殖民地的高山土地資訊，以利政治上的政策製定與經濟上的開發、榨取。林

野土地的調查、林野的整理、蕃地地的圖繪製，都是需要深入台灣高山的每一寸

土地，進行實地的探勘、測量。 

 

大正年代以前的台灣山岳活動，從最早「討伐隊」侵入蕃界，和地形測量

隊在重重警戒下進入山區測量拉開序幕。明治時代擔任測量的蕃務本署主

43 曾惠香，《玉山回首》，（南投：玉山國家公園出版社，1992.06），頁 12-13。 
44 中薗英助著，楊南郡譯，《鳥居龍藏傳》，（台北：晨星出版社，1998.04），頁 48-49。 
45 楊南郡譯註，《台灣百年火花》，頁 210 解說：台灣巨石文化最早由森丑之助在台灣完成研究的

照片與口頭報告，再由鳥居龍藏撰寫成論文發表，肯定森丑之助的研究推測。鳥居龍藏發表論

文後的二個月，森丑之助投海自殺，後續的研究便由鹿野忠雄繼承遺志。 
46 楊南郡譯註，《台灣百年火花》，（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公司，1996.09），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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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技師野呂寧可以說是這一時期測量與登山的代表。47 

 

台灣總督佐久間積極進行「理蕃」活動，為了有效進入高山，於 1907 年成立「蕃

務課」地形測量隊，由野呂寧技師帶領，進行隘勇線內山地的調查測量、繪製地

圖等工作。高山的測量工作持續至 1916 年時，官方已繪製完成了 68 張比例尺為

五萬分之一的「台灣蕃地地形圖」，地圖上清楚標示隘勇線、登山路線、駐在所等。

此圖後來由官方發行販售，被日後登山者視為最正確的台灣高山登山地圖 48。為

了制定台灣山林政策所進行的測量活動，卻也帶動了目的性的登山活動，附帶完

成了許多台灣高山的首登紀錄，可說是為往後的高山登山活動披荊斬棘，成為開

路的先鋒。台灣總督府所派遣的測量隊踏遍台灣高山林地的每一角落，測量所走

之路線與所獲得的測地資料，都為之後因各種不同目的而欲進入台灣高山的人，

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性。特別是官方測量隊所繪製完成的「蕃地地圖」，更是之後進

出台灣高山的官方軍警、研究學者、登山旅者等的重要指南，對學術踏查、登山

健體等高山登山活動的活絡，有莫大的助益。與官方討伐隊、測量隊同時進行的

有官方委託日本內地學者的學術踏查活動。從日本明治時期一直延續到大正時

期，這些官方、民間的專家學者、山林愛好者，完成了許多的調查紀錄與報告。

舉凡動物、植物、礦物、森林、地理、氣象、人文、人類學等，都是許多高山探

險者熱衷探索研究的對象，他們陸續進入台灣高山，進行蠻荒之地的學術探險 49 

就台灣登山史的脈絡來看，這些強烈殖民目的的高山攀登，正好為台灣高山

的登山活動起了拓荒與開創路線的緖端。再加上日治初期，台灣玉山被日本測量

隊測出其高度高於日本富士山，故日本天皇將之改稱為新高山；也助長了日本人

熱衷於新高山的攀登征服、測量記錄、人文生態調查等探險活動。日本帝國並於

1897 年 6 月的新地圖製印，將新高山的名稱正式製印上去，新高山的命名、新地

圖的印刷，背後象徵著帝國領土擴張，已進入新的境地，充滿政治意涵。因為這

些政治性的冒險開拓測量、學術踏查活動為當時登山活動的主要動機，所以，這

個時期在台灣登山史上稱為「開拓探險時代」。登山界在此時期的第一件大事，即

是新高山的探險登山活動 50。對於東亞最高峰台灣新高山這塊處女地，日本內地

的學者則是躍躍欲試。從事新高山登山探險活動的人士中，鳥居龍藏與森丑之助

二位人類學者是最早從嘉義方向登上新高山主峰峰頂，此舉亦象徵日本帝國在殖

民地的學術踏查活動已被推向最高境界的意涵。 

隨著台灣總督府逐步完成了政治目的性質的討伐測量與學術踏查活動，殖民

山林政策與理蕃政策逐漸有了些成果後，台灣高山相對處於一個暫時穩定的狀

況，在這個基礎下，才有之後休閒健體目的的登山活動。由此可知，日治時期的

47 山崎柄根著，楊南郡譯，《鹿野忠雄──縱橫台灣山林的博物學者》，頁 156。 
48 林玫君，《台灣登山一百年》，（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公司，2008.07）頁 37。 
49 林玫君，《台灣登山一百年》，頁 33。 
50 沼鐵太郎著，吳永華譯《台灣登山小史》，（台中：晨星出版社，1997.06），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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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山林政策、理蕃政策與登山活動，可說是同在日本殖民經濟活動框架下的產

物，互相交錯影響。1905 年，總督府參事官大津麟平成立「新高登山會」，開啟

純粹以休閒趣味為動機的登山活動。之後更帶動了以健全體魄的好青年形象為訴

求的各級學校團體之登山熱潮，其中由日治時期的台北一中與台北高校、醫專的

學生組成的登山隊完成了中央尖山的首登。這些教育單位的公民活動，其登山是

有一定的正式的程序安排，登山前、登山時、登山後、返回後都有一些相關的規

定與作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登頂時的一些象徵性的活動，其背後代表的殖民

的政治意涵。當時學生登山峰頂時，在帶隊者的引領下，在山頂齊呼「天皇陛下

萬歲」，高聲唱日本國歌「君之代」以及該校的校歌。之後，列隊向東方遙拜日本

皇居，並參拜新高山山頂的新高神社。隨行保護的警察有時還會對著山下鳴槍，

宣示征服之意。1926 年台灣山岳會成立，更是將這股台灣登山風潮帶到了最高

點 51。鹿野忠雄渡台就讀台灣總督府高等科，正處於台灣教育界盛行以登山活動

進行精神與體魄訓練的熱潮期。此潮流可說是直接增強了鹿野忠雄攀登台灣高

山、親近自然山林的熱情，也強化了他學術採集與調查的動機，造就他日後縱橫

台灣高山，完成豐碩的登山與學術踏查的成果。 

 

 

第二節 「山林愛好」與「學術踏查」的扞挌 

 
中學時期的鹿野忠雄，於 1921 年秋天認識昆蟲研究者東京帝國大學理學部學

生江崎悌三，藉由到他家裡拜訪的機緣接觸了江崎悌三在南方之島台灣採集的甲

蟲與蝶類標本，因此對台灣充滿了嚮往的情懷 52。1925 年渡台入學後，隨即展開

登山與採集昆蟲的活動，深深著迷於台灣的自然山林、原住民與生物相。 
 

抵達新高駐在所後，我的眼睛和我的心，立即被東峰的崢嶸英姿深深地吸

住了。我的心好比是重逢闊別多年的心愛的人，心中的激動久久無法抑

止。53 

 
鹿野忠雄到達負責管制台灣高山秩序的警察駐在所，所有的注意力與心思，馬上

被台灣玉山東峰的雄姿牢牢吸引住，面對台灣的自然山林，彷彿是遇上了久未謀

面的戀人，急於重溫舊夢。鹿野忠雄表露出心中澎湃的熱情，透露了他對山林的

興味，已臻情人愛戀的感受，而非只是一般的愛好而已。 
 

51 林玫君，《台灣登山一百年》，頁 40-53。 
52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作者序，頁 32。 
53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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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回頭來冷靜地想想自己：我每年都遠涉重洋來到台灣的高山地帶，

燃燒青春的熱情；這裡有雄偉的群山、無盡的原始林、樸直的蕃人，以及

好奇、冒險和多彩多姿的風物所交織的台灣群山世界，如今已成為今生不

可分離、無法捨棄的存在！54 
 
就一個旅者而言，出發到旅地的難易度，是影響旅行的動機之一。面對南方之島

的台灣，鹿野忠雄千里迢迢地渡台登山與踏查，以無比的活力投入於台灣的高山、

原始林、原住民、生物相研究。倘若不是特別愛好台灣自然山林中的萬物，難有

如此鍥而不舍的毅力與熱情。甚至我們可以說，鹿野忠雄是以一種朝聖的方式，

每年投入台灣高山的懷抱，進行一場場美麗的自然山林知性之旅。在親近台灣高

山的過程中，也帶給了鹿野忠雄無比的快樂，支持他的台灣高山旅行踏查活動。

他曾自述：：「我最大的快樂是：在與世隔絕的原始森林中，被森林溫柔地擁抱著，

享受森林永恆的寂靜和溫柔的觸摸感」。55甚至，進入森林的裡層，欣賞玉山沉積

岩的獨特魅力，讚譽其豪邁之美，連日本內地的赤石山脈都比不上 56。台灣豐美

的高海拔群山，讓鹿野忠雄從昆蟲採集的興味走向更具深度的自然山林探索，並

記錄下地形地貌、動植物相與原住民風情等高山踏查成果，也開啟鹿野忠雄日後

更寬廣的學術研究的面向。 
愛好山林的鹿野忠雄，面對當時台灣總督府默許日本內地商業會社搾取台灣

山林資源的山林政策，提出了一些批判與省思。觸發鹿野忠雄對台灣殖民的山林

政策有所批判，不就是起因於他對於台灣高山自然山林、動物、原住民的嚮往與

熱愛。 
 

這次重訪玉山，享受親近它的快樂之前，忽然有一抹憂愁掠過心頭……。

五年前最後一次走這條從水裡坑往東埔的道路。相較之下，我發現現在沿

線的風光明地敗壞了。我不會像一般旅行者那樣喜歡美化過去的回憶，但

是我無法瞭解，為什麼開一條台車道，會造成美好的自然被破壞呢？57 
 

日本內地財團秋田木材會社開採附近溪岸的原始林，把大片的原始林砍伐殆盡，

只留下幾間粗糙的茅屋在空曠的草原上點綴，使得原本玉山道路上的美麗林相消

失了。更慘的是，財團為了開採林木，在沙里仙溪一帶鋪設台車道，台車道沿線

的地質構造脆弱，只要遇大雨就容易產生土石流，癱瘓台車軌道 58。愛好自然山

林而親近台灣高山的鹿野忠雄，面對台灣高山的自然山林美景被經濟開發目的的

殖民山林政策所破壞，內心產生了許多的不解與疑問，憂愁的心情油然而生。 

54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79。 
55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76。 
56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261。 
57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89。 
58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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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提倡保護玉山大自然，但是要保護的不應該只限於玉山頂附近，應該

包括從山麓到山頁全線的垂直景觀……。政府和民間的有關人士，光是高

喊玉山是日本第一大景觀，還推舉它為一個準國家公園。這是哪來的宣傳

計劃呢？……對於大自然不斷地遭受人為破壞的現況，我義憤填膺，不得

不咬牙切齒抗議！59 

 
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帝國躋身世界強國之列，為了展現帝國的現代化風貌，開

始積極籌設國立國家公園，並進行相關的調查與研究報告。日本帝國政府於 1931
年 6 月公佈「國立公園法」，指定富士山等 12 地區為國立公園 60。在此風潮下，

台灣總督府亦將新高山（玉山）列為國家公園預定地，提出相關的調查與計畫。

鹿野忠雄站在維護山岳自然景觀的立場，質疑台灣總督府的山林開發政策與日本

帝國的國家公園政策相違背，任由商業大財團恣意進行人為開發建設，破壞自然

景觀。然而就一個山林愛好者的立場而言，登山與親近自然山林是一種美好的享

受，台灣高山林木被總督府以政治、經濟目的，招來商業大財團加以開發，鹿野

忠雄當然對殖民當局的山林政策與作為，提出嚴厲的批判。另外，從《山、雲與

蕃人》一書中，1941 年〈玉山雜記──玉山地方山與住民的關係〉的補述篇章來

看，鹿野忠雄對台灣山林的愛好從沒有間斷過，特別是新高山（玉山）地方的山

群。他曾在補述篇章中自述：「玉山地方具備最有台灣風味的高峰和住民，所以我

一直對它有深厚的愛慕」61，此話的敘述雖然已距離他之前攀登踏查台灣玉山以

及投入它的懷抱，時間相隔將近 10 年之久，在偏學術性質的高山紀行文本中，對

台灣玉山的自然山林依然存有念念不忘的愛戀，因此，從文本的時間脈絡探討鹿

野忠雄對台灣自然山林的看法，可以知道他對台灣山林，本因於愛好而始終站在

「山林愛好」的立場。同時，更可以理解鹿野忠雄為何對台灣總督府放任日本內

地大財團開發台灣山林、破壞自然的殖民山林政策，如此深惡痛絕。                                                                                                                                                                                                                                                                                                                                                                                                                                                                                                                                                                                                                                                                                                                                                                                                                                                                                                                                                                                                                                                                                                                                                                                                                                                                                                                                                                                                                                                                                                                                                                                                                                                                                                                                                                                                                                                                                                                                                                                                                                                                                                                                                                                                                                                                                                                                                                                                                                                                                                                                                                                                                                                                                                                                                                                                                                                                                                                                                                                                                                                                                                                                                                                                                                                                                                                                                                                                                                                                                                                                                                                                                                                                                                                                                                                                                                                                                                                                                                                                                                                                                                                                                                                                                                                                                                                                                                                                                                                                                                                                                                                                                                                                                                                                                                                                                                                                                                                                                                                                                                                                                                                                                                                                                                                                                                                                                                                                                                                                                                                                                                                                                                                                                                                                                                                                                                                                                                                                                                                                                                                                                                                                                                                                                                                                                                                                                                                                                                                                                                                                                                                                                                                                                                                                                                                                                                                                                                                                                                                                                                                                                                                                                                                                                                                                                                                                                                                                                                                                                                                                                                                                                                                                                                                                                                                                                                                                                                                                                                                                                                                                                                                                                                                                                                                                                                                                                                                                                                                                                                                                                                                                                                                                                                                                                                                                                                                                                                                                                                                                                                                                                                                                                                                                                                                                                                                                                                                                                                                                                                                                                                                                                                                                                                                                                                                                                                                                                                                                                                                                                                                                                                                                                                                                                                                                                                                                                                                                                                                                                                                                                                                                                                                                                                                                                                                                                                                                                                                                                                                                                                                                                                                                                                                        
當鹿野忠雄縱橫於台灣高山，感受到來自於自然山林的熱切呼喚，讓他徜徉

於台灣自然原始的山林，並以親近大自然旅者的身分，對殖民山林政策提出批判、

省思。然而，鹿野忠雄同時也受到學術興趣與使命的召喚在台灣高山進行學術調

查活動，這些登山踏查活動與文本紀錄讓鹿野忠雄與殖民當權者、殖民政策自然

有了結構上的關聯。我們可以從 1931 年鹿野忠雄再度來台進行學術踏查活動的脈

絡來探討，在這次利用東京帝國大學暑假所進行的 70 天山岳活動，主要的目的為

調查雪山山脈與玉山山脈的高山地形，為即將進行的「台灣生物地理學調查」和

「台灣原住民調查」等學術研究，做先行的踏查活動。這些預先踏查的紀錄後來

59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90。 
60 姚鶴年，《台灣的林業》，（台北：遠足文化，2006.07），頁 102。 
61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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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鹿野忠雄集結出版的《山、雲與蕃人》一書的主要篇章
62
。從他的台灣高山

紀行文章中，我們可以看見存在於文本中的強烈學術踏查動機與使命感。 
 

東郡大山塊的山旅以來，所抱持的疑點已消失，從實際踏勘獲得有力的資

料，足以訂正蕃地地形圖的錯誤。由於這次發現很重要，我私下認定本年

夏季一連串的台灣高山之旅中，這最後一次具有某種特別的意義。63 
 
台灣山地的測量工作於 1925 年前大致已完成，鹿野忠雄在台灣群山進行登山與踏

查，使用的登山地圖即是台灣總督府所印發的蕃地地形圖。鹿野忠雄縱橫於台灣

山岳時，一旦發現有踏查現地的溪谷、山貌等等與早期台灣總督府測量隊所繪製

的地形圖有所出入時，隨即進行探險式的現地踏查。從鹿野忠雄自詡勘誤官方探

險測量隊的資料與蕃地地圖具有特別意義來看，可知道他具備有強烈踏查精神與

使命感。身為日本帝國國民，對於帝國官方所完成的殖民文本資料有所謬誤時，

其內心的那份使命感，除了展現在自我的價值肯定上，更帶有對帝國的國家認同

而盡一己之力的意涵。 
除了蕃地地形圖上的勘誤以外，鹿野忠雄也進行台灣高山的實地踏查，成績

斐然。在其高山紀行文本中，對台灣高山地形、地質、高山水質、昆蟲、動物、

植物以及原住民人類學等等都有踏查的紀錄與成果。 
 
我看到它的岩層有奇妙的傾斜和走向，可以想見遠古年代造山運動中，玉

山東峰曾經遭受一波波強大的褶曲作用，發現這一個事實，真會讓地質學

者十分驚喜。……在台灣高山竟然能夠發現漣痕，恐怕是頭一遭罷。在海

拔 12,800尺（3,900公尺）的高度發現漣痕是世界少有的現象……因此漣

痕的發現，像是給地質學調查的人一把解開地質謎題的鑰匙。64 
 

鹿野忠雄就讀東京帝國大學地理科後，也於 1930 年加入日本生物地理會。隔年，

1931 年到台灣的登山活動的主要目的之一，即是進行台灣生物地理學的踏查研

究。因此，對於台灣高山的地理學與生物之間關係，更加積極地進行探索。鹿野

忠雄的台灣高山學術踏成果當中有許多都是屬於當時學術界的新發現，對殖民統

治當局而言，有其一定的殖民政策制定的參考價值，這也逐漸奠定了他日後的學

術地位。除了地理學之外，鹿野忠雄在台灣高山動、植物，也有許多發現。 
 

學界所知的 Tamiops屬松鼠，只有一種叫做台灣帶紋松鼠，但是這種松鼠

通常不會跑到海拔一萬尺的高度。……我仔細看牠的軀體，發現牠比一般

62 山崎柄根著，楊南郡譯，《鹿野忠雄──縱橫台灣山林的博物學者》，頁 149-150。 
63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200。 
64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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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鼠更小，可能是棲息於高山的關係，體毛略為淺白，立刻判定是第一次

被發現的珍貴新種。65 
 

在一天的勞累登山之餘，鹿野忠雄常趁天黑之前的短暫時間，整理當天登山踏查

所採集的動、植物標本 66。對於所採的植物標本，下山後往往都是交給任職於總

督府殖產局的中井猛之進和佐佐木舜一 67。在日治時期沒有人能夠像鹿野忠雄那

樣，在高校與大學期間即連續不斷進行長時間的登山活動。他雖然不是總督府的

官員，也不是官方僱員，只是一個愛好登山與自然科學的研究者，在沒有直接的

的官方力量協助下，卻也能自己開拓新的登山路線，創造許多台灣山岳首登紀錄。

登山的同時，踏查台灣的山岳地理、動植相、水質、原住民風情等等，甚至發現

了許多新的生物品種。鹿野忠雄在台灣山岳努力所創造的佳績，可以匹敵日治初

期的官方地理測量、山林資源探查隊伍的貢獻
68
。 

然而在殖民政治體制下，鹿野忠雄的登山活動是無法與殖民政治有所切割

的，那麼他在殖民地台灣的登山活動與帝國之間的關係為何，在林玫君〈日本帝

國主義下的台灣登山活動〉一文中，有以下的論述： 

 

登山活動擁有殖民地化和現代化的矛盾性格，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者運作

國家機器，憑藉其優勢肆無忌憚地進入到臺灣山岳，以軍事、「理蕃」、學

術探險或是經濟開發的各項因素，開始對孕育臺灣寶島資源的山岳進行探

索和開發；另一方面，登山活動具備挑戰性、新奇性和冒險性等特質，可

滿足日本人對異地的好奇心，它除了符合追求歐美社會的西化運動，更可

進一步掌控臺灣特殊風情，達到日本帝國的目的。69 

 

對鹿野忠雄而言，面對登山活動中日本帝國主義運作國家機器的優勢，基於

經濟開發的因素而對台灣高山自然山林探索與開發，提出了個人的批判。但是，

他欲進行登山活動與學術踏查的場域，卻是受到帝國登殖民當權者的控制。霧社

事件之前，台灣總督府對登山活動即有所管制，如鹿野忠雄 1928 年〈卓社大山之

行〉的篇章裡記述：「由於抗日份子阿里曼．西肯和他的手下出沒跳梁，理蕃當局

設置警備線嚴禁平地人出入山區，我計劃秘密地突破警備線潛入其地進行登山活

動」。1930 年 10 月 27 日台灣高山發生霧社事件發生後，台灣總督府旋即進行了

一連串軍警的討伐行動，對於處於風聲鶴唳的台灣高山，各種目的之登山者都迴

65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198。 
66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72-73。 
67 山崎柄根著，楊南郡譯，《鹿野忠雄──縱橫台灣山林的博物學者》，頁 128。 
68 山崎柄根著，楊南郡譯，《鹿野忠雄──縱橫台灣山林的博物學者》，頁 161。 
69 林玫君，〈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登山活動〉，（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博士論文，2003）
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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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入山活動
70
。因為霧社事件發生到次年一整年，總督府全面性禁止台灣高山的

活動，不僅限制一般人入山，就連負有公務的官員，也不得進入。除了大眾化路

線及北部低海拔地區仍開放外，這段時間的台灣高山全域變成禁區
71
。如遇特殊

狀況需要入山，就得向官方「理蕃課」提出「入蕃許可」的申請，再由理蕃課派

警員隨同保護登山客的安全。《山、雲與蕃人》一書的主要篇章皆為霧社事發生後

的隔年（1931 年），鹿野忠雄利用東京帝國大學二年級暑假期間，渡台進行學術

踏查紀錄下的成果。1931 年 7 月 27 日，鹿野忠雄從台灣台北出發，在前往玉山

的火車上碰巧訪問到了從集集上車的「新高郡守」中島與一氏，鹿野忠雄即主動

向郡守報告他今年度預計在新高郡守轄區內的登山計劃，在兩人的談話中，鹿野

忠雄很高興地能得到他新高郡守的諒解和支援 72。對於台灣高山尚處於全面嚴格

禁止進入的時期，鹿野忠雄為何能在重大的原住民抗日事件後，獲得官方同意，

進入台灣高山登山踏查？就總督府的官署而言，此時刻開放旅者進入台灣高山，

必須承擔相當大的責任與風險。可想而知，純登山休閒的目的是絕對無法進入台

灣高山。唯有一種足以說服官署核准「入蕃許可」的理由，那就是肩負有學術性

目的之登山踏查活動。鹿野忠雄到訪台灣高山的八通關駐在所，受到熱茶與點心

的熱情招待。之後來到無雙駐在所，駐在所的巡查更無視於白天執行任務時間，

準備酒菜為他洗塵。在玉山群山踏查的 50 天，鹿野忠雄甚至直接寄宿在無雙駐在

所的空房
73
。對一個大學生如此禮遇，這不能簡化為同為日本人的單純理由來看

待。鹿野忠雄之所以能受到如此歡迎與敬重，應該是與他的學術踏查工作有關。

高山駐在所的總督府官方警備員，都是受到日本帝國框架的召喚，服膺於帝國大

屋頂下，是帝國殖民結構中的一員，理所當然樂於全力支持、協助與殖民政策有

密切相關的學術踏查。登山必須得到官署所簽發核準的「入蕃許可」，進入台灣高

山的審核機制所表徵的即是權力的宰制，配合申請的動作以進行登山踏查，此舉

已象徵性接受到官方權力的納編，成為殖民的協力者，並加入日本帝國的殖民結

構中。鹿野忠雄在台灣高山進行學術踏查的過程中，與殖民官方郡守、高山警備

員有密切的互動，學術調查活動讓他自然地成為殖民結構裡協力的一員。鹿野忠

雄利用學術踏查為媒介，說服當地郡守，讓自己能進入管制的台灣高山攀登、踏

查。新高郡守同意的立場，無非是考量他的踏查計劃，能為官方殖民政策與方針

提供學術上的參考價值。 
鹿野忠雄因愛好山林而登山，然而日本殖民地台灣的登山活動，對他而言還

存在登山活動中對現代性的追求。台灣擁有豐富的原始山林、生物相、高山原住

民等，不只這些南國風情召喚著他，還有登山的挑戰、冒險與新奇感，也支持了

他在殖民地台灣高山的學術踏查活動。鹿野忠雄在台灣高山攀登並進行學術踏查

70 沼井鐵太郎著，吳永華譯《台灣登山小史》，（台中：晨星出版社，1997.06），頁 156。 
71 山崎柄根著，楊南郡譯，《鹿野忠雄──縱橫台灣山林的博物學者》，頁 150。 
72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87。 
73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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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常將自己的登山活動過程與學術踏查成果，於返回日本內地後整理集結，投

稿日本內地《山岳》雜誌，滿足了內地日本人對南國殖民地台灣的好奇心，為日

本帝國內地的國民宣傳南方之島台灣。當鹿野忠雄愛好台灣山林進而對山林進行

調查與研究，自然原始山林對研究者而言，就成為了異己性的「他者」。對「他者」

之「特殊」風情進行探索、研究、紀錄與發表時，台灣高山的原始山林即成為學

術踏查的知識文本生產的對象。在帝國殖民地的知識、文化生產，自然就被帝國

殖民當權者所納編，成為帝國掌控殖民地的知識、文化文本。對於鹿野忠雄的在

登山學術踏查中的文本書寫與帝國之間的關係，在李有成《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

一書中，有更明確的說法： 
 
航海家、探險家、博物學者、人類學者、民族學者、地理學家、語言學家、

旅行家、日記作者、外家使節、作家、傳教士……這些人絡譯途中，往返

異帝國都會與異域或殖民地之間；不論他們是否有居心，不論他們願不願

意，他們的著作、他們的考察心得、他們所蒐集的資料、他們所整理的筆

記、他們所繪製的地圖，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極可能構成帝國檔案，

成為建立文化異己性的文化文本。74 
 

鹿野忠雄在殖民地台灣的豐碩學術踏查成果，無論是交給台灣總督府殖產局處

理，還是返回日本內地自行發表，身處於帝國殖民的社會框架下，都難以避免直

接或間接地成為了帝國的文本檔案。帝國殖民當權者對於來到殖民地的學術踏查

人員的禮遇與重視，其來有致，就如李有成在《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中的另一

段敘述，談到帝國殖民的經營之道： 
 

要維繫帝國於不墜，涉及的因素非常複雜，除了船堅炮利之外，顯然還必

須仰賴各式各樣的論述：有關殖民地的民情、風俗、地理、氣候、物產，

乃至於歷史、文化、宗教、神話等等──所有從遙遠異域帶回到帝國都會，

分類庋藏於「中心」的知識。75 

 
就鹿野忠雄而言，既熱愛自然山林與登山活動，也熱衷投入學術踏查工作，愛好

自然、登山、學術踏查三位一體，成就他獨特而複雜的意識形態與多重觀照視角。

從他的學術發展脈絡來看，逐漸與殖民官方有所接觸與合作，是在帝國殖民政治

體的背景下使然。鹿野忠雄在台灣山岳中的學術踏查使命與成果及所扮演的角

色，雖不能直接將他歸為像殖民地警察之類的帝國壓迫者，但不可否認的是，鹿

野忠雄的台灣高山踏查角色，無論是他自身的認知為何，在帝國體制下的殖民社

會結構裡，在某種程度上卻成為「殖民協力者」的一員。 

74 李有成主編，《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7.10），頁 13。 
75 李有成主編，《帝國主義與文學生產》，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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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的殖民協力者與殖民結構一員的論點來看，鹿野忠在台灣登山踏查活

動的知識文本的書寫與生產，本身就是帝國殖民結構中的一環，與總督府的殖民

政策都有密切的關聯。然而，鹿野忠雄卻也基於愛好登山、保護台灣原始自然山

林的緣故，站在殖民結構外部發聲，對總督府的殖民出林政策破壞自然而提出不

平之鳴。這種對官方的殖民山林政策既協力又批判省思的立場，讓他在登山與踏

查時，產生角色的扞挌。他同時扮演「山林愛好者」與「殖民協力者」的角色，

來回跨界於殖民結構內外形成矛盾立場，並擺盪於「山林愛好者」與「殖民協力

者」之間。 
 
 

第三節  本章小結 

 

日治中後期，鹿野忠雄進入台灣從事登山活動，時值台灣教育界盛行以登山

活動進行精神與體魄訓練的風潮，這股潮流增強了鹿野忠雄攀登台灣高山、親近

自然山林的熱情。在熱衷登山活動的過程中，發現台灣高山的自然山林因日本內

地大財團的開發而遭受到嚴重破壞，基於對登山的愛好與保護台灣自然山林的立

場，站在殖民結構體外面發聲，對殖民官方經濟開發的山林政策提出批判與反思。

然而，在殖民政治體制下，不論是官方還是非官方的學術踏查，其調查成果與報

告就是帝國殖民結構中的一環，與殖民政策有密切的關聯。不管鹿野忠雄個人學

術調查的動機為何，他的學術研究活動的知識文本生產成果，難免被掌握殖民統

治權的官方納編，自然而然地成為日本帝國殖民政策的文本。同時因鹿野忠雄的

日本人身分與登山帶有學術調查目的等因素，讓他在 1930 年霧社事件發生後，與

殖民當局有所互動，仍獲得殖民官署簽發「入蕃許可」，進入台灣高山管制區展開

學術踏查活動。不論是在殖民體制內協助了殖民政策，還是與官方互動擁有進入

管制山區踏查的權力許可，這都代表鹿野忠雄的高山學術活動具有「殖民協力者」

的角色。因此，鹿野忠雄在台灣的登山踏查活動中，同時扮演了「山林愛好者」

與「殖民協力者」的角色，對台灣總督府的殖民山林政策，產生既批判省思又協

力的矛盾立場，並擺盪在「山林愛好者」與「殖民協力者」兩角色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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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然與自我的雙重召喚：登山活動的情感書寫  

 

日治時期，兩位著名的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與森丑之助，進入了有「黑暗

世界」之稱的台灣中央山脈，進行生物地理、原住民部落文化的登山踏查，留下

許多日治時期台灣山區珍貴的自然史料紀錄。這個時期的探險家大多屬於人類

學、考古學、民俗文物、與自然科學方面的學術調查 76。鳥居龍藏與森丑之助在

台灣登山踏查的時間點為台灣登山史上的「開拓探險時代」77，他們倆人的人類

學調查研究與巨石文化的考古學研究，到了日治中期，由漸漸轉向從事這一方面

研究的鹿野忠雄接續。因此，鹿野忠雄繼承了鳥居龍藏與森丑之助在台灣的學術

調查 78。在日治時期的學術調查脈絡裡，不管是從登山探險方式的面向，還是從

學術研究領域來看，鳥居龍藏、森丑之助與鹿野忠雄之間有密切的關係。然而處

於「近代登山時代」且非官方直接委任學術踏查的鹿野忠雄，在台灣登山踏查的

書寫策略與前述兩人相比，卻明顯有所不同。鹿野忠雄擁有較多元的登山與踏查

動機，書寫的面向複雜且豐富。鹿野忠雄以台灣玉山山群為對象，融入豐富多元

的情感召喚，以多元視角書寫，孕育出精彩的登山踏查紀行文章《山、雲與蕃人》。

由於雜揉了不同面向的情感書寫方式，成就了山林文學的文藝之美，在台灣被天

下雜誌以「開啟台灣山林文學之美的殿堂」之標題選入「影響 200、飛躍 200」的

報導專輯中，名列為 400 年來影響台灣最重要的 200 個人之一 79；在日本內地，

則是被推崇日本三大高山文學之一。可見此書不管是在台灣還是日本的高山文學

作品裡，有一定的評價與地位。為了更完整了解鹿野忠雄在《山、雲與蕃人》一

書中，如何以豐富的情感面向記錄台灣新高山一帶的群山攀登活動，本章將從「自

然山林」與「自我實現」二個情感面向來探討鹿野忠雄於台灣玉山山群登山踏查

的紀行書寫中，情感如何受到召喚，以及自我情感實踐背後隱含的殖民意識。 
第一節〈殖民政治的託付：鹿野忠雄之前的登山書寫模式〉將以鳥居龍藏與

森丑之助為主探討其登山踏查書寫，以及他們各自呈現出什麼樣的高山紀行書寫

模式？ 第二節〈自然情感的召喚：人與自然的情感交會〉討論身為「山林愛好者」

的鹿野忠雄受到那些自然情感的召喚，以及這些自然情感如何召喚他？進而如何

影響他書寫自然？第三節〈自我情感的召喚：登山與學術的情感實現〉研究鹿野

忠雄的高山紀行文章如何透過「自我情感的召喚」以追求山岳首登與熱衷跨界的

學術踏查，並與日治初期的登山紀行文章的書模式進行比較；進一步探討鹿野忠

雄的山岳征服背後的意識形態。 

76 劉克襄策劃，宋文薰等，《探險家在臺灣》前言，（台北：自立晚報，1993.06），頁 5。 
77 此處與後文的「登山探險時期」、「近代登山時期」是依據沼鐵太郎著，吳永華譯《台灣登山小

史》，（台中：晨星)，1997.06）一書中所劃分的時期所稱。 
78 山崎柄根著，楊南郡譯，《鹿野忠雄──縱橫台灣山林的博物學者》，頁 287。 
79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譯序，（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公司，2000.02），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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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殖民政治的託付：鹿野忠雄之前的登山書寫模式 

 

日本帝國新納台灣殖民地，急於想知道台灣高山的族群種類與習性，故由國

會專款委託資助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室調查台灣高山原住民 80。該人類教室主

任坪井正五郎博士派遣鳥居龍藏渡台，以進行台灣高山原住民的人類學調查。鳥

居龍藏一共來台四次進行人類學的調查，其中第四次的台灣調查之旅，長達九個

月時間（1900 年 1 月至 8 月）。這次踏查活動的途中，鳥居龍藏因無意間看見了

突出雲表的新高山，決心登頂新高山。鳥居龍藏一行人完成由嘉義端上新高山的

首登，在山頂上豎了木標寫著：「我們日本人的人類學研究，已經延長到台灣新高

山頂，我們期盼將來的研究領域提升到更高的層次！」81在鳥居龍藏《探險台灣》

一書中，有以下簡要紀錄： 

 

我和同行的七名蕃人準備從西側翻越新高山到東側。行動中七個蕃人個個

背負著重擔，每人手執著一支槍，輕快地攀登斷崖壁，使我大為驚嘆他們

的神勇。那天站在新高山頂時，由於天氣朗而且受託於地學協會，我向四

周拍了很多照片……連拍荖濃溪、東流的（拉庫拉庫）溪、西部濁水溪、

阿里山草地，以及連綿的群峰，感覺很快樂。82 

 

鳥居龍藏是日本第一位將攝影技術應用到人類學及考古學做田園調查的學者。雖

然他的素描能力也很好，但他覺得光靠素描做紀錄是不夠的。從鳥居龍藏所留下

的 1859 張底片中，有 834 張是有關於台灣的研究照片來看 83，他為台灣原住民、

古文化遺跡留下許多珍貴的影像。由於在學術探險輔以照相技術，採影像做科學

佐證，使得鳥居龍藏在登山踏查時，較少對調查過程與現地的自然環境有所描摹。 

 

（十月十二日寄於台北）正如上一封信所提到的，我從前天開始調查台北

基隆河岸的石器時代遺址。昨天去過八芝蘭，今晨趕到圓山挖掘貝塚，有

了最有趣的成果，舉二、三點特別顯著的狀況向老師報告：其一，挖到二

個骨槍頭，其中一個是大型的，如附圖之（一）……，和我們大學人類學

教室所展示的同屬一種形式，想不到在台灣也發現到，這個發現令我感到

十分快樂。（原載《東京人類學會雜誌》，第一四一號，明治三十年）84 

 

由於官方派遣的任務在身，工作目的、機動與使命都非常清楚，故鳥居龍藏有時

80 中薗英助著，楊南郡譯，《鳥居龍藏傳》，頁 5。 
81 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註，《探險台灣》，（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6.08），頁 317。 
82 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註，《探險台灣》，頁 318。 
83 中薗英助著，楊南郡譯，《鳥居龍藏傳》，頁 55-56。 
84 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註，《探險台灣》，頁 24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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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調查現場的第一手資料與紀錄，隨即透過通信稿件或者彙整成期中報告的方式

寄發給他的老師坪井正五郎，回報的台灣高山的踏查成果。除了調查現地寄回的

通信文稿，有些調查報告，鳥居龍藏則以整理成正式報告的體裁進行發表，而且

最後都被刊登於《東京人類學會雜誌》85。這些通信文稿或是報告紀錄，如實地

寫下了台灣考古學、人類學的踏查成果，記載內容屬學術報告性質，顯少呈現個

人感受與登山踏查過程的情感抒發。  

森丑之助是日治初期在台從事學術踏查活動的另一位非常重要的登山探險

家。他一生將近二十年的學術生命全部貢獻在台灣的原住民研究，是在台灣山地

部落待最長時間，踏查台灣最多原住民部落的日本學者 86。他具有軍職身分，受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有用植物調查科」的派任，進行台灣山地植物研究。但是他

自己本身卻漸漸對人類學產生興趣，並投入許多時間研究。長時間與台灣原住民

相處，與原住民交好，誠懇相待。不只如此，他對原住民山地部落的信仰與風俗

很尊重，且精通原住民各族語言，因此贏得「台灣蕃通」、「台灣蕃社總頭目」的

稱號，連亦師亦友的鳥居龍藏都曾以「台灣蕃界調查第一人」稱呼與肯定他。森

丑之助對台灣高山原住民的友善至極，強烈反對台灣總督府「集體遷村」的理蕃

政策，而提議「蕃人樂園」（類自治區概念）的構想，可惜未被殖民當權者所採納

實施 87。鳥居龍藏第四次來台踏查時，森丑之助充當其土語（閩南語）、蕃語的翻

譯工作，同時也陪同鳥居龍藏從嘉義方向登上新高山的絕頂，留下登山的文字紀

錄。 

 

站在前峰頂上，海拔三四六一公尺，正好和新高山主峰相對，首先拍攝全

景，然後走到暴布的地方……今天預定要登絕頂。早早起床，做準備後開

始從瀑布處登高。爬得越高，植被變得更少，苔蘚也不見了，眼前只有崩

落的粘板岩磊磊，殘雪更多更厚，踩著白雪……。然後沿著主稜走向中峰，

最後於十一點登頂，大家歡呼「萬歲」三次。88 
 

森丑之助的人類學與考古學研究，也常善用攝影技術，對於登山踏查的沿途與絕

頂風光，直接盡收於鏡頭裡，相對地較少使用文字描寫自然與美景。然而，對於

學術調查報告與攝影圖像，卻有較多細膩的描寫，而非只是羅列與堆疊大量調查

資料而形成的生硬學術報告。例如：有一張布農族原住民提著一個頭顱的照片，

他如此解說： 

 

干卓萬社的布農族出草後，帶回來的霧社泰雅族頭顱。布農族和泰雅族獵

85 國分直一撰稿，楊南郡譯，《跨越世紀的影像：鳥居龍藏眼中的台灣原住民》，（台北：順益博

物館，1994.09），頁 47。 
86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譯者序，（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01），頁 19。 
87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頁 33-35，81。 
88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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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頭顱時，用蕃刀在額頭上割二條平行的縱式刀口，用籐條穿過，以便提

著顱走。南部的部分排灣族，則把頭顱放進竹籠揹回去。1904 年 8 月。89 

 

相較鳥居龍藏以拍攝原住民的形貌為主，森丑之助則是進一步把原住民的生活拍

下來，並配合生動的照片說明。森丑之助說明照片的文字讓人讀來如親眼所見，

親臨現場，使學術照片充滿了動態感，為後續的研究者提供了原始的一手資料 90。 

日治初期的登山探險學術踏查報告，無論是採取攝影的照片，還是文字描述

的紀錄，皆以記錄踏查成果，寫成報告的形式為主。對於登山踏查活動過程，調

查者與自然環境的山岳、河川、雲、林木、動植物……等景物的互動與書寫相對

較少。這可能緣於日治初期的學者，肩負著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官方的調查命

令，而致力於撰寫專業的學術調查成果，對於縱橫山林的美妙體驗則較少著墨。

然而日治中後期的鹿野忠雄到台灣登山與踏查，對台灣高山原住民的學術調查研

究，不僅承繼了日治初期的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等人的人類學研究，更走出了自

己的學術風格。另外，從登山的歷史來看，鹿野忠雄於日治中後期的登山方式已

不再是以探險踏查方式為主，而是偏向登山休閒健體活動。因為熱愛登山探幽與

學術踏查活動兩股力量合流，使得鹿野忠雄在學術踏查紀旅的文本內容中，產生

了書寫上的轉折。受到「自然情感」與「自我情感」的雙重召喚，鹿野忠雄豐富

了登山踏查紀行文章的情感書寫，使得他的台灣高山紀旅文章，在書寫策略上有

別於日治初期的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等人的模式。 

 

 

第二節 自然情感的召喚：人與自然的情感交會 

 
在《山、雲與蕃人》一書中，鹿野忠雄藉由文字的描摹再現登山過程中的一

景一物，並營造臨場感，使讀者如身歷其境，都是要歸功於他的文學造詣。擁有

愛好自然的性靈，同時具備文學的敏銳感知，使得鹿野忠雄特別容易受自然山林

的情感召喚，並書寫出豐沛的自然情感。大自然給人的感受是一種原初的情感，

也是一種直接的作用力。對於來自於自然給人的感受與力量，筆者將之稱為「自

然情感的召喚」。這種情感召喚是人進入原始自然，與之互動所產生的心靈交會，

進而體會出來的一種自我生命經驗。登山者與自然高山對話，感受生命與原始自

然山林相融，從自然裡省思自己生命的存在與感動。在上一章節裡，筆者討論鹿

野忠雄因熱愛自然山林而對台灣殖民政策提出省思與批判的觀點，即是受自然情

感的召喚。本節將就「自然情感」的召喚如何影響鹿野忠雄的登山活動與山岳的

情感書寫進行討論，分析他的文本書寫如何從日治初期記錄踏查成果的報告形

89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頁 154。 
90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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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轉為兼具情感美學、文學藝術的高山紀行文章，形成了另一種型態的書寫模

式。 

一、多重關注的自然視界：原始孤寂的觸發 

原始的高山充滿了未知，似乎存在著人類生命的起源，讓愛好自然的人，前

仆後繼地登頂追尋。來自原始高山的聲聲呼喚，猶如大地之母喚子之名。台灣新

高山（玉山），對殖民者而言是原始的表徴，驅使日人爭相投入新高山（玉山）的

懷抱。鹿野忠雄在〈秀姑巒山脈縱走〉一文中，曾提及： 

 

玉山背後，從太古年代以來即存在的大森林，還有和我們所謂文明人相隔

千百年的太古原始人，這兩者交互織出的幽幻諧調，正是我血脈中早已遺

忘了的原始性，此時此刻，不期然地甦醒過來。91    

 

原始的呼喚所產生的吸引力即是自然情感的召喚能量，讓鹿野忠雄胸懷萬丈豪

情，沉浸於台灣原始高山的探幽訪祕，就是存在人身體裡的那份與太古自然連結

的原始性。一旦被喚醒，自然情感的召喚就源源不絕。他曾自述：「面對著前人的

足跡罕至的群峰，我被一種想趕快去探個究竟的衝動所驅使」92原始山林的靜謐

氛圍、神祕，不斷地呼喚著他登山探險的心，讓他在遠離人煙的高山上，縱使過

得較原始的生活，仍然不覺得苦悶。他說：「在殘破的獵屋裡過著乞丐似的生活，

我仍然感覺心情愉快，畢竟是山在召喚的緣故！」93。對於不喜歡登山與自然山

林的人而言，高山的寂寥彷彿是一個讓人急著想逃離的黑洞，感到驚慌失措。但

是，愛好山林的登山者面對原始山林帶給人們的孤寂氛圍，反而是一個具有絕佳

吸引力的場域，就如鹿野忠雄所言：「遠觀或近看的卓社大山，總是披上一襲藍青

布衣，對著我寂寞的心靈呼喚」94。心靈的呼喚聲讓人往寧靜內心的底層裡尋找

那份生命與自然的連結關係，進而點燃對自然山林的熱情。 
台灣自然原始環境的孤寂，除了引發了鹿野忠雄的熱情之外，也讓他在空寂

的環境中，面對自己感受個體的渺小。如此反而讓登山探險的鹿野忠雄，能看見

更多、更細膩的台灣高山豐富面貌，產生一份特殊的情感交流。在他的台灣高山

登山紀行《山、雲與蕃人》的序言中提到： 
 

當時的台灣蕃地呈現一片荒煙渺茫的景象。那高聳的山、蒼鬱的大森林、

種類繁多的生物相，以及蕃人的山上生活所交織出的群山世界，把我迷住

了。在台北高校完成學業後，我回到東京升學，這十多年來我雖然住在東

91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95。 
92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85。 
93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212。 
94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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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但是每年都前往台灣接觸那邊的山，我對台灣群山熾熱的愛戀，至今

未曾停息。95 

 

高山自然裡的原始空寂觸發內心的自然情感召喚，讓鹿野忠雄對台灣群山熾

熱的愛戀未曾停息。他也因高山的空寂，對身處原始高山的周遭萬物有更銳利的

感知，打開了「超廣角的心靈攝影機」的眼界，攝取全面性的自然山林萬物，關

照山、雲、地質地貌、原住民、動植物、昆蟲……，形成多重關注視界，豐富了

他的高山文學紀行的情感書寫。 

 

二、形構自然物的「人格」與「情感」：登山情感的投射 

在《山、雲與蕃人》一書中的自然情感書寫，大量地使用了文學修辭轉化修

辭學中的「擬人法」，或稱「人性化」。在文學的修辭上，轉化修辭的作用之一即

為「變化本質以創造有情世界，增加語文的感染力」96。為何鹿野忠雄會大量地

使用擬人的修辭法撰寫他的高山紀行文章？因為登山的過程大多是孤寂的，走進

與凡塵隔絕的山林裡，與花草樹木、山雲流水獨處，心裡不免陷入寂寥的思緖當

中。在孤寂的環境中，人自然而然會將萬物視為與人對等的生命個體，與這些自

然的生命個體互動、交流，透過人性化的想像，溫暖自己寂涼的心靈。在荒山野

嶺中，自然情感召喚著登山者，登山者回應著環境中的自然萬物，這種情感互動

中，自然萬物在登山者的心中，自然被轉變了本質，具備「人格」與「情感」特

質，形構一個登山過程中的有情世界。如：「灰色的雲朵輕輕地飛舞於寂靜的草原

上，這裡絲毫沒有人的氣息，空蕩蕩的，只讓人感覺置身於悠悠天地間」97。呈

現出登山者在高山的寂靜天地間，雖然沒有人的氣息，但有俏皮的灰色雲朵也翩

翩起舞來相伴。賦與生命的雲朵，對人的情感召喚，顯得有人情溫度。又如：「這

時候，玉山南峰臉上堆滿笑容，好像在向我們招手，叫我努力走完最後一程，趕

快投進她的懷抱裡」98。把山轉化為人的特質，對著登山者展現笑容與招手，如

此，山對登山者的情感召喚更加密切了。鹿野忠雄甚至把花草樹木人格化後，敘

寫花林對他做出拉扯動作。 

 

有幾棵台灣二葉松老木伴生於其間，展示著優雅的枝葉。樹下綠床有花色

白淨的台灣百合群落，台灣龍膽那楚楚可憐的花朵也探出頭來，非常熱鬧。

這些花木頻頻拉扯我的衣袖，好像有意邀我停下腳步來欣賞她們。99 
 

95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32。 
96 陳正治，《修辭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3.5），頁 28。 
97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55。 
98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58。 
99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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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忠雄以豐富情感的筆鋒，透過擬人修辭，敏銳地寫出登山過程中與萬物熱情

互動的細節。花木對人做出拉扯的動作，表現出自然花木對人的情感召喚，推升

到更具體的動作召喚。人內心世界的孤寂，經由自然萬物的情感召喚，擬人法的

情感想像，強化了情感召喚的力道，促使人能完全融入自然的花草樹木、山雲流

水。鹿野忠雄轉化孤寂，擬物為人，書寫出自然與人合一的感受，營造紀行文章

中萬物皆有情的境界。 
 

 三、感性與知性交融：自然情感的書寫 

實際登山探險與踏查的鹿野忠雄，不僅書寫自然知識、紀錄科學資料，受到

自然情感的召喚，也描寫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大自然召喚登山者，登山者用生

命與自然對話、互動，彼此情感的交會，引發登山者從自然裡省思自己的生命價

值。在《臺灣自然書寫探索》一書中，吳明益爬梳台灣書寫自然的歷史脈絡時，

他曾說：「鹿野忠雄的《山、雲與蕃人》是當時難得一見的感性科學調查著作，知

感交融的筆法，與對山林自然的崇敬之意，已與後來臺灣自然書寫的模式十分相

近」100。有別於日治初期同樣在玉山一帶進行高山踏查的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等

學者，他們的高山紀行文章採取較偏向學術筆記與報告的方式寫成，而鹿野忠雄

除了具有日治初期的學術筆記、報告的知性科學，在自然情感的召喚下，引發多

重關照，並與自然交會、省思生命，兼採文學手法，寫下知性、感性並融的高山

文學鉅著。在自然書寫的發展裡，鹿野忠雄可說是台灣自然書寫的先驅，為後人

書寫自然開拓寬廣的面向，就如吳明益所說：現代自然書寫作家劉克襄、吳永華

等人對鹿野忠雄的作品有一份特殊的情懷與愛慕。因此，「自然情感」召喚了鹿野

忠雄，讓他以原初的情感書寫自然，展現出不同於日治初期的學術踏查報告與紀

行文章之書寫風格。 

 

 

第三節  自我的情感召喚：登山與學術的情感實現 

 

鹿野忠雄的台灣高山紀行文章中的情感召喚並非只單純來自於自然山林的召

喚而已，更有一股出自他對自我的情感召喚。吳福助就文學的觀點，對《山、雲

與蕃人》的高山自然描寫，提出了幾點描寫手法的特色：一、使用「擬人法」，描

述時刻變化的山貌；二、渲染富麗的色彩，予人繽紛的視覺印象；三、刻畫登山

心理，展現人物內心世界；四、灌注熱烈的情感，形成雄渾的風格 101。高麗靜在

100 吳明益，《臺灣自然書寫的探索 1980-2002：以書寫解放自然 BOOK1》，（新北：夏日出版社，

2012.01），頁 192。 
101 吳福助，〈臺灣高山紀行文學的經典巨著〉，收錄於《臺灣自然生態文學研討會論文集》，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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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研究中提到：此書文學技巧為兩大部分，一為「客觀

自然景物的描寫」，善用各種文學修辭對台灣高山景物寫真景、書真情，並且具有

動態的審美過程。另一為「心靈的透視」，描寫心靈狀態、直覺憶聯、夢幻與熱

情 102。吳福助、高麗靜倆人的精闢見解，是從自然對登山者的情感召喚，登山者

在文學上所展現的文學技巧與特色來討論，與筆者上一節所談「自然情感的召喚」

之論述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筆者認為鹿野忠雄登山踏查時，內心所映照的情感

非常豐富，除了來自於自然的直接情感召喚以外，還有「登山的自我情感實現：

攫取台灣山岳的首登」、「學術的自我情感實現：跨界多重領域的學術踏查」等自

我實現的情感表現模式，這種「自我情感」的召喚，也影響了鹿野忠雄高山紀行

的書寫模式。 

 

一、登山的自我情感實現：攫取台灣山岳的首登 

鹿野忠雄當時只是一位東京帝國大學地理系二年級的學生，本著一顆熱切的

心來到殖民地踏查玉山一帶的山脈。在短短 70 多天內，竟然能完成多座玉山附近

山群的首登與登頂的壯舉。 

 
南玉山似乎準備好了向我挑戰的態勢……。我下定決心，要奮勇攫取首登

南玉山的榮譽。……只有萬事和諧順利的情形下，才能完成南玉山的首登，

我的願望已凝聚於這座山，於是不計成敗，立即付諸行動了。103 

 
對台灣原始高山首登的追求，鹿野忠雄憑藉著不只是超越常人的體力與對學

術調查的熱情，背後更有一股強大力量驅動著他。面對原始高山的各種險峻的考

驗，鹿野忠雄不畏艱辛，勇於接受挑戰。台灣原始高山當時還有抗日的原住民拉

荷．阿雷的勢力盤踞在南玉山一帶，但是，鹿野對於首登的那種征服的欲望，讓

他甘冒著被台灣高山原住民獵人頭的風險，也決心要獲取首登的榮耀。這股征服

山岳，攫取首登的渴求，來自於那裡的力量呢？ 
 

如此看來，我是第一個登上日本最後一座一萬二千尺級高峰的人了。蒼天

賜我首登馬博拉斯山的榮耀，我滿懷高興地接受。我仰望蔚藍的天空，然

後伏身於秀姑巒山頂巨岩上，叩謝神恩。經歷了長程縱走的種種困難，我

登頂時倍感這個榮耀得來不易，此行顯得有更深一層的意義。此刻，我不

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輯，（台北：文津，2002.01），頁 66-81。 
102 高麗靜，〈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研究〉，（台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頁 34-54。 

103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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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得熱淚盈眶。104 
支撐鹿野忠雄探險踏查台灣原始高山的力量，絕對不只是學術調查的熱情或是對

自然的愛好，而是如美國心理學家馬斯絡所稱的高層次需求：自我實現。鹿野忠

雄從內地來到日本殖民地台灣進行登山踏查活動，視登上台灣原始處女峰頂為特

別有意義的活動，甚至於獲取首登時，感動得熱淚盈眶。這種對首登原始高山的

征服慾望，即是受到登山者自我實現的情感召喚。此時，征服山岳，攫取首登已

無關於自然的喜愛，也無關學術調查，而是熱切地藉由自我追尋、自我肯定的情

感召喚，實踐自我目標與理想。  

我們討論鹿野忠雄在台灣登山活動的書寫特色時，也該進一步去探究鹿野忠

雄文本書寫背後不經意流露的意識形態。雖然鹿野忠雄的高山紀行書寫時間點，

還未受官方委託學術調查，文章裡也沒有明顯的殖民意識存在，但是，以他的日

本人身分以及在帝國機制運作的殖民地台灣進行高山踏查，我們不可能毫無任何

的後殖民的批判。他在台灣幾座高山登頂後，常會以堆疊石標來紀念首登的榮耀，

為自己的壯舉留下征服的符號。有一次，鹿野忠雄登上櫧山，同行的高山原住民

依鹿野忠雄的首登習慣，替他堆起石標留念。鹿野忠雄說：「對，這座山也是由我

完成日本人的首登，興沖沖地幫芬列布堆起我幾乎忘記了的山頂紀念物」。105這

種堆疊石標可視為一種征服的儀式，在其他登山者尚未攻克的絕頂，自己成為首

登者，這種征服的滿足感更勝於一般登山的攻頂行為。林玫君對於征服高山的作

為，有以下的說法： 

 

近代登山活動之源起背後所隱含的自然社會意識，是伴隨著帝國主義與工

業社會之形成而產生的，這種最初以充滿「插國旗」的征服思想色彩，表

現在活動之上，純然是帝國主義的產物，尤其是日本對臺灣熱帶地的「自

然」之渴望，正是暗含帝國主義的征服行為。106 

 

山岳首登是具有獨特性的，對於愛冒險的鹿野忠雄而言，更能激起他挑戰高山的

熱血之情。然而這種受到自我情感召喚的冒險、挑戰，背後存在著帝國主義的征

服意念，展現當時鹿野忠雄具有日人學者於高山原住民管制區登山的權力位階，

隱含著殖民意識。 
 

二、學術的自我情感實現：跨界多重領域的學術踏查 

日治初期，鳥居龍藏是由東京帝大人類學教室派赴台灣從事人類學調查，其

104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117。 
105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174。 
106 林玫君，〈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登山活動〉，（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博士論文，

2003），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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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為日本國會專款委託，因此，鳥居龍藏在台灣的高山踏查書寫，採取通信文

稿或正式調查報告的方式，回應官方囑咐的任務。另外，森丑之助透過將近三十

年的長時期觀察、研究台灣原住民，使得他的調查研究深入原住民的生活經濟、

社會文化，甚至原住民的體質測定等各面向。他調報告書寫方式採取近似報導的

文學方式，佐以照片輔助說明，讓讀者如能身歷其境一般
107
。 

然而鹿野忠雄的台灣學術踏查開啟於台灣高等學校的學生時期，讓他能夠持

續在台灣高山活動，其所憑藉的就是「自我情感」的召喚，讓他擁有豐沛的登山

與學術熱情，不間斷地在台灣高山進行登山挑戰與學術踏查。鹿野忠雄與其他日

治時期的高山學術踏查學者最大不同點在於：他的學術踏查實踐是結合自身對登

山活動的狂熱。然而，登山活動具有現代性的挑戰、新奇、冒險等特質，特別是

日本殖民地南國風情的台灣高山之登山活動，更容易激發鹿野忠雄對台灣異地的

好奇心。當鹿野忠雄受到登山活動的現代性之自我召喚，結合了學術踏查現代性、

科學性的知識追尋、探究，對學術踏查的視角於是多重地展開來，形成全方位的

注視與關照。這種多重視角觀點的分析，正可說明吳福助所指稱鹿野忠雄具有「複

眼」的研究視野： 
 
鹿野忠雄以『複眼』的視野，觀察台灣的大自然與人文現象，實踐橫跨博

物學、自然地理學、生物地理學、民族學及先史考搶學等不同領域，進行

大規模的綜合研究，他在每一個領域都有傑出的表現。108 

 
透過這股來自於自我情感所召喚的登山與學術結合的熱情，讓鹿野忠雄對自然界

中的昆蟲、動植物、地理、人類學多方面關照，採取宏觀式的觀察與研究，成為

一個博物學家。我們不只可以在 1931 年的登山紀行篇章中，看出文本採博物學書

寫模式的痕跡，在 1941 年《 山、雲與蕃人》的補述篇章〈新高雜記──玉山地

方山與住民的關係〉，書寫的內容更明顯含有博物學的知識。如談到台灣造山運動

集中於島中央，發生了島上中央地帶褶隆而起，而邊緣的海岸地帶則呈現出褶曲

的下陷現象的地理學知識。也談新高山一帶的年平均雨量超過三千毫米，並以阿

里山為例，在颱風來臨時，單日降雨量達 1,034 毫米，打破世界紀錄。並由台灣

高山生物相的分布，推測台灣在更新世的年代曾有極寒氣候，造成了新高山頂有

冰河的遺物──圈谷。還有透過觀察台灣高山特異的地質構造和地形，觀察森林

帶的垂直配置，讓他想起喜馬拉雅山系的地質、地形及生物相，而認為兩地在地

理上有彼此共同的性質及種屬，喚起他對喜馬拉雅山系的幻想。關於人類學的記

錄，包含原住民傳說、群族分佈、生活方式、狩獵文化，糧食耕種、遷移歷史，

107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頁 35。 
108 吳福助，〈臺灣高山紀行文學的經典巨著〉，收錄於《臺灣自然生態文學研討會論文集》，東海

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輯，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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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當時理蕃政策的看法 109。因此，從這篇雜記正可看出，鹿野忠雄的高山紀行

文本中，涉及到動植物的分佈、高山地理學、氣候知識、人類學等等博物知識記

錄，鹿野忠雄這種博物學的書寫模式，有別於日治初期的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等

學者較偏重人類學的書寫模式。 

從登山史的脈絡來看，日治初期台灣高山尚處於學術處女地，渡台從事研究

的學者，採探險方式進行開拓與踏查。這些探險兼具學術調查的學者，偏重學術

研究，登山則為配合學術調查行動的附帶活動。日治中後期，台灣登山活動已進

入現代化，學校教育、社會團體皆有登山訓練的課程安排。此時，鹿野忠雄進入

台灣高山進行登山與踏查活動，同時熱愛征服山岳與學術調查活動，「自我情感的

召喚」結合了這兩項活動，登山熱情幫助了他的學術踏查，學術踏查的也豐富了

他的登山興味與自我成就感。如此一來，使得他的學術踏查的書寫內容，增添了

登山過程中個人情感的自我召喚與抒發，使得生硬的學術報告融入了登山的情感

書寫之後，具有高山文學藝術與美感，這種紀行文學的書寫模式，與日治初期以

學術報告為主的模式大異其趣。另外，從學術踏查的文本書寫、知識生產的面向

探討鹿野忠雄身為一個博物學者，在台灣的登山活動與學術踏所生產之知識文

本，因受到「自然情感」與「自我情感」的召喚，其文本書寫與生產的政治性就

遠遠低於日治時期的其他登山踏查的學者。    

 

 

第四節  本章小結 

 
日治初期台灣高山攀登活動尚屬於開拓探險時期，登山踏查還需要克服許多

人為與自然的障礙，就此階段的踏查活動而言，登山只是為了親近與調查高山原

住民而必須採取的途徑。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等學者入山學術踏查，為了符應日

本帝國或台灣總督府的殖民政治需求，而擁有明確的調查研究目標。他們的高山

踏查文本無論是採取攝影的照片，還是文字描述的紀錄，形式上皆以記錄踏查成

果報告為主，顯少書寫登山過程中人與自然萬物的互動以及情感交流。然而，日

治中後期台灣的登山活動已進入現代登山時期，鹿野忠雄基於愛好自然山林，進

而從事登山休閒與學術踏查工作。他受到「自然情感」的召喚，進入空寂的原始

山林，感受自己在自然中的渺小，而擁有更敏銳的視角，採取廣角度的多重關注。

因此，鹿野忠雄也把自然萬物視為平等的關係，予以「人格化」成有生命與情感

的個體，交會情感、省思自己生命的價值。這些自然情感召喚所帶來的心靈感受，

透過鹿野忠雄本身對文學的興趣與底蘊，以文學手法加以刻畫，孕育自己內心世

109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26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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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多元、交錯的情感，因此使得他能呈現出兼具科學紀錄與文學技巧、內涵的高

山紀行作品，成為台灣戰後自然書寫的先驅。鹿野忠雄亦透過「自我情感」的召

喚，熱烈地在台灣攫取山岳首登的榮耀，實現自我的價值，其征服山岳的背後含

有帝國征服的意識。鹿野忠雄的日本人身分讓他能夠得到「入蕃許可」進行台灣

登山活動，這也凸顯出他在登山活動中的權力位階，以及帶有殖民意識。另外，

受到自我情感的召喚，鹿野忠雄對台灣高山的學術踏查保持著永續的熱情並跨界

不同領域的學術，成為跨學術領域的博物學者。日治中後期的鹿野忠雄在台灣高

山的學術踏查，承續了日治初期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的人類學、考古學之學術脈

絡，並以「複眼」的視野展開更寬廣的研究面向，然而，鹿野忠雄在學術踏查紀

行文章的書寫模式上，卻產生了一個有別日治初期的重大的轉折。他的登山與學

術踏活動同時受到「自然情感」與「自我情感」的雙重召喚，使得他的高山紀行

文章書寫模式融合人與自然的生命情感互動的「自然情感」抒發，以及登山挑戰、

學術實踐的「自我情感」實現之雙重情感表現，成就了其高山紀行文本的情感書

寫之美學與文學的價值，開創日治台灣山林書寫的新風格。 

  39 



 

第四章  多重觀看視角的原住民書寫 

 

1925 年鹿野忠雄從日本內地渡台，就讀草創的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高等科，

因而接觸了台灣的山林。台灣原始山林裡擁有雄偉的高山、豐富的植物樣態、多

樣化的高山動物相分佈、樸直的原住民等等多彩多姿的群山世界，吸引他投入台

灣原始自然高山的懷抱。從鹿野忠雄身後留下的文章可以發現：他小時候就非常

喜歡親近大自然並對昆蟲產生興趣，常常獨自一個人進行登山活動、採集野外的

小昆蟲，之後並集結成果發表於日本《昆蟲世界》雜誌
110
，因此在台灣的初期研

究著重於高山生物與地理關係的多樣性。之後，因登山踏查高山生物與地形，而

接觸了台灣高山原住民，開啟了他對文化人類學的關注與研究
111
。日治中後期，

當時殖民地台灣的理蕃政策之推展已相當穩定，只剩少數被殖民政權稱為「凶蕃」

的高山原住民尚未被馴服。鹿野忠雄進行台灣玉山山群的攀登時，因考量高山原

住民傳統祖訓的地域性觀念，進入不同的高山狩獵區域，都必須有該區域狩獵權

的高山原住民帶領，以確保平安進出台灣原始高山林野。所以，鹿野忠雄在台灣

的登山踏查活動裡，雇用高山原住民擔任嚮導兼挑夫，登山過程中與原住民的互

動非常密切。因為鹿野忠雄自身對登山活動的熱衷、自然山林的愛好、學術採集

的興趣等角色，讓他在登山踏查中受到自然與自我情感的雙重召喚，有不同文本

情感書寫模式；在台灣登山踏查活動中的多重角色也使他在高山紀行文本中對原

住民有不同的觀看視角，多元書寫台灣高山原住民。 

本章〈多重觀看視角的原住民書寫〉，欲探討鹿野忠雄在台灣登山踏查時，多

重觀看視角下書寫高山原住民的複雜性。第一節〈登山活動中不穩定的權力支配

關係〉，探討鹿野忠雄雇用原住民擔任嚮導與腳夫從事登山活動時，他與原住民之

間有怎樣的互動關係。第二節〈愛好自然山林視角下的原住民書寫〉，以愛好自然

山林的視角切入，討論鹿野忠雄如何觀看與描述原住民？鹿野忠雄因愛好自然山

林而踏入台灣高山，進而接觸原住民的生活與文化。因此，愛好自然山林如何影

響他對官方殖民理蕃政策的看法？以及對原住民在原始自然山林裡進行狩獵活

動，採取什麼立場與看法？第三節〈學術踏查立場的原住民書寫〉，從 1941 年《山、

雲與蕃人》出版前的補述篇章〈新高雜記〉來看，在帝國殖民的不同時空背景下，

鹿野忠雄對於殖民當局理蕃政策的觀點產生了立場的改變，其書寫觀點轉折背後

的原因為何？以及站在學術研究立場，他如何書寫台灣高山原住民的族群歷史、

風俗文化、神話傳說等等人類學的學術資料？  

 

110 山崎柄根著，楊南郡譯，《鹿野忠雄──縱橫台灣山林的博物學者》，（台中：晨星出版社），頁

52，56，57 頁。 
111 鹿野忠雄，《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第二卷「後記」（日文版），（台北：南天書局，

1995.09），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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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登山活動中不穩定的權力支配關係 

 

筆者在前一章節提及鹿野忠雄受到「自我情感」的召喚，攫取山岳的首登，

激發了他挑戰原始高山的熱血之情，自我肯定、實現。然而在這種登山活動的追

尋、實現的過程中，鹿野忠雄與高山原住民存有怎樣的互動關係呢？進入台灣高

山，只仰賴蕃地地圖是不夠的，假如台灣原始高山沒有原住民居住，一般人要跋

涉高山，有時身陷盤根錯結的高山叢林難以脫身，有時面對險惡地形無法攀越，

一定會遭受到很大的困難
112
。然而高山原住民每天逡巡於族人的獵場，熟悉高山

獵徑，能擔任登山者的嚮導協助克服登山過程的路線、地形等問題。加上登山兼

負學術踏查的雙重需求，入山的時程往往需要拖得較長，因飲食、住宿所需，難

免要攜帶較多較重的行囊與裝備，此時需要有體能佳與適應高山環境能力強的原

住民幫忙揹裝備、糧食，才能順利上下海拔三千公尺的高山。更重要的是台灣高

山分別屬不同原住民族的狩獵區，需有該族群的原住民陪同入山，當作「入山證」，

才能確保登山者的人身安全。鹿野忠雄攀登台灣高山探險，雇用高山原住民隨行

並擔任嚮導與腳夫，一起奔馳於台灣原始高山之中，在登山活動中面對各種攀登

的困難與挑戰，以及目標、任務的達成，彼此之間的權力支配關係，可以看出存

有三種的互動模式以及不同權力位階的書寫。 

 

一、主從的支配關係 

鹿野忠雄進入台灣原始高山進行山旅踏查，雇用高山原住民擔任嚮導，不只

要考量欲攀登的目標山區的熟悉度，更要考量原住民世代對狩獵區的歸屬與社會

規範。縱走秀姑巒山時，雇用無雙駐在所轄區內的布農族原住民擔任嚮導與腳夫，

因為他們居住於馬博拉斯山後面的郡大溪畔，這一帶剛好是他們世襲的狩獵區

域 113。鹿野忠雄雖以嚮導為名雇用布農族原住民隨行登山，實際上在登山活動

中，卻是主從的關係。他主導登山活動中的一切，分派工作，指使一位原住民到

外面汲水，其餘的人去打獵，自己則留在山屋內整理採到的珍貴標本 114。有時也

讓原住民分工地去砍柴生火、提水……，自己則放心地掏出心愛的水手煙斗，慢

慢地裝煙草、點火，慢慢地吞雲吐霧 115。甚至有時強勢主導「不待蕃人贊成與否，

逕自決定向最近且最安全的烏利班難散溪獵屋避難」116。縱使有時候布農族原住

民有點不服氣，還是得聽鹿野忠雄的吩咐行動 117。因此，從鹿野忠雄的文本中，

112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公司），頁 115。 
113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93。 
114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108。 
115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171。 
116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210。 
117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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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可以看出鹿野忠雄在登山活動中擁有絕對的主導權力。林玫君對日治時期登

山活動中殖民者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有以下的說法：「對殖民者而言，登山活動

完全取決於日本人的努力，它是透過帝國征服和擴張的力量完成；對原住民而言，

登山活動提供了兩種選項：服侍殖民者或者是離開」118。雖然，在文本的時代背

景（1925-1931）下，我們不能直接指稱當時的鹿野忠雄是官方的殖民者，但是，

在登山活動中，這種主從關係的確是來自於鹿野忠雄的日本人身分，讓他於日治

殖民體制下，在登山活動的僱傭關係裡擁有權力位階上的優勢。況且，在日治時

期的原始山野，官方的理蕃政策訂定有「入蕃許可」的政治管制措施，一般人是

無法進入原住民的山林進行登山活動。因此，鹿野忠雄能攀登台灣原始高山、踏

查，其實也是在帝國殖民的征服與擴張下，方能進行的。然而對布農族原住民而

言，不管是否基於什麼理由與需求而選擇了被雇用的角色，在登山活動中就只能

接受命令指派、主導分配的權力支配。因此，我們可以隱約看出鹿野忠雄雇用原

住民隨行的登山活動，其僱傭關係在帝國殖民架構下是占有日本人的權力優勢。 
 

二、依賴的互動關係 

雖然日本人在台灣登山活動占有權力優勢，但對一位愛好登山踏查的大學生

而言，在其攀登台灣原始山林時，也有不得不依賴原住民的情況，求助於各種手

段「勸導」高山原住民隨行登山。在秀姑巒山縱走時，鹿野忠雄曾說： 
 
我不得不連用罵、哄、討好、教唆的手段勸導他們跟我一起爬向大水窟山。

進入山區後，他們不是「蕃人」，而是「蕃人先生」。如果他們放棄行動，

那麼一切都免談了。119 

 
在台灣原始山林裡，遇上地圖上沒有明確的標示或新的路線開發，只能靠高山的

原住民嚮導，因此，鹿野忠雄有時不也不得不低頭拜託原住民，求助於曾去過的

該原始山區的原住民；有時也只能採取半哄半騙的方式，誘導原住民繼續完成登

山活動；甚至有時因登山計畫牽涉原住民狩獵區域的問題，還沒有出發前即被原

住民直接拒絕受雇隨行。不管是拜託、哄騙、責備或激勵，足以看出鹿野忠雄在

登山活動中，對原住民有許多的依賴。 
 

在駐在所內，我費盡口舌，再三地向旺力克和哈伊士魯遊說，請他們兩人

繼續陪我去攀登尖山。不管提供多麼優厚的條件，選用多麼好聽的話語打

118 林玫君，〈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登山活動〉，（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博士論文，

2003），頁 265。 
119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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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他們的心，全部無效。……最後連搬出責備、怒罵的話也沒有用。120 
 
在原始高山有原住民同行，他們能協助登山者清理路徑，也能幫忙登山者釐清有

疑慮的路線選擇，提供寶貴的意見，因此登山活動過程中，原住民的隨行對鹿野

忠雄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當鹿野忠雄預計登山踏查的原始高山地區，超出當次山

旅所雇用原住民的狩獵區時，因抵觸了原住民的既有的社會規範法則，此時原住

民堅持不接受鹿野忠雄的僱傭，無論他採取何種說服的手段，也無法改變原住民

的心意。因此，在鹿野忠雄的登山活動中，對於雇用原住民一事，也有其無奈的

一面，他在登山活動中對原住民的依賴，點出一個事實，那就是在當時他僅是一

個具日本人身分的大二學生，在登山踏查過程中，沒有殖民官方的國家幾器強制

力與壓迫作為，雖有殖民體制上日本人的身分優勢，但面對原住民的僱傭關係的

權力支配，依然存在著依賴的關係。 
 

三、對等的參與關係 

除了主從、依賴關係以外，鹿野忠雄在登山活動中的權力支配關係，有時又

會因為在高山上的特殊環境與遭遇，與原住民建立對等的參與關係。他認為：「登

山者身臨險地，總是會覺得伙伴們安危與共，彼此的生命牢牢地繫結在一起，兄

弟般親密的感情油然而生」121。這也是鹿野忠雄特別的地方，熱切地投入登山活

動，愛好台灣原始山林、進而與喜愛原始山林裡的原住民，產生特殊的情懷，參

與原住民的狩獵生活。 
 

哎，要用這種髒水煮飯嗎？其實別無選擇的餘地。我有點沮喪，但是想到

我連這點委屈都無法忍受，怎麼能夠和蕃人們一起爬山涉水？我想通了，

自動地加入整修這間破屋的工作。122」 

 
雖然鹿野忠雄自我期許「生蕃化」，嚮往原住民的高山生活與狩獵活動，但是，對

於原住民在野外非常克難的生存方式，他有時還是沒有辦法完全接受原始的生活

方式。但是，在登山活動中與原住民的關係也存在「想通了」的面向，主動加入

原住民修葺高山山屋的行列，分攤工作，而不是一味指揮命令，與原住民自然形

成對等參與的權力支配關係。 
在登山活動中，鹿野忠雄與台灣高山布農族原住民的關係，時而是主從的權

力支配關係，時而又轉為鹿野忠雄對布農族原住民的依賴關係，時而卻為對等的

參與者關係。這種權力位階的變動關係，顯現在鹿野忠雄的台灣紀行文章中，權

120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134。 
121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68。 
122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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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關係是不穩定的，這種不穩定的僱傭權力關係正好點出了一個關鍵重點，那就

是討論鹿野忠雄在登山活動中與原住民的權力關係，不能直接簡化為「殖民者」

與「被殖民者」的關係，權力關係中存在複雜且不穩定的因素。 
除了從雇用關係中看出了鹿野忠雄與高山原住民之間的權力支配關係之外，

也可以從他高山紀行文本中對原住民的形塑書寫中，發現不同的權力位階。鹿野

忠雄縱走東郡大山時，描述隨行的原住民：「芬列布的姓氏是塔克西齊巴南，二十

五歲左右，個子矮矮的，但身為布農青年，有強健的身體，而且他是本地最聰明

的青年，講話清晰，絕不拖泥帶水，是一個會講日文的知識份子」123。在馬利加

南山縱走馬博拉斯山中途休息時，回想起台灣山旅中隨行的布農族原住民而談

到：「我細細地回憶這次山旅期間所發生的奇遇。我的結論是蕃人嚮導很聽話，很

盡責。……本季多次高山之旅中，他們表現了服從、親切的美德，我深覺得蕃人

天真可愛」
124
。鹿野忠雄對於同行的原住民以「聽話」、「盡責」、「服從」、「會講

日文」等用詞形塑，在詞彙中隱約帶有殖民者的「馴服」的概念。他雖不是殖民

官方的當權者，但是，即使是一位日本平民，沒有擔任台灣總督府官職或受其委

託，他天生的日本人身分已得到殖民主義的優越地位
125
。因此，在鹿野忠雄的文

本裡，對原住民的正面形塑的文辭中，還是隱含著權力支配的想像關係。   

日治時期台灣高山因探險、測量、學術踏查等等原因，陸續被日本人印上了

足跡。山岳的首登多由日本探險家、官方測量隊、學者完成壯舉，然而「山岳」

首登的榮耀，是由台灣高山主人原住民的臣服與犧牲換來的，但最後的山岳首登

的成果，全部歸功於日本統治者或在殖民架構下有權登山的人，高山原住民在登

山的角色反而成為登山活動中「欣賞」山岳的一部分 126。從鹿野忠雄的高山紀行

文章中，在他熱切地自我實現的登山踏查活動裡，隨行協力他完成大小山岳征服

與踏查的布農族原住民，無意間也成為被觀看的角色。無論是原住民的狩獵裝扮、

工具武器，還是登山過程的狩獵活動，都是登山活動中被凝視的重要面向。對於

原住民登山狩獵的服裝，鹿野忠雄甚至拿出照相機為身著全副獵裝隨行的高山原

住民拍下紀念照，留下重要的記錄資料。有時對於登山過程中，原住民離開主要

山徑追補獵物的喧鬧聲，鹿野忠雄也是抱著期待的心情「觀看」好戲上場 127。他

在紀行文章裡也曾提及：「炎熱的天氣使我不斷地生氣，但是話說回來，生氣歸生

氣，看蕃人的動作也是一種快樂。……我覺得蕃人的動作很像猴子」128。甚至對

原住民用傳統的方法驅趕高山獵屋裡的跳蚤，也有「欣賞」戲碼的描述出現。 

123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151。 
124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220。 
125 陳芳明，〈殖民地社會的圖像政治──以台灣總督府時期的寫真為中心〉「影視史學研討會：人

物、傳記、影視史學」宣讀論文，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七—十八日」

收錄於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史觀》，（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06），頁 241。 
126 林玫君，〈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登山活動〉，（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博士論文，

2003），頁 343。 
127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207。 
128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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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人陷入恐慌，馬上升火驅蚤。他們不斷地咒罵該死的畜性，不斷地抓捕

跳蚤處以火刑，看到滑稽處，我不禁捧腹大笑。這是寂寞山居中一齣有趣

的戲碼，因此，我心情愉快了一些。129 

 
在鹿野忠雄的登山活動中，原住民名義上扮演嚮導、挑夫的角色，但從他的登山

紀行文本書寫裡，似乎未把原住民在登山活動中的角色與自己登山的成績放在一

個對等的位階，反而把高山原住民一起擺放在與高聳的大山、蓊鬱的森林、豐富

的生物等對象同等位置的觀看面向，共同成為他關注的對象。因此，鹿野忠雄對

登山活動中的原住民角色書寫，不可否認地還是隱含著觀看的權力位階。 
 
 

第二節  愛好自然山林視角下的原住民書寫 

 

台灣高山原住民生活於原始的自然山林中，本為高山大自然的一部分，更是

原始山林的主人。殖民統治的軍警征伐、殖民政策所需的山地測量、學術踏查以

及高山旅者的探幽巡禮等，以台灣原始自然山林的主體之角度來看，都是干擾原

住民生活甚至是入侵原始山林的行為。鹿野忠雄身為愛好台灣自然原始山林的高

山旅者，對於生活於台灣高山自然裡的原住民，在文本的字裡行間採取怎樣的書

寫視角，流露他對原始自然山林裡的原住民之特殊情感。鹿野忠雄心懷這樣的原

住民情懷，連帶也影響他對官方殖民理蕃政的看法與立場。原始狩獵生活對於縱

橫於原始山林的原住民而言是第二生命，狩獵的活動對原住民而言，不僅有經濟

生活、信仰文化、社會地位、自我價值肯定等等重要性，也是原住民亙古以來的

自然生存法則與傳統的原始生活方式，因此，這些重要的因素造就原住民天生是

狩獵的民族，非常重視狩獵活動
130
。然而受到自然山林情感召喚的鹿野忠雄，如

何以自然山林的視角觀看，進而書寫原住民的狩獵活動。 
 

一、原住民優位於漢人的觀點 

鹿野忠雄受到「自然情感」的召喚，對台灣自然山林的愛好也轉移到登山隨

行的原住民身上，因而高山紀行文本中對原住民的形塑，與對台灣平地人的描述

有著不同的書寫觀點。在他的高山紀行文章裡，對台灣平地的印象為人多吵雜且

熱氣蒸騰，幾乎令人窒息的感覺。然而對原住民居住的高山原野，卻有環境寧靜、

超脫塵俗、空氣清香的不同感受。在鹿野忠雄的眼裡，平地漢人是聲音吵雜的，

129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212。 
130 達西烏拉彎（田哲益），《台灣的原住民──布農族》，（台北：臺原出版社，2003.05），頁 12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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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原住民是寂靜的；台灣平地已遭受人為破壞，高山卻自太古以來還保持自然

原貌
131
。從鹿野忠雄對台灣平地漢人的「聲音吵雜」、「令人窒息」等的描寫，可

看出他基於喜愛原始自然山林的「環境幽靜」、「空氣清新」等特質而對高山原住

民有所偏愛，因此他的書寫觀點上，對台灣平地漢人採取較鄙視的書寫觀點，而

稱許生活於原始自然之中的原住民。其對於高山原住民的好感，起源於自然情感

的召喚，喜歡自然裡的萬物，原住民本為自然裡的一部分，所以在其文本裡有較

高的書寫位階。就如他從平地搭火車準備上山時，對在車上遇到的原住民如此描

摹：「一個留著長髮、眼神銳利的蕃人，從漢人吵雜聲中擠進車廂內，默默地坐著。

從他的體格和服裝可以猜出他是布農人」
132。蓄長髮、銳利的眼神等視覺印象都

象徵著自然原野裡的原始意象，符應了鹿野忠雄對台灣高山原始性的嚮往。這些

自然原始意象策動了他進入台灣高山一探究竟，滿足鹿野忠雄的好奇心。對於協

力登山的原住民，鹿野忠雄也有所頌揚，認為原住民把廣大的高山原野當做自家

庭院，從小就被部落長者帶到高山地帶奔跑狩獵，難怪個個都能有強健的登山體

能，令他非常佩服
133
，直接稱讚登山隨行布農族原住民的生活型態最能表現高山

國度的特徵，是台灣各族原住民中，最能適應高山生活的族群
134
。由於鹿野忠雄

以愛好自然山林的視角觀看與書寫台灣高山原住民，因此，也連帶影響他對殖民

當局理蕃政策的看法，在其文本中對理蕃政策採取不同於殖民官方的立場。 

 

二、原住民為自然山林主體的視角：理蕃政策的微詞 

高山原住民是台灣原始山林的主人，世代生活在自然山林雲霧裡。日本殖民

台灣，基於政治統治、經濟發展之利，打破了這千百年來的寧靜、古樸。甚至，

原住民賴以為生的家園與殖民政策有所衝突時，他們反而成為被日本殖民政權的

軍警所征伐的對象。在本論文第二章已討論過鹿野忠雄基於愛好自然山林的立

場，對於總督府的殖民山林政策提出批判與省思。然而鹿野忠雄面對官方的殖民

理蕃政策，同樣站在愛好自然山林的立場，他採取怎樣的理蕃觀點，如何書寫高

山原住民？事實上，鹿野忠雄愛好自然山林，認為原住民自古以來就是這塊土地

上的住民，本應生活在原始高山上。因此，從他的高山紀行文本中，可以發現他

對於台灣總督府的殖民政策的理蕃觀點是頗有微詞的。但是，梁銘浩卻認為鹿野

忠雄在 1931 年〈單人獨登尖山〉的文本敘中，對拉荷‧阿雷的抗日行動，是站在

總督府官方的「理蕃」立場 135。梁銘浩引用了鹿野忠雄文本中的一段話：  
    

131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233。 
132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232。 
133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177。 
134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269。 
135 梁銘浩，〈殖民意識、象微地景與城市轉向──台灣現代山岳書寫中的文化意識研究〉（台南：

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頁 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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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荷‧阿雷和他的黨羽不過五百人而已。如果他們居住於平地，當局只要

使用新式武器，便能夠加以一舉殲滅。然而，他們據守於山高谷深、斷崖

和密林所保護的險地。他們所據守之地，是關山（海拔 12,100 尺）的山麓，

拉庫音溪的上游，有天險環繞，而且抗日凶蕃勇猛果敢，翻山越嶺的本領

與野猴不相上下，使外界的人無法接近。136 

 
筆者認為鹿野忠雄此段話的敘述是就客觀現實條件而言，台灣總督府的軍警是有

能力利用現代化的武器殲滅五百人的「凶蕃」。然而，台灣原始高山的天險，加上

抗日蕃的勇猛果敢與野猴般的翻山越嶺能力，讓總督府的軍警武力與外人難以接

近。鹿野忠雄要強調的是「然而」之後的話語，說明「凶蕃」獨有的原始生存優

勢及對抗能力，而不是如梁銘浩所言：鹿野忠雄以官方立場批判「凶蕃」拉荷‧

阿雷。 
同時，與〈單人獨登尖山〉同一次的登山踏查活動所書寫的〈玉山南峰與南

玉山的攀登〉篇章裡，對台灣總督府的理蕃觀點，傾向支持原住民應該永住於台

灣高山的自然山林裡。面對因反抗官署而被稱為凶蕃的高山原住民，他的觀點為：

「這些反抗蕃不滿官方的種種措施，寧願據守於那一帶深山，如果換一個角度觀

看他們，他們確是令人非常感動的風雲健兒啊。」137
因此，鹿野忠雄縱橫台灣自

然原始山林時，對於當時的官方理蕃政策並不認同，並非如梁銘浩所批判：鹿野

忠雄是站在官方立場發聲。事實上正好相反，鹿野忠雄是站在高山原住民的生存

空間立場思考，認為原住民本就生於高山、長於高山，對原住民反抗官署、守護

自己家園的決心表示欽佩，甚至，認為反抗官方的原住民就算以生命來捍衛生存

與自由，也值得一拚。 

 

人人只有短暫的一生。他們從早到晚在深山獵捕山羊和野鹿，過著非常自

由自在、非常快活的生活，即使有朝一日被日本軍警圍捕並加以殲滅，我

想他們寧死不屈；與其被誘導到平地，受盡文明毒害，倒不如繼續過著山

中的原始生活來得痛快。138 
 
鹿野忠雄認為人生短暫，反抗官方的高山原住民（凶蕃）應該追求自由自在的快

樂的生活，即使未歸順的原住民面對殖民軍警的威脅與征伐，未歸順的原住民應

該會抵死不從，堅守原始高山的生活傳統與家園。為何鹿野忠雄能省思殖民官方

的蕃理政策呢？因為他本於愛好台灣自然山林的初心，受到自然情感的召喚，把

高山原住民視為自然山林裡的主體，認為他們原本就該在高山山林裡過著原始自

在的生活，不要被殖民當權者誘導到平地，受到文明蹂躪，因而讓鹿野忠雄對官

136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130。 
137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51。 
138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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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理蕃政策持反對的立場觀看。甚至認為未歸順原住民（凶蕃）對自然山林是有

正面助益。 
 

由於凶蕃的長期保護，即使幾十年後，台灣所有高山都被印上登山者的足

跡，眾多的足跡使群峰的原始風味喪失，但是唯有這一個原始區域仍將留

存，成為唯一聖潔的處女地。139 

 

鹿野忠雄認為未歸順的原住民，對保護台灣高山自然的原始性有很大的貢獻。他

主張台灣高山原住民本來就是住在原始山林裡面，而且認為未歸順原住民（凶蕃）

生活於原始自然山林中是好的，能維護所盤踞的高山之自然原始風味，讓他對於

「凶蕃」與原始高山的關係，不同於殖民官方的看法。由於站在愛好自然山林的

立場，鹿野忠雄自然而然採取比較接近原住民的視角來看待問題，抱持著反對殖

民官方的觀點，形成隱微批判官方理蕃政策的言論，絕非如梁銘浩指稱的：鹿野

忠雄是站在官方立場批判凶蕃。如果沒有理解鹿野忠雄愛好台灣山林的角色，分

析其高山紀行文本時，就容易落入一味地批判鹿野忠雄具有殖民意識的盲點，而

忽略了隱含於文本中的複雜特質。 

 

三、原住民的自然山林生活模式：原始狩獵活動 

鹿野忠雄與原住民一同攀登高山時，認為高山原住民鎮日在深山獵捕山羊、

野鹿等野生動物，是自由自在、非常快活的事情 140。孤寂的台灣深山，白雲與雲

霧來去自如，布農族原住民的高山狩獵活動，打破了台灣高山這萬年的孤寂，深

深吸引著登山踏查的鹿野忠雄 141。在愛好自然山林的視角下，他認為狩獵活動本

來就是原住民在山林生活中的一種原始的生存本能，是合理且有必要性，可以視

為是自然的一部分。鹿野忠雄也在布農族原住民狩獵水鹿後，與原住民一起大啖

獵獲的獸肉，滿口咬著大肉塊 142，體驗原住民在原始山野中的狩獵大餐。因此，

他對於原住民狩獵吃獸肉的行為，能有所理解。 
 
蕃人的生活看起來很野蠻，但實際上是非常合理的。在嘈雜、聽不清楚的

蕃語交談聲中，他們狂口大啖血淋淋的肉塊，把喝剩的鹿血放進鍋內煮血

湯，有人在火旁烘乾鹿皮。讀者們，如果想像一幕野蠻的情景──篝火照

亮著一群高山獵手滿臉的鬍鬚，照到這一群人忙著用手撕開帶血的鹿肉猛

139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51。 
140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51。 
141 山崎柄根著，楊南郡譯，《鹿野忠雄──縱橫台灣山林的博物學者》，頁 162。 
142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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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樣子，請不要急著皺眉頭啊。143 

 
面對高山踏旅體驗原始山林的狩獵生活模式，鹿野忠雄認為：「為了充分領略

攀登台灣蕃地高山的樂趣，最理想的辦法莫過於與當地原住民一起行動，完全採

用他們原始的方式生活」144。由於鹿野忠雄認同原住民的自然狩獵模式，所以，

他特別在文本裡提醒讀者，不要急對原住民的狩獵活動之血淋淋畫面一味批評，

而應該站在原住民在原始高山裡生存之道來思索與討論。同時，鹿野忠雄對於原

住民各族群祖傳狩獵區的規範，原住民本身遵從祖先遺訓，非常珍惜著自己所屬

獵場的自然生態觀點，在紀行文本中也有提到：「蕃人生活表面上是自由奔放的，

但是，祖先所傳的遺訓，很嚴格地規範他們的生活，不但無微不至，而且使他們

有所節制。本次旅行我親自領略到這個規範」145
在他的文本書寫中，也可以看到

原住民對狩獵活動，其實也含有與自然共存的概念。 

雖然，鹿野忠雄以自然山林的觀點，認為原住民的狩獵活動是自然的一部分，

並跟著原住民茹毛飲血後，自稱有信心成為一個布農原住民。但是，鹿野忠雄身

為一位從文明來到原始高山的旅者，在書寫觀點上有時也存在自己本身處於自然

之中與動物情感互動的立場。縱使他能理解原住民的狩獵生活，事實上卻還是沒

有無辦法完全融入原住民的原始生活模式。面對原住民的狩獵活動，難免還是會

對被原住民的狩獵的動物產生惻隱之心。 

 

在雄偉的大自然裡，鹿和人的存在一樣微不足道，但是為了生存，人爭著

殺鹿，鹿爭著逃跑，看起來非常不可思議。我眼前浮現著這樣的一幕：一

隻受驚的牝鹿沒命似地奔入林中，而滿臉凶惡相的獵人馬其里在後面狂追

不放。剛才茫然佇立於雲霧中的牝鹿，在我的眼中其實像一個純潔的小詩

人。每次上山不忘採集動物標本的我，看到這種情形，雖然本能上有立即

獵獲這隻動物的渴望，至是心又興起但願她能逃生意念。146 

 
鹿野忠雄書寫原住民狩獵活動時，希望獵物能夠逃走，對高山林野中的動物興起

惻隱之心，他自己也說：「我暗中慶幸，幸好那隻可憐的牝鹿逃離了槍口」
147
。足

以看出他在與大自然的互動交流中，因為自己本身的惻隱之心，而省思在自然世

界中自己與動物之間的關係，進而讓自己心中湧現出一種詩一般的美感經驗。鹿

野忠雄因愛好自然山林，進入台灣高山學術調查與踏旅，面對原住民的狩獵活動，

時而以原住民的觀點書寫原住民自然山林的生活模式與狩獵觀點；時而以自己本

身在自然中與動物之間的情感觀點來抒發感受，據此可以看出鹿野忠雄書寫原住

143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119。 
144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190。 
145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174。 
146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77。 
147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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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狩獵活動時，存在著一種矛盾複雜的情緒。 

 

 

第三節  學術踏查立場的原住民書寫 

 
上一節提及鹿野忠雄對總督府殖民理蕃政策的看法時，筆者認為他基於愛好

台灣自然原始山林，理所當然會把原住民視為自然的一部分，主張他們應該永久

生活於原始高山，而反對殖民當局的理蕃觀點與做法。然而，隨著鹿野忠雄在台

灣的學術踏查活動的開展，甚至之後離開台灣返回日本內地就學，在學術研究工

作上與殖民當局有越來越密切的互動，間接影響鹿野忠雄之後對理蕃觀點有所轉

變。本小節主要是針對鹿野忠雄於 1941 年，《山、雲與蕃人》出版前補述的〈新

高雜記〉篇章進行討論。在 1940 年代，日本積極擴大帝國版，進入大東亞共榮圈

的時期，在此政治環境的影響下，直接影響了鹿野忠雄對殖民當局的理蕃政策、

觀點，使他產生不同的書寫立場。另外，有別於受政治的影響，而對帝國殖民政

策有支持的傾向；在學術研究書寫方面，鹿野忠雄有時卻又採取了不為政治服務

的學術立場，書寫原住民相關的研究資料文本，。 

 

一、帝國體制下學術與殖民政治的配合：理蕃政策的歌頌 

針對 1941 年，《山、雲與蕃人》出版前，鹿野忠雄再補敘了一篇玉山地區的自

然與人文的綜合報導〈新高雜記──玉山地方山與住民關係〉。在這篇雜記裡，鹿

野忠雄對官方處理台灣原住民的作法與政策也有所描述，但在觀點上已有所不同

的說法。 
 

近幾年來，位於深山的蕃社大部分已遷到山麓地帶。我對當年的蕃情有所

瞭解，從未預料到當局會提出集體遷村政策，而且一舉成功，解決了局部

問題。這是令人驚異的一件大事。理蕃當局，尤其是站在第一線的警察，

甘冒死亡的威脅走入深山部落，與蕃人接觸並說服他們遷到山下，我願意

在此表達最大的敬意。這件遷村大事的困難度是世界上少見的，可見得勤

勉而強韌的日本民族性才是圓滿成功的原因。148 
 

從〈新高雜記〉的文本篇章敘述，可看出鹿野忠雄對集體遷村的理蕃政策成功感

到驚奇並感佩日本警察的能力與勇敢，甚至認為這是偉大的日本民族才能做得到

的。此說法與鹿野忠雄在 1931 年的台灣高山紀行文章中，認為原住民與其被誘導

148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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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地，受到平地文明的毒害，不如自由自在生活於台灣高山，就算冒著被日本

軍警殺害危脅也值得。他在這兩個時間點，對原住民政策立場就明顯不同，產生

了矛盾的現象。針對於鹿野忠雄在文本中，兩個時間點所呈現的不同「理蕃觀點」，

先前的研究者高麗靜 149採取了《山、雲與蕃人》文本譯者楊南郡的看法： 
 

鹿野十年前熱衷於攀登台灣高山時，受到各地部落的布農人照顧，也受到

各山地區駐在所的服務。但十年後撰寫本篇論述文章，不得不面對時空變

化，有無可奈何的感覺。150 

 

面對這樣的差異，筆者有不同的看法。從上述 1931 年的文本裡來討論，鹿野忠雄

當時還是一位大學生，處於個人學術踏查的前期，對台灣自然山林愛好與學術踏

查還存有既互助又互斥的擺盪的現象。當他的立場受到自然情感的召喚，嚮往台

灣原始山林的氣味時，對官方的理蕃政策、作為，即傾向以原住民為主體思考，

支持台灣自然山林以及生活於中的高山原住民。但是，隨著鹿野忠雄因學術研究

發展與官方互動越來越頻繁，間接也影響他對原住民政策的看法，讓他的觀點逐

漸轉向官方政策與學術書寫的立場。直到 1934 年，當時還是東京帝大研究生的鹿

野忠雄，接受台灣總督俯的邀請，擔任警務局「理蕃課」與「警務課」的雙囑託，

成為總督府原住民政策的顧問
151
，至此與殖民當局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批上了官

方的色彩。1940 年代，日本大帝國進入戰爭體制，對與殖民地相關的言論管控已

經相當嚴峻，學術調查與文本書寫在日本帝國的體制下，難免受到帝國政治力的

嵌制而配合時局的趨勢，或是直接是支持帝國的政治實踐，對於殖民帝國的殖民

政策之言論發表，或多或少都傾向帝國政治需求與主張，並隱含有殖民意識在其

中。鹿野忠雄在帝國殖民政治的影響下，已轉為向對代表殖民者角色的殖民當局

與警察致敬，並歌頌日本帝國大和民族的偉大。站在台灣原住民的主體性來看待

鹿野忠雄的高山紀行文章，對於總督府殖民當權者、軍警人員，不管使用何種方

法、手段，迫使原住民離開亙古以來生活的自然高山，即是一種殖民權力的行使

與宰制。對比先前書寫的文本，可以發現，鹿野忠雄從原本因愛好自然而對官方

理蕃殖民政策有所微詞的立場，在受到帝國主義的政治力影響後，個人對理蕃殖

民政策卻轉向讚揚的說法，其背後存在前後的矛盾立場。據此，可以看出鹿野忠

雄在帝國體制下對殖民理蕃政策的書寫，採取學術配合殖民政策的書寫模式，實

在讓人無法以「面對時空變化的無可奈何」之說法，來合理化鹿野忠雄佩服與致

敬這些殖民的官方人員，並推崇帝國主義正當性的觀點與作為。 

 

149 高麗靜，〈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研究〉，（台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頁 70。 

150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註腳 4 的說明，頁 274。 
151 山崎柄根著，楊南郡譯，《鹿野忠雄──縱橫台灣山林的博物學者》，頁 170、17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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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帝國政治下的原住民學術實踐與書寫 

1940 年代，日本帝國進入戰爭體制，在帝國架構下的每一個人都無法置身其

外，當時的學術調查與文本書寫，論述自然會偏向服務帝國的立場。鹿野忠雄面

對帝國的殖民政治力影響，也服膺於帝國殖民理蕃政策，產生學術與政治配合的

情況。但是，從鹿野忠雄於 1941 年《山、雲與蕃人》一書出版前二個月所補述篇

章〈新高雜記〉來看，這篇是綜合他多年來踏查台灣高山的學術性質的雜記。在

這篇雜記中記載關於玉山地區地形地質、氣候雨量、森林帶、動植物相等等，特

別是介紹生活於玉山山群一帶的布農族原住民，關於豐富的神話傳說、群族分布、

民族遷移、血族意識、性情習慣、狩獵活動、農耕作物、服飾配件、器具使用……

的原住民學術書寫。就學術的觀點來看待這篇補述的原住民學術雜記，可以發現

鹿野忠雄書寫台灣原住民的學術文章，在書寫立場上實踐學術精神，並不為殖民

政治服務。同時，學術報告為主的書寫模式，也反應出鹿野忠雄書寫登山踏查紀

行文本時，對自然的喜愛崇拜或個人情感的因素的影響力都已降低，而呈現純學

術的觀點紀錄報告， 

神話與傳說在原住民的學術研究裡有重要的地位，關於原住民的傳說是部落

原住民集體創作、共有與流傳，它反應出過去原住民的部落生活、自然現象、心

靈思想、生活習俗等等，為原住民共同的經驗與情感，充滿了原住民部落口傳歷

史的意義
152
。然而這些口傳歷史的意義，如果受到殖民政治力影響，就容易被有

心的學者以配合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論述，重新詮釋原住民的傳說內容，以符應

帝國之政治需求。鹿野忠雄從當地布農族原住民口耳相傳中，採錄了一些原住民

的傳說，記錄於他的〈新高雜記〉中，對於玉山地區傳說中真正的先住民的研究，

記錄了「玉山地區先住民小矮人傳說」，其引述如下： 

 

古時候，郡大溪東岸住著身高三尺的小矮人，叫做沙魯索。小矮人常常躲

在灌木叢內，向路過的蕃人射箭。我們族人的祖先非常生氣，於是用計架

橋於溪上，趁小矮人渡橋時把橋砍斷，沙魯索全部落水而死。沙魯索的房

子很小，正面寬度只有三、四尺而已，但是裡面住著六十個人左右。小矮

人吃蛙類，和猴子一樣能夠在林中枝椏間巧妙地跳躍，一旦他們潛入濃密

的樹葉間，外人絕對找不到他們的影踪。他們採樹豆時，都用梯子上下。

小矮人雖然矮小，卻善於戰爭，所以甚至巨人也敵不過他們。153 

 

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園指出，古老的神話與傳說對一個民族知識與文化價值的傳

承與創造占有非常關鍵性的地位
154
。1940 年代，日本帝國政府正提出「大東亞共

152 林道生編著，《原住民神話．故事全集（5）》序言，（台北：漢藝色研，2004.06），頁 3-4。 
153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266。 
154 林道生編著，《原住民神話．故事全集（4）》序言，（台北：漢藝色研，2004.06），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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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圈」的政治版圖構想，民族歷史的論述對政治實踐有其重要的地位，但是，鹿

野忠雄書寫這則傳說時，主要是為了論述東南亞人種移動史的研究發想，他認為

菲律賓群島上東南亞最古老的人種之一的 Negritos（尼格里道族）與台灣玉山地

區的小矮人有相同的體質特徵，所以研究台灣小矮人要和菲律賓地區的尼格里道

族一併討論。鹿野忠雄對於採錄的傳說的詮譯，依遺址調查、文獻研究，據實地

書寫學術文本，甚至對於當時有人在中國雲南山地發現原來只存在於傳說中的活

生生的小矮人的事實 155，也不忌諱日本、中國與台灣之間的政治關係，忠實表達

於他的文本書寫之中。此篇補述中關於原住民的性情習慣、服飾器具、民族分布

與遷移等等內容的書寫，亦傾向記載當地原住民的真實生活、文化實況，反而沒

有受到帝國政治力影響而直接幻化為服務帝國的文本內容或帝國口號。因此，在

補述篇章的原住民書寫內容裡，就日本帝國體制下的殖民政治來看，可以發現鹿

野忠雄：雖然他在殖民理蕃政策上，受到帝國體制的影響，而傾向支持帝國政治，

歌頌理蕃政策，論述中隱含有殖民意識；但是，筆者認為不能因此而直接批判他

在此時即為一個完全官方殖民立場的政治附傭學者。那麼究竟該如何定位鹿野忠

雄與帝國殖民當權者的關係，可以從他在殖民地台灣的學術發展脈絡來討論。1925
年，鹿野忠雄以一個高等學校的學生身分開始接觸台灣的自然山林，基於愛好自

然、登山狂熱與學術興趣，開啟了台灣高山的學術踏查，這些多面向的豐厚情感

愛好因素，是其他日治時期學術研究學者所沒有的。同時，鹿野忠雄對於台灣人

類學、民族學的研究，起源於在台灣登山踏查地理與生物的學術關係，與台灣高

山原住民有了更多的互動，轉而對人類學學術的追尋，與日治時期政治目的性明

確的學術研究者，有著不同動心起念。因此，他對學術的現代性、科學性的知識

追求，較能本於自我實現的初心生產知識、文化，而無明顯服務帝國政治的意圖

與書寫模式，而較偏向單純學術書寫。當然，在日本帝國的殖民政治性的現實裡，

鹿野忠雄對帝國的理蕃殖民政策的言論發表，多少都會有來自於政治的牽引力量

而呼應帝國殖民政策主張。尤其是在 1940 年代初期，全面戰爭的啓動，社會輿論

受到強烈控制的時期，所以會有前述段落關於鹿野忠雄對於殖民理蕃政策從微詞

到歌頌的擺盪觀點之現象產生。但是，在原住民的學術實踐與書寫裡，卻又保有

學術忠實表達的特質，由此可以知道，在帝國殖民政治下鹿野忠雄與帝國的關係

存在若即若離的不穩定關係，而擺盪於不同的原住民書寫觀點之中。 
 
 

第四節  本章小結 

 

由登山活動、愛好自然山林、學術踏查三種角色分析、探討，可以看出鹿野

155 鹿野忠雄著，楊南郡譯，《山、雲與蕃人》，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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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雄與受僱佣的高山原住民之間存在不穩定的權力支配關係、狩獵活動中內心的

矛盾性以及在帝國政治體制下對理蕃政策立場轉向、書寫觀點的擺盪。鹿野忠雄

在登山活動中視角下的原住民書寫，與原住民的僱傭關係存在著「主從」、「依賴」、

「對等」三種交錯不穩定的權力支配關係，這些權力的支配，或多或少還是存在

殖民體制運作下隱微的殖民意識與權力位階高低的關係。在愛好自然山林的視角

下，可看見鹿野忠雄把原住民的狩獵活動視為自然山林中的一部分，認為狩獵啖

獸肉並非野蠻行為，而是符合自然法則的，並從原住民古老傳承的狩獵區來說明

原住民的狩獵活動是有所節制的。但是，鹿野忠雄透過自然情感的召喚，同時也

把山野裡的動物轉擬為有感情與生命的人性化關係，對被原住民狩獵的動物興起

惻隱之心，希望高山動物能逃離原住民的獵殺。對於鹿野忠雄而言，曾經想要完

完全全成為一個高山原住民，但是，鹿野忠雄從日本內地來到台灣原始高山，與

原住民的自然山林生活模式還是有些距離，而無法完全融入高山原住民的狩獵活

動，內心存在矛盾的心理特質。對於日治時期的殖民政策，在愛好自然山林的視

角下，鹿野忠雄對於殖民理蕃政策有所微詞。但是，從 1941 年出版本前的補述篇

章的內容來看，鹿野忠雄在日本帝國的政治體制下，難免會受到帝國政治力的嵌

制，配合時局的趨勢發聲，反而歌頌殖民理蕃政策。然而，在此補述篇章中，也

可以發現，他因愛好台灣自然原始山林與高山原住民，在原住民學術實踐與書寫

模式，卻沒有直接或明顯地服務日本帝國政治。因此，鹿野忠雄在學術角色交錯、

轉變或實際學術實踐中，以多重的視角觀看與書寫台灣高山原住民，其內心的感

受是複雜、矛盾且不穩定的，使得他的高山紀行文章的書寫中隱含著擺盪的殖民

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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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進入日治的中後期，台灣的登山踏查活動已從殖民探險的學術調查轉變為登

山健體的學術踏旅方式。1930 年台灣發生原住民抗日運動霧社事件之後，原始高

山全面進行管制，如欲瞭解日治中後期殖民結構下的台灣高山之登山、學術調查

活動概況，以及高山紀行書寫的內涵與特殊性，透過日人鹿野忠雄的《山、雲與

蕃人》台灣高山紀行文本，最能彰顯此時期的登山、踏查、書寫的完整性和特殊

性，此書可說是日治中後期最具代表性的高山紀行書寫的作品。為了更深入探究

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一書，在日治殖民時代背景下文本生產的意義與文學

書寫模式、特色，本論文分別從角色擺盪、情感召喚、原住民書寫三個面向，來

探討日治中後期鹿野忠雄的《山、雲與蕃人》台灣高山紀行文本裡的高山書寫之

文學特色與意義，以及文本書寫背後隱含的殖民意識與權力支配，彰顯此文本多

元複雜的書寫內涵，還有在日治中後期的登山活動史與高山學術踏查脈絡裡的定

位。 

第一個面向在〈「山林愛好者」與「殖民協力者」的擺盪〉的章節裡討論，從

日治中後期台灣登山活動的脈絡，探討鹿野忠雄在愛好自然山林與學術踏查的雙

重角色裡，內心與觀點上所產生的擺盪現象。鹿野忠雄基於登山的熱情與保護原

始山林的緣故，對總督府殖民台灣的山林政策提出批判觀點。然而他在殖民地的

學術踏查本身就是帝國殖民結構中的一環，不僅具備有協力殖民統治的角色，不

管他本身的調查動機為何，踏查成果也都與殖民政策都有密切的關聯。鹿野忠雄

對殖民官方的山林政策既批判省思又協力，讓他在登山踏查時，產生角色上的扞

挌。1930 年台灣中部山區發生重大抗日運動霧社事件，此後進入台灣高山的登山

者必須得到官署所簽發核准「入蕃許可」證明，才能進入高山管制區。鹿野忠雄

能於 1931 年，以其日本人的身分與學術踏查目的與官方有所互動，獲得進入高山

管制區踏查的機會，此舉點出了他是處於殖民結構裡，扮演協力殖民政策的角色。

但是，當鹿野忠雄登山踏查時，面對台灣殖民官方的山林政策破壞了原始高山的

自然生態，卻是站在殖民結構外發出不平之鳴，這種來回跨界殖民結構內外的矛

盾立場，使得鹿野忠雄在登山與踏查活動中，擺盪於「山林愛好者」與「殖民協

力者」兩種角色之間。 
第二個面向在〈自然與自我的雙重召喚：登山活動的情感書寫〉的章節裡探

討，從「自然情感」與「自我情感」二個情感切面來討論鹿野忠雄於台灣玉山山

群登山踏查的紀行書寫中的情感召喚。日本殖民台灣時，帝國國會與台灣總督府

官方採取調查委託與派令的方式，派遣學者以登山探險方式進行學術踏查。因此，

這類的台灣高山紀行本內容主要還是偏向以記錄踏查成果，寫成報告的形式為

主。在登山踏查活動的過程中，對自然山林中的自然景物、動植物的互動與書寫

相對較少。鹿野忠雄受到「自然情感」的召喚，進入了原始高山，在未知的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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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感受自己存在自然山林之間的渺小，引發的空寂的思緒。原始山林中的孤寂感

能讓人的感官擁有更敏銳領受力，而對自然山林裡的萬物採取廣角度的多重關

懷。同時，進一步把自然環境中所凝視的景與物「人格化」，與自然萬物進行對話，

並交會情感、省思生命。鹿野忠雄除了來自於自然的直接情感召喚以外，也受到

「自我情感」的召喚，追求山岳首登，實現自我。自我情感的召喚也鼓舞了鹿野

忠雄的學術熱情與使命，使他跨界不同的學術領域而採取博物的多元書寫模式。

然而這些自我情感召喚的背後，卻也存在權力位階的高低與隱含殖民意識。鹿野

忠雄的台灣高山紀行文章受到「自然」與「自我」的雙重情感召喚，同時兼採知

性、感性並融的文學手法，成就情感書寫的文學與美學的價值。他的《山、雲與

蕃人》在學術上承繼了日治初期人類學的登山踏查活動，但受到雙重情感召喚，

在書寫模式上產生了轉折變化，展現出高山紀行文學融入情感書寫之風格，有別

於日治初期的高山紀行篇章。 

第三個面向在〈多重觀看視角的原住民書寫〉的章節裡，探討鹿野忠雄因個

人有「登山活動」、「愛好自然山林」、「學術踏查」三種不同的視角，以複雜多元

的模式書寫台灣高山原住民。鹿野忠雄在登山活動中的原住民書寫，與原住民的

僱傭關係在在著「主從」、「依賴」、「對等」交錯不穩定的權力支配。從愛好自然

山林的視角來觀看，鹿野忠雄因喜愛原住民的原始性特質，而對原住民的形塑優

位於漢人。對原住民的狩獵活動，基於愛好自然把原住民在原始高山的狩獵活動

視為自然的一部分，而嚮往高山自然山林也因而對於原住民登山狩獵活動有某種

程度的好奇與參與，隨著原住民大啖獵獲的獸肉，體驗真實的原住民狩獵生活的

趣味。但是，有些時候，鹿野忠雄受到「自然情感」的召喚，把山野裡的動物視

為平等的關係，而對被原住民狩獵的動物興起惻隱憐憫之心，反而希望動物能逃

離槍口，因此對原住民的狩獵活動，鹿野忠雄自身也存在著情感上的矛盾。鹿野

忠雄基於登山的熱情與保護原始山林的緣故，對總督府的殖民山林政策提出批判

觀點，同時據此也不認同當時的官方的殖民理蕃政策、作為，而頗有微詞。他認

為被殖民官方稱為「凶蕃」的原住民，反而具有保護了台灣高山原始山林的貢獻，

並支持原住民捍衛生存的家園。但是，1934 年後，鹿野開始接受總督府警務局警

務課與理蕃課的拓登雙重囑託任務，學術踏查批上明顯的官方色彩。到了 1941
年出版《山、雲與蕃人》前的補述篇章，在帝國體制的殖民政治影響下，對官方

的理蕃觀點已轉為向殖民當局與員警致敬，並歌頌日本帝國與大和民族的偉大。

因此從補述篇章的討論可得知，鹿野忠雄對殖民理蕃政策的觀點已從隱微的批判

轉向歌頌立場。另外，在補述篇章中，鹿野忠雄對原住民的神話傳說、群族分布、

民族遷移、血族意識、性情習慣、狩獵活動、農耕作物、服飾配件、器具使用……

之書寫採取為學術而學術的立場書寫，不為帝國政治服務。由此篇補述文本的書

寫可發現，鹿野忠雄台灣高山紀行的文本書寫，存在著時而因愛好自然而對殖民

山林政策有所微詞；時而又受到政治力影響轉向歌頌殖民理蕃政策；時而又以純

學術立場書寫原住民，生產知識、文化文本，因此，他的文本書寫，在不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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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立場背後存在著擺盪的殖民意識。透過「登山活動」、「愛好自然山林」、「學

術踏查」多重的觀看視角，可突顯出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的文本，對台灣

原住民的書寫，採取不穩定、複雜與矛盾的多元書寫模式。 

從三個不同面向討論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一書，除了先前研究者讚嘆

其文學之美與褒揚其學術成果的貢獻以外，筆者選擇進一步探討此文本內容中豐

富的情感書寫與不穩定的殖民意識擺盪。鹿野忠雄站在自然愛好者與殖民協力者

兩個不同角色時，在山林愛好與學術踏查活動中內心產生了扞挌，存在學術協力

卻也批判官方殖民山林政策的矛盾關係。同時因愛好台灣自然山林，他不僅對殖

民山林政策進行批判書寫，也對理蕃政策有所微詞。但是，在 1941 年文本出版前

的補述篇章中，可以看見鹿野忠雄在帝國體制下受政治力的影響，學術配合殖民

政治觀點，立場從先前隱微的批判轉向歌頌官方以及其理蕃政策。同時，在補述

篇章中，卻是又回到愛好自然山林與高山原住民的立場，對原住民研究的學術與

實踐方面，呈現出不為帝國政治服務的書寫內容。在愛好自然的登山活動中反對

帝國政治，卻也在政治框架中無意或有心地協力帝國政治，歌頌殖民政策，其內

心與書寫呈現出擺盪的殖民意識，透過筆者的討論，張顯日本殖民統治對鹿野忠

雄文本生產的影響及隱含於文本背後的殖民意識。同時，關於鹿野忠雄受到自然

與自我雙重情感的召喚之討論，除了解釋他愛好自然山林、登山活動的背後的情

感與動力來源以外，更重要的是欲點出鹿野忠雄因雙重的情感召喚，使他在日治

時期的登山紀行文本書寫上產生轉折，而發展出高山紀行文本特殊的情感書寫模

式。以及雙重情感召喚也讓鹿野忠雄採取多重視角的觀點書寫原住民，形成複雜、

矛盾且多元的書寫模式，豐富了日治時期高山紀行文章的書寫內涵。藉由本論文

上述三個面向的討論，提供讀者不同的閱讀視野來觀看日治殖民時期的台灣文學

作品。 
綜合以上的論述，本論文對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一書的研究，主要有

以下三點的貢獻： 

一、彰顯《山、雲與蕃人》文本內容的複雜多元與矛盾特性 

從其他評論者與研究者的分析、討論來看，歷來對於鹿野忠雄《山、雲與蕃

人》一書的探討面向，有一部分的研究者以文學手法、藝術性切入整理、分析、

探究；有些則從殖民者身分或當時的制度去談論。筆者本篇論文所採取的討論方

式則是把這兩方面融合起來，一併綜合分析、討論，並從中去觀看鹿野忠雄做為

一個日人旅者，在帝國主義的體制下，受到愛好自然、登山活動、學術踏查等因

素相互交錯影響下，在台灣自然山林書寫文本中所呈現之情感糾葛的矛盾與意識

形態的擺盪現象。愛好自然與登山活動本為親近高山林野的自然文本書寫，而當

融入了學術踏查與自我實現的現代性，再加上受到異地自然風情的召喚，以及異

己性的「他者」文本生產結合了殖民體制的政治背景，最後也產生了文本生產的

殖民性。雜揉了政治性與殖民性的文本書寫特質，讓鹿野忠雄的《山、雲與蕃人》

的台灣高山紀行文本，流露出複雜多元且矛盾的文本書寫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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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台灣文學的脈絡中，突顯《山、雲與蕃人》一書的文學地位 
《山、雲與蕃人》一書在日本被推崇為三大山岳文學之一，在台灣也被視為

日治時期的山岳經典巨著，擁有崇高的文學與學術地位。先前研究者對此文本的

文學技巧手法、文學特色已有相常豐碩的研究成果。筆者則是台灣文學的脈絡，

討論鹿野忠雄在學術上承續了日治初期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的人類學、考古學之

調查脈絡；在文本書寫模式上，因受到「自然情感」與「自我情感」的雙重召喚，

使得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的文本書寫，除了記錄登山自然科學的成果以外，

更融入了情感召喚的書寫模式，開展其高山紀行文本兼具知性與感性的多元面

向，雜揉了學術自然科學知識、登山熱情、人文情感、自然情感，成就了鹿野忠

雄的高山紀行文本書寫的文學與美學價值，開創日治高山紀行書寫的新風格，也

影響戰後台灣的山岳書寫與自然書寫。就台灣文學整體的脈絡來看，鹿野忠雄

《山、雲與蕃人》的書寫是台灣戰後自然書寫的一個很重要起始點。 

 
三、從登山史的脈絡裡，強調鹿野忠雄多重的觀看視角的書寫模式 

1920 年代後的日治時期，台灣許多高山都已陸續完成探險學術踏查與首登紀

錄，淡去殖民的政治意味，登山由探險轉入休閒目的。殖民政治目的之學術踏查

已大致完成，而漸漸與登山休閒活動結合，成為登山與踏查並重的新型態山岳活

動。日治初期的登山探險式的學術踏查活動，發展至日治中後期已轉型為兼具登

山冒險、登山休閒趨勢，透過筆者的討論可以看到鹿野忠雄具有多重的身分，他

既是一位登山者，也是一位山林愛好者，更是一個學術踏查者，多重的身分為他

帶來多重的視角。理出鹿野忠雄不同身分的多重觀看視角，可以在閱讀日治殖民

時期的文本作品時，有更多元且深入的觀看面向。 
 

近年來台灣的登山休閒活動盛行，大小登山社團組織的名稱令人目不暇給，

追溯台灣結合登山休閒健體與自然山岳書寫的歷史，無人能取代日治中後期鹿野

忠雄的開創地位。本論文針對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一書進行文本分析，探

究其文本中矛盾複雜的內涵、文學書寫的特質、多重觀看的視角等議題，為鹿野

忠雄豐富的文本書寫，在台灣登山結合文學書寫的脈絡裡，理出文本特質與定位。

至於鹿野忠雄《山、雲與蕃人》的書寫模式對戰後的台灣山岳書寫或自然書寫之

影響為何，有怎樣的脈絡延續，這些議題則留待未來的研究者做進一步的思考與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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