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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了四年終於將論文完成，在這段期間學到很多，也受到很多人的幫助。
這篇論文得以順利完成，首先最要感謝的是辛苦指導我的林呈蓉老師，由於老師
的耐心教導與鼓勵，使我在撰寫論文與搜集資料方面都有相當大的進步，老師的
許多建議與見解更讓我在遇到瓶頸時，能夠精準的解答我的疑惑，釐清我的思緒
與理路，使我的論文架構與內容能夠更加完善。而老師也常幫我爭取對外發表論
文的機會，使我在撰寫論文的過程中，得到不少寶貴經驗，更增加了我在研究上
面的熱情與信心。因此，若沒有老師的辛勤指導，這篇論文絕對無法順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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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撥冗給予我在論文及往後研究方向的指導，陳老師的眾多專長包含台灣經濟史
與交通史，因此能獲得老師的提點與指正，對我來說是相當寶貴的經驗，而其深
厚的學問及親切敦厚的學者風範，也使人如沐春風、受益無窮。這些老師的恩情，
我幾乎無法用三言兩語說完。!
在淡江求學的期間，除了獲得業師及所上老師的教導外，也陸續獲得不少老
師的關懷與協助。2006 年 5 月第一篇文章於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發表時，所長
鄭瑞明老師與評論我文章的戴寶村老師所給我的關懷與鼓勵，至今仍印象深刻，
並且也成為我往後研究台灣航空史的動力之一。而我的第二篇文章發表於 2007
年 5 月的第四屆「淡水學」國際研討會，該篇論文與碩論並無關聯，只是在研究
期間的一個小小發現與嘗試，但承蒙「偶像級」的吳文星老師之評論與鼓勵，使
我對於另一個關心的研究議題（日治台灣軍事史），有了研究的勇氣與信心，且
吳老師還鼓勵我將碩士論文中關於「教育」的文章再發表於「台灣教育史研究
會」，並在該會中得到許多老師與先進的指教與建議。另外，在論文撰寫期間，
邱添生老師、許佩賢老師、林蘭芳老師、陳鴻圖老師、冨田哲老師、高純淑老師、
楊南郡老師，以及我就讀二專時代教授國文的羅娓淑老師，都給予我在論文撰寫
方面不少的協助與鼓勵。另外，還要感謝一些曾經協助我，但是我並不知道的姓

名的老師，這些老師是我在投稿期刊及申請研究獎助時的匿名審查老師，他們的
意見與指正通常也成為往後論文在修改時重要的參考依據。這些老師的教導與鼓
勵，都讓我銘感在心。
碩士班研究期間，除了獲得許多老師的指導與關心外，在進行田調口訪與搜
集資料的過程中，亦得到了許多耆老與前輩的協助。曾經報考少年飛行兵的高萬
順先生是我最早訪談的對象，其為研究所同學高健和的叔公，經由高萬順先生的
口述與陸續提供的資料，使我瞭解報考少年飛行兵的相關過程。鍾繼英先生（1915
─2008）則是大學同學鍾亦倫的祖父，戰前畢業於台北第一師範學校音樂科，曾
任苗栗東國民學校老師，經由鍾老先生的回憶，使我得知台籍少年飛行兵在苗栗
進行「鄉土飛行」的情況。許崙墩先生（1923─2008）畢業於陸軍少年飛行兵第
11 期、宇都宮陸軍飛行學校操縱科，為戰前日本著名飛行戰隊「加藤隼戰鬪隊」
中唯一的台籍飛行隊員，但因其性格謙虛低調，因此並未有太多人知曉其傳奇的
一生。幸得布施優子學姐的介紹，得以排除萬難從許先生口中得知當時學生航空
教育的概況，以及其服役於「加藤隼戰鬪隊」期間的部份經歷。而透過黃繁光主
任的鼎力協助，我也認識了淡水地區的耆老周明德先生，其在日治時期畢業於台
灣總督府測候養成所，是台灣氣象界的長老，除了本身具有豐富的航空氣象等專
業外，對於淡水地方的鄉土歷史也相當瞭解，同時也提供給我日治時期其父搭乘
飛機的珍貴資料、淡水航空相關的親身經歷，以及早期台籍少年飛行兵的故事。
周先生所提供的資料與見解對於論文較為不足的口述部份，則提供了關鍵性的補
充，更增加了論文內容的紮實與可讀性。另外，也感謝三芝鄉興華國小的教務主
任江蔥老師協助我尋找該地出身的台籍少年飛行兵，江老師除了提供學校日治時
期的學籍簿外，還不辭辛勞地帶我尋找相關的人士進行口訪。也感謝「台灣少飛
會」邱其垚先生在百忙之中接受的我訪問，提供了不少個人經驗與其他相關訊
息。此外，在日本方面也感謝「少年飛行兵第 11 期生會」會長関利雄先生、靖
國神社遊就館部長坂明夫先生，以及地名學者櫻井澄夫先生提供重要的資料與訊
息。特別是櫻井先生還特別來台親自將其所找尋的相關資料交付予我，讓我相當
感動。這些前輩的熱心與協助，即是本論文能夠完成的最重要原因。
而為了尋找更多台籍少年飛行兵與台灣航空的相關資料，2005 年暑假我前
往日本東京各大相關檔案館與圖書館，而這其中幫助我成行的除了長久以來支持
我的父母以外，還要感謝姨婆林蘭妹女士與劉錚叔叔，特別是要感謝長年旅居東
京的劉鏗叔叔一家人對於我的付出與關懷。劉鏗叔叔除了提供關鍵性的重要資料
與口訪外，還大方地提供我在東京生活的食宿，而美玲嬸嬸不時的溫暖關懷與表
弟世彥的熱心協助，也讓我在找尋資料的過程中無後顧之憂。當然，也不能忘記
晟彥與信彥兩位表弟帶給我在日本短暫生活的美好快樂回憶。他們的熱情與關懷
都讓我倍感溫馨，若沒有他們的協助，後續的研究勢必無法順利進行。
至於在研究所的同學、助教、學弟妹、學長姐、朋友們，他們對我長期的鼓
勵與支持，也是讓我將論文完成的主要動力之一。其中，目前就讀於暨大歷史博
士班的李其霖學長從我碩一開始就一直在學業及生活上幫助我，是我最感謝也是

幫我最多的學長，這四年幾乎什麼重要的事我都與他商量，他也都不吝給我意見
並主動幫助我。而中正歷史博士班方子毓學長、香港中大歷史博士班陳麗華學
姐、暨大歷史博士班何政哲學長、李永志老師、黃麗卿老師、高健和學長、德田
幸惠學姐、徐尚豪學長、張志強學長，以及吳春枝、李秀蕙、陳念芸等三位助教，
他們都以前輩和師長的身份，在各方面給我不少指導與協助。另外，也感謝同班
同學彭淑燕、陳怡妃、江依璇的鼓勵，大野育子、蔣鎧俊、陳廣文、丁淑婉、張
泓斌、李振銘，以及政大台史所李鎧揚與台大歷史所劉芝慶等學弟妹的協助與支
持。特別是育子，她一個人從日本來台求學，除了要克服生活與學習上的困難外，
常常還要義務充當我們的日文小老師，幫我們補習日文，因此若沒有她的協助，
很多問題勢必需要花更多時間才能解決，她可以說是名符其實的「良師益友」。
此外，還要特別感謝昔日大學同學陳曉蓓在美國利用工作之餘還特別大力協助我
撰寫英文摘要，她的情義相挺使我感動萬分。其他同學、學弟妹、學長姐、朋友
們給我的協助，我無法一一詳列，謹在此表達我由衷的感謝。
最重要的是，我要衷心感謝我的家人與女友世芳。感謝生我、教我、育我的
父母，以及支持我的妹妹與弟弟。你們的支持在我就讀研究所四年的這一段時間
顯得特別重要，因為不成材的我一直都沒有為家裡付出心力，只是不停地在消
費，使得父母至今仍得辛勤地工作，遲遲無法退休，為此我常感到無比的自責。
但我的家人卻也從不計較，全力支持我完成自己的目標與理想。至於女友世芳，
他不僅在生活上照顧我，還是我在撰寫論文期間的最好幫手。這段期間她無怨無
悔的陪伴與協助我，一同成長與學習，聽我訴說研究的過程與甘苦，也隨我「上
山下海」收集資料與協助每篇文稿的校對和整理。總之，如果這本論文若真的有
什麼貢獻，或是未來我在學術研究上有什麼絲毫成就，都要歸功於你們。
最後，僅將這本小小的論文獻給愛我的父母，以及在天上一直默默保護我的
爺爺與奶奶。

曾 令 毅
2008 年 6 月 16 日於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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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提要內容：
1895 年日本統治台灣後，即將許多西方科技引進殖民地台灣，這其中則包
含代表當時最新科技的航空技術，並在明治末期開始被總督府運用在對原住民
的征討、觀光參訪行程，以及山林的調查，因此台灣航空發展的肇始可以說與
「理蕃政策」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另外，為了更確實將航空科技用於「理蕃
政策」的執行，1919 年總督府則成立台灣第一個正式航空機構「警察航空班」，
該單位除定期執行「蕃地飛行」等任務外，同時也將相關的技術、人員及經驗
大量地引進台灣，並奠定了台灣早期航空發展的基礎。
1927 年「警察航空班」因國防因素廢止後，日本軍方乃將原本駐防於九州
太刀洗的陸軍飛行第八聯隊移防至台灣屏東，並開啟軍方航空部隊常駐台灣的
新頁。而該聯隊駐防台灣的原因，主要則與 1921 年「華盛頓海軍軍縮」
，以及
1930 年「倫敦海軍軍縮」有著相當直接的關係。因為一戰後的兩次「海軍軍縮
條約」除限定締約國海軍主力艦的比例外，條約內容也限定了日本海軍航空部
隊往後在台灣的發展，並且直接影響到日本陸軍航空兵力改編與整理，以及駐
防於台灣的決定。因此，兩次的「海軍軍縮條約」，對於軍方航空部隊在台灣
的發展來說，可說是扮演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另外，隨著一戰後日本民用航
空事業的興起，也同時開啟了連結台灣與日本的曙光。不過台灣相關的航線開
設計畫，乃因技術、政策與預算問題，遲至 1930 年代中期才逐漸實現。1936
年「內台定期航線」成功開設後，除將台灣與日本連結起來外，因台灣的特殊
位置，日本官方則開始將台灣視為「航空南進政策」重點，並以台灣為中心向
華南及南洋區域開設相關航線，逐漸將台灣推向「帝國南方航空圈」的中心位

置，以獲得更多經貿競爭及軍事戰略之先機。
此外，航空科技引進台灣後，台灣民眾則開始藉由飛行表演的舉辦，接觸
到西方的新式科技，因此飛機可以說是當時認識西方新式科技最佳教材之一。
特別是在學生的航空教育方面，除了安排學生參訪飛行表演及航空基地外，在
學校課程與教材上也多有相關的內容介紹。1930 年以後，台灣社會因戰爭因素
所舉辦的航空相關活動，則更加深學生及民眾在「航空報國」上面的熱心，加
上透過當時官方及民間航空團體的推廣，使得越來越多的學生對於飛行產生嚮
往，並投考當時唯一對台灣人開放的「少年飛行兵」試驗，成為保家「衛國」
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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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1895, Japan governed and colonized and introduced many western
technologies,

including

the

representative

and

updated

aviation.

Taiwan

Governor-General then incorporated the technologie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expedition, visiting tour and forest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boriginal
tribes. Thus, the commencement of aviatic development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Aborigine-District policy.” In addition, to assure the exact
application of the aviation technology in the Aborigine-District policy, Taiwan
Governor-General established the first official aviatic institution—Aviation Police
Office—which was to regularly carry out the tasks “Aboriginal Land Flight.”
Meanwhile, the relevant techniques, personnel and experiences were tremendously
led in Taiwan and settled the initial foundation of aviat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Aviation Police Office was terminated due to national defense in 1927,
Japanese military deployed the 8st Regiment of Army Air Force, originally garrisoned
in Kyushu Tachiarai, to Ping-Tung and started the new phase that military air force
troop permanently settled in Taiwan. And the reason the troop settled in Taiwan wa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Washington Naval Treaty in 1921 and The London Naval
Treaty in 1930. Explicitly speaking, these two naval treaties after the World War I not

only limited the proportion of battleships in the signed nations, but also restricted
Japanese navy and air force troop’s development in Taiwan. The treaties directly
affected the reorganization and deployment to Japanese military and air force and the
decision-making about garrisoning in Taiwan. Therefore, the two naval treaties played
a decisive role on the development of air force troops in Taiwan. Further, along with
the rise of Japanese civil aviation industry, the possible linkage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was then initiated. However, the plan of establishing Taiwan’s air routes was
not implemented until middle of 1930’s due to the problems of technique, policy and
budget. In 1936, the “Japan-Taiwan Airline” wa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and linking
Taiwan and Japan. With Taiwan’s extraordinary geographical feature, Japan officials
started to take Taiwan as the emphasis of “South China and South Seas policy and
Aeroplane policy” for obtaining more opportunities in economy, trading and military
strategies.
Furthermore, after avi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introduced, people in Taiwan
gained accesses to the western new technologies through air shows. Simply put,
airplane was one of best sources to learn the western new technologies. The aviation
education, especially, was incorporated with not only attending air shows and visiting
airbases, but also the relevant instructions and materials in schools. Since 1930, due to
the war, the activities held for presenting aviation technologies further ignited
students’ and people’s passion about devotion to the country by engaging in aviation.
And, with the advocacy by official and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s, more students
looked forward to aviating and then enrolled the ”Junior flying Aviation” that first
opened to Taiwanese, which became the pioneer of defenders and protectors to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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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2004 年正逢終戰六十週年前夕，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舉辦「烽火歲月：
戰時體制下的台灣」展覽，趁此機會蔡錦堂老師便帶著該學期修習相關課程的大
學部學生與研究生南下進行校外教學。當我進入展覽會場後，最令我感到印象深
刻的，是一張載於 1945 年《台灣新報》中一張關於「台灣人參加特攻隊」的相
關報導，1而這篇報導則勾起了小時後祖母曾經告訴我一位親戚曾經在日本時代
當過特攻隊的故事。於是，為了找出此報導與兒時記憶的關聯性，其間曾數次返
鄉，針對相關的人物進行訪談與求證，並於 2005 年暑假期間隻身前往日本國會
圖書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國立公文書館、日本航空協會、靖國神社遊就館等
地，企圖找尋到更多相關的資料。在日本找尋相關的資料的這段期間，指導教授
林呈蓉老師亦曾到日本給予相當程度的指導與意見，並且鼓勵我由此為起點，嘗
試先以單篇論文的型式撰寫，並將其發表。在往後搜集資料及撰寫的過程當中，
因為接觸到不少關於日治時期台灣航空方面相關的史料，進而發現目前關於這一
部份的議題鮮少有人研究，甚至有不少論點與史料有相當程度的出入，於是綜合
前述種種因緣及過程，遂引發探討及研究整個日治時期台灣航空發展之動機。
一般來說，台灣因為過去的歷史因素，日本統治時期的這一段歷史大多僅是
被選擇性與目的性的提及，甚至是被隱匿及扭曲。以目前台灣唯一的航空博物館
「桃園國際機場航空科學館」的館藏來說，除了戰後台灣航空相關的文物展示
外，大部份都與世界及二戰前的中國，或者是與戰後台灣的航太發展有關，並未
見關於日治時期台灣航空發展之展示及說明。而戰後編入國民小學及中學（初中）
課本內容關於航空發展之介紹，也多與中國有關，例如 1970 年代所編入國民小
學「生活與倫理」課程中關於中國筧橋高志航與「八一四空戰」之故事，2以及
1977 年以高志航為中心人物，並在當時造成轟動的電影《筧橋英烈傳》的出現，
更加深了當時的人們對於台灣航空的起源與發展之誤解，造成台灣歷史上的斷
層。
近年來隨著社會的開放與進步，使得台灣史研究正方興未艾，關於目前日治
時期交通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於鐵路、公路、航運等三大類。而航空方面的研
究，目前大多為戰時體制下之個別航空戰役，以及部份台灣航空相關人物之研
究，對於整個日治時期航空發展方面，目前則尚未見較為詳細及全面之研究及討
論。
1895 年「新領地」台灣納入日本版圖後，台灣則成為許多新式科技或模式
的實驗場，其中也包含了航空科技的引進。目前關於飛機引進台灣以前相關「航
1

〈本島同胞特攻の魁 レイテの華‧泉川軍曹〉，
《台灣新報》
（本社版）昭和 20 年 7 月 2 日（台
北：台灣新報社）
。
2
〈第十三、十四週（勇敢）：筧橋英烈〉，《國民小學生活與倫理課本》第五冊（台北：國立
編譯館，1977 年），頁 45─55。
1

空器」（包含氣球）使用之情況、飛機引進台灣之原因及情形、航空技術之使用
與民眾生活之關聯、航空科技與殖民政策之關係，以及軍方航空隊在台的活動性
質及駐防台灣的背景與原因、民用航空發展與「南進政策」之關係等等，都是值
得深入探究之課題。另外，1937 年台灣進入所謂的「戰爭體制」後，相關的航
空思想又是如何進入及深化台灣的社會，並使得為數不少的台灣民眾成為戰爭下
的航空軍事協力者及儲備要員，甚至是成為軍方的飛行員及特攻隊員等問題，都
有其值得深入研究之必要及歷史價值。因此本研究即以日治時期台灣航空發展為
主要中心，並試圖跳脫以往僅將航空史重心放在航空器的研發與航空英雄的事蹟
上，3將以一般史所關懷的議題，如航空技術的引進與使用、與社會的互動關係，
以及相關政策如何影響航空發展之走向等議題接合及交會（包含殖民政策、南進
政策、經濟交通、教育政策、軍事駐防），以期能提供另一角度之歷史思考及觀
察。

貳、問題探討
本研究最大的企圖，主要是希望藉由相關檔案及資料的爬梳，整理出日治時
期台灣航空發展之脈絡，與航空科技給予台灣社會之影響。目前關於這方面，不
論戰前及戰後的研究成果，都忽略一個航空史發展的重點，即當時每一個國家的
航空發展，都是先由氣球及其他航空器開始，隨後因飛機的發明與相關技術的進
步，才造成了以飛機為主軸的航空發展。而飛機的出現，也並沒有立即造成氣球
相關技術的沒落，反而使得其功能重新定位，並創造不同於飛機的使用價值。
日治時期台灣的航空的進展，基本上是循著日本的航空發展而來，在飛機尚
未傳入台灣之前，殖民政府已經開始利用氣球於台灣的「理蕃」事業，不過身為
殖民地的台灣因非航空技術創造者及研發者，而是一個技術的接受者或實驗者，
所以當 1910 年日本本土完成首次飛機飛行試驗後，新式的航空器則取代了原有
在台灣使用的氣球，而成為殖民地航空發展的主力，這一點是殖民母國與殖民地
航空科技發展最不同的地方，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概念。也因為如此，當氣球相關
技術在台灣的發展尚未進入軌道時，即已被新式的飛機所取代，也因此造成前人
在研究上的忽略。所以探究氣球在台灣出現的時間與原因，以及使用之情況，除
了補足台灣航空發展史的空白外，則有助於釐清殖民政府將包含氣球及飛機等新
式科技用於台灣之真正目的。以下則擬以殖民政策、國防政策、南進政策、教育
政策，以及軍事動員等五個部份，探究其與台灣航空發展之關係，並說明本論文
主要欲探討的問題及研究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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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殖民政策方面
殖民政策方面
台灣約有一半以上面積為高山林地，對於殖民政府來說，開發殖民地的經濟
是最為重要的政策之一。因此日本領台以後為了開發台灣豐富的山林資源，則斷
行以經濟為主要目的之「理蕃政策」
。而近代航空技術主要發展的原因則緣自於
軍事用途，也因此當時負責執行該政策的主要軍警單位，便將相關的航空技術運
用於「理蕃政策」的實行，因此才造成台灣航空發展之肇始。因此，找尋台灣航
空肇始的原點與性質，包含將氣球及飛機引進台灣的原因，以及探究殖民政策，
特別是在「理蕃政策」與台灣初期航空發展之關係，則是不可忽略的問題，也是
本論文首要探究的方向。
二、國防政策方面
台灣在 1927 年以前並無常駐航空部隊的佈署，在這之前台灣的航空武裝單
位僅有 1919 年因「理蕃政策」而成立的「警察航空班」。而一般的說法，皆將
1927 年「警察航空班」的廢止，陸軍屏東飛行第八聯隊的接續，認為是「國防
考量」，且並未說明詳細的原因。4所以此部份首先所必需處理的問題，則是探
究日本軍方在台增設航空部隊的原因，以及為何 1938 年以前駐防台灣的軍方航
空部隊以陸軍為主之緣故，並由當時國際背景（海軍軍縮）切入，以討論相互關
聯性。其次，則是整理陸海軍航空部隊在台灣的相關資料，並將其在台活動的性
質加以分期，以說明軍方航空部隊在台灣的活動情形與演變過程。
三、南進政策方面
隨著一戰後日本民用航空事業的開啟，也同時開啟了台灣的民航事業。因
此，為討論其性質，則必須探究 1930 年代「內台、島內定期航線」的開設過程，
以及開設後的營運情形。而台灣身為帝國南方的門戶，也是南進的據點，所以當
1936 年「內台、島內定期航線」相繼開設成功後，台灣就成為帝國南方國際航
線的起點，特別是「南支、南洋」航線的開設，則是此時期開設的重點之一。即
如曾經於 1932 至 1936 年擔任台灣總督，並建構起台灣民航基礎的中川健藏所
言：「南進には先づ航空界の發達」（南進則先要航空界之發達）。5因此，討
論 1936 年後以台灣為起點的國際航線之開設，則是此部份所欲探究的中心。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台灣的民用航線則因戰時運輸所需，轉為「軍用定期航
線」所用，因此透過轉型後的變化與發展情況，則可看出戰爭末期台灣民航的性
質與縮影，以及台灣與帝國航空圈內其他航空區塊的連結（北方航空圈與大陸航
空圈），特別是對於南方航空圈的所扮演的角色與中心位置，則是該部分所欲討
論的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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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政策方面
十九世紀初二十世紀末，當氣球及飛機等西方新式科技傳入日本後，除了成
為軍事用途外，也成為政府宣傳國力及啟迪民智的展示工具之一。特別是在 1910
年日本開始飛機首航後，一連串的飛行演習及表演則開始出現在日本民眾眼前，
成為國民認識西方新式科技的最佳教材。相同的情況也在稍晚出現於殖民地台
灣。1914 年當日本民間飛行士野島銀藏駕機飛越台北上空後，具有啟迪及宣傳
的飛行表演也開始在台灣產生熱潮，而教育單位也開始配合這類科技的出現，將
氣球及飛機之介紹編入學校教材之中，並配合公小學校的學生們校外觀摩及旅行
的機會，親身接觸到航空新式科技。
當為國家意識型態裝置，傳遞國家合意的意識形態及知識內容的學校，也配
合著政府發展航空科技的政策，開始對象徵日本未來國力的學生灌輸相關的航空
知識的時候。其目的除了向學生介紹世界最新的科技外，也讓學生瞭解到只有發
展這一類如航空相關的新式技術，日本才能真正達到「富國強兵」的目標，並躋
身世界列強之林。而 1930 年代日本開始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後，為了因應戰爭
的需求及加強學生的對國家的認同，原本只有單純介紹航空新知的學校教育及活
動，轉而增加許多「響應時局」色彩的內容，而這種情況則可由此時期台灣公學
校及國民學校教材，尤其是「國語科」及「藝能科」最為明顯，甚至到了中學以
後，都還有相關的接續課程及活動。所以，探究學校教育之內容中與航空教育相
關之課程及活動，並分析其在 1930 年代的轉變過程，則是此部份所需深入探討
的主要問題。
而為了達到發展「國民航空」的目標，向民眾及學生推廣航空教育就顯得特
別重要，1934 年以後相繼成立的航空團體，除了在台灣社會舉辦各式活動，以
推廣普及航空知識外，也對學生進航空相關的基礎訓練，目的則是希望藉由漸進
式的教育，使學生產生對航空科技的興趣，並為將來國家的空防，提供源源不絕
的人材。所以探討相關航空團體在台灣的活動，則是不可忽略的一個部份。
五、殖民地軍事動員方面
殖民地軍事動員方面
1930 年代後，日本因侵略中國東北的關係，軍方需要大量兵源投入中國的
戰場，因此相關的軍事招募制度便在此時開始產生。目前關於日本在台灣「航空
方面」的軍事動員，則屬「陸軍少年飛行兵」制度為唯一正式招募的管道。而此
部分以「陸軍少年飛行兵」為主要討論之原因，則是該制度早在 1933 年已在台
灣進行招募，且對象不限在台日本人及台灣人。
另外，該制度屬航空軍事學校的招生，與聘僱性質「少年工」（海軍工員）
或是短期訓練的「特別幹部、操縱後補生」並不同，其須經過至少兩年以上的長
期飛行專業訓練，才能畢業分派至戰場擔任第一線航空要員，加上一旦考上則成
為正式的「帝國軍人」，所以這項制度對於當時無法服兵役的台灣人來說，則是
一種特別的存在，且有其探討的必要與價值。因此，此部份將由台籍少年飛行兵
的從軍歷程為主，並舉出實例，探討他們對戰時台灣社會的影響及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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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本文的研究範圍，是以研究日治時期台灣航空發展等相關問題為主，其中包
含明治末期氣球在台灣使用的情況、殖民政策與航空器的利用、民間的飛行表
演、軍方航空部隊的活動與性質、民用航空發展與南進政策、航空相關教育活動
與戰時軍事動員之相互關係等，都是本研究所要探討之範圍。
在航空發展方面，是以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的航空相關活動為主，並配合日本
航空發展的脈絡為背景，論述殖民母國對於殖民地航空科技的影響及關係，主要
研究時間是自 1906 年至 1945 年為止。以 1906 年為討論的開端，是因為該年已
出現總督府使用氣球征討原住民的記錄，加上往後陸續將原住民送至日本「內地」
參觀飛機的威嚇成效良好。因此 1906 年至 1912 年期間，理蕃相關機構則開使探
討航空器利用於台灣的可能性，並積極展開研發與考察，開啟了台灣航空史上的
新頁。而斷限至 1945 年之原因，主要是因為該年日本戰敗投降，台灣脫離日本
殖民，因此相關的航空發展也暫告停止。所以自 1906 年至 1945 年這段期間內之
航空相關問題，都是本論文所要討論及研究的範圍。而研究的重點則包含了當時
總督府成立的理蕃航空計劃與機構、軍方航空部隊在台的活動與性質、民用發展
與南進政策、航空教育的開展，以及「少年飛行兵」的募集與制度等等，都是本
論文欲探討的重點。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主要是以史料的搜集與整理為主，並針對整理的結果，探討相關的研
究議題。所應用的史料，大部份是以日治時期的資料為主要參考重點，如檔案、
報紙、期刊、官方出版品、教科書及學生作業、學校日誌、畢業紀念冊、影像資
料、相關人物的日記及書信、文集與回憶錄等第一手史料。另外再參考地圖、統
計資料、日誌年表、地方志書與要覽，及當代相關的重要著作，配合今人所著之
研究論述，做一詳實的考據與比較，以期在這些史料及研究基礎中能發現到新的
歷史事實，或是新的議題及論點。
本論文所研究的問題，許多部份都需藉助口述訪談及田野調查的輔助。在田
野調查方面，主要是進行日治時期機場及航空相關遺蹟的調查。在口述訪談方
面，主要是以日治時期曾經在學校中接觸到航空相關的課程及活動的耆老、航空
相關從業人員、少年飛行兵，或曾搭乘過飛機的人士之口述訪談為主，並將史料
與口述訪談結合，使本研究的論述更接近於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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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回顧
關於日治時期台灣航空發展方面的研究，目前雖屬於待開拓之課題，不過還
是有不少值得參考及介紹之研究。以下則以通論性之研究、航空戰役之研究、航
空相關人物之研究、航空相關附屬產業之研究與著作，以及其他相關研究等五類
分別介紹，並概述目前研究的成果及尚待開拓之部份。
一、通論性之研究與著作
（一）大竹文輔
戰前關於台灣航空史之研究，較具通論性的專著，應首推台灣日日新報社記
者大竹文輔於 1939 年完成的《台灣航空發達史》一書。6該書共 543 頁，內容所
涉及的時間為 1914 至 1939 年，主要的參考資料為台灣日日新報、大阪朝日新聞、
大阪每日新聞、理蕃誌稿、日本航空殉難史等，並以編年的方式將內容分為「初
期時代、理蕃飛行時代、關於台灣之陸軍航空、海軍航空與台灣、內台定期航路
之開設、島內之定期航空、台灣國防義會航空部之活躍、關於台灣的學生與航空、
關於台灣愛國航空週間、訪台之外國飛機、台灣出身之飛行士、民間機之往來、
其他、台灣的航空文化活動」等十四個單元。
大竹氏之研究主要是以飛機在台灣之發展為主體，並以前述相關資料為依
據，整理出自 1914 年野島銀藏於台北「首次公開飛行」以來至 1939 年的台灣航
空相關之新聞與文獻，屬於編年記事類的著作，也是目前為止關於日治時期台灣
航空史方面，最為全面性的通論性著作。不過因為其研究主體的關係，並未將飛
機以外的航空器包含在內。另外，也因為其著作體例為編年記事體，所以內容大
多為資料的整理，並無太多著者本身的論述，參考的官方文書也僅限於《理蕃誌
稿》一書。雖然如此，大竹氏的這部著作還是目前研究日治時期台灣航空方面議
題上，特別是在 1940 年以前，最具參考價值的經典著作。
（二）鷲巢敦哉
1933 年由警務局囑託鷲巢敦哉所主編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篇
警察機關之構成》中之第五章「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7也提及了關於日治時期台
灣航空方面之記載。鷲巢氏在此部份主要是以「警察航空班」為中心，並參考各
方公文檔案資料，詳述 1917 至 1927 年以來，該機關設立前後之事情。其內容主
要分為「警察航空班設置之緣由、設置之經過、關係諸法規之設定、飛行班之逐
年活動概況、飛行班之功績、航空班之事故發生、警察航空班之廢止與職員其他
之處置」等單元。
1919 年成立之「警察航空班」可說是台灣史上第一個正式的官方航空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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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台北：台灣國防義會航空部，1939 年）。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篇( 台北：台灣總督府警務局，1933
年)，頁 289─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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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則為執行治安與理蕃等相關任務，其在台灣航空史上有著不可磨滅之地
位。而鷲巢氏的「台灣警察航空班史」內容雖然大多脫離不開資料的整理，不過
其所具備的詳細度及周全度，是目前研究此航空機關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文獻之
一。
（三）野口昂
除了前述由鷲巢敦哉所編纂的「台灣警察航空班史」外，關於警察航空班方
面的著作，則另有警察航空班班員野口昂於 1942 年所出版的《蕃地飛行》一書。
8
野口氏以本身在警察航空班擔任飛行駕駛的經驗，並以其 1933 年的著作《空の
武士》中關於航空班生活的內容為基礎，9以傳記文學的形式，描述其自 1922 至
1926 年從事「蕃地飛行」任務的詳細經過。此外，該書較為特別的是對於航空
班飛行駕駛之心態、內心世界、同儕間之相互關係、內部運作的實際情況等，都
有深刻的敘述。所以此書誠為研究警察航空班方面，除了公文書及報紙等資料
外，最直接也最具有參考價值之著作。
（四）早川政之輔
原屬於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轄下之「警察航空班」，因國策考量之關係而於昭
和 2 年（1927）廢止，並由陸軍屏東飛行第八聯隊接續，為台灣第一個軍方航空
單位。目前關於「陸軍屏東飛行第八聯隊」之資料，除了分散於公文檔案及報紙
的資料外，在私人研究及著作方面，則有由該飛行聯隊少佐早川政之輔於昭和 5
年（1930）所出版的《飛行隊見學》一書。10此書編輯之目的，著者已在緒言中
說明，乃為普及航空思想為目的，並且考量以往前來見學的團體多為火車時間所
局限，以致於無法收到完整的效果，於是乃在公務之餘編纂此書，以供各學校及
見學者在前來參觀見學之前閱讀。
該書特別之處，乃以著者接待兩位自台北前來屏東飛行第八聯隊參觀的教育
界人士為開端，並以詼諧通俗的方式配合著者自成一格的手繪漫畫為其特點。其
主要內容則分為「飛行第八聯隊之介紹、飛機之見學、飛機漫談、軍隊生活漫談、
防空的話」等五大部份。此書雖然並無涉及太多關於「陸軍屏東飛行第八聯隊」
在台灣所執行的軍事任務內容，但也因為其性質的關係，對於欲瞭解及研究日治
時期台灣航空教育方面，特別是該聯隊在台灣航空教育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學
生參觀聯隊機場的情況，為除了公文書及報紙等資料外，重要的參考文獻之一。
（五）莊漢開
戰後最早針對日治時期航空概況做一整理的，為收錄於《台灣之交通》一書，
由莊漢開於 1958 年所著的〈台灣之民用航空〉一文，11該文篇幅雖不多，但是確
8

野口昂，《蕃地飛行》（東京：新興亞社，1942 年）。
野口昂，〈生蕃と飛行機〉，《空の武士》（東京：河出書房，1933 年）
，頁 81─98。
10
早川政之輔，
《飛行隊見學》（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30 年）。
11
莊漢開，
〈台灣之民用航空〉
，《台灣之交通》（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
，頁 12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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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當時台灣航空的發展，特別是民航航線的種類、開設年代，以及營運情形做一
清楚簡要的整理，為瞭解日治時期民航發展的中文入門文章之一。而該文內容則
由陳國棟加以整理補充，並載於其著《台灣的山海經驗》中〈台灣交通簡史〉內
「航空」的部分。12
（六）周晶生
2005 年由周晶生所撰寫的《台灣百年飛行錄》，13是戰後以台灣航空發展為
主題的第一本專論性著作。該書共分五篇，大多以戰後台灣航發展為主，其中涉
及日治時期台灣航空相關之部份則僅有第一篇「萌芽的空中路」（頁 21─40），
以及第五篇「航空人文追想」中關於台灣第三位飛行士陳金水與台灣機場溯源之
介紹（頁 139─146）。該書雖以「百年」為名，但是關於日治時期台灣航空之介
紹則僅佔全書約五分之一，且大多為 1930 年代台灣進入戰時體制方面的介紹，
並無太多關於日治時期台灣航空發展與社會、經濟、教育方面問題之深入探討及
論述，所徵引之文獻也無一手史料。
另外，對於其所述，關於 1917 年 7 月由日本陸軍來台進行的耐熱飛行，「行
蹤遍及台灣各平原、山地、丘陵、離島及海岸，記錄台灣空域的飛航經驗與地形
氣候資訊，為日後遍佈全島的機場網路，取得珍貴的資料」之說法，則尚有值得
斟酌之處。就《理蕃誌稿》中的記載，14該年所進行的「耐熱飛行」地點大多為
台北、台中、台南及高雄一帶，並未見其至離島飛行。其次該年所進行的「耐熱
飛行」時間還不到一個月（7 月 26 至 8 月 15 日），如何在短暫的時間完成所謂
珍貴資料，以供日後遍佈全島的機場網路之建設，則欠缺深入的說明及論述。
基本上此書雖為戰後以台灣航空發展為主題的第一本專論性著作，但是大多
內容還是著重在戰後台灣航空之發展，對於日治時期台灣航空史方面的論述，可
說是略顯不足，相關的論點也有待商確。也因為如此，正好揭櫫了這一議題在目
前還尚有開拓的空間，以及研究之價值與必要。
二、航空戰役之研究與著作
（一）鍾堅
日治時期台灣相關之航空戰役，主要集中在 1937 年「七七事變」以後，其
中較為著名的戰役則包含 1937 年日本鹿屋航空隊由台北渡洋攻擊中國浙江筧
橋、1938 年中國空軍第一大隊與蘇聯航空志願隊自南昌跨海轟炸北台灣、1944
年的「台灣沖航空戰」，以及 1944 年底開始美軍對台灣本島各地的轟炸等。目
前關於這方面的研究，主要為鍾堅於 1996 年所出版的《台灣航空決戰》一書。15

12
13
14

15

─129。
陳國棟，
〈台灣交通簡史〉
，《台灣的山海經驗》（台北：遠流出版，2006 年）
，頁 115─118。
周晶生，《台灣百年飛行錄》（台北：玉山社，2005 年）。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陸軍飛行機ノ蕃地飛翔〉
，
《理蕃誌稿》第三卷（台北：台灣總督府警
務局，1921 年），頁 356－364。
鍾堅，《台灣航空決戰》（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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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為目前日治時期航空戰役相關最早之著作，並以 1944 年的「台灣沖航空戰」
為中心，詳述 1937 年至 1945 年日本航空部隊在台灣的各項軍事活動，為目前研
究此一時期台灣航空相關戰役方面，較為詳盡的中文參考資料，往後陸續問世的
一些日治時期航空發展之敘述，基本上都以此為參考基礎。
此書共分十三個部分，共 386 頁，重點則集中在 1937 年以後，對於在這之
前的航空發展，僅佔約六分之一（66 頁），包含產業與航空、民間航空之發展
等，其間雖然提及 1917 年日本陸軍航空隊來台進行「耐熱飛行」及「警察航空
班」之內容，但多為背景式的陳述，相關的內容也有待商榷。例如，該書曾提到
日本人首度以航空兵器用於理蕃，為 1919 年成立的警察航空班。但若就史料來
看，廣義的說日本人首度以航空兵器用於理蕃，1906 年日人已有使用「輕氣球
炸彈」威嚇新竹一帶的馬武督社之記錄；16狹義的來說，以飛機用於理蕃則早在
警察航空班成立之前的 1911 年。17雖然此書有不少論點及看法有待進一步的商榷
及深入研究，但在日治時期台灣航空方面的研究，有其一定的開創性及影響力。
（二）神野正美
另外關於 1944 年「台灣沖航空戰」之研究，則有神野正美於 2004 年所出版
的《台灣沖航空戰》一書。18其重點乃是以「T 攻擊部隊」（陸海軍雷擊隊）之
活動為中心，詳述「台灣沖航空戰」之背景、參戰航空部隊之訓練及活動，以及
相關部隊於該戰役後的移防及編成。該書大量徵引戰前與此戰役相關航空部隊之
日誌及檔案，並配合相關人物之口述訪談，使整場戰役的歷史輪廓更為清晰，也
是目前關於「台灣沖航空戰」方面，最為詳盡深入的研究。
三、航空相關人物之研究與著作
（一）民間飛行士
戰後第一位注意到日治時期台籍民間飛行士議題的為莊永明，在其著《台灣
第一》中則介紹「台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與「台灣第一位空難者楊清溪」之
事蹟，19文中對於兩位台籍飛行士就讀航空學校之經過、歸台進行飛行表演之情
形、台灣紳民之反映等，都有深刻的描述。不過因為其著作已有既定主軸，所以
對於其他台籍民間飛行士或是曾經留學日本航空相關學校及機構的人士，並未進
行深入探討。另一位注意到日治時期台籍民間飛行士的則是吳餘德與蔡光武所合
著之〈台灣的飛行前輩謝文達與楊清溪〉
，20該文雖然是以謝文達與楊清溪為主，
但基本上還是無法超越前述《台灣第一》中之介紹。
16

〈占領馬武督溪要地〉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1906 年 3 月 28 日。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第一回內地觀光蕃人ノ歸台〉，《理蕃誌稿》第二卷（台北：台灣總督府
警務局，1921 年）
，頁 195－198。
18
神野正美，《台灣沖航空戰》（東京：光人社，2004 年）。
19
莊永明，《台灣第一》（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95 年），頁 136─155。
20
吳餘德、蔡光武，
〈台灣的飛行前輩謝文達與楊清溪〉
，
《科學月刊》（台北：科學月刊雜誌社，
2003 年 12 月），頁 1041─1047；吳餘德，〈天際遊俠：台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傳奇〉，
《航
空史研究》二期（中國西安：西北工業大學航空史研究编辑部，1996 年），頁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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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餘德也曾發表不少關於日治時期台灣航空相關之文章，包括〈台灣飛行首
航始末〉
，內容則為 1914 年日本民間飛行士野島銀藏來台進行飛行表演之事蹟；
〈Art. Smith 來台飛行始末〉，內容則是關於 1917 年美籍民間飛行士 Smith 來台
進行飛行表演之事蹟敘述；
〈回憶六十年前的一場空難經過〉
，內容則是關於 1938
年 12 月由台北松山機場起飛之「內台航線」客機於沖繩一帶失事之飛航事故；
〈戰
前台灣空難記錄簡史〉，內容則是以台灣第一件航空事故、第一位因航空事故罹
難之人、第一位航空事故罹難之平民、第一件民航事故等。21前述關於吳餘德之
著作，除了在台灣發表的文章外，大多為不到五頁的短文敘述，所徵引之資料也
多以前述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為主，並未見有更深入的探討及研究。
此外，2007 年由黃信彰所著之《台灣空運文化的立體新世界》一書，22則是
近年來對於日治時期台籍飛行士之介紹，可說是較為豐富的圖錄著作。該書主要
雖以「空運」為名，企圖將整個台灣航空史做一整理介紹，但是其實內容大部份
則以介紹台籍飛行士為主，且有將其英雄化的趨向，因此使得相關的論點在無直
接史料佐證下，易偏向想當然爾的結果。此外，該書所使用的資料則大多為中文
間接資料，雖有使用《台灣日日新報》與《台灣航空發達史》等日文資料，但可
惜並無再從這些資料在進一步爬梳，點出台灣航空發展的性質與特色。
（二）軍方飛行員
目前關於日治時期軍方飛行員之研究，主要為 1997 年由李國生所撰寫的碩
士論文〈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中關於「台灣少年飛
行兵」之介紹。23該部份以描述台灣少年飛行兵的從軍過程、少年飛行兵與神風
特攻隊為中心，不過其所徵引的資料大多以戰後之資料及訪談記錄為主，戰前相
關的直接資料則較為缺乏，以致於無法對少年飛行兵制度，以及其在台灣社會所
造成的影響做更為深入之探討。不過此研究實為目前為止，討論「台灣少年飛行
兵」之相關議題上，最具有參考價值的論著之一。
1997 年由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所出版，周婉窈所主編的《台籍
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相關資料》中，24則有少年飛行兵第 17 期林仙助之相關資
料。該文除記載林氏之從軍經歷外，較為可貴的則有台灣少年飛行兵人數之記
載，不過此人數資料僅為個人回憶，正確之人數資料則必需參考更多文獻考證。
另外，關於台灣少年飛行兵的介紹，則有周明德所著〈飛行二万三千時間を

21

關於吳餘德之著作，參見〈台灣飛行首航始末〉，《航空史研究》一期（中國西安：西北工業
大學航空史研究编辑部，1997 年），頁 16─19；〈Art. Smith 來台飛行始末〉
《航空史研究》
三期（中國西安：西北工業大學航空史研究编辑部，1998 年），頁 52─53；〈回憶六十年前
的一場空難經過〉
、
〈戰前台灣空難記錄簡史〉
，
《航空史研究》四期（中國西安：西北工業大學
航空史研究编辑部，1998 年），頁 40─41。
22
黃信彰，《台灣空運文化的立體新世界》（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2007 年）。
23
李國生，
〈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
所碩士論文，1997 年），頁 155─165。
24
林仙助，〈會後補述：日文部份〉，收錄於周婉窈主編，
《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相關資料》
（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所，1997 年），頁 150─151。
10

もつ一台籍飛行士〉一文，25著者以訪談的方式詳述 1940 年進入少年飛行兵學
校的許崙墩（小西正太郎，少飛 11 期）之求學與從軍歷程，並由相關戰史資料，
整理出許氏在著名的「加藤隼戰鬪隊」（緬甸）擔任飛行員之記錄。
（三）少年工（海軍工員）
近年來關於日治時期航空相關從業人員之研究，成果最為豐碩的，可以說是
戰爭末期因軍事需要，而經過考試赴日造飛機的「少年工」（海軍工員）。自
1989 年由開始後，則相繼出現不少中日文方面的著作、口述訪談與資料集，26並
且在 2007 年出現以「少年工」為主題的記錄片。27不過這些多屬通俗性的著作與
資料彙整，較為學術的著作則以 1993 年鍾淑敏的〈望鄉的鐵鎚：造飛機的台灣
少年工〉
，以及 2001 年許進發的〈台灣少年工的高座工廠：1945 年美國調查的報
告〉為代表。28前者則可以說是目前將「少年工」的形成背景、制度、待遇與生
活介紹的最完整的著作；後者除概述「少年工」的性質外，主要是根據 1945 年
美國調查的報告，介紹「少年工」造飛機的高座工廠。
四、航空相關附屬產業之研究與著作
（一）高淑媛
2003 年由高淑媛所撰寫的博士論文〈台灣近代的產業建立：日治時期台灣
工業與政策分析〉29中，則以 1930 年代台灣工業的發展及政策為重心，分析工
業統制及因戰爭需求的生產擴充政策。其中，在生產擴充政策的部份中則討論了
與航空相關的產業政策及發展，如糖業副產品酒精成為航空燃料代用品之政策及
過程、台灣製鋁業與飛機製作之關係、以及台灣蓖麻子油工業之發展等。不過其
重點如前述，為工業發展與政策分析，對於航空相關之產業，僅「酒精工業」方
面較為詳盡全面，其他產業則為背景式之介紹，並未深入探討。
另外，在探討台灣蓖麻子油工業之發展時，只提到其為油脂業之原料產業，
並未提到蓖麻子油之主要用途為航空用潤滑油，以及蓖麻在 1930 年代成為米穀
25

26

27

28

29

周明德，〈飛行二万三千時間をもつ一台籍飛行士〉，
《續‧老いらくの消閑》
（台北：自費出
版，2005 年）
。
日文方面的著作：勝尾金彌，
《綠の島はるかに：台湾少年工物語》
（東京：大日本圖書社，
1989 年）
；野口毅，
《台湾少年工と第二の故鄉：高座海軍工廠に結ばれた絆は今も》
（東京：
展轉社，1999 年）
；野口毅，《日本のために戰つた台湾少年工》
（東京：K&K プレス，2002
年）
。中文方面的著作：彭炳耀，《造飛機の日子：台灣少年工回憶錄》
（新竹：新竹市政府文
化局出版，2003 年）
；陳碧奎口述，林慧姃整理，
《赤手空拳：一個「少年工」的故事》
（台北：
前衛出版，1998 年）
；張良澤等編，
《高座海軍工廠臺灣少年工寫眞帖》
（台北：前衛出版，1997
年）
。
郭亮吟導演，藤田修平、蔡晏珊製片，《綠的海平線：台灣少年工的故事》
（台北：智慧藏學
習科技公司，2007 年）
。
鍾淑敏，〈望鄉的鐵鎚：造飛機的台灣少年工〉
，
《台灣史料研究》10 號，1997 年 5 月，頁 117
─131；許進發，〈台灣少年工的高座工廠：1945 年美國調查的報告〉
，
《台灣史料研究》17 號，
2001 年 5 月，頁 156─165。
高淑媛，
〈台灣近代的產業建立：日治時期台灣工業與政策分析〉（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
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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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措施的「愛國栽培作物」（米代作）後，在台灣社會所造成影響。
高氏之著作重心在於日治時期台灣工業的發展及政策，特別是 1930 年代軍
需工業之政策及發展，則涉及了航空相關工業，雖然此部份僅是整篇論文的一
環，但在研究台灣航空相關產業及技術之發展，特別是在政策方面，為不可或缺
的參考文獻。
（二）林玉茹
涉及日治時期航空相關附屬產業之研究，則另有林玉茹所著之〈國家、企業
與邊區開發：戰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農林栽培事業〉30一文，其主要
重點為台拓在東台灣之事業發展，該會社雖非直接與航空產業相關，但因其性質
為國策性會社，對於 1930 年以來的軍需產業，則有發展之義務，並為總督府的
米穀控制措施，推行包含蓖麻栽培的「米代作」政策。以航空相關的產業來說，
該文則討論了台拓在東台灣的熱帶栽培作物，例如蓖麻（航空用潤滑油）、苧麻
（機翼原料）、油桐（飛機塗料）、梧桐（飛機用木料）、香脂（飛機用材）等
介紹。
雖然此文重點為台拓於東台灣栽培事業的經營管理系統，以及其對政策的配
合，但對於航空相關之產業，特別是在愛國蓖麻栽培政策與東部社會之相互關
係，則未見深入之探討。不過此篇論文在研究台灣航空相關產業上，特別是在台
拓於東台灣的蓖麻栽培方面，為目前最詳盡之參考資料。
（三）張靜宜
關於台拓與戰時國防航空資材之關係，張靜宜於 2003 年所撰寫的博士論文
〈台灣拓殖株式會社與日本軍國主義〉31中，則在第三章討論台拓如何協助軍方
獲取軍需資材，並介紹台拓在嘉義化學工廠提煉航空代用燃料之過程，同時也介
紹了台拓的的蓖麻栽培事業。不過在蓖麻栽培的部份，且主要是介紹菲律賓及馬
來西亞的蓖麻歷年耕地範圍及預計產量，台灣方面的栽培情況介紹則略顯簡略，
也並無描述該作物之對台灣社會的影響。雖然如此，此研究在台灣航空相關產業
之研究上，特別是在台拓對於戰時國防航空資材之提供及製造，為目前最值得之
參考資料。

30

31

林玉茹，
〈國家、企業與邊區開發：戰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農林栽培事業〉，
《2001
年度財团法人交流協会日台交流センター歷史研究者交流事業報告書》（台北：財团法人交流
協会，2001 年 12 月）。
張靜宜，
〈台灣拓殖株式會社與日本軍國主義〉
，（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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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相關研究與著作
（一）劉鳳翰
1997 年由劉鳳翰所著之《日軍在台灣：1895 年至 1945 年的軍事措施與主要
活動》一書中，32與日治時期航空相關的，則有包含陸海軍機場興建與飛機配備、
日軍在台灣之航空兵力佈署、航空戰役及空襲等等。此書雖然徵引大量一手史料
及相關資料，但在航空方面的部份，則多為資料性的陳列整理，相關航空軍事政
策，如軍事航空活動與理蕃政策、1920 年代的軍縮與台灣陸軍航空隊之佈署、
航空軍需產業、台灣航空部隊與社會關係等，則少有深入論述。
此外，此書相關的內容也需進一步斟酌，例如在 1920 年代因軍縮而使得台
灣陸軍兵力改編之陳述，主要是參考古野直也《台灣軍司令部》一書之內容，33
並以圖表之方式說明 1925 年台灣陸軍航空兵力為台灣航空隊，轄下有松山、民
雄、屏東三個單位，1927 年軍縮後則縮編為僅剩駐屏東的陸軍飛行第八聯隊。34
但是台灣 1927 年以前並無軍事常備航空兵力之佈署，在這之前台灣的航空武裝
單位則為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轄下的「警察航空班」，而 1920 年代的軍縮，主要
縮編的對象是軍事人員，裁縮後的經費則轉用於包含戰車、航空及高射砲等近代
化裝備的部隊之新設，35因此軍方才於 1927 年將原駐於九州太刀洗的陸軍飛行第
八聯隊轉駐屏東。另外，該書所言 1925 年台灣的三個航空單位，應為 1940 年以
後台灣陸軍航空兵力之配置，並非其所言為 1925 年。雖然如此，該書所整理之
資料及圖表堪稱詳盡，為研究台灣航空軍事方面，值得參考的書目之一。
（二）陳柔縉
2005 年由陳柔縉所撰寫的《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一書中，36則在「飛機」
的單元介紹了 1914 年野島銀藏於台北的「初飛行」、謝文達及楊清溪的鄉土訪
問飛行、1935 年「內台航線」等內容。該部份雖然與以往研究日治時期台灣航
空史之論者相同，主要還是以前述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一書為參考基礎，
但特別之處在於內容中聯結了當時的航空發展與社會關係，以及民眾生活，並首
次介紹了台灣的空中小姐。此部份雖然篇幅不多，但也點出了目前此一相關議題
之研究價值及待深入拓展之空間。
（二）鄭政誠
2005 年由鄭政誠所編著的《日治時期台灣原住民的觀光行旅》一書中，37則
是以日治時期「蕃人觀光」為主要探討重點。其中與台灣航空相關的則是官方舉
辦「蕃人內地觀光」及「蕃人島內觀光」時，飛機做為威嚇原住民之工具的動機
32

33
34
35
36
37

劉鳳翰，《日軍在台灣：1895 年至 1945 年的軍事措施與主要活動》上、下冊（台北：國史館，
1997 年）。
古野直也，《台灣軍司令部》（東京：國書刊行會，1991 年），頁 140。
劉鳳翰，《日軍在台灣：1895 年至 1945 年的軍事措施與主要活動》上冊，頁 57─58。
山田朗，
《軍備拡張の近代史：日本軍の膨脹と崩壞》（東京：吉川宏文館，1997 年），頁 107。
陳柔縉，《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台北：麥田出版，2005 年），頁 196─201。
鄭政誠，《日治時期台灣原住民的觀光行旅》（台北：博揚文化出版，2005 年）。
13

及影響。該書關於航空方面的討論雖然有限，所涉及的也只是飛機做為工具性與
手段性的存在，並未深入探究台灣航空發展與理蕃政策之關係，但卻是近年來少
見注意到飛機與「蕃人觀光」之關係的著作。不過，也因為沒有深入探究台灣航
空發展與理蕃政策之關係，造成了此書忽略了 1919 年成立的「警察航空班」與
「蕃人觀光」之相互關係，也因為如此該書無法交待與解釋為何自 1919 年「第
五回內地觀光」後，相隔七年才於 1925 年舉辦「第六回內地觀光」，而且已由
原本帶有威嚇性質的觀光轉為啟發性質的觀光（棒球比賽）之原因。
（三）David Edgerton
1991 年由英國航空史家 David Edgerton 所撰寫的 England and the Aeroplane：
An Essay on a Militant and Technological Nation 一書中，38則以英國航空發展為例，
拋棄以往將重心放在航空器發展及航空英雄事蹟上的研究，深入地由政治人物、
社會意識型態、技術與工業及軍事發展等問題，切進英國航空發展之核心，並且
也揭櫫了航空史研究的其他可能性。此書雖然是以英國航空史探討主題，但其理
論及看法，則能提供日治時期台灣航空史的研究，一個新的視野與方向，特別是
在討論航空發展與社會關係上，則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研究參考範式。
由上述的研究回顧與檢討可知，目前有關日治時期台灣航空方面的研究，主
要集中於航空戰役與航空相關人物的討論，並無太多超越此一範疇之論著出現。
雖然近年陸續出現一些涉及航空產業相關、航空與殖民政策，以及航空與社會關
係之探討，不過因為其主軸並非以航空發展為重心，或僅是通論性的介紹及個別
討論，以致於大多是以背景陳述或現況表達為主，對於問題的討論則略顯不足。
所以本論文將以目前相關之研究成果為一參考基礎，由相關檔案與文獻資料中，
找尋甚至開拓新的議題，以期能建構整個日治時其台灣航空發展之脈絡，與其和
社會相互對應之關係。

38

David Edgerton, England and the Aeroplane：An Essay on a Militant and Technological Nation
（Hampshire：Macmil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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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章節架構
本文除了緒論與結論外，共分五個章節，如下：
第一章為「台灣航空肇始與理蕃政策」，主要是藉由探究台灣航空的肇始，
包含氣球的利用與飛機的引進，以說明航空科技引進台灣的原因性質，並分析相
關技術與殖民政策的關係，以及使用於「理蕃政策」情況。
第二章為「警察航空班的『空中理蕃』
」
，主要是介紹成立於 1919 年，並且
為台灣第一個正式的航空機構「警察航空班」為主，除探討其發展與轉變外，並
分析其對於原住民之威嚇「功效」
，以及對於大正時期「蕃人觀光政策」之影響。
第三章為「軍方與民用航空的發展」
，首先主要是討論 1927 年陸軍航空部隊
駐防台灣的原因，以及往後的影響，並由陸海軍航空部隊歷年在台的活動分析其
轉變與性質。其次，則是以探討台灣的民用航空事業為中心，包括「內台、島內」
航線開設的背景、發展情況，以及國際線開設後與南進政策之關係。
第四章為「學生航空教育的開展」
，主要分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兩大部份，
並由此探究航空教育發展之情況與轉變，以及在戰時航空相關軍事動員時，航空
教育所扮演的角色。
第五章為「少年飛行兵與軍事動員」
，主要是以日治時期唯一正式在台招募
的正式制度「陸軍少年飛行兵」為介紹中心，除詳述與航空教育的關係、養成經
過外，並舉出實例以說明其在當時台灣的「特殊性」與「代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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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台灣航空肇始與理蕃政策
台灣航空肇始與理蕃政策
前言
人類自古以來即夢想遨翔於天際，因此自古以來即有不少與飛行相關的神話
與記載流傳，39不過以近代科技的標準來看，雖然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有許多對飛
行有濃厚興趣哲學家及科學家進行相關的試驗，但實際上航空發展是很晚近的
事。1783 年 4 月 25 日法國人蒙哥爾費兄弟（Montgolfier brothers）成功施放自製
的熱氣球，並在同年 12 月 21 日於巴黎郊外施放人類史上第一具載人氣球後，即
跨出人類探索未知天際的第一步，迄至 1903 年 12 月 17 日美國腳踏車製造商萊
特兄弟（Wright brothers）成功使第一架可操縱動力飛機「飛行者一號」
，進行為
時 59 秒、高度 30 米、距離 260 米的首次飛機飛行後，才促成近代航空發展與相
關工業的肇始。而萊特兄弟在成功發明飛機後，除開設公司製造飛機外，也積極
向各國陸海軍推銷飛機。40因此，近代的航空發展可說是與軍事科技有著密不可
分之關係。
1868 年日本明治維新後，即本著富國強兵之宗旨而開始對西方新式科技產
生興趣，除開始藉由國內的統一與對外戰爭的機會，將航空科技運用於軍事方面
外，並展開一連串的相關研發計畫。因此日本近代航空科技的肇始與發展，可說
是與歐美各國的情形相去不遠。1895 年日本領有第一個殖民地台灣後，因其特
殊的地理環境與人文風俗因素，使得總督府當局為貫行殖民政策，而開始將所謂
的「文明利器」用於台灣，而這其中則包含航空器的使用。所以，台灣的航空肇
始與發展，可說是與殖民政策有著直接的關係，特別是在「理蕃政策」的部份，
因台灣有近一半面積都是原住民活動的山林區域，為了克服此種情況，航空器的
使用就成了選擇之一。
因此，本章將由四個部份介紹台灣的航空肇始與萌芽時期的發展。首先，則
以一次大戰前日本航空之發展為背景，概述此時期日本航空發展之性質與特色。
其次，則是由明治末期總督府的「理蕃政策」切入，討論其與航空肇始之關係，
並以此時的「理蕃航空計畫」及軍事威壓為主要分析中心。再次，則是以「理蕃
政策」的另一面「撫育」為討論重點，探討明治末期的「蕃人觀光」舉辦時，利
用航空器的情形，以及大正初期民間飛行士來台進行飛行表演後，對於「理蕃政
策」的影響。最後，則是以 1917 年陸軍航空隊自日本來台進行「耐熱飛行」為
中心，闡述該飛行隊在台各地試行「理蕃飛行」之效果，並探究其促使總督府成
立台灣歷史上第一個正式航空機構之過程。
39

例如，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提到「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
；
《日本書紀》中
載「神武天皇乘『天磐船』由天而下」
；古印度神話中太陽神蘇利耶（Sūrya）乘「飛行馬車」
行於天際等記載。陳啟天，《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台北：商務印書館，1969 年）
，頁 408；
秋本実，《日本飛行船物語》（東京：光人社，2007 年）
，頁 13─21。
40
小川太一郎，
《航空讀本》（東京：日本評論社，1932 年）
，頁 53─55；仁村俊，《航空五十
年史》（東京：鳟書房，1943 年）
，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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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一次大戰前日本航空之發展概述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本著富國強兵之宗旨，以及國內的統一與對外戰爭的
需要，因而開始對西方當時所發展的新式科技產生極大的興趣。例如在航空科技
的追求方面，早在 1870 年歐洲爆發「普法戰爭」之際，日本政府就曾派遣觀察
團至歐洲戰場進行實地的觀察，其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考察「普法戰爭」時
氣球在戰場的運用情況。41迄至 1877 年「西南戰爭」爆發，駐守於熊本城的政
府軍被西鄉隆盛軍團所包圍，並且切斷對外聯絡，因此政府軍方面乃吸取先前自
普魯士所獲得之經驗，急速委託海兵學校與陸軍士官學校進行氣球製作，並在該
年 5 月 21 日率先由海軍完成日本有史以來的首具載人氣球。而此氣球雖因熊本
城危機之解除，未有機會實際用於軍事戰場，但卻直接開啟了日本往後對於航空
科技的研究與開發，並促成 1900 年首具民間製造氣球（山田式凧式氣球）
，以及
42
1901 年首具純本土自製「軍用氣球」
（德永式凧式氣球）之產生。 因此，日本
近代航空科技的肇始及萌芽，與歐美各國相同，主要則是與軍事及戰爭有著直接
的關係。43
1904 年「日俄戰爭」爆發後，日本乃於同年 6 月 7 日成立「臨時氣球隊」
，
計畫對旅順要塞區域進行偵察與攻擊行動。該隊隸屬於第三軍內，配有氣球兩具
（編號 18、19 號），並於 8 月 18 日第三軍對旅順進行總攻擊時，開始對旅順要
塞內部，特別是對港內俄艦之狀況展開偵察。而此次軍事行動除了是日本首次將
氣球實際用於戰場外，也是首次將氣球用於對外戰爭，其所獲的之經驗及效果對
於戰後軍方相關航空單位之編制，以及日本發展航空科技的決心，都有著深遠的
影響。有鑑於此，軍方乃於戰後將「臨時氣球隊」編入陸軍電信教導大隊內，並
改稱為「氣球研究班」
，對人員進行培養教育與氣球相關技術之研究。迄至 1907
年 10 月 9 日後，乃將「氣球研究班」廢止，並於近衛師團交通兵旅團下新設氣
球隊（工兵科）
，為日本第一個常設航空部隊（編制人員共 145 名）
，其與當時交
通兵旅團轄下的鐵道大隊與電信大隊之性質相同，具有濃厚的技術性色彩，在當
時被認為是先進部隊的代表之一。44
另外，1909 年 7 月 30 日陸海軍與民間三方則共同成立「臨時軍用氣球研究
41

當時考察團的成員主要為大山彌助（大山巖）
、品川彌次郎、林有造、池田彌一等共 8 人，除
了加入普魯士陣營參與 1870 年 9 月 19 日的「巴黎包圍戰」外，並在該場戰役中實際看見氣球
活用於軍事行動上。江橋英次郎，
《航空魂》
（東京：東水社，1944 年）
，頁 45－47；秋本実，
《日
本飛行船物語》
，頁 93。
42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より軽気球製造の義廻答〉（1877 年 4 月），《大日記》
諸省の部 4 月陸軍省第 1 局（請求番號：C04026930800）；江橋英次郎，
《航空魂》
，頁 46－47；
仁村俊，《航空五十年史》，頁 61－69。
43
例如英國航空史家大衛艾傑頓（David Edgerton）就曾以英國為例子，提出英國政府向來以「發
展技術」最優先原則，並在戰爭中運用科技來擊敗對手，因此航空的發展也奠定了軍事科技的
基礎。David Edgerton, England and the Aeroplane：An Essay on a Militant and Technological Nation
（Hampshire：Macmillan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td, 1991）,pp.1-7.
44
秋本実，《日本飛行船物語》
，頁 13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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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敕令 207 號）
，其主要目的則是對軍用氣球進行研究與調查，並對歐美國家
當時發展的新式氣球與飛機之趨勢及相關情報，予以搜集和掌握。而該會除為日
本第一個官設航空研究機關外，也積極派遣軍官至歐洲學習飛行技術及購入新式
飛機，並於 1910 年 12 月 19 日由遣法的陸軍大尉德川好敏在東京代代木練兵場
駕駛法製「アンリ・フォルマン式複葉機」
（Henri Farman）
，進行為時 4 分鐘，
45
距離 3000 米，高 70 米的日本本土首次飛機飛行。
自此之後，日本的飛行科技研究項目則逐漸轉向以研發飛機為主，並很快地
取代「氣球」原有的地位，成為日本航空發展之主力。因此，1914 年第一次世
界大戰爆發時，日本乃開始將飛機應用於軍事行動上，並出動以法製「モ式機」
（Maurice Farman）為主「臨時航空隊」
，參加位於中國的「日德戰爭」
（青島攻
46
略戰）
。 另外，1918 年「西伯利亞出兵」時，日本為支援沙俄與紅軍作戰，也
曾於該年 8 月開始先後出動陸軍偵察機 31 架、戰鬪機 15 架，展開平均溫度零下
十度以下的極地飛行任務。47因此，一戰期間對外用兵的經驗，除大幅提昇及促
進日本的航空發展外，也更使得軍方對於航空人材的培養感到急迫，所以一戰後
不久（1919 年 1 月 12 日）
，陸軍乃自法國聘請以「フォール」
（Fort）上校為首，
共 57 名成員的航空團，對陸軍航空部隊進行為期約一年的技術指導與交流，48而
同年也在埼玉縣所澤設立首間陸軍航空學校，以培養基礎的航空人材。此外，為
了因應軍方與民間航空的急速發展，1919 年 4 月乃將原有的「臨時軍用氣球研
究會」廢止，並新設陸軍航空部，以主管國內所有航空相關事務。49
綜上所述，一次大戰前日本的航空發展與歐美各國的發展脈絡，其實相去不
遠，主要因素則是與軍事相關，並由氣球的研發開始，經日俄戰爭、日德青島攻
略戰，以及西伯利亞出兵等一系列對外戰爭後，一步步朝向建構具有濃厚近代科
技色彩的航空軍力邁進。其間雖因為飛機的出現，使得日本的航空發展轉向，但
就氣球的功能來說，因為能夠長時間對敵進行偵查、監視、連絡等工作，以及對
重砲兵團的彈著點進行觀測射擊之指導，因此飛機的出現，也並沒有立即造成氣
球相關技術的沒落，反而使其功能重新定位，並創造出不同於飛機的使用價值。
50

不過，這種情況在殖民地台灣，則因為受限於當時日本相關技術尚處於萌芽
階段，加上總督府乃基於殖民政策之因素，將航空相關科技視為一種統治手段而
引入，因此台灣的航空萌芽與發展，雖然與「母國」日本有著臍帶關係，但事實
45

46

47
48

49
50

同前書，頁 158－163；日本航空協會，《日本航空史》明治‧大正編（東京：同編者，1956
年），頁 21－27；每日新聞社，
《別冊一億人の昭和史‧日本航空史》
（東京：同編者，1979 年），
頁 26。
關於日本首次將飛機運用在中國山東省青島的「日德戰爭」戰場之情況，參見日本防衛省防
衛研究所藏，〈独立第 18 師団の情況に関する件〉（1941 年 9 月），《歐受大日記》9 月上
（請求番號：C03024328000─C03024329000）；仁村俊，《航空五十年史》，頁 211－218。
江橋英次郎，
《航空魂》
，頁 72－74。
另外，海軍方面則是自 1922 年開始，招聘英國航空團來日進行相關的技術指導與交流。同前
書，頁 78－79。
日本航空協會，《日本航空史》明治‧大正編，頁 387─392、397－400。
秋本実，《日本飛行船物語》
，頁 17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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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與日本本土的發展脈絡走向，則有著微妙的不同。

第二節 明治末期的「
明治末期的「理蕃航空計劃」
理蕃航空計劃」
1895 年日本領台後，為了將主要的軍事力量集中於鎮壓漢人的武裝反抗運
動，因此對居於山林中的原住民，總督府則採取了一種迴避的暫時措施，並將其
視為「蒙昧未開的蕃族」，且須採取懷柔的「綏撫政策」待之。51台灣首任總督
樺山資紀在上任初期（1895 年 8 月 26 日）
，就曾頒布以「綏撫」態度處理「蕃
人問題」之訓示，並提到「若欲拓殖本島，必先馴服生蕃」之想法。52所以，由
此便可略知日治時期的「理蕃方針」是以開拓山林資源為主，並逐漸達到「殖產
興業」為最終之目標。
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上任後（1896－1898）
，以其一貫的軍人性格，強勢地
掃蕩各地的反抗運動，並積極防止漢人反抗勢力與原住民的合流。對於原住民除
了續行「綏撫政策」外，在基於國防與治安的考量下，則認為「蕃地之踏查及交
通」為當前主要的方針之一，53因此乃希望藉由「山地踏查」來瞭解其風土民情，
以及許多闇黑未明之地的確認。就 1913 年由蕃務本署所出版的《理蕃概要》一
書之內容所載，當時台灣全島「蕃地」面積共約 1,256 方里（19,372ｋ㎡）
，至 1911
年末為止，已踏查之「蕃地」面積共約 810 餘方里（12,493ｋ㎡）
，未測量之「蕃
54
地」面積則約 440 餘方里（6,786ｋ㎡）
。 而這三分之一未測量的「蕃地」
，有許
多仍是現今也極難到達的「深山峻嶺」，所以除了地面探險及繪圖隊的持續緩慢
踏查外，剩下的工作或許就只能等待新式科技的來臨。
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主政期間（1898－1906），平地
反抗事件雖已逐漸消弭，但居於山地的泰雅族社群卻開始抵抗。因此總督府為考
量北部樟腦事業的發展，則體認必需設立「防蕃機構」，並認為現行以「綏撫」
為主的「理蕃方針」，不但不能制止「蕃害」
，反而會讓「蕃地」紛擾不斷。55於
是，同年 9 月後藤新平與殖產局開會時，即言「現行之蕃政為暫時性，若任其推
移，則無法開發山地寶庫，同時妨礙蕃界附近之生業，而且政紀益加荒馳，難以
維持其安寧，影響政府威信甚巨」，56顯見此時以「綏撫」為主的「理蕃方針」
已漸遇瓶頸。
而在後藤新平赴台就任前（1898 年 1 月 25 日）
，就曾向當時的內務大臣井
上馨提出「台灣統治救急策」，並且舉出英國殖民香港的例子，認為殖民地經營
的最佳模範為「英國的科學政策」
，且必需以「文明利器來改變民心，……若民
51

52

53
54
55
56

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
〈水野民政局長ノ蕃民撫育ニ関スル意見〉，
《理蕃誌稿》第一卷（台北：
同編者，1918 年）
，頁 3。
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樺山總督ノ生蕃接遇ニ関スル訓示〉，
《理蕃誌稿》第一卷，頁 2；台
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理蕃概要》（台北：同編者，1913 年）
，頁 49－50。
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蕃人蕃地ニ関スル調查事項〉，《理蕃誌稿》第一卷，頁 29。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
《理蕃概要》，頁 111－112。
井出季和太，
《台灣治績志》
（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37 年）
，頁 319。
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對蕃政策〉
，《理蕃誌稿》第一卷，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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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未得，科學的政策則無法實施，….」。57雖然後藤新平並無明顯指出應利用文
明利器來處理「蕃人問題」，但實際上這一想法已漸漸影響到往後「理蕃」相關
問題之處理措施。
1906 年第五任「理蕃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上任後，漢人的反抗運動已漸趨
弭平，加上此時的理蕃方針已轉為以「掃蕩生蕃」為主，於是便開啟了由 1907
至 1914 年的兩次「五年理蕃計畫」
，並且以強勢的軍事力量對原住民展開征伐。
而這些武力征伐除了出動地面的軍警部隊外，以往以人力為主的隘勇線守備，也
開始利用「新式科技」的地雷與電流鐵絲網設備，58以加強隘勇線的「防蕃」功
能及效率。
而在佐久間左馬太上任前，當日本軍警對桃園廳咸菜硼支廳管內之馬武督溪
一帶原住民進行討伐時（3 月 22 至 23 日）
，就曾使用內置爆竹的氣球數個，向
馬武督社方向施放。根據記載，當時氣球於 23 日晚上 7 時飄飛至馬武督社前時，
該社原住民一見到空中飛揚的奇異物體便以獵槍向氣球發射，不料卻導致氣球在
空中爆炸起火，讓從未看過此景象的原住民心生恐懼而倉皇地往五指山頂方向逃
走。59有鑑於此，總督府乃於 1907 年開始計劃由日本「內地」調派當時陸軍最
新科技的氣球及相關人員來台，且以「台灣蕃地地勢、偵查及蕃族威壓」為主要
目的，60並企圖配合地面部隊達到對「蕃地」及「蕃情」的更進一步掌握。由此
可知，台灣近代航空技術肇始之主要原因，則因為當時負責執行「理蕃政策」的
軍警單位，將相關的航空技術運用於「理蕃政策」之實行，因此才促成台灣航空
發展之肇始。
當時實際策劃「理蕃」計劃的第一線人物，為時任警察本署署長及蕃務本署
署長（1906─1913）的大津麟平。根據相關記載，在其擔任警察本署署長其間（1906
─1908）
，就已開始著手計劃成立以「氣球」為主的「理蕃航空單位」
，61並在 1909
年 9 月 25 日派遣當時「理蕃第一線」的陸軍砲兵大尉兼總督府警視山本新太郎，
赴日調查氣球用於「理蕃」之可行性。62不過卻因當時主管日本航空事務的「臨
時軍用氣球研究會」，以及該會幹事井上仁郎（陸軍工兵大尉）在評估台灣之地

57

中村哲，
〈
「日本植民政策一斑」解題〉
，收錄於後藤新平，
《日本植民政策一斑．日本膨脹論》
（東京：日本評論社，1944 年）
，頁 8。
58
台灣總督府警察本署，
〈大津警察本署長代理ノ深坑宜蘭蕃界視察復命書〉，
《理蕃誌稿》第一
卷，頁 525－526。
59
〈占領馬武督溪要地〉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1906 年 3 月 28 日。
60
日本防衛防衛省研究所藏，〈内務省電信教導大隊員等台湾に派遣の件〉，（1909 年 5 月 8
日）《密大日記》明治 40 年（參照號碼：C03022867000）。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為紀念「土
地調查」（1898─1905）的完成，其成員乃自 1906 年開始舉辦「土地調查紀念會」，其中較
令人注意的是第二、三回（1907、1908）舉辦時，皆在餘興節目時施放會員製作之輕氣球，因
此推測當時執行土地調查的人員，有部分可能具有製作氣球的能力，而其技術是否曾有用於土
地調查進行時的地形與三角測量，與「理蕃航空計畫」使用之氣球是否有相互關係，這些問題
則值得往後進一步探究。〈土地調查紀念會〉
、〈紀念開會〉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07 年 4
月 7 日、1908 年 4 月 7 日。
61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台北：台灣國防義會航空部，1939 年）
，頁 66。
62
〈氣球の研究 蕃界に利用されん〉
，《台灣日日新報》，1909 年 10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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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費用及目的等諸多因素，並持反對之意見後，相關的計畫乃暫告終止。63因
此，為解決當前所需，總督府乃委託蕃務本署囑託兼國語學校教授和田彰，花費
約 150 圓研發一種可裝置炸彈至「蕃界」引爆的小型繫留氣球，並於 1910 年 8
月 25 日在新竹廳「內橫屏山」舉行首次氣球施放之試驗。64

圖 1─1 1911 年和田彰於台北大稻埕蕃務本署兵器庫進行繫留氣球施放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氣球飛
〈氣球飛び
，《台灣日日新報》
台灣日日新報》，1911
，
年 1 月 25 日。
氣球飛び去る〉

另外，1911 年 4 月，曾經撰寫《最近世界の飛行船》
（1909）一書，並曾陪
同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及森丑之助前往「蕃地」進行實地調查（1910）的蕃務本署
囑託大浦元三郎，則於《台灣日日新報》發表一篇題名為「飛行船と生蕃討伐」
的文章，且認為應以此次討伐生蕃之機會（五年理蕃計劃）實施新式飛行船之試
用，並藉此來提升國內飛行界之不振。65同年 5 月，時任蕃務總長的大津麟平更
是親赴東京，除實際調查「飛艇及飛機」在台灣蕃地偵查之可能性，66並計畫使
用 1910 年 9 月新開發的「山田式飛行船」對原住民進行威嚇飛行，不過該案卻
63

〈氣球と蕃界〉
，《台灣日日新報》，1909 年 10 月 1 日；秋本実，《日本飛行船物語》，頁 161。
〈新氣球の發明 和田國語學校教授の苦心 蕃界にて實地試驗を行ふ〉、
〈飛揚二百メートル本
日も午後一時飛揚せん 氣球飛揚〉
，
《台灣日日新報》，1910 年 8 月 26 日、1911 年 1 月 23 日。
65
〈飛行船と生蕃討伐〉
，《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4 月 1 日；竹內虎次郎，
《日本航空發達史》
（東京：相模書房，1940 年），頁 385。
66
〈偵察用飛騰調查〉、
〈大津總長歸期〉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5 月 6、14 日。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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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考量總督府年度預算之負擔，因而作罷。67
此外，為進行相關的「理蕃航空計畫」，總督府則開始在相關的人事上進行
調整。最為明顯的莫過於 1911 年 8 月時，聘請曾擔任駐法公使武官（少佐）
，且
在 1909 年 10 月出版過《空中の經營》一書的高塚彊出任總督府蕃務警視，並針
對「警察航空機關」設立之可能性展開調查及評估，甚至在 1912 至 1913 年將其
任命為蕃務本署理蕃課長，以主管理蕃相關業務。68因此，就大津麟平主政時期
的蕃務單位來看，具有「航空科技專長」人士的加入，在某種程度上也代表著此
時期在「理蕃」手段與技術之方向，以及對於航空科技的重視。
1910 年日本本土開始飛機首次飛行後，官方就開始對這一代表日本國力與
近代化的新科技產生興趣。除了將這一新科技用於軍事方面外，還曾用於殖民地
台灣的山林調查，並企圖以最新的科技來彌補以往地面探險及繪圖隊所無法到達
之地，進而達到台灣山地情報的完全掌握。1911 年 1 月 27 日的《台灣日日新報》
就曾刊載一則以「飛行機購入」為題的消息，並認為「討伐生蕃原擬用飛行機，
但礙於經費使得目前頗難實行，所以在來年度必需購置飛行機，以便用於偵察生
蕃之地理」
。69而同年 5 月 21 日的《漢文台灣日日新報》中也刊載了一則題為「討
伐生蕃之步武日進」的報導，內容則認為「討蕃之步武日進移民之事業亦日
進。……飛行機之應用，得以實施，蕃界不足平也」。70因此，若由當時蕃務人
員及總長大津麟平親赴東京調查「航空科技」的動作，以及具有「航空專才」的
人員陸續任職於蕃務單位的現象來看，加上前述兩篇報導可知，總督府此時期對
於「理蕃航空計劃」的重視程度，並且也可觀察到總督府的相關航空計畫，已隨
著日本「內地」航空科技的進步，而逐漸有所轉變。
根據 1912 年的《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及相關資料所示，總督府就曾經利
用飛機來台進行「山林調查」，並且基於當時台灣並無合適及完備的「陸上飛行
場」等因素考量下，乃於 1912 年 7 月向海軍省臨時借調自法國新購的「モーリ
ス・ファルマン式水上機」（Maurice Farman seaplane，1912 年型）及該年 6 月新
成立的海軍航空隊人員來台。此次的「山林飛行」
，除了開啟台灣史上「首次飛
機飛行」的記錄外，也為台灣山林留下了第一套的珍貴「空中森林寫真」。71而
67

日本航空協會，
《日本航空史》明治‧大正編，頁 39；秋本実，《日本飛行船物語》
，頁 249─
250。
68
〈無弦琴〉
，《台灣日日新報》
，1911 年 8 月 28 日；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66；台
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台北：同編者，1933 年）
，頁 949─953。
69
〈內地電報：飛行機購入〉，
《台灣日日新報》
，1911 年 1 月 27 日。
70
〈時事小言：討伐生蕃之步武日進〉
，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1911 年 5 月 21 日。另外，值得一
提的是，1911 年曾來台進行山地踏查的東京大學教授，同時也是氣象與天文專家的一戶直藏博
士則提出若要利用飛行船討伐原住民，則必須有在高山設立測候所之建言。由此可知，當時發
展航空科技，則必須先進行許多配套的設施與技術發展，並且也往往促成其他新式科技在台灣
的開啟與進步。〈一戶博士 新高山踏查談（下）〉
，《台灣日日新報》，1911 年 8 月 28 日。
71
檢視戰前的相關資料，如《台灣日日新報》
（1914 年 3 月 16 日）
、鷲巢敦哉的《台灣警察四十
年史話》
（1938 年）
，以及由大竹文輔的《台灣航空發達史》
（1939 年）
。加上今人著作，如莊永
明《台灣第一》
（1995 年）
、吳餘德〈台灣飛行首航始末〉
（1997）
、陳柔縉《台灣西方文明初體
驗》
（2005 年）
、周晶生《台灣百年飛行錄》
（2005 年）等著作，皆將「台灣首次飛機飛行」定
為「1914 年野島銀藏在台北的首次飛行」
，但若檢視《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等相關資料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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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最新科技的引進，對於統治台灣的殖民政府來說，並不是只有單純地執行山林
調查任務而已，因為飛機的出現代表的是以往險惡難達的台灣山林及蕃地已漸漸
由暗轉明，同時也漸漸改變了居於山林中原住民的命運。

圖 1─
─2 （上）1912 年海軍「
年海軍「モ式水上機」
式水上機」於能高郡埔里街小埔社附近與新高
郡蕃地「
郡蕃地「イソガン社
イソガン社」附近上空之空拍照片
附近上空之空拍照片；
上空之空拍照片；
海軍「
式水上機」
年型）
（下）海軍
「モ式水上機
」
（1912 年型
）明信片
資料來源：
（ 上）
〈卷頭口繪：
《台灣
，1935
年 3 月，未編碼。
資料來源：
卷頭口繪：飛行機上より
飛行機上より見
より見たる林相
たる林相〉
林相〉，
《台灣の
台灣の山林》
山林》
，
未編碼。
（下）曾令毅收藏。
曾令毅收藏。

「台灣首次飛機飛行」應往前推至 1912 年。關於 1912 年之「台灣首次飛機飛行」及所拍攝之
部份「空中森林寫真」
，參見〈海軍省ノ照會ニ依リ軍用飛行機ヲ兵器ト認メムルコトニ省議決
定ノ旨大藏省通知通牒（同）
〉，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45 年（1912）永久保存，第 112
卷第 8 門（1912 年 7 月 20 日）
；台灣山林會，
〈卷頭言：飛行機と林業〉
，
《台灣の山林》
（台北：
台灣山林會，1935 年 3 月）
，未編碼（含卷頭所附空照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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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大正初期的「
大正初期的「蕃人觀光」
蕃人觀光」與民間飛行表演
除了軍事力量之威壓外，在「撫育」方面，
「蕃人觀光」一直是此明治末期
至大正初期的主要政策之一，並且藉由文明之展示（威嚇）來達到「蕃人教化」
之效果。前述《理蕃概要》內則提及 1896 年時的「理蕃」方針為「專以恩惠撫
化蕃黎，並勸導他們參觀台北及日本內地之文物，或給予他們喜好的物品，使其
悅服」。72顯見「蕃人觀光」已開始成為此時「綏撫」政策的其中一環，而「蕃
人」參觀後的反應，尤其是在參觀「航空器」後的反應，也成為往後相關航空機
關成立的重要因素之一。
1911 年 4 月「第一回內地觀光」舉辦時，就曾選拔十名包含頭目、巡查補
及蕃童教育所教員等原住民赴日觀光，而由此次觀光的地點及觀光團成員之一的
巡查補潘望由在事後（5 月 19 日）的感想得知，當時主要的參訪的地點大多為
軍事機關，而團員除在「所澤陸軍飛行場」首次看到飛機飛行外，其中兩名最「獰
猛剽悍」的頭目則被安排乘坐飛行船，並在乘坐後因其飛行能力與投彈威力而感
到驚訝及不可思議。73而由第一個搭乘「航空器」的台灣人並非漢人，而是原住
民的記錄來看，更可再次說明總督府將航空科技用於台灣的用意，以及與「理蕃
政策」的關係。
另外，總督府為防範泰雅族社群的反抗，則於 1912 年 10 月舉辦「第四回內
地觀光」。根據記載，此回觀光的主要行程多以軍事參訪為主，而原住民也亦曾
搭過飛機，並瞭解到飛機之厲害。74也因為如此，往後的「內地」及島內觀光也
多有安排參觀「飛行機表演」之行程。因此，若以此時期「航空器」在「理蕃政
策」中所扮演的的角色來看，對照蕃務本署囑託丸井圭治郎在《撫蕃ニ関スル意
見書》中將「理蕃」中的「蕃人同化」分為威壓及撫育兩個主要方針，75以新式
「航空器」來輔助軍事行動則屬威壓部分，藉由觀光之行程達到對飛機之認識，
並對「母國」所呈現之軍事科技感到畏懼，則屬撫育部份（威嚇及啟發）
。76
但因日本在明治時期的航空科技尚屬萌芽階段，許多航空方面的技術還不足
以運用在「險惡」的台灣「蕃地」，77所以只能藉由「蕃人內地觀光」之舉辦，

72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
《理蕃概要》，頁 51。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第一回內地觀光蕃人ノ歸台〉，
《理蕃誌稿》第二卷（台北：台灣總督府
警務局，1921 年）
，頁 195－198；日本航空協會，
《日本航空史》明治‧大正編，頁 39。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1912 年 5 月桃園廳「カオガン社」發動反抗事件時，曾經參加「第一回內地
觀光」的角板山社頭目「タイモ．ワタン」及「ユーミン．ロツクン」就因曾在日本目睹到飛
機飛行，並感到恐懼，所以在回台後便告知族人飛機之可怕，也因為如此該社便無加入此次的
反抗行動，而這也成為「カオガン社」反抗失敗的主因。
〈桃園廳長ノ蕃地巡視報告〉，
《理蕃
誌稿》第二卷，頁 223。
74
〈蕃人內地觀光（第四回）〉，
《理蕃誌稿》第二卷，頁 251─253。
75
丸井圭治郎，
《撫蕃ニ関スル意見書》（台北：台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1914 年），頁 4。
76
另外，丸井圭治郎也認為「當日本軍艦、飛機來台時，亦可藉機使原住民下山至平地，觀覽
其文化進步、人口繁殖、原野開拓等，如此對蕃人直接刺激，可得理蕃之便」
。丸井圭治郎，
《撫蕃ニ関スル意見書》
，頁 12－14。
77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航空班，
〈沿革〉，
《班務概況》（高雄：同編者，1927 年）
，未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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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原住民接觸包含飛機在內的新式科技。因此，總督府實際將飛機用於台灣本島
的「理蕃」上，則要等到大正初期藉由一連串的民間航空表演以及陸軍航空隊來
台實施「耐熱飛行」後，相關的「理蕃航空機構」才逐漸開始成立。78
1914 年 3 月，日本民間飛行士野島銀藏乃受總督府及台灣有志官民之請託，
來台進行包含台北、台中、台南、嘉義等地的「台灣首次公開飛行表演」。79在
此之前，台灣民眾對於所謂的「航空知識」可以說是處於一種全然空白的情況，
對於飛機的印象也只能從模型、書籍及報紙中得知。所以總督府乃希望藉由此次
機會，除了向台灣民眾展示日本的國力外，也希望藉此來達到台灣人民對「母國」
的認同。
另外，為了讓原住民也能參與此次的「公開飛行表演」
，在 3 月 21 日就曾將
北部各社的原住民（共 72 名）送至台北古亭陸軍練兵場參觀首場的飛行表演。
其中，於 1911 年曾參加過「第一回內地觀光」
，在日本看過飛機的桃園廳角板山
社頭目「タイモ．ワタン」及「ユーミン．ロツクン」也在此行內，並在事後的
感想中認為，此次的飛行表演除了能讓族人瞭解了他們在日本所見，且能破除族
人對飛機半信半疑的態度。另外，此行參與的其他各社之原住民也都對飛機感到
驚恐及不可思議，並在歸社後表達歸順之意。80而野島氏於台灣各地的往後幾場
飛行表演也多有邀請原住民下山參觀，如 5 月 2 至 3 日的台中飛行表演就曾邀請
「東勢蕃界」一帶的原住民共約 70 多名（內含 20 名兒童）前來觀覽，5 月 9 日
嘉義飛行表演，由阿里山一帶前來參觀的原住民則共約 70 名。81
接續野島銀藏來台進行飛行表演的同樣為日本民間飛行士高左右隆之，其於
1915 年 3 月 25 日來台，並於新竹、屏東及花蓮港廳等地進行為期約一個多月的
巡迴飛行表演。82其中在 5 月 1 日及 3 日於花蓮港廳「加禮宛」的飛行表演時，
花蓮港廳當局就曾招募「內タロコ蕃」300 人、
「外タロコ蕃」300 人、
「台東蕃」
200 餘人、
「璞石高山蕃」200 餘人，共計一千餘名原住民前來觀覽。而第一日的
飛行表演原本可能因為當日的天候因素而延期，但基於飛行場上已聚集上千名的
78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頁 289。
〈飛行機來る〉
，《台灣時報》
，1914 年 4 月，頁 62。
80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4。
81
「東勢蕃界」一帶的原住民在至台中參觀飛行表演前，就已經聽聞先前曾經在台北參觀過首場
表演的「スルー社」頭目「ブョンセツト」對飛機感覺到恐怖的看法；而「東勢蕃界」一帶的
原住民參觀完表演後的感想為「飛機是活的神」、
「飛機是藉由神吹起的恐怖強風而飛起」及「覺
得飛機非常恐怖」等，並向前來詢問他們感想的大野警部提出往後「銃器（槍械）提出」及官
命服從之懇願。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8－11。
82
根據 1914 年 4 月的《台灣時報》中所載之「飛行機來る」內容來看，當時來台進行飛行表演
的民間飛行士野島銀藏，表演地為台北、台南、嘉義、台中等四處，且並無《理蕃誌稿》（第
2 卷，1921 年編）中所載「野島氏在 1914 年至花蓮港廳進行飛行表演」
（至花蓮港廳進行飛行
表演為 1915 年的高左右隆之）
。因此便可推測《理蕃誌稿》（第 2 卷）中的「花蓮港蕃人ニ飛
行機ヲ觀覽セシム」之內容，可能將 1915 年至花蓮港廳進行飛行表演的高左右隆之，誤載為
1914 年的野島銀藏。另外，就史料所呈現的時間來說（前者為即時報導，後者為 1921 年所編）
，
因此，《理蕃誌稿》
（第 2 卷）中關於野島氏的記載，恐有傳抄之誤、混用之嫌。關於 1915 年
3 月「高左右隆之」於花蓮港廳之飛行表演與寫真，參見〈花蓮港と飛行 前景氣盛ん〉、
〈花
蓮港の飛行〉、
〈花蓮港の飛行 高左右氏の大成功 爆彈投下と蕃人〉，
《台灣日日新報》
，1915
年 3 月 3、4、8 日。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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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為了不影響飛機在理蕃上的效果，因而決議在強風中進行飛行表演，並
在距離原住民觀覽區數百公尺的距離內投下炸彈，期望讓原住民親身體驗飛機的
巨大聲響及炸彈之威力，並讓其心生畏懼，以收「理蕃」之效。83
基於前述幾次的「島內飛行表演」
，以及數回「內地觀光」所收之效果來看，
此時總督府已深切地瞭解到飛機在往後「理蕃」上的重要性，尤其是對於「蕃人
心理」
、
「蕃地偵查」及「蕃人威壓」上，都有著可預期之效果。84因此，1916 年
6 月時任台灣總督的安東貞美就在東京拍了一封電報給在台灣的總務長官下村
宏，並與其商討飛機於「理蕃」上之可能性，以及準備與陸軍協議派遣人員來台
進行「蕃地地形偵查」之想法。但是總務長官下村宏的回答卻認為，「雖然數次
將蕃人帶至平地觀覽飛行表演的成績不錯，但考量現行在蕃人觀光所負擔的經費
已無餘力再負擔其它經費支出；加上飛機在蕃地飛行時的危險性及考量飛機不幸
故障墜毀後，需動用更多的人力與經費進行搜索及討伐，….」。85因此，在前述
種種考量之下，安東總督的想法乃因下村長官的反對而暫時作罷。一直要到隔年
7 月陸軍航空隊來台進行「耐熱飛行」後，相關的想法及計畫才得以漸漸實現。

83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16－17；
〈花蓮港の飛行 高左右氏の大成功 爆彈投下と蕃
人〉，
《台灣日日新報》
，1915 年 3 月 8 日。
84
接續 1915 年高左右隆來台後，曾經在日本造成熱潮的美國民間飛行士史密斯（Art. Smith）也
於 1916 年 6 月 30 日應邀來台進行飛行表演，除了在台中、嘉義、台北、台南等地巡迴表演外，
並在台北進行了台灣「首次夜間飛行」
（7 月 4 日）
。不過，有趣的是，在史密斯來台進行飛行
表演的這段期間（6 月 30 日至 7 月 6 日）
，卻不見如前述日本飛行士來台時安排原住民下山觀
覽，甚至在 1920 年首位台籍飛行士謝文達回台進行「鄉土飛行」時，也不見官方安排原住民
前來觀覽，而比對前述丸井圭治郎之《撫蕃ニ関スル意見書》中只將「日本軍艦、飛機」來台
時才安排原住民下山觀覽之說法來看，原因或許與飛行駕駛之國籍，或是考量原住民對飛行員
（日本人）之印象有關。關於史密斯來台進行飛行表演之記載，參見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
達史》，頁 18－26。
85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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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大正初期來台進行飛行表演的三位民間飛行士
大正初期來台進行飛行表演的三位民間飛行士：
：
「野島銀藏
「野島銀藏、
野島銀藏、高左右隆
高左右隆
之、史密斯」
（由上至下）
史密斯」
由上至下）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上）莊永明，
莊永明，《台灣第一
《台灣第一》
台北：時報出版，
時報出版，1995 年）
，頁
，頁 143。
。
台灣第一》（台北：
（中）
、（下）曾令毅收藏。
曾令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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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1917 年陸軍航空隊之「
年陸軍航空隊之「耐熱飛行」
耐熱飛行」訓練
1917 年 7 月 14 日阿緱廳下六龜里支廳一帶之「藤枝分遣所」發生原住民襲
擊事件，86而此時正逢陸軍航空隊自日本所澤移地來台進行「耐熱飛行訓練」，
於是總督府乃趁此機會邀其加入此次的討伐工作，計畫對台北、新竹、高雄各地
實行「蕃界威嚇飛行」試驗，並事先安排附近原住民至指定地點觀覽，而對於阿
緱廳一帶之「未歸順蕃マンタウラン社」則計劃進行實地空投炸彈之演練。87另
外，在「蕃界威嚇飛行」之前，則在台北廳一帶實施公開的飛行表演及練習，並
對台灣民眾舉辦數場「航空知識」相關之演講。88總計自 7 月 26 日開始至 8 月
15 日為止，陸軍航空隊在台實行「蕃界威嚇飛行」之行程，如下表所示：
表 1─1 陸軍航空隊在台飛行及「
陸軍航空隊在台飛行及「蕃界威嚇飛行」
蕃界威嚇飛行」簡表（
簡表（1917 年）
時間

7.26－8.2

8.3－8.8

原住民反應及成效

出發地

炸彈投下地點

投下炸彈數

台北練

古亭庄河埔

4

◎屈尺一帶原住民目擊炸彈投下後

兵場

大嵙崁溪河埔

4

對這一新科技感到驚異。

屈尺乾溝

5

◎認為日本人擁有神一般的能力。

練兵場田地

1

◎如果飛機用來攻擊那一定非常恐

（未爆）

怖；反抗的話一定造成族人全滅。

台中練

虎仔山麓

4

◎稍來社及白毛社附近原住民對此

兵場

牛轀轆

4

文明利器之威力感到恐怖。

バイバラ社西方

4

◎霧社原住民對像鳥的機械感到恐
懼。

稍來社附近

4

◎南投廳下「サラマオ社」原住民銃
器（槍械）及珠裙提出，以表謝罪之
意。

8.9－8.15

台南練

練兵場西方

4

◎阿緱廳下六龜里支廳管內「マンタ

兵場

マンタウラン社

3

ウラン社」頭目、勢力者、蕃丁等八

噍吧年河原

4

名原住民至「マガ警戒所」表達歸順

トナ社附近

1

之願。

小崗山

4

◎對大鳥所排出的會爆「鳥糞」感到

86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阿緱廳藤枝分遣所ノ蕃害〉
，
《理蕃誌稿》第三卷（台北：同編者，1932
年）
，頁 354。另外，根據鷲巢敦哉的說法，促使總督府於「陸軍航空隊」來台進行「耐熱飛
行」時，邀請其對原住民「威嚇飛行」的理由，乃為 1915 年發生於南投廳集集支廳的「丹大
事件」
。 鷲巢敦哉，
〈保安警察の一斑：台灣に於ける飛行機の發達 警察飛行班の功績〉，
《台
灣警察四十年史話》（台北：作者發行，1938 年）
，頁 173。
87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頁 289－290；台灣
總督府警務局，
〈陸軍飛行機ノ蕃地飛翔〉
，《理蕃誌稿》第三卷，頁 356－364。
88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26－40；岡楢之助，〈演講：航空機の價值（一）
（二）〉
，
《台灣警察協會雜誌》
（台北：台灣警察協會，1917 年 8、9 月）
，頁 33－39、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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トクブン社

4

吃驚。
◎「トナ社」銃器（槍械）提出。

資料來源：
〈陸軍飛行機
，
《理蕃誌稿
資料來源：1.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1.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陸軍飛行機ノ
陸軍飛行機ノ蕃地飛翔〉
蕃地飛翔〉
《理蕃誌稿》
理蕃誌稿》第三卷，
第三卷，頁 356－
356－364。
364。
2.大竹文輔
〈陸軍航空隊
，《台灣航空發達史
2.大竹文輔，
大竹文輔，
〈陸軍航空隊の
陸軍航空隊の耐熱飛行〉
耐熱飛行〉
《台灣航空發達史》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頁 26－
26－66。
66。
3.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總督
3.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
第一冊，頁
289－
289－296。
296。
註：1.總飛行距離共
。
1.總飛行距離共 4,800 公里（
公里（長距離飛行共 2650 公里；
公里；試驗及場內飛行共 2150 公里）
公里）
2.飛行總時數共
。
2.飛行總時數共 61 時 28 分（試運轉 4 時 27 分；試驗飛行 20 時 37 分；野外飛行 36 時 24 分）
3.最大飛行距離
3.最大飛行距離 170 公里；
公里；最長飛行時間 2 時 47 分；最高飛行高度 2600 公尺。
公尺。
4.飛行總回數共
。
4.飛行總回數共 147 回（躍進飛行 7 回；蕃界飛行 11 回；試驗飛行 103 回；其他飛行 26 回）
5.炸彈投下地共
。
5.炸彈投下地共 14 處（共投下 50 枚炸彈）
枚炸彈）

由上表顯示，此次陸軍航空隊「耐熱飛行」所實施之區域，可以說是涵蓋整個台
灣西部，前來參觀的民眾，除了被官方安排到指定區域的原住民外，也包含了「本
島人」
（漢人）。當時官方對參觀過此飛行表演的「本島人」則做了「觀後感想」
之記錄，並認為：
曾有民間飛行家野島銀藏、
曾有民間飛行家野島銀藏、高左右隆之在台北、
高左右隆之在台北、台中、
台中、嘉義、
嘉義、台南等地作
過飛行表演，
過飛行表演，所以此地的本島人早就知道飛機為何物，
所以此地的本島人早就知道飛機為何物，但是這幾次的飛行
區域甚為狹小。
然而此次陸軍航空班的飛行區域遍及於除臺東、
花蓮港、
區域甚為狹小
。然而此次陸軍航空班的飛行區域遍及於除臺東
、花蓮港
、
澎湖三廳以外的全島，
而且在眼前顯示投彈實況，
澎湖三廳以外的全島
，而且在眼前顯示投彈實況
，因而一般表現出讚嘆之
念及敬虔之情。
且（按：飛機）
念及敬虔之情。……且
飛機）能遠行進入蕃界，
能遠行進入蕃界，飛翔於峰巒重疊之
上空，
可證明具有實用性，
軍用飛機的真正價值。
又曰：
上空
，可證明具有實用性
，足知軍用飛機的真正價值
。……又曰
又曰
：炸彈炸
烈的威力實在令人戰慄，
若利用於贋懲兇蕃，
必能一舉達到目的。
烈的威力實在令人戰慄
，若利用於贋懲兇蕃
，必能一舉達到目的
。89
對於前來觀覽原住民之感想的記錄則為：
有發現機體於空中而歡呼跳躍者；
有發現機體於空中而歡呼跳躍者；有聽見音響於林外狼狽潛匿者；
有聽見音響於林外狼狽潛匿者；有看見
炸彈爆炸之狀況而呆然不知所措者
有人大聲喊叫是否作夢者，
炸彈爆炸之狀況而呆然不知所措
者；有人大聲喊叫是否作夢者
，其驚異情
形無法形容。
形無法形容。現舉感想一斑：
現舉感想一斑：曾聞飛機來平地，
曾聞飛機來平地，但未曾來蕃界，
但未曾來蕃界，如今突然
進入蕃地恐怕是為偵查地形而來；
又曰：
乘飛機者是軍人而無警察官，
進入蕃地恐怕是為偵查地形而來
；又曰
：乘飛機者是軍人而無警察官
，今
後蕃社之討伐可能有飛行軍人參加，
我等無論如何決不可抗拒官命；
後蕃社之討伐可能有飛行軍人參加
，我等無論如何決不可抗拒官命
；又
曰：我等的戰法是潛伏狙擊敵人，
我等的戰法是潛伏狙擊敵人，然而若從機上俯瞰決無藏身之地，
而若從機上俯瞰決無藏身之地，日本
人無事不能為，
實在可畏；
又曰：
若機上搭載許多炸彈來蕃社上空投擲，
人無事不能為
，實在可畏
；又曰
：若機上搭載許多炸彈來蕃社上空投擲
，
就算是我們勇敢防禦戰鬪，
也難以抵擋；
又曰：
以往履次反抗官廳之蕃社，
就算是我們勇敢防禦戰鬪
，也難以抵擋
；又曰
：以往履次反抗官廳之蕃社
，
為何日本不使用飛機，
若使用的話不出損害也能立即制勝；
又曰：
為何日本不使用飛機
，若使用的話不出損害也能立即制勝
；又曰
：炸彈爆
炸之威力實在驚人，
炸之威力實在驚人，造成飛沙走石
造成飛沙走石、
飛沙走石、巨木粉碎，
巨木粉碎，日本人擁有神一般的靈智。
日本人擁有神一般的靈智。
然而以蕃人的智識不可能理解飛機飛翔之原理，
以致於以鬼之器械、
然而以蕃人的智識不可能理解飛機飛翔之原理
，以致於以鬼之器械
、神
89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陸軍飛行機ノ蕃地飛翔〉，
《理蕃誌稿》第三卷，頁 362－363。
29

鳶、雷神、
雷神、鳶怪等詞語來形容。
鳶怪等詞語來形容。90
由上述即可略知，「耐熱飛行」所給予台灣民眾的震撼，特別是對於原住民影響
程度之瞭解，則是總督府當局進行此次計畫的主要目的。91而陸軍航空隊在台之
行程乃於 1917 年 8 月 15 日告一段落，並於 23 日在總督府的官員歡送下由基隆
離台返日。於是，有鑑於陸軍航空隊在台各地實施「威嚇飛行」後所收之良好效
果，該年 8 月 23 日則由警察本署長及各廳長（台東、花蓮港、澎湖三廳除外）
召開「警務局內設置航空班」之相關會議，並針對「警察航空班」的常設與否、
組織及使用之場合等議題進行討論，且依照先前來台進行「耐熱飛行」的陸軍航
空隊隊長有川鷹一之建議，計劃編列約 15 萬餘圓以供警察航空班成立初期之費
用預算。92
當時的總務長官下村宏也一改以往的態度，並在同年 11 月 3 日至 4 日的警
務課長會議時中認為，「此次陸軍航空隊對未歸順之蕃地投下炸彈的結果及成績
皆在實際預期之上，故將來在若利用於理蕃上，則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所以現
在必須對此事再次考慮」
。93於是鑑於 1917 年陸軍航空隊來台進行「蕃界威嚇飛
行」所收之效果，以及總督府內相關單位及警務局內會議討論之結果，迄至 1919
年總督府與陸軍方面達成具體之交涉成果後，才於該年正式編列預算成立警察航
空班，除決定由陸軍方面負責成員之專業訓練與器材供給外，並由日本「內地」
調派具有飛行專業之陸軍軍官來台擔任該班班長與教官，對班員進行相關之飛行
操縱訓練。94

90
91

92
93

94

同前書，頁 363－364。
根據高雄縣茂林鄉（
「マンタウラン社」現為高雄縣茂林鄉萬山村）前鄉長蔡文俤的口訪得知，
1917 年軍方動用飛機進行空中轟炸，民眾都嚇得躲在附近的森林中。如今那些被日軍轟炸過
的地方，草都長不出來，還留下當年的痕跡。杜奉賢，《高屏山麓：魯凱人文采風調查計畫》
（高雄縣：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管理處，2003 年）
，頁 118。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頁 290－291。
台灣總督府，
〈大正六年十一月警務課長會議議事事項竝訓示〉
，
《詔敕．令旨．諭告．訓達類
纂》第一冊（台北：成文出版社，1999 年）
，頁 238。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頁 29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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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1917 年陸軍航空隊來台進行「
年陸軍航空隊來台進行「耐熱飛行」
耐熱飛行」之照片（
之照片（台北市上空）
台北市上空）
資料來源：
，《台灣日日新報》
，1917
年 7 月 28 日。
資料來源：〈台北市中空
〈台北市中空の
台北市中空の飛翔〉
飛翔〉
台灣日日新報》
，

31

第二章 警察航空班的「
警察航空班的「空中理蕃」
空中理蕃」
前言
第一章介紹了一次大戰前日本航空發展概況，以及明治末期總督府當局因為
殖民政策的因素，特別是為了有效執行「理蕃政策」
，而將航空科技由母國引入
殖民地台灣的過程。也因如此，才使得母國日本與殖民地台灣的航空科技肇始雖
然類似，但卻朝向不同軌跡發展之原因。進入大正時期以後，隨著飛機的傳入台
灣，在歷經一連串的民間飛行表演與陸軍航空隊的威嚇試驗後，總督府乃體認到
為克服台灣的險峻高山，以及將統治力延伸至居於深山的原住民部落，加上以往
的飛行表演與陸軍「耐熱飛行」多屬不定期之計畫，於是認為設立專門的航空機
構用於「理蕃」
，乃有其必要。所以，1919 年乃促成台灣第一個正式的航空機構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航空班」
（以下簡稱「航空班」
）的成立。
因此，本章將以兩大部分闡述 1919 年航空班成立後的性質與發展過程。首
先，則是以航空班設立之目的及組織為開端，並介紹歷年班內的人員與添置設備
（飛機）之情況，說明航空班的發展過程，以及分析該班的成立之後，因飛機性
能與人員耗損等問題，所帶來的困境與對往後的影響。其次，則是以航空班的主
要任務，也就是具有威嚇性質的「蕃地飛行」談起，除敘述歷年「蕃地飛行」的
情形與執行區域外，並探討其實際成效與影響。而航空班除了執行「蕃地飛行」
以外，
「平地飛行」則佔大部份的飛行時數，因此對原住民「定期執行」具有教
化與懷柔性質的飛行表演，則是航空班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加上 1919 年後「蕃
人觀光」的形態乃由內地轉為島內，迄至 1925 年「蕃人內地觀光」雖再度開啟，
但性質已經由以往的威嚇轉為教化為主。所以，探究航空班成立以後，是否影響
到「蕃人觀光」政策，以及航空班的「平地飛行」與相關的表演活動之成效，則
是該部份討論的重點之一。

第一節 航空班設立之目的及組織
一、航空班設立之目的
1919 年 1 月總督府為了統治需要乃正式編列預算共 175,420 圓，以成立「航
空班」。95而若由當時成立航空班的「預算理由書」內容來看，其成立的理由即
認為自領台以後「蕃匪」年年騷擾，若全然鎮壓則短時間需一、二個月，長時間
則需三、四個月乃至半年，且花費的金額及人力，都可以說非常龐大，而每年夏
秋之交時，盤據於南中國海域方面的海盜皆於台灣近海出沒劫掠。加上台東、花
蓮港兩廳下之布農族雖漸呈歸順之傾向，但「蕃情」仍然不穩，而已歸順之泰雅
族及排灣族常因一些細微之動機就突然反抗。於是鑑於 1917 年陸軍航空隊來台
95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頁 296；
〈八年
度台灣豫算〉，
《台灣日日新報》
，1919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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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耐熱飛行」及「蕃界威嚇飛行」所收之效果，以及考量其對原住民「心理
上的持續影響」
，加上 1919 年開始總督府的歲入正式突破一億圓，解決了經費相
關的問題，因此該年乃有成立「航空班」之決定。96
另外，該「理由書」中也說明了「航空班」成立之目的及方法，茲將其與相
關資料整理後，簡列於下表：
表 2─1 航空班成立之目的及方法簡表
航空班成立之目的及方法簡表
目

的

方

法

1.蕃匪之掃蕩、贋懲、威嚇及啟發等

1.炸彈投下

2.海盜之搜索、贋懲及威嚇等

2.將注入揮發油之彈藥投下

3.統治上效果認可之場合（祝賀、宣傳、觀光） 3.投箭（人畜殺傷用）

4.供警察於緊急情況時使用

4.鉛彈投下（人畜殺傷用）

5.犯罪搜索用

5.狀況偵查（必要時應實行空中攝影）

6.農業耕作用（藥劑噴灑）

6.示威飛行

7.軍事上使用（軍事演習參與及協助）

7.普通飛行

8.航空郵遞

8.奉迎、祝賀及表演飛行

資料來源：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352。
。
資料來源：1.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台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革誌》第一冊，
第一冊，頁 289─
2.〈
〈日本最初の
年 6 月 7 日。
日本最初の空中警察〉
空中警察〉，《台灣日日新報》
台灣日日新報》，1919
，
3.〈
〈台灣の飛行界（
年 4 月 11 日。
飛行界（五）過去＝
過去＝現在＝
現在＝將來〉
將來〉，《台灣日日新報
《台灣日日新報》
台灣日日新報》，1920
，

由上表所示，航空班成立之理由及目的主要則與「理蕃」與治安方面相關，且《理
蕃誌稿》中也載該班設置的目的，就是為了「兇蕃威嚇」而成立。97但是，其實
總督府當局成立航空班則不僅止考量「理蕃」及「治安」等因素而已，而是將其
眼光則置於一種全盤及長遠的考量之下所做的決定。當時的總務長官下村宏就曾
說：
台灣此回航空班的成立或者可以說是基於同化策上之
灣此回航空班的成立或者可以說是基於同化策上之效果，
效果，又可說是理蕃
上之利用……，
但這些都是次要的問題。
真正的目的乃是：
上之利用
，但這些都是次要的問題
。真正的目的乃是
：一、防禦外國
之威脅；
灌輸本島人對飛機的智識及涵養；
將來航空技術發達時，
之威脅
；二、灌輸本島人對飛機的智識及涵養
；三、將來航空技術發達時
，
可供台灣設立更大規模機場之經驗
可供台灣設立更大規模機場之經驗。
經驗。此外內地郵便飛行也開始了，
此外內地郵便飛行也開始了，而這不
過都是為了達到前述的局面所做的準備….。
過都是為了達到前述的局面所做的準備
。98
另外，曾經擔任過末代警察航空班班長的總督府警視飯塚兵太郎也在後來的回憶
中提到：
96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頁 295－296；
井出季和太，《台灣治績志》，頁 664。
97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警察飛行班設置準備〉
，《理蕃誌稿》第三卷，頁 527。
98
〈飛行機に乘つた下村長官の氣焰 警察航空班の眞目的〉，
《台灣日日新報》
，1920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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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警察航空班設立之旨趣，
灣警察航空班設立之旨趣，乃是以最少的國帑及犧牲來收最大的理蕃效
其另一面，
則名為理蕃，
實則為將來國防空軍之準備所做的
所做的「
果。……其另一面
其另一面
，則名為理蕃
，實則為將來國防空軍之準備
所做的
「試
99
，所以此計劃可以說是一石二鳥之計
所以此計劃可以說是一石二鳥之計。
驗」，
所以此計劃可以說是一石二鳥之計
。
換言之，「航空班」的成立也如同「理蕃政策」一樣，隨著不同的時期及階段，
而有不同的任務及發展。雖然成立之初衷是為了「理蕃」所需，但是其真正的目
的主要還是著眼於「台灣未來國防安全之建立、灌輸台灣人對飛機的智識及涵
養、提供將來台灣設立更大規模的機場時的經驗，以及為了將來郵便飛行準備之
考量」
。換言之，
「航空班」之成立，僅是當時「理蕃政策」其中之一環，其設立
之目的則隨著時間及政策的變化，而有它的「功能性」及「階段性」
。
二、航空班的組織及設備
1919 年總督府正式編列成立航空班的預算後，府內相關單位乃開始與日本
來台的陸軍交通兵旅團中川工兵大尉及新山中尉，進行為期約一個月的航空班飛
行場及著陸場預定地之調查及選定。其間中川工兵大尉雖然認為台灣因高山及氣
流等相關因素而不適合飛行場之設置，100但是最後出爐的報告書還是選定位於南
部阿緱廳六塊厝的下淡水溪沿岸為航空班飛行場預定地，101並在該年 5 月由土木
局負責動工，1920 年 8 月竣工，同年 11 月 21 日正式啟用，102而其它在台灣各
地的著陸場，則在「屏東飛行場」竣工後，依照「理蕃」所需陸續完成。茲將航
空班在台灣各地的「根據地」於下表：
表 2─2 航空班於台灣各地之飛行場及著陸場
航空班於台灣各地之飛行場及著陸場
名

屏東飛行場

稱

設置時間

1919.05

所

在

地

高雄州屏東郡崇蘭地番

總 面 積

約 60 萬坪

九一四ノ二、九一五、九

備

註

台灣救濟團所有地轉
讓

一六、九一八

鹿港著陸場

1920.08

台中州彰化郡鹿港街

約 10 萬坪

台中神社所有地轉讓

約 13 萬坪

鯉魚山附近官有地

（鹿港水上警察署附近）

台東著陸場

1922.11

台東廳台東街馬蘭九三
六ノ三番地

塩水港製糖會社所有

99

〈昔時の台灣警察航空班を偲ぶ〉，
《台灣警察時報》第 298 號，1940 年 9 月，頁 59。
〈航空班調查 兩尉官來台〉、
〈乏理想飛行場〉
，《台灣日日新報》
，1919 年 2 月 12、21 日。
101
航空班最初計劃以屏東為飛行場基地，且因土地經濟關係將其使用期限定為 5 年，並期望 5
年後能以台中廳北斗支廳濁水溪底一帶建立更適合之飛行基地，不過關於在北斗支廳濁水溪底
建立基地的計劃在 1920 年 5 月則有所改變。
〈飛行場根據地 將來は濁水溪底〉
〈
、中部著陸地〉
，
《台灣日日新報》
，1919 年 3 月 23 日、1920 年 5 月 8 日。
102
〈屏東飛行場開始式〉
，《台灣日日新報》，1920 年 11 月 21 日。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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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著陸場

1923

花蓮港廳平野區平野村

約 14 萬坪

地（加禮宛原野）

（加禮宛著陸場）

假台灣步兵第一聯隊
台北臨時著陸場

－

台北古亭庄陸軍練兵場

－

練兵場充當臨時著陸
場

假台灣步兵第一聯隊

－
宜蘭臨時著陸場

宜蘭郡員山陸軍練兵場

－

宜蘭分遣中隊練兵場
充當臨時著陸場

資料來源：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航空班，
〈飛行場〉
《班務概況》
資料來源：1.台
灣總督府警務局航空班，
飛行場〉，
班務概況》，未編碼。
未編碼。
2.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台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
第一冊，頁 302、
、315－
－316。
。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3.〈航空班著陸場用地受領ノ
〉，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
航空班著陸場用地受領ノ件（台東廳）
東廳）
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正 12 年（1923）
第 11268 冊第 31 號（1923 年 11 月 17 日）。

由上表得知，1920 年「屏東飛行場」竣工後，為了便於往後各地的飛行任務之
執行，以及考量航空班當時備置飛機的航程，因此總督府當局乃陸續於中部的鹿
港及東部的台東和花蓮港設立著陸場。
而在北部方面則是借用台灣步兵第一聯隊於台北古亭庄的練兵場及宜蘭分
遣中隊的練兵場充當臨時著陸場，以應北部之「蕃地飛行」及其它性質之飛行任
務。因此，若由這些據點的建立，就可以略知總督府的目的則是企圖由「點」來
形成各區域原住民在觀光時的固定「展示（威嚇）場域」及「蕃地飛行」之入口，
然後再藉由各地所建立的「點」相互延伸形成「理蕃飛行線」，103並在 1922 年
11 月 14 日航空班飛機橫越玉山主峰，以及 1923 年「花蓮港著陸場」設立後，
形成整個台灣的「理蕃飛行網」
。
另外，在人員的招募及培訓方面，1919 年 3 月至 8 月總督府就開始與陸軍
方面交涉航空班設立之相關事宜，其主要是針對航空班班長的選定、技術人員與
飛行機操縱者的培訓，以及相關設備的購買與轉讓，展開一連串的交涉。104雖然
交涉過程因為陸軍方面對派遣人員之軍籍，以及是否為總督府定員編制等問題而
有不同的意見，105但最後還是由曾經擔任「各務原航空部隊中隊長」
、
「陸軍航空
學校教育主任」，以及曾經參與「西伯利亞出兵」的陸軍工兵大尉佐藤求己擔任
首任的警察航空班班長，並特別以「蕃務警視」之職等任用（敕令第二百十九號）
。
103

以警察航空班初期所配置的飛機機型「中島式」及「モ式六型」為例，前者時速約 118 公里，
後者約為 79 公里，兩型最大飛行時間皆為 4 小時。因此，根據第二期（1921 年 5 月）警察航
空班班員野口昂的回憶，航空班每次飛行計劃，首先為航路的選定，也就是由出發地到目的地
一直線航路的選定，並算出相應的速度及預定的時間，而往覆航程的時間一般都要限定在 2
個小時內，這麼一來在「蕃地」的「空中作業」才能進行。簡言之，「理蕃飛行」的「點」與
「線」之建立，對於飛行航程、飛機性能及「蕃地飛行」之時間等等，都是極為重要的。野口
昂，
《蕃地飛行》（東京：新興亞社，1942 年）
，頁 14。
104
日本防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台湾総督府警察飛行班に関する件〉
（1920 年）
《大日記乙
輯》大正九年（參照號碼：C03011413100）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
《台
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頁 291－295。
105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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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而在航空班班員部份，則在 1919 年 1 月由各地方廳推舉約 50 餘名的適任巡查
參加航空班操縱練習生之甄選，並進行學術及體格方面的考察，而評判則由中川
工兵大尉及新山中尉擔任，於同 4 月選出適合的巡查共 6 名擔任第一期的航空班
操縱練習生，這 6 名巡查分別是五十嵐金一郎（花蓮港廳巡查）
、高柳幸（澎湖
廳巡查）、別府景二（台中廳巡查）
、玉江徹（新竹廳巡查）、藤木親壽（新竹廳
巡查）及遠藤市郎（台中廳巡查）
。107同年 8 月 7 日由總督府警務局經理係警部
飯塚兵太郎帶領操縱練習生 5 名（新竹廳巡查藤木親壽退出）及相關技術人員
15 名至日本「所澤陸軍航空學校」進行為時約半年的各項航空專業技術訓練
（1919 年 8 月至 1920 年 2 月）。108其中，新竹廳巡查玉江徹因為「空中病」而
於訓練途中退班（11 月 3 日）
，至 1920 年 3 月 17 日卒業式舉行前，僅剩 4 位操
縱練習生。當時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就親自赴所澤參與航空班第一期操縱
練習生的卒業式，並且搭乘航空班教官依田忠明曹長的飛機與畢業生一起進行
「卒業飛行」。109

圖 2─1 1920 年 3 月總務長官下村宏於所澤與班員進行「
（右側）
月總務長官下村宏於所澤與班員進行「卒業飛行」
卒業飛行」
右側）
資料來源：
《故海南歌集歌歷
（東京
資料來源：下村正夫編
下村正夫編，
《故海南歌集歌歷》
故海南歌集歌歷》
（東京：
東京：下村文發行，
下村文發行， 1959 年）。

106

國立公文書館館藏，〈勅令第二百十九号・台湾総督府蕃務警視特別任用ノ件〉（1920 年 7
月 26 日）
《御署名原本》大正九年（參照號碼：A03021255700）
；
〈佐藤求己（蕃務警視任用）
〉，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大正 9 年（1920）永久進退(高)，第 7 卷 2（1920 年 9 月 1 日）
。
107
〈警察航空班 練習生六名採用に決定す〉，
《台灣日日新報》
，1919 年 4 月 15 日。另外根據「警
察沿革誌」的記載，當時共有 45 名巡查參加甄選，而入選的巡查共有 5 位（缺新竹廳巡查藤
木親壽）
，而「台灣警察協會雜誌」之記載則是與上述「台灣日日新報」所載相同（6 名）
。台
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頁 307－308；
〈本
島警察航空班練習生採用〉，
《台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23 號，1919 年 4 月，頁 70－71。
108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頁 307－311。
109
〈所澤の卒業式に臨み 長官の同乘飛行〉
，《台灣日日新報》，1920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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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20 年航空班第一期操縱練習生及相關技術人員於「所澤陸軍航空
學校」的訓練結束後，即於 3 月 30 日返抵基隆，而隨船來台的還有由「所澤陸
軍航空學校」派遣的飛行教官陸軍中尉曾根誠三、菱沼一，以及陸軍特務曹長依
田忠明，目的則是協助航空班初期的建立及飛行教育之訓練。茲將 1919 至 1920
年航空班相關人員簡列於下表：
表 2─3 航空班相關人員簡表（
航空班相關人員簡表（1919－
1919－1920）
1920）
姓

名

佐藤求己

飯塚兵太郎

黑岩正己

五十嵐金一郎

稱

警察航空班首任班長（蕃務警視）

航空班庶務主任（警務局經理係警部）

警務局航空掛警部

任 職 時 間

1919.08－1922.12.28

1919.08－1927.10

1920－1923.02

操縱警部、屏東飛行場練習教育擔當（1921.12）

1919.08－1927.10

高柳幸

操縱警部

1919.08－1921.02.25

別府景二

操縱警部

1919.08－1921.07.01

遠藤市郎

操縱警部

1919.08－1920.10.04

依田忠明

陸軍支援飛行教官（特務曹長）

1919.08－1921.11

曾根誠三

陸軍支援飛行教官（中尉）

1919.08－1921.11

菱沼一

陸軍支援飛行教官（中尉）

1919.08－1921.11

木工、金工（僱員）

1919.08－1927.10

僱員（內地採用僱員）

1919.08－1927.10

發動機工（僱員）

1919.08－1927.10

中村音一

木工（僱員）

1919.08－1927.10

神川龜次郎

木工（僱員）

1919.08－1927.10

大橋三藏

木工（僱員）

1919.08－1927.10

鍛納嘉三郎

木工（僱員）

1919.08－1927.10

中上桃太郎

木工、金工（僱員）

1919.08－1927.10

坂田源吾

金工（僱員）

1919.08－1927.10

110

木工（僱員）

1919.08－1927.10

吉住千代士

金工（僱員）

1919.08－1920.11

甫坂喜一郎

金工（僱員）

19190.8－1927.10

池本又藏

金工（僱員）

1919.08－1927.10

深川利一

僱員（內地採用）

1919.08－1927.10

陣內武男

僱員（內地採用）

1919.08－1927.10

廣瀨松太郎

後藤儀作

吉田金次郎

林欸生

110

職

林欸生（生卒年不詳），阿緱廳人，原為警察本署銃器彈藥倉庫職員，1919 年警察航空班成
立後轉任航空班內職工，為航空班內唯一台籍人士，1927 年航空班廢止後乃歸鄉（屏東街）
從事中藥商事業。
〈雜報：澎湖島窮民救濟義金領收報告〉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1907 年 5
月 16 日；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頁
310；
〈屏東漢藥種商將聘南翁講演〉
，《台灣日日新報》，1930 年 5 月 28 日。
37

資料來源：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航空班，
《班務概況
，未編碼
資料來源：1.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航空班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航空班，
《班務概況》
班務概況》
，未編碼。
未編碼。
2.大竹文輔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193。
。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頁 66─
3.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
《台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
第一冊，307
─326。
。
註：1.航空班
航空班初期
－1920）
）相關人員總計共
航空班初期（
初期（1919－
相關人員總計共 25 人（含所澤陸軍航空學校派遣教官 3 人）。
2.以上筆者所整理之人數僅依上述資料整理而成
以上筆者所整理之人數僅依上述資料整理而成，
以上筆者所整理之人數僅依上述資料整理而成，而 1919 年的「
年的「預算理由書」
預算理由書」所載的內容
中，初期編制人員共 25 人（不含所澤陸軍航空學校派遣教官）
，其原因則是該年的
不含所澤陸軍航空學校派遣教官）
，其原因則是該年的「
其原因則是該年的「預算
理由書」
理由書」僅是初步的計劃，
僅是初步的計劃，其與後來實際的員額及編制則有些微的差異。
其與後來實際的員額及編制則有些微的差異。

由上表來看，1919 至 1920 年航空班的編制除了編制內的人員外，則包含了 3 位
由所澤陸軍航空學校的派遣教官，其原因則是航空班成立初期班內僅有班長佐藤
求己有多年且熟練的飛行經驗，其他 4 名班員僅只有約半年在所澤陸軍航空學校
的受訓經驗，因此必須有 3 位支援教官來台對航空班員進行持續訓練，111而這三
位飛行教官也在支援期間（1919－1921）參與航空班內多項「飛行教育」及「理
蕃飛行」等任務。
在航空班的主要設備「飛機」方面，1919 年 1 月總督府編列航空班相關預
算後，總務長官下村宏就開始赴日與帝國議會議員及陸軍方面交涉，其交涉的結
果則決定由陸軍方面委託東京赤羽町的「岸飛行場」負責飛機發動機，以及機體
之組立，並決定購入四架飛機，分別是「中島式飛行機」及「モ式飛行機｣（Maurice
Farman，1915 年六型）各兩架以供航空班使用，其中兩架「モ式飛行機｣主要用
於航空班基本教育所用，而另兩架「中島式飛行機」則專為「蕃地飛行」所用。
112
另外，飛機所使用之炸彈則委託「大阪砲兵工廠」代為製作，並在 1920 年 7
月訂購一百枚之專用炸彈以供航空班初期之使用。113自 1919 至 1927 年航空班歷
年使用之各型飛機如下表所示：
表 2─4 航空班歷年使用之各型飛機簡表
年度

1919

1920

機

型

數量

編

號

中島式

2

25．22

モ式六型

2

501．502

モ式五型

3

503．504．505

備

註

（25 號）1921 年 2 月 25 日於屏東墜毀

（502 號）1920 年 6 月 17 日降落失敗墜毀

－

111

〈台灣の飛行界(六) 過去＝現在＝將來〉，
《台灣日日新報》
，1920 年 4 月 15 日；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68。
112
〈飛行機は四臺ご 長官は語る〉、
〈註文中の飛行機〉、
〈台警察飛行班〉
，
《台灣日日新報》，1919
年 1 月 29 日、5 月 24 日、6 月 1 日。
113
日本防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飛行機用投下爆彈製造に関する件〉
（1920 年）
《大日記乙
輯》大正九年（參照號碼：C03011375800）；另外，大阪砲兵工廠於 1923 年 3 月 30 日廢止，
相關事務則由陸軍造兵廠（敕令第八三號）承接。外山操‧森松俊夫，《帝國陸軍編制總覽‧
第一卷》
（東京：芙蓉書房，1993 年）
，頁 250。
38

中島式

4

（42 號）1921 年 6 月 3 日於鹿港破損

42．41．不詳．

（41 號）1920 年 10 月 4 日於東勢蕃地墜毀

68

（68 號）1921 年 12 月 5 日於屏東墜落破損

1921

中島式

2

119．118

（119 號）1922 年 11 月 10 日滑行時顛覆破損

モ式四型

3

不詳

陸軍航空部無償轉讓

サ式二 A 二型

3

523．524．525

（523 號）1923 年 1 月 30 日於屏東恆春墜毀
（524 號）1923 年 12 月 25 日於鳳山街迫降

1922

1923

1924

サ式二 A 二型

2

5．6

－

モ式

4

不詳

由陸軍方面買入

中島式五型

4

不詳

－

サ式

1

526

由陸軍方面保管轉換使用，後由航空班承買

サ式乙式一型

5

140‧141．501

由陸軍方面保管轉換

（另二架編號不詳）

（501 號）1926 年 9 月 24 日迫降中壢郡損毀

サ式乙式一型

2

608．609

由陸軍方面保管轉換

サ式乙式一型

1

610

－

サ式乙式一型

1

611

（611 號）1926 年 2 月於鹿港墜落破損

サ式 A 二型

1

527

由屏東飛行場工場部份零件自行組裝製作

1926

サ式 A 二型

1

528

1926 年 7 月由海軍方面受入114

1927

サ式 A 二型

1

656

由屏東飛行場工場部份零件自行組裝製作

1925

資料來源：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台
－349。
。
資料來源：1.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
第一冊，頁 324－
2.大竹文輔
大竹文輔，
《台
《台灣航空發達史》
灣航空發達史》，頁
，頁 66─
─193。
。
大竹文輔，
註：1.以上
以上警察航空班歷年使用之各型飛機
以上警察航空班歷年使用之各型飛機累計共
警察航空班歷年使用之各型飛機累計共 42 架。
2.「
「モ式飛行機」
飛行機」最大飛行高度僅約 2 千公尺，
千公尺，一般都僅用於「
一般都僅用於「平地飛行」
平地飛行」及「練習飛行」
練習飛行」
。
3. 1925 年 9 月「モ式飛行機」
式飛行機」因機齡老舊等問題而全面停止使用。
因機齡老舊等問題而全面停止使用。

由上表所示，航空班自 1919 年購入四架專用飛機以來，每年雖然都有固定購入
或由軍方轉讓之飛機，以充實該班之飛行設備所需。但以「蕃地飛行」所執行的
任務來說，航空班內所堪用的機型僅有「中島式」及「サ式」（Sulmson）兩種，
而「モ式」因為本身性能之限制，所以僅能做為航空班內飛行教育及平地飛行表
演所用。
而在航空班成立初期（1919－1921）
，所有機型共 19 架，其中「蕃地飛行」
所專用之飛機為 11 架，其中光是 1919 至 1921 年就折損了 5 架，佔所有「理蕃
用飛機」的 45％（折損率）
，加上此一時期航空班員因為飛行事故及其它原因的
驟減，使得航空班於 1921 年時陷入了開班以來的最大危機。
114

據相關資料所示，至 1926 年以前，航空班內堪用之理蕃飛行飛機僅剩 4 架，所以必需由海軍
方面轉讓「サ式 A 二型」一架，以供「理蕃飛行」之用。日本防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
軍用陸上飛行機保管転換に関する件〉
（1926 年 7 月 20 日）
《公文備考》兵器 1．卷 57（參照
號碼：C04015207000）
。
39

圖 2─2 1920 年代初期航空班於屏東飛行場機庫及「
年代初期航空班於屏東飛行場機庫及「モ式飛行機」
式飛行機」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屏東順天堂出版明信片（
屏東順天堂出版明信片（曾令毅收藏）
曾令毅收藏）
。

三、航空班的困境
1920 年 4 月 16 日航空班正式在台北古亭練兵場進行首次公開飛行後，台灣
就正式開啟了以航空班為主的「理蕃飛行」時代。而當時因為航空班在台灣各地
之據點皆尚未完工，所以在該年 8 月 20 日台中州彰化郡「鹿港著陸場」
，以及
11 月「屏東飛行場」啟用前，航空班之活動主要都以「台灣步兵第一聯隊」於
台北古亭庄的練兵場為中心，並在這期間舉行了各項的練習飛行及表演活動，而
總督府及相關單位也在這段期間邀請了北部各社的原住民前往觀覽。115
除了在台北一帶的飛行外，這段期間航空班也於該年的 5 月 16 日，由陸軍
支援教官依田忠明曹長及曾根誠三中尉，分別搭乘兩架航空班之飛機由台北練兵
場出發，前往台中一帶之「蕃地」偵查，這也是航空班成立以來首次前往「蕃地」
進行飛行任務，其中由曾根誠三中尉所駕駛的飛機更進入到台中廳管內的「雪山
坑駐在所」
，並經由新竹廳管內的「二本松」及「マビルハ駐在所」回航。此外，
為了慶祝當年的「始政紀念日」（6 月 17 日）
，航空班則應總督府之請出動兩架
飛機在台北市街上空進行各種宣傳物的空投。116
航空班正式活動的肇始，則為 1920 年 10 月 3 日至 10 日以「鹿港著陸場」
為據點，且主要是針對該年 9 月以來台中東勢一帶「サラマオ社」反抗事件區域，
進行「蕃地討伐飛行」及「蕃地爆擊飛行」
。而第二日（10 月 3 日）的飛行任務
115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78─85。

116

〈蕃地の偵察飛行 豫期以上の効果〉，
《台灣日日新報》
，1920 年 5 月 17 日；大竹文輔，《台
灣航空發達史》
，頁 94－96。
40

則由鹿港分別出動 3 架飛機，其中由遠藤市郎警部及依田忠明曹長所駕駛的「中
島式 41 號機」於早上 7 時 30 分出發，至 8 時 20 分抵達雪山坑溪上空，並投下
炸彈一枚，而在預投下第二枚炸彈時，即因左迴轉時造成機件故障而失速墜毀，
同乘之飛行教官依田忠明則幸運地僅受輕傷，駕駛遠藤市郎警部則不幸殉職，成
為台灣史上第一位因航空事故而身亡之人。117
當時（10 月 4 日）
，相關單位第一時間回報給總督田健治郎的消息則為「今
朝有急報，一機墜落北勢蕃地，操縱手遠藤警部隕命，依田特務曹長受輕傷，徒
步來雪山坑柴營警戒所告急云」
。118隔日的《台灣日日新報》也載明，
「遠藤市郎
警部之死因乃為飛機墜落時遭機體壓傷而不治」
。另外，
《台灣警察協會雜誌》當
119
月的報導也說，
「遠藤市郎警部墜落時即死」
。 而其他事後的官方資料，如《台
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以及航空班內所編纂的《班務概況》則皆與前述記載相
同。120不過較為特別的是在《理蕃誌稿》的記載中，則將遠藤市郎警部的死因歸
咎於「兇蕃襲擊」，121但其內容則並未詳細說明「兇蕃襲擊」的原因及經過。而
另根據當時航空班第二期（1921 年 5 月入班）班員野口昂回憶當時所得知的事
件經過：
飛機墜落時，
飛機墜落時，兩人同時陷入昏迷，
兩人同時陷入昏迷，同時因為墜落時樹枝的緩衝使兩人逃出
在清醒後，
即死的命運。
少尉（
，雖一度遇到蕃人前來的危
即死的命運
。……少尉
少尉
（依田忠明）在清醒後
但最後則跳下溪中游泳約兩個小時後，
看見警官分遣所（
機，但最後則跳下溪中游泳約兩個小時後
，看見警官分遣所
（雪山坑柴營

遠藤警部的情況則為左大腿骨折
警戒所）而獲救。
而獲救。……遠藤
遠藤警部的情況則為左大腿骨折，
警部的情況則為左大腿骨折，不醒人事，
不醒人事，依田
氏雖施以人工呼吸，
但並沒有任何反應，
不久，
遠藤警部被
氏雖施以人工呼吸
，但並沒有任何反應
，……不久
不久
，遠藤警部
被前來墜落
現場附近偵查的兩名
同
現場附近偵查的兩名「
附近偵查的兩名「東勢蕃」
東勢蕃」發現，
發現，並被獵槍近距離擊斃而亡，
並被獵槍近距離擊斃而亡，……同
時兩名「
蕃人」
將遠藤市郎
市郎警部首級取下
警部首級取下，
並將首級置於「
首袋」
時兩名
「蕃人
」將遠藤
市郎
警部首級取下
，並將首級置於
「首袋
」內帶回
部落。
而部落內則因此舉行了「
部落。……而部落內則因此舉行了
而部落內則因此舉行了「首祭」
首祭」。122（括號內容及
括號內容及底線為筆者
容及底線為筆者
117

〈航空班活動？ サラマオ蕃反抗に對して〉
，
《台灣日日新報》，1920 年 9 月 20 日；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98─103。
118
吳文星等主編，
《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冊（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
年）
，頁 475。
119
〈四一號機墜落 遠藤警部慘死 機體紛碎す〉
、〈本島警察航空班 最初の犧牲者〉，
《台灣日日
新報》，1920 年 10 月 5 日；
〈本島警察航空界の犧牲者〉，
《台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41 號，1920
年 10 月，頁 65－66。
120
根據「警察沿革誌」 的記載，遠藤市郎為「墜落時為機體而壓死」，而「班務概況」則以表
格之方式明載為「即死」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第一冊，頁 345；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航空班，
〈飛行機操縱者其他從業員ノ主ナル死傷年別調
查表〉，
《班務概況》，未編碼。
121
〈遠藤警部ノ殉職〉，
《理蕃誌稿》第三卷，頁 634－635。
122
另外，根據野口昂的著作所載，兩名取下遠藤警部的原住民則在不久後突然發狂，而由駐在
警察官在當地進行撫育工作時，從部落長老的口中得知，兩名原住民突然發狂的原因，除不識
「鳥神」外，甚至還槍殺「鳥神」並取下首級，因此乃遭到發狂的報應，而這兩名原住民在事
後除了發狂外，包含其與家族在內，皆被總督府當局處以斬首之刑。此外，該事件的影響則於
1930 年底原本「東勢蕃」有意參加「霧社事件」
，但因得知「屏東飛行第八聯隊」擬出動飛機
後，乃心生恐懼而放棄反日行動。野口昂，
《蕃地飛行》，頁 25─33；野口昂，
〈生蕃と飛行機〉
，
《空の武士》（東京：河出書房，1933 年）
，頁 8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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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加）

由上述「野口昂」的回憶來看，遠藤市郎警部的死因或許並不是「墜落時即死」，
而是如《理蕃誌稿》的記載中所言，其死因乃是遭「兇蕃襲擊」
。另外，作家佐
藤春夫在其 1925 年的著作《霧社》中也提曾到此事，並描寫道「飛機駕駛之屍
體的頭及生殖器被割斷，且成了號外新聞」
，而此事則是由對當地蕃人事務頗為
熟稔的「M 氏」（森丑之助）口中所得知的消息。123
而由上述官方及民間對此事說法來看，對遠藤市郎警部的死因一事，官方的
報導則相較於民間的說法更為「輕描淡寫」
，其原因則可能與此事嚴重損及總督
府「威信」有關。也就是說，此一系列台中東勢一帶的「蕃地討伐飛行」及「蕃
地爆擊飛行」
，可以說航空班成立以來的第一次「正式理蕃飛行」
。但不幸的是第
一次的「正式理蕃飛行」即帶給航空班一個嚴重的打擊。而這個打擊主要是因為
航空班的成立目的之一就是為了「理蕃需要」而設，而「理蕃」的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要防止「蕃人出草」
。如今警察航空班正式成立尚未滿一年，即發生航空事
故，而且還遭原住民「馘首」
，甚至傳出可能還被「割去生殖器」之說法。因此，
此事無疑是讓剛成立不久的航空班陷入莫大的困境，對於總督府的「理蕃政策」
來說，也可說是相當頓挫。124或許如此，當時相關的公開報導及官方記載，為了
顧及總督府的「威信」及與航空班的士氣，才會出現與民間記載之「事實與程度」
上的不同及差異。
不過，航空班所遭遇的困境，並沒有隨著遠藤市郎的殉職而有所終止。1921
年 2 月 25 日，駕駛「中島式 25 號」的高柳幸警部不幸於屏東飛行場進行練習飛
行時，因機體故障而墜機身亡。125同年 6 月 2 日，航空班計劃於鹿港著陸場對台
中一帶蕃地進行「爆擊飛行時」
（6 月 2 至 6 日）
，航空班班員別府景二警部則「因
126
病」退出，並於 7 月 1 日離班退職。 同時在別府景二警部退出的隔一天（6 月
3 日）
，五十嵐金一郎警部所駕駛的「中島式 42 號機」也在當日「蕃地爆擊飛行」
任務結束返航時，因降落時機件故障，使得飛機滑出跑道而在鹿港著陸場旁鹽田
翻覆，所幸五十嵐金一郎警部僅受輕傷。因此，自警察航空班成立一年多以來，
123

原文：
「飛行士は首と男根とを切斷された屍となつて見出されたといふ號外にも接した」
。
佐藤春夫，
《霧社》
（東京：ゆまに書房，2002 年）
，頁 177。
124
當時的總督田健治郎在第一時間（10 月 4 日）接到消息後，即認為「飛行機對兇蕃效力之有
無未可推之，先見此一頓挫，頗屬遺憾之事」
。吳文星等主編，
《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冊，
頁 475。
125
〈本島警察航空班 第二の犧牲者 高柳警部遂に絕命す〉，
《台灣日日新報》1921 年 2 月 27 日。
126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頁 313。另外，
關於別府景二警部退職之原因，不論是「台灣日日新報」或「台灣警察沿革誌」都記載為「因
病退職」
，但是若就當時警務局航空掛警部黑岩正己的說法，則將別府景二警部退職之原因說
成「準備藉一些小事而離開」
（些細な事に口實を設けて任地に引返し）
，並暗批此乃「悖德漢」
之行為。因此，別府氏的退職原因是否受到航空班連續發生意外事故之影響？其真正動機則頗
耐人尋味。除此之外，根據「警察沿革誌」的記載，別府警部的離職確實對航空班造成不小的
「頓挫」(人員缺乏)，也因為如此航空班在後來才會針對班員製定相關之「善後政策」(內訓第
四十條)，以防止班員無故退職。黑岩正己，
〈佐籐航空班長を送る〉，
《台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68 號，1923 年 1 月，頁 73；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頁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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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事率及飛機折損率（45％）就居高不下，且在這一年多的時間內班員殉職率就
高達 50％，同時別府景二警部又「因病」退職，使得航空班內領有飛行執照的
人員僅剩班長佐藤求己及班員五十嵐金一郎兩人。加上 1921 年以來坊間及輿論
對航空班批評漸生，更有甚者則認為其為「高價之玩弄物」
，127並將其箭頭直指
航空班長。所以，為了因應接踵而來的輿論及批評，警務局內則在 9 月 5 日召開
「航空班會議」，主要則是針對航空班存廢等問題進行討論，會議的結果則認為
航空班有其存在的必要，且「當積極的進行」
。128
因此，為了解決航空班內所遭遇到的種種問題，佐藤航空班長則親自赴日與
陸軍方面交涉，並擬帶回由陸軍方面無償轉換保管的三架「モ式飛行機」
，且依
前述「航空班會議」的決議，決定以當年度之預算先購入「サ式飛行機」兩架，
並在 1922 年中編入同型飛機兩架之預算，以充實航空班內飛機之不足。129

圖 2─3 1920 年代初期航空班新式蕃地飛行用機「
年代初期航空班新式蕃地飛行用機「サ式飛行機」
飛行機」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屏東太田屋出版明信片（
屏東太田屋出版明信片（曾令毅收藏）
曾令毅收藏）
。

此外，在人員的補足方面，1921 年 3 月即開始招募第二期操縱練習生，130並
於 1922 年 1 月「所澤陸軍飛行學校」入校，同年 9 月學成歸台，131第二期操縱
127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114；
〈警察航空班の存廢如何〉，
《台灣日日新報》
，1921
年 9 月 7 日。
128
黑岩正己，
〈佐籐航空班長を送る〉
，
《台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68 號，1923 年 1 月，頁 74；
〈警
察航空班之存廢〉，
《台灣日日新報》
，1921 年 9 月 8 日。
129
〈モ式飛行機を三臺 陸軍から貰つて〉、
〈明年度に於て充實する 我が警察航空班 サルムソ
ン機購入方走奔中〉，
《台灣日日新報》
，1921 年 8 月 31 日、10 月 16 日；大竹文輔，《台灣航
空發達史》
，頁 116。
130
〈飛行練習生一人を立派に仕上げる經費は二萬五千圓だと 飯塚警視は語る〉、
〈飛行班の練
習生採用と其練習〉、
〈飛行練習生志願者合計十八名〉，
《台灣日日新報》，1921 年 3 月 26、30
日、4 月 22 日。
131
〈航空生畢業歸台〉，
《台灣日日新報》
，1922 年 10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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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生分別是野口昂（民間）
、千枝四郎（高雄州衛生課技手）及早坂文之助（花
蓮港廳巡查）等三人。茲將 1921 年 1927 航空班相關人員簡列於下表：
表 2─5 航空班相關人員簡表（
航空班相關人員簡表（1921－
1921－1927）
1927）
姓

職

名

稱

任

職

時 間

佐藤求己

警察航空班首任班長（蕃務警視）

1919.08－1922.12.28

宇野英種

警務局理蕃課長兼警察航空班班長（卒於任內）

1923.01.01－1923.06

飯塚兵太郎

警察航空班末代班長（1924.2.25 就任）

1919.08－1927.10

飛行機操縱警部、屏東飛行場練習教育擔當（1921.12）

1919.08－1927.10

早坂文之助

航空事務囑託（飛行駕駛）

1921.05－1927.10

野口昂

航空事務囑託（飛行駕駛）

1921.05－1927.10

千枝四郎

航空事務囑託（飛行駕駛）

1921.05－1926.02

上原岩三

航空事務囑託（飛行駕駛）

1922.07－1923.03

松尾一男

航空事務囑託（飛行駕駛）

1922.07－1927.10

奧山順治

航空事務囑託（飛行駕駛）

1922.07－1927.10

後藤儀作

飛行練習生（航空班自行培養飛行士）

1919.08－1927.10

若宮稔

飛行練習生（航空班自行培養飛行士）

1923.03－1927.10

五十嵐金一郎

松崎武夫

航空事務囑託（飛行助教）

1922.04.01－1924.08

永田重治

航空事務囑託（飛行助教）

1922.04.01－1924.08

中川泰輔

航空事務囑託（陸軍支援飛行教官、工兵少佐）

1922.12－1923.06

瀨戶俊二

航空事務囑託（陸軍支援飛行教官、步兵大尉）

1922.12－？

內田三郎

航空事務囑託（陸軍支援飛行教官、工兵少佐）

1922.6－？

森改作

發動機工（僱員）

1922.04.01－1927.10

三輪光義

發動機工（僱員）

1922.04.01－1927.10

佐竹文六

物品會計事務囑託

1924－？

資料來源：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航空班，
《班務概況
，未編碼
資料來源：1.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航空班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航空班，
《班務概況》
班務概況》
，未編碼。
未編碼。
2.大竹文輔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193。
。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66─
3.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
第一冊，頁
324－
－349。
。
註：以上人員除
以上人員除「佐藤求己」
佐藤求己」、「飯塚兵太郎
「飯塚兵太郎」
飯塚兵太郎」及「五十嵐金一郎」
五十嵐金一郎」外，其他皆為 1921 年以後入
班之後期人員；
、「森改作
班之後期人員；在新進職工方面則有「
在新進職工方面則有「佐竹文六」
佐竹文六」
「森改作」
森改作」及「三輪光義」
三輪光義」兩位，
兩位，但表
中所列並不含 1919 年雇入的航空班職工。
年雇入的航空班職工。

由上表來看，航空班除了招募「正期」的操縱練習生外，為了確保人員的不虞匱
乏，則在 1921 年 12 月 2 日僱請自「水田飛行學校」畢業的 3 位民間飛行士，分
別是上原岩三、松尾一男、奧山順治擔任囑託（飛行駕駛）
，以及由航空局委託
「所澤陸軍飛行學校」訓練的 2 名飛行士松崎武夫及永田重治擔任航空事務囑託
（飛行助教）
。此外，航空班本身也在 1923 年自行於「屏東飛行場」培訓兩名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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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士（僱員），分別是若宮稔及由航空班職工拔擢的後藤儀作，並由飛行警部五
十嵐金一郎擔任飛行教育主任。132
而航空班成立初期的三位陸軍支援教官（凌沼、曾根、依田）也於 1920 至
1921 年間陸續解職歸建。所以自 1921 年 12 月開始，航空班乃新聘陸軍工兵少佐
中川泰輔及陸軍步兵大尉瀨戶俊二來台擔任支援教官，其間（1923 年 6 月）中川
泰輔解職歸建，而由陸軍工兵少佐內田三郎接續。133
另外，為了規範及避免航空操縱人員於在職期間無故退職，1921 年 10 月 19
日航空班則發佈「內訓第四十號」
（六條）
，其中第四條及第五條即規定，航空班
員（飛行駕駛）自相關航空課程修畢後，需擔任五年總督府航空事務相關工作，
若違背則必需賠償個人在擔任航空班員其間（含練習生期間）之所有花費及薪
津。134因此，1921 年 9 月「航空班會議」決議擴大航空班的編制後，自 1922 年
起，航空班內相關的人員及所需之設備就陸續獲得補充，加上「內訓第四十號」
對航空從業人員的相關規定，以及 1923 年航空班內具備自行培養飛行士的能力
後，航空班內所遭遇到的危機及困境就逐漸獲得解決。

第二節 威嚇與懷柔的
威嚇與懷柔的展示
與懷柔的展示
一、航空班前期的「
航空班前期的「蕃地飛行」
蕃地飛行」
1920 年 4 月 16 日航空班正式在台北古亭練兵場進行首次公開飛行後，除了
在台北一帶的飛行外，為了偵察自 1920 年初以來「蕃情」持續不穩的「北勢蕃」
區域（台中州內東勢角支廳管內）
，135乃於 5 月 16 日開始以台北陸軍練兵場為基
地，計劃在台中東勢一帶蕃地實施首次的「蕃地偵察飛行」
。其中，由陸軍支援
教官曾根誠三中尉所駕駛的
「中島式飛行機」
於 16 日上午 7 時 48 分自台北出發，
並以一千公尺的高度往台中東勢角方向前進，其間飛行之航程則包含「埋伏坪」
、
「雪山上空」、「雪山坑駐在所」、
「マビルハ駐在所」及新竹廳管內「二本松」
。
而在此同時，理蕃課的渡邊儀作警部則進入「埋伏坪」一帶觀察原住民的動靜，
其報告為：
新竹廳下之線內蕃勢力者「ダイトアパン」
ダイトアパン」外三名於十五日至象鼻警戒所，
外三名於十五日至象鼻警戒所，
本日（
北坑溪方面時實施蕃地偵察飛行，
本日
（16 日）北坑溪方面時實施蕃地偵察飛行
，蕃人見飛行機後恐懼之
念油然而生，
其中「
マビルハ社
則提出保護之願。
念油然而生
，其中
「マビルハ
社」則提出保護之願
。今回之飛行的結果則
136
讓彼等產生害怕戰慄之態。
讓彼等產生害怕戰慄之態
。
132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頁 313－315。
〈中川泰輔〔外一名〕
（警察航空ニ關スル事務ヲ囑託ス）〉
，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正 11
年（1922）永久進退(判)，第 1 卷（1922 年 12 月 18 日）
；
〈內田三郎（警察航空ニ關スル事務
ヲ囑託ス）〉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大正 12 年（1923）永久進退(判)，第 3 卷乙（1923 年
6 月 12 日）
。
134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頁 329－331。
135
〈北勢蕃ノ鎮壓〉，
《理蕃誌稿》第三卷，頁 586－588。
136
〈蕃地の偵察飛行 豫期以上の効果〉，
《台灣日日新報》
，1920 年 5 月 17；大竹文輔，
《台灣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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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回「蕃地偵察飛行」的實施，對於航空班及飛機使用的效果，可以說是有了
初步確認。且為因應 1920 年 6 月下旬以來台中東勢一帶「サラマオ社」反抗事
件，航空班乃決定以「鹿港著陸場」為據點，並針對此地進行「蕃地討伐飛行」
及「蕃地爆擊飛行」。137而這也是航空班成立以來首次的正式飛行任務，並在 10
月 2 日訂定任務初步的方針，其要點如下：
1.東勢方面反抗蕃人中
1.東勢方面反抗蕃人中，
東勢方面反抗蕃人中，其避難區域為「マビルハ社
マビルハ社」屬象鼻東方溪谷內，
屬象鼻東方溪谷內，
サラマオ社
屬大甲溪上游「
サラマオ溪
「サラマオ
社」屬大甲溪上游
「サラマオ
溪」內。
2.航空班首先對
ローブゴー社
蕃人避難地實施二到三日的全力的轟炸，
2.
航空班首先對「ローブゴー
社」蕃人避難地實施二到三日的全力的轟炸
，
其次「
マビルハ社
「サラマオ
サラマオ社蕃
社蕃」
，依其順序加以轟炸
依其順序加以轟炸。
其次
「マビルハ
社」、「
サラマオ
社蕃
」
，
依其順序加以轟炸
。
3.飛機每回使用二架或三架
飛機每回使用二架或三架，
每架攜帶炸彈四枚及霰彈十貫
霰彈十貫（
3.
飛機每回使用二架或三架
，每架攜帶炸彈四枚及
霰彈十貫
（約 37.5 公
138
斤）。
初步的任務方針決定後，航空班於 10 月 3 日開始實行台中東勢一帶「蕃地討伐
飛行」及「蕃地爆擊飛行」，並出動三架「中島式飛行機」
（編號為 22、41、42）
由「鹿港著陸場」出發，經東勢、牛欄坑、埋伏坪方面至雪山坑北方上空，並依
照原定的方略溯大甲溪上游中的一支流至「ローブゴー社」及「ブョン社」原住
民之避難地實施轟炸。
第一日飛行的結果，22 號機於回航時在大安溪上游之久保山山谷兩岸發現
「新蕃屋」，並投下炸彈兩枚後歸航；42 號機則於「ローブゴー社」及「ブョン
社」兩社避難地一帶確實偵察，並發現相當面積的新墾地；41 號機則確認避難
地附近溪谷內一帶平坦地約 15、6 戶蕃屋之確認，並於同地投下三枚炸彈。139
第二日（10 月 4 日），同樣也是出動同樣番號的三架「中島式飛行機」
，於
東勢蕃地一帶實施「蕃地爆擊飛行」
。其中 22 號機之任務則是對雪山坑溪右岸斜
面各地實施轟炸，以及「マビルハ社」之威嚇飛行；41 號機則在雪山坑溪左岸
斜面各地實施轟炸，及「マビルハ社」之威嚇飛行；42 號機雪山坑溪各處投下
霰彈，以及「シウセキレウ溪」一帶威嚇飛行。而由警部遠藤市郎及依田忠明曹
長所駕駛的「中島式 41 號機」在抵達雪山坑溪上空，並投下炸彈一枚後，在預
投下第二枚炸彈時即因左迴轉時造成機件故障而失速墜毀，而同乘之飛行教官依
田忠明則幸運的僅受輕傷，駕駛遠藤市郎警部則不幸殉職，成為台灣史上第一位
因航空事故而身亡之人，140而此事件的後續，以及對航空班所產生之影響，前已
詳述。因此，在遠藤市郎警部殉職後，自 10 月 6、7、9、10 日四日間，則對台

空發達史》
，頁 89─90。
〈航空班活動？ サラマオ蕃反抗に對して〉，
《台灣日日新報》
，1920 年 9 月 20 日。
138
〈航空隊の活動蕃人の避難地へ 爆彈を投下すべく〉，《台灣日日新報》，1920 年 10 月 4 日。
139
〈三機相前後して 敵蕃の避難地に爆彈の雨降す 偵察の効果充分〉
，《台灣日日新報》，1920
年 10 月 4 日。
140
〈本島警察航空班 最初の犧牲者〉
，《台灣日日新報》，1920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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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勢一帶實施懲戒性的連續「蕃地爆擊飛行」
，而在最後一日總務長官下村宏
還親自前往牛欄坑駐在所觀看「爆擊飛行」的狀況，並給予因航空事故而造成士
氣低迷的航空班實質的鼓勵。141
航空班於台中一帶的「第一回討伐飛行」結束後，則開始準備進行移駐屏東
飛行場工作，並在 1920 年 11 月 21 日進行機場的啟用儀式。142航空班移駐屏東
飛行場後，最初主要活動則集中於南部的平地飛行表演及野外練習飛行（屏東、
高雄、台南），一直要到了 1921 年 1 月中旬（1 月 17 日及 2 月 1 日）才開始在
屏東一帶實施「蕃地偵察飛行」，並出動「中島式飛行機」在隘寮溪及同南溪一
帶飛行，其偵察飛行的範圍則包含了高雄州六龜里一帶之「チヤボカン社」
、
「コ
チヤボカン社」、
「ラツクス溪上游」及「マンタウラン社」等地上空。根據官方
在此次「蕃地偵察飛行」之後所做的報告顯示，航空班飛機所經之原住民部落，
在事後皆有「銃器提出」之情形及漸趨歸順之傾向。143
且為了因應 1920 至 1921 年以來台中、新竹兩州管內之「蕃情不穩」
，144航
空班則計劃以鹿港為中心，對新竹州下之「シヤカロー」實施第二次飛行計劃。
145
而航空班則於 1921 年 5 月 14 日由屏東轉移至鹿港，
並在 6 月 3 日開始執行「蕃
地爆擊飛行」任務，計劃在雪山坑溪及「マビルハ溪」一帶轟炸原住民部落。其
中，
「ブヨン社線外脫出蕃」則在當日提出歸順之意。另外，在 6 月 6 日五十嵐
金一郎警部則駕駛「中島式 68 號機」於早晨 6 時 50 分出發，並通過牛綢坑久保
山於「マビルハ」上空至天狗鼻一帶投下炸彈，並在「マビルハ溪谷」內發現約
23 棟蕃屋，其後則經二本松上空至「マナバン」向「トーラン」一帶歸航。146而
原本預定此回以「鹿港根據地」之兩個月間持續的「蕃地爆擊飛行」，也因前述
「別府景二退班」等等問題，使得航空班內能夠執行任務的人員嚴重不足，而宣
告提前中止。147
航空班在經歷了 1921 年的困境後，班內所遭遇的相關問題，諸如飛機及人
員的補充等等，乃於 1922 年後逐漸獲得解決。因此，航空班 1922 年度的「蕃地
飛行」在「第二期航空班員」歸台的前一個月，就已經由新聘入的航空班人員（航
141

另外，10 月 10 日「蕃地爆擊飛行」後，總務長官下村宏則對航空班予以鼓勵：
「豪快なる飛
行を見、頗滿足に堪へず尚一層の奮勵を望む」。而擅長「和歌」的下村總務長官，也在此回
「北生蕃威壓」後留下一首名為「台灣警察飛行班」的「和歌」，原文：
「あまかける鳳の背に
身をのせて 身はのぼりゆく天に天に天に 爆弾落つ谷また谷にこだまして 山また山の
樹々搖れやまず」
。下村正夫編，《故海南歌集歌歷》
，頁 6。
142
〈屏東飛行場開始式〉
，《台灣日日新報》，1920 年 11 月 22 日。
143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109；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
《台灣總
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頁 337
144
「蕃情不穩」之地主要是橫跨新竹、台中兩州之「北勢蕃」
、新竹州下之「シヤ力ロー」及台
中州下的「サラマオ」
。〈蕃情〉
，《理蕃誌稿》第四卷，頁 24。
145
此次會議列席的主要有理蕃課長豐田勝藏、理蕃課警視宇野英種及航空班長佐藤求己，目的
則是為了預定在 6 月份，針對台中及新竹一帶的討伐展開討論。〈理蕃課の御前會議〉，
《台灣
日日新報》
，1921 年 4 月 10 日；
〈シヤカロー蕃威嚇飛行の計畫 航空班第二次の活躍〉，
《台
灣日日新報》，1921 年 3 月 24 日。
146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113─115。
147
〈爆擊飛行中止〉
，《台灣日日新報》
，1921 年 6 月 18 日。
47

空事務囑託）首先於 8 月 22 日至 9 月 1 日，分別駕駛「中島式飛行機」及「モ
式飛行機」在高雄州管內之「六龜蕃地警備線」一帶進行為期十天的「蕃地偵察
飛行」任務。另外，在「第二期操縱練習生」歸台後，航空班則於 11 月 9 至 17
日舉行高雄州、花蓮港廳及台東廳一帶蕃地之飛行任務，主要使用的機型則以性
能較佳的「中島式飛行機」及「サ式飛行機」為主，除了針對高雄州、台東廳一
帶蕃地進行威嚇及搜索布農族頭目「アリマンシケン」（阿里曼西肯）與其族人
外，並開始著手擬定橫越中央山脈的相關計劃。148
航空班該回的「蕃地飛行」於 1922 年 11 月 9 日至 17 日間展開，第一批則
由五十嵐金一郎警部及千枝四郎巡查駕駛「サ式 523 號機」由屏東出發，並沿六
龜警備線至「ガニ」上空右折過關山南方，經「內本鹿社」至台東街飛行一周，
並在回航屏東時再經「內本鹿社」及「マンタウラン社」一帶飛行。而第二批則
由囑託永田重次及松崎武夫駕駛「サ式 524 號機」由屏東出發，沿荖濃溪北上至
南面山出關山北方，並沿中央山脈南下，經「內本鹿社」及「マンタウラン社」
後歸航，而此日飛行之成果，則確定了領台以來此一區域許多「未踏明」之地。
149
另外，15 日由五十嵐金一郎警部及永田重治囑託駕駛的「サ式 523、524 號機」
由屏東出發後，先於六龜警備線外一帶進行「迴旋飛行」試驗，再往北以 5,000
公尺之飛行高度橫越玉山主峰，至八通關上空一帶折返，並回航時再次飛越玉山
主峰。150而此次之飛行則是台灣有史以來首次有飛機橫越玉山主峰外，也証明新
型「サ式飛行機」的優良性能外，並在使得居於深山區域且自認為飛機無法到達
的原住民社群驚訝不已。151所以，航空班自該次「蕃地飛行」任務後，其飛行之
區域乃突破中央山脈的地理限制，由以往的西部跨越至東部區域，並可同時執行
東西部區域的飛行任務，甚至在往後有執行單日內「全島飛行一周」之可能。

148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126、133─134。
根據航空班班員野口昂的回憶，此次之飛行任務乃是以尋找「アリマンシケン」一族為目的，
但因為蕃地飛行之經驗不足，而於 11 月 12 日執行任務時，在高空中將警官駐在所誤認為「反
抗蕃人部落」並預備投擲炸彈，所幸在最後一刻看到「日章旗」飄揚，而免於釀成大禍。野口
昂，
《蕃地飛行》，頁 37─59。
150
此回航空班橫越玉山主峰之事蹟，航空班員永田重治則有留下相關的回憶記錄。參見 大竹文
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135─138。
151
此回航空班的「蕃地飛行」則使得原本居於六龜警備線外、台東廳下之「內本鹿社」
、新武路
溪流域、花蓮港廳深山，以及大水窟一帶，以佔據天險之地而有恃無恐的的原住民感到非常意
外，並對飛機所產生之巨大聲響感到恐懼，且也使得這些原住民自認為銅牆鐵壁的天險瞬間瓦
解，不安恐懼之情則溢於言表。另外，此次飛行任務，對於官方來說，除了給與原住民一定程
度的威嚇，也掌握不少該區域原住民部落分佈狀態之情報。
〈成功せる蕃地飛行 十七日を以て
無事終了 理蕃上の功績は蓋し莫大〉，
《台灣日日新報》
，1922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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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1920 年代初期屏東飛行場全景與首任航空班班長佐藤求己
年代初期屏東飛行場全景與首任航空班班長佐藤求己
資料來源：
，《台灣警察協會雜誌
資料來源：〈口繪：
口繪：雲際の
雲際の勇士〉
勇士〉
台灣警察協會雜誌》
會雜誌》第 61 號，1922 年 6 月。

1922 年 12 月 28 日，首任航空班長佐藤求己警視解職歸建原陸軍航空單位，
其職則自 1923 年起由警務局理蕃課長宇野英種兼任。而同年 1 月中旬台東著陸
場完工後，有鑑於台東、花蓮港兩廳之原住民大部份對於飛機之存在一無所知，
特別是玉里支廳下深山內部之原住民，履履將在其部落上空盤旋的飛機，誤認為
清國人所駕駛，152因此為了讓其能了解及信服飛機之能力與威力，以及對東部兩
廳下之蕃地地形偵查，於是決定於該年 5 月 9 日派遣三架飛機由屏東出發，執行
以台東及花蓮兩廳一帶為主之「蕃地偵察飛行」
。153
航空班在 5 月 9 日由屏東到達台東後，主要活動都是在台東著陸場一帶實施
「平地表演飛行」
。至 11 日開始才由五十嵐金一郎警部及千枝四郎巡查分別駕駛
「サ式 523 及 5 號機」執行「蕃地飛行」任務。而台東一帶之飛行任務結束後，
5 月 14 日三架飛機及相關人員乃轉移至花蓮港廳一帶，進行表演及偵察性質的
飛行任務，並於 15 日開始由五十嵐金一郎警部及早坂文之助巡查分別駕駛「サ
式 523 及 5 號機」執行「蕃地飛行」任務。其中，16 日時由早坂文之助所駕駛
的 5 號機則飛行至玉里、
「ターフン」
、大水窟一帶飛行，然後沿中央山脈東方北
進，經「バトラン」及「內タロコ」溯濁水溪通過溪頭蕃地，再至台北州羅東街
152

〈東に著陸場目下地均し 工事中明年一月竣功〉
，《台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2 月 9 日；
〈蕃
地威嚇飛行狀況〉，
《台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73 號，1923 年 6 月，頁 66。
153
在 5 月施行東部蕃地飛行前，航空班曾經在 1 月 30 日對高雄州下潮州及恆春兩郡進行蕃地飛
行，但因「サ式 523 號機」駕駛野口昂巡查於枋寮至海口一帶遭遇到惡氣流而失事墜毀。大竹
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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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空朝蘇澳方面及南澳蕃地一帶飛行，總飛行時數長達三小時。154
此次任務結束後，台東廳下經過飛機飛行的部落皆傳出傳染病流行之消息，
病死者有增加之態勢，因此附近部落之原住民乃誤以為飛機對其施放毒藥，因此
心生恐懼並紛紛向官憲請願哀求，而這也是航空班利用原住民迷信的心理，首次
收到的意外效果。155
另外，有鑑於當時台中州能高郡以北之各州境內，因警備配置稀薄及道路開
通而壓迫到原住民既有之生活圈，以致於此一區域的蕃情漸顯不穩。因此，航空
班則擬定 1923 年 8 月中旬以台北練兵場為基地，並對台中州能高郡以北之各州
境內實施「北部偵察及威嚇飛行」
。該次任務於 8 月 12 日開始實施，並擬定第一
階段以新竹州為主，15 日以後才以台中州為主的威嚇飛行計劃。156相關飛行區
域，如下表所示：
表 2─
─6
時間

08.12

機型及
機型及號

1923 年 8 月「北部蕃地威嚇飛行」
北部蕃地威嚇飛行」行程簡表
性質及
性質及理由

主要飛行路線
主要飛行路線

サ式（523） 偵查及威嚇飛行

（523）次高山方向前進→カオガン、キナジ－蕃社→

サ式（524）

越大霸尖山→桃山、南湖大山、中央尖山橫切→次高
山橫越→シヤカロ蕃社上空→アリコワン、カオガン
蕃社上空迴旋 40 次
（524）溯淡水河→右見大溪→角板山→カオガン、ア
リコワン蕃社上空迴旋

08.13

サ式（523）

蕃地飛行

（523、524）角板山→カオガン社→ララ山

威嚇飛行

（523）目標朝李棟山前進→アリコワン威嚇→シヤカ

サ式（524）

08.14

サ式（5）

ロ上空迴旋數次→機件故障返航

サ式（524）

（5）シヤカロ上空→テントン附近迴旋數次→沿警戒
線之避難地入台中州二本松、ロ－ブゴ－、埋伏坪→
八仙山上空→通過遠藤警戒所→再至避難地上空迴旋
數次

08.15

サ式（523）
サ式（524）

威嚇飛行

（524）タコナン上空發動機故障返航
（523）插天山北方溯大嵙崁溪→至アリコワン右折→
桃山東嶺→ビヤナン鞍部→大甲溪上游之サラマオ蕃
地及ラマオ避難蕃地一帶→遠藤、雪山坑、埋伏坪各
分遣所上空→南進至東勢庄返航→象鼻、東洗水山、
鹿場大山、油羅山、李棟山→台北

154

同前書，頁 142─146。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頁 344。
156
同前書，頁 147；
〈警察飛行班の大壯舉〉
，《台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76 號，1923 年 9 月，頁
95。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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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6

サ式（523） 長時間威嚇飛行

朝台中州下出發→次高山、桃山→サラマオ→ハツク
大山→霧社、日月潭、埔里→東勢郡→鹿場大山→沿
警備線歸航（總飛行時間共 3 小時 6 分）

08.20

サ式（523）

高等飛行

台北州蕃地寒溪及羅東、宜蘭一帶

08.21

サ式（523）

威嚇飛行

（523）溯新店溪→松羅溪上空進行 5 次迴旋→員山、

サ式（524）

ボンボン、ロンピヤ社上空
（524）朝ロンピヤ及附近蕃社與新竹州カオガン蕃地
出發→原訂前往ロンピヤ社，因天後因素改至カオガ
ン社

資料來源：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155。
。
資料來源：1.大竹文輔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頁 147─
2.〈警察飛行班の
警察飛行班の大壯舉〉
大壯舉〉，
《台灣警察協會雜誌》
台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76 號，1923 年 9 月，頁 93─
93─103。
103。

由上表可知，1923 年 8 月的「北部蕃地威嚇飛行」則包含台中州以北之區域，
並在 16 日以台北練兵場為基地的北部蕃地威嚇飛行結束後，於 19 日轉移至宜
蘭，且於 20 日展開以宜蘭守備隊練兵場為基地，範圍包含寒溪、羅東及宜蘭一
帶的蕃地威嚇飛行。而該日蕃地飛行結束後，原本照既定計劃應返回屏東基地，
但是航空班突然接到新竹及台北兩州之請託，希望能至「ロンピヤ」及附近蕃社
進行威嚇飛行，並期望能對此區域在銃器收押政策上產生效果，所以才臨時決定
21 日的威嚇飛行。而該回「蕃地飛行」所經地點除是自 1919 年以來單回任務區
域最廣、飛行時間最長的一次外，該回的飛行任務也可再次說明航空班擴編，以
及增置新式飛機後，所產生的威力與效果。
北部蕃地威嚇飛行於 8 月 21 日結束，相關的人員與設備也於 22 日陸續運返
屏東。而當時高雄州屏東郡六龜警備線外的原住民雖屢屢見到飛機在其蕃社上空
飛翔，但因上回威嚇飛行距離時間已長達近一年，所以其漸對飛機之價值產生疑
慮，甚至對於當地所在警備員之威嚇有輕視之傾向。有鑑於此，航空班則計劃於
9 月 25 至 26 日對此一區域進行「蕃地爆擊飛行」任務，並出動「サ式 523、524
號機」兩架，由「ラツクス」區域至「ラツクス溪」與荖濃溪之合流點附近開始，
包含關山溪左岸蕃屋共投下 24 發炸彈。因此乃使得玉里支廳「タ－フン社」勢
力者「ビオンブクン」在事後的某個場合中，說出其當時在「マホ社」附近的開
墾地體驗到飛機及炸彈恐怖威力之經過。而 26 日「原トミヨ社サクラクラン」
舉行粟祭招待，其中「アリマンシケン」一族也來赴宴，在酒酣耳熱之際突然遠
方出現航空班之飛機，並對其投下數枚炸彈，使得這些參加粟祭的原住民因驚嚇
而倉皇歸社。根據官方在事後的記載，經歷過此一事件之後的「アリマンシケン」
一族則感覺到非常驚恐，並說出了「今後一定不能再做壞事」。另外「カイモス
社」的「ラコマタマサズ」及「アリヤブ」則說：
「日本人簡直是神。……自從
我等對日本人危害以來，社內的米粟多為空穗。這實在是日本人的亡靈做祟，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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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等絕對不輕率地『馘首』」之語。157
綜上所述，此時期「蕃地飛行」的特色，主要與 1922 年後半「サ式飛行機」
的添置有關。換言之，1923 年度航空班總飛行時數達 87 時 51 分，每次任務平
均為時約 85 分鐘，飛行區域則是除了澎湖廳與台南州以外之區域，範圍可說是
涵蓋全台各地。158因此除「理蕃需要」外，新式飛機性能的展現，則是使該年度
「蕃地飛行」的各項數值達到歷年最高峰的主要原因。

圖 2─5 1920 年代航空班
年代航空班「
航空班「サ式飛行機」
式飛行機」於中央山脈進行「
中央山脈進行「蕃地飛行」
蕃地飛行」
資料來源：
料來源：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台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
第一冊，頁 288─
─289。
。

二、航空班後期的「
航空班後期的「蕃地飛行」
蕃地飛行」
1923 年 6 月 18 日，理蕃課長兼航空班長宇野英種「意外身亡」
，航空班長
159
之職缺即由飯塚兵太郎警視於 1924 年 2 月 25 日繼任。 而飯塚航空班長上任
後，因台東、花蓮港兩廳下的威嚇飛行實施已近一年，原住民對當時飛機所造成
的心理威嚇已有漸趨薄弱之勢，所以航空班乃決議於該年 5 月中旬對東部兩廳實
施威嚇飛行計劃。160
航空班在 5 月 9 日由屏東達台東後，相關的威嚇飛行計劃則於隔日展開，其
威嚇區域主要為包含新武路溪上游、大武支廳、新港支廳及內本鹿社上空一帶。
其中，5 月 14 日時一機則飛往新武路溪上游「ハビ社」附近之耕地投下炸彈 4
枚，並使往年以掠奪為習的里壠支廳下「ハビ社」之「兇蕃マキレ」心生恐懼，
並將所持有之銃器四挺提出二挺及豬隻一頭，以表誠意。161
157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157─158。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航空班，〈各年別ノ飛行回數及時間〉
，《班務概況》
，未編碼。
159
〈彙報：嗚呼宇野理蕃課長逝く〉，
《台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74 號，1923 年 7 月，頁 72─77；
〈航空班長任命〉，
《理蕃誌稿》第四卷，頁 691。
160
1924 年 2 月 3 日台東廳大武支廳「カアロワン社」發生原住民殺害巡查之事，使得該地蕃情
一度呈現不穩之勢，有鑑於種種原因航空班乃決議於 5 月中旬對東部兩廳實施威嚇飛行計劃。
〈
「カアロワン」社ニ於ケル蕃害〉
，
《理蕃誌稿》第四卷，頁 663；
〈花蓮港蕃地威嚇飛行〉
，
《台
灣日日新報》，1924 年 4 月 20 日；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159。
161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159─160；
〈
「ハビ」社兇蕃ノ戰慄〉
，
《理蕃誌稿》第四卷，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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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廳下之蕃地威嚇飛行結束後，航空班人員及設備則於 16 日移往花蓮港
廳，並計劃以加禮宛著陸場為基地，對廳下各蕃地實施威嚇飛行。主要區域為「內
タロコ」、
「バトラン」及「タ－フン社」一帶，而花蓮港廳一帶的蕃地威嚇飛行
之結果，則使得「ハジ蕃」因受到連續三回的炸彈投下，使得該社心生恐懼，而
提出豬隻一頭及銃器一挺，以表歸順之意。162
另外，1924 年 5 月間對東部兩廳下的原住民執行蕃地威嚇飛行後，除了使
前述「ハビ社」之「兇蕃マキレ」提出歸順之意外，
「未歸順蕃カイモス社」頭
目之態度也漸有化歸順之意，不過因為各社對官憲所提出的歸順條件有所遲疑及
猶豫，而官方為了使其「促進歸順」
，所以認為有再次威壓之必要。因此，航空
班乃於該年 10 月 21 及 24 日，再次派遣兩架「サ式飛行機」由屏東出發並橫越
中央山脈，至新武路溪上游之「ハビ社」上空，並連續投下數枚炸彈後回航。163
以上兩日之威嚇爆擊飛行所收之成果，根據官方記載，航空班在該地執行「爆彈
投下」後，「ハビ社」之原住民因驚恐而全部逃走。其中同社「兇蕃マキレ」於
11 月 18 日再次提出豬隻兩頭以表謝罪之意，並對官憲承認其於 1919 年在「タ
ハミ」分遣所之罪行，以及接受將來官命遵從之誓。此外，台東廳里壠支廳下之
「リト社」也由「ハビ社」方面聽聞飛機炸彈投下之事而心生恐懼，164並在同月
集合「リト社」下各小社「カイモス」
、
「スパラナン」
、
「タターク」之各社頭目
及勢力者數十名與大崙社頭目「サイダン」前往新武路駐在所提出歸順之願。165
1924 年 10 月下旬於台東廳下之威嚇爆擊飛行後，航空班內部則訂於 11 月
15 及 16 日對屏東郡下之各社展開威嚇飛行。主要區域則為「ライブアン」
、
「コ
ツアボガン社」、「トナ社」、「バリサン社」
、「マンタウラン社」，並對南隘寮溪
岸對各蕃社地形進行空中偵察（「タマラカオ社」及「カウ社」
）
。而在屏東郡下
之各社之蕃地飛行後的隔日（17 日）
，「マンタウラン社」頭目「サリラン」則
至「マガ」警戒所對警察敘述 16 日飛機轟炸該社之慘況，並提及此次轟炸造成
頭目「パスラン」及「タウタウ」之五名子女受炸彈破片所傷之事。166另外，
《台
灣日日新報》則在此次蕃地威嚇飛行後，刊登了一篇名為「高雄州下の威嚇飛行
頁 680。另外，1925 年 5 月 26 日里壠支廳「サクサク」社頭目及「ラマタセンセン」偕其妻
與長男之妻向前來與之會見的金川警部補提出謝罪及往後官命服從之哀願，其中讓原住民歸順
的原因之一，則是去年（1924 年 5 月）該社曾遭飛機轟炸而心生恐懼所致。
〈兇蕃「ラマタセ
ンセン」ト金川警部補ノ會見〉，
《理蕃誌稿》第四卷，頁 843─845。
162
〈ハジ蕃地を歸順させた 屏東警察航空班の二機廿九日恙なく歸る〉
，
《台灣日日新報》
，1924
年 5 月 30 日。
163
〈ハビ社の威嚇飛行〉
，
《台灣日日新報》，1924 年 10 月 10 日；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
頁 163。
164
就航空班員野口昂的看法，
「理蕃飛行」除了使原住民心生恐懼外，也可讓歸順的原住民，告
知未歸順的原住民，向其宣傳飛機的威力與恐怖。野口昂，
〈生蕃と飛行機〉，
《空の武士》
，頁
97。
165
〈
「ハビ」社兇蕃ノ戰慄〉
，《理蕃誌稿》第四卷，頁 680─682。
166
「コツアボガン社」原與「パイウン社」為仇敵關係，1924 年底「コツアボガン社」遭航空
班轟炸後，因自覺與「パイウン社」之仇敵關係甚為不利，所以兩社於 1925 年 1 月 21 日在官
憲的監督下舉行和解儀式。〈屏東郡蕃地飛行〉，
《理蕃誌稿》第四卷，頁 697─699、836；大
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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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功」之消息，並說明南蕃各社因相互仇敵之關係，在防衛上多以集團性居住
為主，而這也給予航空班在蕃地爆擊上之方便，且破壞力可達 90%之高。而現下
航空班所採行的單次威嚇行動並非長久之道，況且「蕃人」反覆無常，威嚇時間
一久即忘卻當時所受到的恐懼，所以此種飛行必須經常反覆進行，另一方面則配
合撫育操縱等方針，以期促成兇蕃早日歸順。167
因此自 1923 年以來，為了防範東部蕃情之動搖，以及加深該地原住民對飛
機威力之印象，使之不因時間因素而忘卻其對飛機的恐懼，所以航空班則訂於每
年 5 月對東部的原住民施行「週期性的威壓」
，因此 1925 年度的東部蕃地威嚇飛
行乃是遵循此例而施行。不過此次的東部蕃地威嚇飛行則與前幾回有所不同，其
主要是將威嚇區域集中於花蓮港廳及台北州下中之一部份（宜蘭、羅東及蘇澳三
郡）
，原因則是台北州下之三郡的原住民大多都從未接觸過飛機，對其威力也瞭
解甚少，而台東廳一帶則因地理位置與高雄州鄰接，且天後及氣象等等因素也與
高雄州類似，若一旦有需要，則隨時可由屏東出發執行相關之任務。所以鑑於前
述種種考量，航空班 1925 年度的東部蕃地威嚇飛行才與以往略為不同。168
1925 年度的東部蕃地威嚇飛行，乃於 5 月 1 日航空班移師花蓮港廳「加禮
宛著陸場」後展開。威嚇區域主要為「バトラン」
、
「內タロコ」
、
「ブセガン」
、
169
「タ－フン」，以及玉里一帶。 而以花蓮港廳為東部蕃地威嚇飛行的第一站結
束後，航空班的相關人員則於 5 月 11 日轉移至宜蘭練兵場，以執行蘭陽一帶的
飛行任務。任務區域則為「ブタ－」
、
「シキクン」
、松羅、圓山、
「ボンボン」
「ピ
ヤナン」，以及南澳蕃社集團（山櫻、旭、大和等各蕃社）
，並前進至台北及烏來
社上空進行表演訪問。而宜蘭一帶的蕃地飛行結束後，航空班除了至台北參加 5
月 30 日秩父宮雍仁親王來台的「奉迎飛行」及 6 月 17 日的「始政三十年紀念飛
行」外，至 6 月 21 日相關任務結束歸返屏東為止，共經歷 50 日的飛行任務，及
三處飛行根據地的轉移（花蓮港、宜蘭、台北）
，其飛行的區域更是幾乎涵蓋台
灣全島。這些長時間的經驗累積，皆給與實際執行飛行任務的駕駛，以及負責飛
機維護與飛行根據地整備的人員難得的經驗。170
航空班歸返屏東後，鑑於 1925 年 3 月於屏東郡所發生的「マヌル社」蕃人
「アリポカン‧スグスグ」他殺事件，疑為「コチヤボガン社」蕃人所為。但是
因為該社距離官憲掌控所及甚遠，並因盤據天險之地有漸輕視官命的傾向，以致
於對此事件關係人之傳喚則頗為困難。而對於該社的威嚇飛行已於去年（1924）
167

此外，較為特別的是，此篇報導則提及航空班在執行威嚇任務時，除了使用炸彈及鉛彈外，
還可能曾經有過對原住民使用殺傷力強大的「毒瓦斯」之想法。
〈高雄州下の威嚇飛行大成功〉
，
《台灣日日新報》
，1924 年 11 月 22 日。
168
自 1923 年至 1927 年航空班廢班為止，除了 1926 年未舉行外，東部一帶的「週期性的威壓」，
因考量對原住民心理上的持續影響及季節天候因素，所以每年皆訂於 5 月左右舉行。金子山，
〈本島東部蕃地威嚇飛行狀況〉
，《台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99 號，1925 年 9 月，頁 123。
169
〈五月晴れの碧空想に二機雁行して〉，
《台灣日日新報》
，1925 年 5 月 2 日；
〈二機交々鳳翼
を延し 太魯閣上空飛翔〉
，
《台灣日日新報》
，1924 年 5 月 7 日；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
頁 165─167。
170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171─173；
《理蕃誌稿》第四卷，頁 858─864；台灣總督
府警務局航空班，
〈既往ノ實績〉，
《班務概況》，未編碼。
54

底執行，雖獲得一定的成果，但事過境遷後其效果已漸為薄弱，因此航空班乃決
議於 1925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1 日對該社執行連續性的威嚇飛行。而該社在經歷
過連續二天的威嚇飛行後，原本不從官命及駐在所傳喚的「コチヤボガン社」態
度則突然一變，該社頭目、勢力者等 14 名於 7 月 1 日一早即抵達「マヌル」分
遣所前表達謝最之意，不過航空班則認為對於該社的威嚇飛行則有繼續的必要，
因此當日飛機至該社上空進行迴旋威嚇，而該社的原住民則為此感到極度恐怖，
並認為該社有被轟炸之虞，所以紛紛收拾家中細軟往後方之山中避難。同日午
後，該社的頭目與勢力者則再度前往駐在所以表謝最之意，並提出現金 16 圓及
蕃布 27 枚，以示誠意。另外，7 月 13 日該社勢力者「イタフ」則出現在「トク
ブン」駐在所前，並向警察官說明「マヌル社」蕃人他殺事件，係為其社「カス
プランカン」及另一名蕃丁所為，且提出今後頭目及勢力者必需充分取締行兇者
之誓。171
此外，對於該年 6 月 28 日於高雄州旗山郡所發生的「新望嶺第四十八號腦
寮」遭原住民襲擊及馘首事件，172航空班則擬定於 9 月 17 日開始針對該地之布
農及魯凱族社群實施威嚇飛行的懲戒。主要飛行區域為「マンタウラン」
、
「バリ
173
サン社」、
「ラツクス社」、
「バリサン社」
、
「ガニ」等地。 而此回威嚇飛行的實
際結果，據 1925 年末曾經到高雄州屏東郡「ラクイン溪」一帶旅行的花蓮港廳
下「イホホル社」蕃丁「カイソルメンロ」向玉里支廳石洞駐在所的報告得知，
近來日本人對「アリマンシケン」居住地附近進行砲擊及飛機轟炸的結果，已讓
其產生歸順之意，並對如何歸順等種種問題煩悶中。又其兄「ラホアレ」
（拉荷
阿雷）的態度則認為，如果歸順的話必定會遭到日本人的殺戮，所以必需持續反
抗，而他自己則推想，飛機應是木片或竹細工所製成，只要狙擊的話很容易就能
使其墜落，如投下炸彈的話，只要躲入岩石下方或森林中即可。由此可知，此回
高雄州下一帶的威嚇飛行，已讓昔日曾經發下「飛機來的話我一發『鐵砲』就可
將其射落」174豪語的「アリマンシケン」產生歸順之意，雖然其兄「ラホアレ」
反抗的態度甚為堅定，但是可以說明的是，航空班這一時期的威嚇飛行對於「最
後的歸順蕃」（ラホアレ、アリマンシケン、ラマタセンセン）來說，已產生了
某種程度上嚇阻及壓制效果，而這或許也可以說明 1930 年代以後，其陸續歸順
下山的因素除了「關山越嶺道路之開通」等眾多原因外，對於飛機威力的漸漸體
認，可能也是歸順壓力的原因之一。
有鑑於此，對於 1925 年秋天以來，屏東郡內部蕃地由他地所遁避而來的原住
民與附近各社集團化傾向之情況，航空班則擬定於 1926 年 1 月 19 日至 21 日，
針對南部「アリマンシケン」之居住地實施轟炸任務，且對「マンタウラン」
、
171

〈屏東郡蕃地威嚇飛行〉
，
《台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99 號，1925 年 9 月，頁 130─132；大竹文
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173─175；
《理蕃誌稿》第四卷，頁 865─866。
172
〈新望嶺ノ蕃害〉，
《理蕃誌稿》第四卷，頁 846。
173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175─176；
《理蕃誌稿》第四卷，頁 866─867。
174
〈兇蕃「アリマンシケン」及「ラホアレ」等ノ動靜〉，《理蕃誌稿》第四卷，頁 980─981；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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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バリサン」及「下パイワン」各社進行威嚇飛行，並連續三天於「アリマンシ
ケン」之居住地投下共 16 枚炸彈。根據事後官方對屏東郡「ピハユウ社」的「タ
ハイラン」等人的記載，此次針對「アリマンシケン」的蕃地爆擊飛行，已對其
附近各社產生明顯的威嚇效果，並使得避走至台東廳一帶的「ラマタセンセン」
（拉瑪達仙仙）向官憲提出歸順之請。175
1926 年 1 月的高雄州一帶威嚇飛行結束後，航空班則考量到目前台中州及
新竹州下之部份蕃地，自 1923 年以來已久無執行蕃地飛行任務，而當地居住在
深山中的部份原住民則因此對於官憲之招撫已漸有漠視之傾向。因此，航空班則
決定於該年的 2 月中旬，針對台中及新竹兩州執行蕃地威嚇飛行，任務的主要區
域為「サラマオ避難蕃地」與「シカセウ社」
。176其中，2 月 28 日時則出動野口
昂巡查則進行單人單機進行蕃地飛行任務。該機出二水後，經竹山、鹿谷、
「ナ
マカバ」、「タマホ」、「マシサルン」
、
「イバホ」
、
「シシホア」、
「タクトラン」
、
丹大、
「カネトワン」、
「バクラス」
、社兒、集集、大山、中寮、草屯、彰化後歸
航。經過了短暫的休息及燃料補充後，同機則繼續由早坂文之助囑託駕駛，由豐
原至東勢並通過埋伏坪，經新竹州「マビルハサ」上空並在大湖及大溪一帶的蕃
地飛行後，沿竹南海岸線歸航。而此次的台中州及新竹州下的蕃地飛行則因天後
因素及千枝四郎的墜機，使得航空班半個月的時間前後僅僅執行三回蕃地飛行，
並在 3 月 1 日結束任務歸返屏東基地。177
而該年 2 月份的台中州及新竹州下之蕃地飛行任務結束後，因有感於自 1923
年以來飛行班雖已具備自行培養飛行駕駛的能力（後藤儀作及若宮稔）
，但其實
這些由航空班自行培訓的飛行駕駛並無太多的蕃地飛行經驗，且該年 2 月因航空
班員千枝四郎墜機身亡，使得航空班內能夠執行蕃地飛行任務的僅剩 5 人，加上
班內飛行員之間的因素，178所以必須對兩名自行培養的飛行員進行蕃地飛行教育
及實地演習，以補充現階段在蕃地飛行任務上人員的不足。因此，為了兼顧理蕃
175

另外，此回的威嚇飛行也讓曾經被「ラホアレ」告戒歸順一定會被補的「リト社」小社「カ
イモス社」產生歸順之念。
〈新武路奧地ノ蕃情〉
，
《理蕃誌稿》第四卷，頁 984─985；大竹文
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177─178。
176
另外，此回的蕃地飛行後則確認以往不明的「サラマオ避難蕃」所在地。另外，航空班第一
日的任務執行完畢後，台中州能高郡「サラマオ」未歸順蕃「ブロツケー」居住蕃丁「タツタ
ンロツパオ」及 5 名族人，則於當日前往「サラマオ」收容蕃社探親，而該地的駐在所的川西
警部則向他們告知今日將有飛機前往該社進行威嚇懲戒，並希望其在歸社後傳達盡速歸順之命
令。
〈「サラマオ」未歸順蕃情〉，
《理蕃誌稿》第四卷，頁 985─986。
177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179─185。
178
1922 年聘入的兩位飛行助教（松崎武夫及永田重治），則於 1924 年離班解職，而 1926 年 1
月千枝四郎墜機身亡後，能夠執行蕃地飛行任務的僅剩五十嵐金一郎、野口昂、早坂文之助、
松尾一男及奧山順治等五人。另外，根據野口昂的描述：
「危險的炸彈輸送及蕃地的搜索飛行，
身為部下及後輩則必須一肩扛起，而能夠吸引一般人目光的高等飛行及低空飛行（飛行表演）
，
則是前輩的特權……，同樣是飛行駕駛，若沒有飛行命令，後輩好像就跟飛行無關，這完全是
對飛行技術的一種重大侮辱。……（這種情況的產生）則完全是飛行員間相互嫉視的關係所造
成」
。若由上述說法來看，屬於長官的為五十嵐金一郎，而松尾一男及奧山順治則屬「前輩」，
所以除了航空班內對於新培育人員的既訂訓練考量外，飛行員間因「學長制」所造成的不成文
之任務分配擔當，或許也是航空班急於將新培養的兩位飛行員推上蕃地飛行第一線的原因之
一。野口昂，《蕃地飛行》
，頁 199─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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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及人員訓練，航空班則擬訂於 1926 年 9 月中旬實施北部一帶橫跨三州三航
程的蕃地飛行；三州為台北、新竹、台中，三線則為，台北至羅東一帶、台北至
新店一帶，以及台北至三星，並由新竹州進入台中州一帶。179
另外，鑑於往年 5 月皆循例舉行的東部蕃地飛行，因 1926 年初的航空事故
及人員培訓而宣告暫停一年，因此航空班內則決議於 1927 年 5 月，針對東部海
岸山脈一帶執行蕃地飛行任務。航空班相關人員及飛機則於 5 月 1 日由屏東飛抵
台東，不過因為東部一帶的天候正逢雨季，所以航空班的於台東的蕃地飛行任務
則決定放棄，並在 16 日移往花蓮港廳。而花蓮港廳的蕃地飛行乃於 17 日才開始
執行。而航空班在花蓮的任務結束後，乃於 6 月 1 日即移師至宜蘭，不過也因為
天後的持續不穩，使得航空班在宜蘭的活動只能出動零星的架次進行練習飛行，
並在 16 日放棄宜蘭一帶的蕃地飛行，經由台北南下返屏，完成所謂的「環島一
周飛行」。180
1927 年 5 月航空班於東部的蕃地飛行結束後，該年 9 月份即因「國防考量」
因素而廢班閉鎖，181相關的業務則由陸軍第八飛行聯隊由九州太刀洗基地移師屏
東後承接。縱觀航空班自 1919 年開班至 1927 年廢止以來，雖然在成立初期因航
空事故以及飛行設備等問題，使得航空班一度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甚至還險遭
到廢班的命運。然而，因為總督府在理蕃政策的考量與堅持下，使得航空班有延
續的可能，甚至擴大編制及規模。由這一點來說，雖然航空班在此一時期屢遭輿
論批評，但是總督府傾向支持的立場，也代表飛機在理蕃上有著一定及顯著的效
果，特別是在原住民的心理威嚇上，以及台灣特殊高山地型的關係，使得總督府
有不得不繼續使用飛機進行「理蕃」的想法。若就蕃地飛行的成效來說，由前述
航空班歷年的蕃地飛行活動即可得知，自航空班開班以來就有不少原住民因受到
威嚇而歸順。

179

〈北部蕃界飛機演習〉
，
《台灣日日新報》
，1926 年 8 月 27 日；
〈北部蕃地飛行實施〉
，
《台灣警
察協會雜誌》第 112 號，1926 年 10 月，頁 264─265；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186
─189。
180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189─191。
181
〈警察飛行班 九月中に閉鎖〉、
〈警察飛行班 本月末迄に 廢班事務完了〉，
《台灣日日新報》，
1927 年 8 月 8 日、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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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1926 年「飛行機對蕃公之威脅」
飛行機對蕃公之威脅」連環漫畫
資料來源：
《台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寫真帖
（台北：
資料來源：台北州警務部，
台北州警務部，
《台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寫真帖》
台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寫真帖》
台北：同編者，
同編者，1926 年）。
註：（各圖之大意）
各圖之大意）1.「
「蕃公」
蕃公」們不相信有飛機的存在；
不相信有飛機的存在；2.「
「蕃公」
蕃公」們看見如大鳥般的飛機以及
落下會爆炸的鳥糞而感到驚愕
飛機使得「
「蕃
落下會爆炸的鳥糞而感到驚愕；
的鳥糞而感到驚愕；3.飛機使得
飛機使得「蕃公」
蕃公」們及牲畜都狼狽地躲入屋內；
及牲畜都狼狽地躲入屋內；4.「
公」們對警察官分駐所提出請飛機不要再來之哀願。
對警察官分駐所提出請飛機不要再來之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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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所謂的「蕃人出草」上，根據相關資料顯示，1906 年至 1930 年末
的 25 年間因「蕃人出草」而死亡的人數合計約 7 千人之多，人數最多則在 1912
年的 761 人，而這種情況則在 1921 年以後有了明顯的改善，迄至 1923 年則僅剩
13 人，1924 年減為 4 人，1925 年及 1926 年各 2 人，1927 年 9 人。而就時間點
來看，
「蕃人出草」數字的逐年減少的原因之一，可以說與航空班的蕃地飛行不
無關係。182除此之外，航空班的蕃地飛行任務，在航空科技及飛行技術等其他方
面，特別是 1921 年以來「サ式飛行機」在台灣的試用、氣象測候及蕃地踏查測
繪等，其成果對於整個日本航空發展來說則提供了不少寶貴經驗及貢獻。183其
中，最直接且具體的成果，則是讓有承接關係的「屏東陸軍飛行第八聯隊」
，在
1930 年底對霧社「反抗蕃」進行鎮壓時，能夠發揮嚇阻效力之原因，則歸功於
航空班長期的「蕃地飛行」。184
但是，就航空班的總飛行數來看，蕃地飛行則僅佔總飛行回數約 6.32﹪，佔
飛行總時數約 20﹪。反過來說，所謂的「平地飛行」在回數上比蕃地飛行多了
14.8 倍，在時數上則多了 4.1 倍。185換言之，屬於「威壓」層面的蕃地飛行在任
務執行的比例來看，則遠不及較屬於「撫育」
（教化及威嚇）層面的平地飛行。186
這其中的原因，則與總督府的理蕃政策由「武力行使」轉向「宣撫操縱」有關，
187
並且也直接影響到大正時期「內地蕃人觀光」轉向為「島內蕃人觀光」的原因
之一。
表 2─7 航空班歷年「
航空班歷年「蕃地飛行」
蕃地飛行」回數及時數簡表（
回數及時數簡表（1920─1927）
1920─1927）
年度

回數

時數

根據地

1920 年

10

29 時 27 分

台北、鹿港

飛行區域 / 備註
◎新竹州、台中州一帶蕃地

◎高雄州、台中州一帶蕃地
1921 年

8

10 時 53 分

屏東、鹿港

◎因 1921 年航空班內所發生的種種問題，使
得此年度蕃地飛行回數及時數為歷年最少

1922 年

12

20 時 49 分

屏東

◎高雄州、台東廳一帶蕃地
◎橫越玉山主峰（11 月 15 日）

1923 年

62

87 時 51 分

台東、花蓮

◎台東廳、花蓮港廳、新竹州、台中州、台

港、台北、

北州、高雄州一帶蕃地

182

井出季和太，
《台灣治績志》
，頁 788；
〈今後の理蕃事業〉，
《台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90 號，
1924 年 11 月，頁 25─39；
〈蕃人ノ為ニ殺傷セラレタル者〉，
《台灣統計摘要‧昭和二年》
（台
北：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査課，1928 年）
，頁 85。
183
〈昔時の臺灣警察航空班を偲ぶ〉，
《台灣警察時報》第 298 號，1940 年 9 月，頁 59。
184
鷲巢敦哉，
〈保安警察の一斑：台灣に於ける飛行機の發達 警察飛行班の功績〉
，《台灣警察
四十年史話》，頁 175。
185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航空班，〈各年別ノ飛行回數及時間〉
，《班務概況》
，未編碼。
186
所謂的「平地飛行」
，除了飛行表演與航空班平時的「練習飛行」外，還包含不定期的「郵便
飛行」、宣傳飛行、「奉迎飛行」
、演習飛行等等。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航空班，
〈既往ノ實績〉
，
《班務概況》，未編碼。
187
〈昔時の臺灣警察航空班を偲ぶ〉，
《台灣警察時報》第 298 號，1940 年 9 月，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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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屏東

1924 年

51

58 時 41 分

台東、花蓮

◎台東廳、花蓮港廳、高雄州一帶蕃地

港、屏東

1925 年

75

44 時 33 分

花蓮港、宜

◎花蓮港廳、高雄州、台北州一帶蕃地

蘭、屏東

1926 年

22

37 時 42 分

屏東、鹿

◎高雄州、台中州、新竹州、台北州一帶蕃

港、台北

地

◎台東廳、花蓮港廳、台北州、高雄州一帶
1927 年

41

56 時 04 分

花蓮港

蕃地
◎環島一週（6 月 16 日）

資料來源：
〈各年別
《班務概況
資料來源：1.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航空班
1.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航空班，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航空班，
〈各年別ノ
各年別ノ飛行回數及時間〉
飛行回數及時間〉，
《班務概況》
班務概況》，未編碼
，未編碼。
未編碼。
2.根津雄次郎
〈台灣航空界展望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1931
2.根津雄次郎，
根津雄次郎，
〈台灣航空界展望〉
台灣航空界展望〉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1931 年 5 月，頁 8─9。
3.大竹文輔
3.大竹文輔，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台灣航空發達史》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頁 89─
89─190。
190。
註：1.歷年
1.歷年「
歷年「蕃地飛行」
蕃地飛行」回數總計為 281 回，時間總計為 346 小時。
小時。
2.航空班歷年
2.航空班歷年（
航空班歷年（1920─
1920─1927）總飛行回數共
1927 總飛行回數共 4,442 回，飛行總時數共 1,768 時 21 分；蕃
地飛行佔總飛行回數約 6.32﹪，
6.32﹪，佔飛行總時數約
﹪，佔飛行總時數約 20﹪。
20﹪。
3.1921
3.1921 年 6 月至 1922 年 8 月間，
月間，因班內人員及飛機的不足，
因班內人員及飛機的不足，蕃地飛行乃暫告停頓。
蕃地飛行乃暫告停頓。

三、航空班的平地飛行與「
航空班的平地飛行與「蕃人觀光」
蕃人觀光」
1911 年 4 月總督府籌辦「第一回內地觀光」時，赴日觀光的原住民就已經
接觸到當時最新科技之一的飛機，並且在隔年 10 月舉辦「第四回內地觀光」時，
原住民則有了搭乘飛機的機會。而自 1911 年舉辦「內地觀光」以來，就「飛行
機觀覽見學」這項行程來看，原住民的反應除了感到驚訝及不可思議以外，也多
呈現恐懼及害怕之情。188加上 1912 年 5 月桃園廳「カオガン社」發動反抗事件
時，曾經參加「第一回內地觀光」的角板山社頭目「タイモ．ワタン」及「ユー
ミン．ロツクン」
，因曾在日本目睹到飛機飛行，並感到恐懼，所以在回台後便
告知族人飛機之可怕。也因為如此，該社便無加入此次的反抗行動，而這也成為
「カオガン社」反抗失敗的主因。189
有鑑於飛機威嚇原住民的效果良好，1914 年日本民間飛行士野島銀藏，以
及 1915 年高左右隆之來台進行表演時，總督府當局都曾安排原住民下山觀覽，
並獲得良好的效果，加上前幾回「內地觀光」舉辦時之成效，以致於 1916 年安
東貞美總督乃萌生將飛機利用於「理蕃」之想法，並詢問總務長官下村宏之意見。
不過，下村總務長官卻以「現行在蕃人觀光所負擔的經費，已無餘力再負擔其它
經費支出」為由，使得該案乃暫時作罷。190因此，就 1916 年下村總務長官對安
東總督的返答可知，此一時期的「內地蕃人觀光」與將安東總督的想法，就當時
188

〈第一回內地觀光蕃人ノ歸台〉、
〈蕃人內地觀光（第四回）〉
，《理蕃誌稿》第二卷，頁 195－
198、251─253。
189
〈桃園廳長ノ蕃地巡視報告〉
，《理蕃誌稿》第二卷，頁 223。
190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警察航空班史〉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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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政預算來說，基本上兩者僅能選其一執行。因此 1919 年總督府決定成立航
空班後，
「蕃人觀光」的方向即有明顯的轉變。茲將大正時期總督府「蕃人觀光」
相關預算與「航空班」歷年預算，簡列於下表：
表 2─8 「蕃人觀光」
）
蕃人觀光」與「航空班」
航空班」歷年預算簡表
歷年預算簡表（
簡表（1914─1927）
年度

內地觀光（
日圓） 航空班（單位：
單位：日圓）
日圓）
內地觀光（單位：
單位：日圓）
日圓） 島內觀光（單位：日圓）

1914

5,000

16,000

─

1915

8,000

11,520

─

1916

8,000

11,520

─

1917

3,000

4,360

─

1918

9,240

2,820

─

1919

─

2,820

175,420

1920

─

6,000

269,159

1921

─

5,100

157,097

1922

─

5,100

144,816

1923

─

5,100

139,116

1924

─

3,960

139,116

1925

─

3,960

134,007

1926

─

3,960

90,827

1927
計

─

3,960

90,827

82,220

1340,385

33,240

資料來源：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高砂族
資料來源：1.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高砂族の
高砂族の教育》
教育》（台北：
台北：同編者，
同編者，1944 年），頁
，頁 58─59。
58─59。
2.台灣總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航空班
〈航空班諸費豫算年次表
，《班務概況
，未編碼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航空班，
督府警務局航空班，
〈航空班諸費豫算年次表〉
航空班諸費豫算年次表〉
《班務概況》
班務概況》
，未編碼。
未編碼。
3.大竹文輔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頁 192。
192。

由上表所示，即可說明大正時期「蕃人觀光」與航空班之相互關係。首先，若由
「內地觀光」的部份來看，該預算僅編列至 1918 年 4 月的「第五回內地觀光」，
191
隨後即以「蕃人島內觀光」之舉辦為主要項目。而根據鄭政誠的研究，「蕃人
觀光」由內地轉向島內的原因，主要為台灣已經過日本多年的經營，近代化建設
亦多，原住民至台灣各城市參觀與內地觀光亦有同樣效能，而觀光所費不貲，影
響國庫支出，加上大正期後歸順部落增多，總督府又想以觀光政策從誘降轉向啟
發，是以總督府囑託丸井圭治郎乃提出「就近觀光」與「觀光公費減少」之策，
因此島內觀光乃漸取代內地觀光。192

191

「第五回內地觀光」舉辦時，曾安排原住民至所澤陸軍飛行場，參觀飛機投下炸彈，並使其感
到戰慄。台北州警務部，
《台北州理蕃誌（舊宜蘭廳）》下編（台北：同編者，1923 年）
，頁
527。
192
鄭政誠，《他者的天空：日治時期台灣原住民的觀光行旅》
（台北：博揚文化，2005 年）
，頁
51、158。
61

但是若就前述 1916 年總務長官下村宏的說法，以及 1917 年陸軍航空部隊來
台進行「耐熱飛行」後，決議設立航空班的過程來看，「蕃人內地觀光」轉向的
原因之一，似乎也與航空班的成立有關。也就是說，1919 年後「蕃人觀光」由
內地轉向島內的原因，除了台灣已具備近代化設施等觀光條件外，1919 年航空
班正式成立後，島內其實也漸具以往「蕃人內地觀光」所參訪行程中，含有威嚇
性質的大部份軍事設施，例如以往至日本參觀的砲兵射擊行程，可由基隆及馬公
要塞砲兵大隊，或是各步兵聯隊內的山砲中隊取代；軍艦參觀行程，可改參觀基
隆與打狗（高雄）港停泊的軍艦；陸軍步兵部隊與相關演習的參觀行程，可就近
參觀駐台之步兵聯隊；而最具威嚇效果的飛機參觀行程（所澤陸軍飛行場）
，則
可由新成立的航空班代替。因此，1919 年航空班設立後，就以往「內地蕃人觀
光」舉辦時的軍事相關行程來看，可說是補足了最後一項，也是最有效果，且能
持續在蕃地與平地進行威嚇的「軍事設施」
。

圖 2─7 （上）1920 年代航空班「
年代航空班「平地飛行表演
平地飛行表演」
表演」時投下炸彈一景；
時投下炸彈一景；
」
（下）1920 年代「
年代「新武路蕃人の
新武路蕃人の飛行機見學（
飛行機見學（プヌン族
プヌン族）
資料來源：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289。
。
資料來源：1.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台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
第一冊，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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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東平野寫真館發行
台東平野寫真館發行明信片
。
台東平野寫真館發行明信片（
明信片（曾令毅收藏）
曾令毅收藏）

其次，自 1919 年航空班成立後，迄至 1925 年 7 月「第六回內地觀光」才再
次開啟，且此回與以往前幾次的性質已大為不同，具有威嚇性質的參訪已經從行
程裡消失，而轉由花蓮港廳農業補習學校的原住民學生以參加青少年棒球邀請賽
的名義，赴日比賽兼觀光參訪。193因此，若由第五回、六回「蕃人內地觀光」間
隔時間長達 7 年，且性質已轉變的情形來看，加上「表 2─8」所顯示的數據觀察，
這期間具有威嚇或教化性質的參訪，已轉向「蕃人島內觀光」，而參觀飛機之行
程，也由當時台灣唯一的航空機構「警察航空班」所負責，並在該班舉辦「平地
飛行」時，由各地理蕃單位安排至指定地點參訪。
另外，
「表 2─9」則顯示，航空班歷年的平地飛行表演中，原住民前來觀覽
的人數大略以 1923 至 1924 年為高峰，觀覽記錄則止於 1925 年。而 1923 至 1924
年為高峰的原因，則與前述「表 2─7」之航空班歷年「蕃地飛行」所顯示的時數
有所呼應，主要是因為新式飛機的加入，而使得航空班活動及任務增多。而原住
民觀覽記錄則止於 1925 年的原因，若由前述「第六回內地觀光」的性質已開始
由威嚇轉為教化的情況來看，或許也可說明 1925 年以後「島內蕃人觀光」與航
空班的平地飛行「脫鉤」的原因。
因此，1919 年以後「蕃人觀光」由內地轉向島內的原因，除了經費考量與
島內近代化設施之完備外，該年航空班的成立，以及伴隨而來的高額預算經費，
加上飛機對原住民的良好威嚇效果，所以在經費節省等諸多考量下，或許也是致
使總督府將「蕃人內地觀光」停辦，而轉為「蕃人島內觀光」的原因之一。
表 2─9
2─9 航空班歷年平地飛行與「
空班歷年平地飛行與「島內蕃人觀光」
島內蕃人觀光」記事簡表
年度

月日

地點

人數

反應 / 備註

1920

04.24

古亭練兵場

50

桃園新竹台北三廳下原住民中，以往參加內地觀光

（台北）

及陸軍耐熱飛行時曾見過飛機，且以為飛機是軍隊
才有，見警察大人乘坐乃甚為驚訝，而桃園廳下原
住民則請求觀光完歸社時可否把飛機送給他們帶回

05.01

古亭練兵場

40

南投及宜蘭廳下原住民感到膽顫心寒

11.21

屏東飛行場

─

附近原住民參訪屏東飛行場開始式，並感到驚訝

1921

01.05

屏東飛行場

─

トクブン蕃外三社參觀新春飛行，並感到驚訝

1922

05.01

屏東飛行場

170

適逢陸軍航空隊來班進行耐熱飛行訓練，高雄州下
未歸順九社前來觀覽，以往半信半疑的態度突然改
變，並覺得不可思議

193

另外，根據鄭政誠的研究，第五、六回「內地蕃人觀光」
（1918─1925）期間，
「台北州警務
部曾要求轄下之宜蘭廳勸誘有力生蕃至內地觀光，以得經營蕃地、化導原住民之便，但未有下
文」，而該段文字所引用的資料，據該著所載乃引自《台北州理蕃誌（舊宜蘭廳）》上編（1924
年）中〈蕃人內地觀光ニ関スル民政局長ノ照會〉
（頁 52）之記載，但該頁之內容所記述為 1897
年之事，並非第五、六回「內地蕃人觀光」期間所提出之意見。同上書，52─53、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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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10.27

古亭練兵場

─

至台北觀光之蕃童前來觀覽

04.21

台南高雄兩州

500

為舉辦皇太子行啟南部地方，乃動員全台各地原住
民進行航空班奉迎飛行表演相關活動

05.09

台東著陸場

─

附近原住民前來觀覽，眾人臉色大變甚感恐怖

05.12

台東著陸場

約 700

附近原住民前來觀覽，見炸彈投下威力感到驚駭

05.15

加禮宛著陸場

約 1000

前來參觀之原住民觀覽後皆膽戰心驚

08.13

古亭練兵場

24

羅東郡溪頭蕃與カオガン蕃來北見學，對飛機之飛
行妙技感到驚異無比

08.19

古亭練兵場

66

台北、新竹、台中州下六社前來參觀飛機炸彈投下
表演，表演終了警務局長給與彼等訓示

1924

02.05

屏東飛行場

─

內本鹿社來班觀覽後，對班員提出飛機飛過部落上
空後收成變差，今後是否不要在部落上飛行之懇求

05.11

台東著陸場

500

附近原住民前來觀覽

05.16

加禮宛著陸場

─

附近原住民前來觀覽，參觀後皆感到驚訝

05.18

加禮宛著陸場

─

附近原住民前來參觀飛機炸彈投下表演

05.19

加禮宛著陸場

910

玉里、花蓮港、研海支廳下原住民前來觀覽

10.26

屏東飛行場

65

總督伊澤多喜男來班視察，曹、排灣、布農三族及
蕃童教育所學生前來觀覽

1925

01.15

屏東飛行場

70

總務長官後藤文夫來班視察，屏東及恆春各社前來

05.03

加禮宛著陸場

─

附近原住民前來參觀飛機炸彈投下表演

05.13

宜蘭練兵場

百餘名

羅東郡下原住民前來參觀「練習飛行」

資料來源：
─192。
。
資料來源：1.大竹文輔
1.大竹文輔，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台灣航空發達史》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頁 78─
2.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誌稿》
理蕃誌稿》第四卷，頁 372─
372─373、
373、443─
443─444、
444、755─
755─756。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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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軍方與民用航空之發展
前言
1927 年 9 月台灣第一個正式的航空機構「警察航空班」廢班閉鎖後，即因
「國防因素」之考量，將原本駐紮於九州福岡太刀洗的陸軍飛行第八聯隊移防至
屏東，並擔負起帝國南方門戶的空防任務。因此，探討所謂的「國防因素」為何，
以及為何在此時將陸軍航空部隊駐防於台灣，即成為本章首先要解決的問題。而
此飛行聯隊除了是第一個駐防台灣的航空部隊外，其成立的過程及移防台灣的原
因則與 1920 年代開始的「海軍軍縮」有著密不可分之關係，並且直接影響到 1930
年代以後台灣航空兵力的佈防和發展。因此，本章將由「軍縮」與駐台航空部隊
之關係開始探討，並對軍方航空部隊歷年在台灣的諸多航空活動進行整理與分
析，以釐清各軍種在不同時期於台灣所扮演的角色與性質。
另外，除了討論「軍方航空」於台灣的活動與性質外，本章的另一個主題則
是以台灣民用航空的發展為探討中心，並以一次大戰後日本民航發展為背景，闡
述 1930 年代「內台、島內定期航線」的開設過程，以及開設後的營運情形。而
台灣身為帝國南方的門戶，也是南進的據點，所以當 1936 年「內台、島內定期
航線」相繼開設成功後，台灣就成為帝國南方國際航線的起點，特別是「南支、
南洋」航線的開設，則是此時期開設的重點之一。因此，討論 1936 年後以台灣
為中心的國際航線之開設，以及台灣成為帝國南方航空圈中心地位的過程，則是
此部份所欲探究的中心。
此外，太平洋戰爭後，台灣的民航則因戰時所需，轉為「軍用定期航線」所
用，因此透過轉型後的變化與發展情況，則可看出戰爭末期台灣民航的性質與縮
影，以及台灣與整個帝國航空圈的連結，特別是對於南方航空圈的所扮演的角色
與中心位置，則是該部分所欲討論的重點之一。

第一節 軍方航空部隊在台之發展
一、「海軍軍縮」
海軍軍縮」與駐台航空部隊
與駐台航空部隊之關係
航空部隊之關係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為謀求國際間的和平與新秩序，1919 年 1 月所召開的
「巴黎和會」
，以及各締約國所同意簽訂的「凡爾賽條約」
，基本上即是形成戰後
歐洲新體制的主要依據（凡爾賽體制）。而影響著東亞與太平洋區域國際秩序之
建立，主要則以是 1921 年 11 月至翌年 2 月所召開的「華盛頓會議」及其條約為
新體制形成的基準（華盛頓體制）
。194
特別是「華盛頓會議」中由五大海軍國（美、英、法、日、義）所協議的「華
盛頓海軍軍縮條約」之結果（1923 年 8 月 17 日實施）
，則限定日本海軍的主力
194

有馬学，《日本の近代 4「国際化」の中の帝国日本（1905─1924）》（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1999 年）
，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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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與美、英之間必須保持 5：5：3（10：10：6）
。換句話說，日本主力艦對英美
兩國只能保持六成的「劣勢比率」
，並且也規定英、美、日本「各國所屬領土及
屬地之要塞，以及海軍基地」，「應維持本條約簽訂時之現況」，即不得新建要塞
或海軍根據地，也不得加強沿岸防禦工程。受到這種限制的區域，在日本而言，
則包括千島群島、奄美大島、小笠原諸島、琉球群島、台灣及澎湖列島。另外，
1930 年英、美、日等國在倫敦所召開的「倫敦海軍軍縮會議」之結果，雖然使
得日本對於英美兩國在海軍軍備之比例略為提昇，但對於日本海軍在太平洋區域
的發展，還是有相當程度的制約。因此自 1922 年「華盛頓海軍軍縮條約」開始，
經 1930 年「倫敦海軍軍縮條約」
，至 1936 年 12 月日本退出軍縮會議的 15 年間，
因受兩條約之約束，太平洋區域風平浪靜，和平無戰事，故世人稱此時期為「海
軍之假期」。195但事實上就日本海軍內部來說，除對於兩條約的看法不同而產生
意見分歧、派閥傾軋外，也直接影響到陸海軍部隊往後在台灣的軍備與佈防。
首先就海軍方面來說，由前述可知，兩條約之規範則限制其在台灣的發展，
並且使得海軍所屬的航空部隊在 1936 年日本退出軍縮會議以前，都必須遵守「維
持本條約簽訂時之現況」（1922 年以前），因此並無法增設常駐部隊於台灣及澎
湖列島，僅只能透過由日本內地的航空基地進行兩地間之「內台飛行」
，或是以
196
「艦載掛機」之方式，在台灣及澎湖列島進行相關演練活動。 也因為如此，當
1936 年底太平洋區域進入「無條約時代」後，隔年 8 月為了支援對華作戰，海
軍才由九州鹿兒島縣調派「鹿屋航空隊」至台北（非常駐）
，且於 1938 年開始籌
劃興建高雄左營海軍軍港，並在 1941 年 1 月完成以高雄海軍基地為主的航空戰
力「第十一航空艦隊」之編成（常駐）
。197所以 1936 年以前海軍航空部隊在台灣
的活動，因受到長達 15 年「海軍軍縮」之影響，明顯較於陸軍航空部隊在台之
活動來的薄弱。
其次，就陸軍方面來說，因受到「華盛頓海軍軍縮」之影響，相關之預算也
被迫刪減。為因應此種情況，1922 年至 1925 年則由曾任首任陸軍省航空局局長
的陸軍大臣山梨半造（加藤友三郎內閣）與陸軍大臣宇垣一成（加藤高明內閣）
開始實施前後三回的「陸軍軍備整理」
，並使得四個師團之官兵約 9 萬餘人遭到
刪減，而整理後所節約的經費則用於軍備的近代化與機械化，以及戰車、高射砲
及航空等部隊之新設。198因此，若單就航空兵力的編制來說，前兩回的整理（1922
195

196

197
198

外務省編，
《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1840─1945）
》下冊（東京：原書房，1984 年）
，頁 9
─12；池田清，
《海軍と日本》
（東京：中央公論社，1997 年）
，頁 67─68；梁華璜，
《台灣總
督府南進政策導論》（台北：稻鄉出版社，2003 年）
，頁 59─61。
台灣總督府，
〈軍備制限〉
，
《加除自在台灣法令輯覽》第七輯第九章（東京：帝國地方行政學
會，1941 年）
，頁 313─314。另外，就大竹文輔對於 1922 年至 1937 年以前海軍航空部隊在
台的活動形式之整理顯示，主要多是以「內台飛行或艦載掛機」的方式，在台灣及澎湖進行
相關的飛行活動。參見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291─330。
山田朗，
《軍備拡張の近代史：日本軍の膨脹と崩壞》
（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 年）
，頁 190。
另外，因 1925 年的軍備整理而遭到縮編的現役軍官約 2 千餘人，則將其配置於中等以上學校
內，擔任「學校教練」之工作，並對男子學生進行相關的軍事訓練。因此，陸軍軍備整理，
除了使軍備近代化外，「學校教練」的出現也成為往後「國家總動員體制」的基礎。同前書，
頁 1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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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主要是對舊有的航空部隊進行編制改正之工作，而 1925 年 5 月的第三
回整理（「大正十四年軍備整理要領」）
，則是新設三所飛行學校（所澤、明野、
下志津）、增設陸軍航空兵科，且將原有的六個飛行大隊擴編為飛行聯隊，並同
時新增兩個飛行聯隊（飛行第七、八聯隊）
。199
另外，為因應 1922 年俄國革命後與「華盛頓海軍軍縮條約」簽訂後所形成
的國際情勢，該年的「大正十二年帝國國防方針」即將美國設定為第一假想敵國，
並且訂定「陸軍應協同海軍盡速對呂宋島進行攻略」之用兵綱領。因此，為確保
能夠以殖民地為軍事出擊的基地，殖民地駐留軍事力量的確立是必要的方針之
一，因此台灣的軍備乃由以往防禦性質，轉向具有進攻性質的性格。200也或許因
為前述之考量，陸軍才有將 1925 年新設的航空部隊常駐於台灣之計畫。
飛行第八聯隊新設後則預定駐紮於屏東，並且在轉營前暫與飛行第四聯隊共
同駐紮於福岡太刀洗陸軍航空基地，而台灣的事務則由 1925 年 11 月新設的「台
灣軍經理部屏東派出所」負責進行相關的轉營準備。201不過原本預定 1926 年 10
月移防至屏東的計劃，則因基地建築工事尚未竣工而延期。202此外，根據該聯隊
移防屏東的相關檔案來看，則明載其成立與移防的主要原因為「三國軍縮會議」
，
而原本由總督府因「理蕃因素」所成立的警察航空班等相關設備及部份業務，則
在廢止後交由陸軍原地接管。
飛行第八聯隊的轉營行動於 1927 年 5 月 9 日開始，13 日由福岡門司港陸續
出發，該月 26 日至 31 日先後到達基隆，且利用鐵路將相關人員與設備運送至屏
東，至 1928 年 2 月 19 日完成所有轉營相關事務，並正式開隊運作。203該聯隊移
防屏東後之編制，迄至 1930 年為止，轄下所屬單位計有一偵察中隊、一戰鬪中
隊、聯隊本部及材料廠，編制人員共約 3 百餘名，配置的各式飛機約 21 架（含
常用備用機）
。因此，該聯隊除了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個常駐的航空軍事單位外，
同時也肩負守護帝國南方領空之重責。204
由上述可知，昭和初年台灣軍方航空的軍備與佈防，則直接與 1922 年至 1936
199

陸軍飛行第一至第八聯隊駐紮地依序為：各務ヶ原（第一、二聯隊）
、八日市、太刀洗、立川、
朝鮮平壤、濱松市三方ヶ原、台灣高雄州屏東。外山操、松森俊夫，
《帝国陸軍編制総覽》第
一卷，頁 53─58；日本航空協會，《日本航空史》明治‧大正編，頁 749─750。
200
大江志乃夫，
〈植民地領有と軍部：とくに台湾植民地征服戦爭の位置づけをめぐって〉，收
錄於柳沢遊、岡部牧夫編，
《展望日本歷史 20 帝国主義と植民地》
（東京：東京堂，2001 年），
頁 83。
201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飛行第 4 連隊委任経理財産分割に関する件〉（1927 年 6 月）
《大日記乙輯》昭和 2 年（請求番號：C01001917200）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台湾軍
経理部屏東派出所設置に関する件〉（1925 年 11 月 21 日）《密大日記》大正 14 年 6 冊の内
第 1 冊（請求番號：C03022689100）
。
202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飛行第 8 聯隊転営期日延期に関する件〉（1926 年）《密大日
記》大正 15 年 6 冊の内第 1 冊（請求番號：C03022739800）
。
203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飛行第 8 連隊転営に関する件〉（1927 年）《密大日記》昭和 3
年 3 冊（請求番號：C01003814600）
；
〈南瀛鎮護の新威力よ 飛行第八聯隊開隊式〉，
《台灣
日日新報》
，1928 年 2 月 19 日夕刊。
204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飛行第 8 聯隊応急動員準備上必要事項に関する件〉（1930 年 7
月 18 日）《軍事機密大日記 1/2》昭和 5 年（請求番號：C01002598500）
；早川政之輔，
〈聯
隊の編制〉，
《飛行隊見學》（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30 年）
，頁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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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的兩項「海軍軍縮條約」有著密切的關係，並且也因此限制了海軍（含航空
部隊）在這 15 年間於台灣的發展。所以 1927 年屏東陸軍飛行第八聯隊設立以來，
迄至 1936 年 12 月日本退出「倫敦海軍軍縮條約」前，台灣的空中武力與軍事航
空等各項相關活動，基本上多是由陸軍所主導與支配。

圖 3─1 （上）1927 年前轉營前的飛行第八聯隊於福岡太刀洗陸軍航空基地；
年前轉營前的飛行第八聯隊於福岡太刀洗陸軍航空基地；
（下）1927 年後移防至台灣屏東的飛行第八聯隊
資料來源：
、（下）曾令毅收藏。
資料來源：（上）
曾令毅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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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駐台航空部隊的角色與性質
1927 年陸軍飛行第八聯隊正式駐防屏東後，台灣即具備了基本的空中防禦
能力，迄至 1936 年 12 月日本退出「倫敦海軍軍縮條約」以前，基本上台灣的天
空可以說主要是由陸軍航空部隊所主導。不過在 1927 年以前，陸海軍所屬航空
部隊即已在台灣展開大大小小的不定期活動與演練，因此若欲瞭解其在台灣所扮
演的角色與性質，就必須將在台進行的主要活動分三個時期來探討及分析。這三
個時期分別為第一期「耐熱‧試驗飛行時代」
（1912─1927）
，即陸軍飛行第八聯
隊正式駐防台灣以前，陸海軍所屬航空部隊在台的活動；第二期「陸軍航空時代」
（1927─1937），即陸軍飛行第八聯隊正式駐防台灣後，迄至中日戰爭前之主要
活動；第三期「對華‧南方作戰時代」
（1937─1945）
，即中日戰爭爆發後，台灣
成為對華航空作戰之中繼站，迄至海軍駐台航空部隊「第十一航空艦隊」編成後，
與駐台陸軍航空部隊所扮演的角色與性質。
首先就第一期來說，所謂的「耐熱‧試驗飛行」即是軍方在熱帶地區所進行
包含航空氣象調查、飛行員技術訓練，以及飛機性能測試等諸多航空相關活動之
統稱。而當時因台灣為日本第一個位於南方亞熱帶的領土，也是重要的國防門
戶，因此也就成了軍方進行「耐熱‧試驗飛行」時的首選地點。根據相關記載，
1907 年時總督府即已開始計劃由日本調派當時陸軍最新科技的氣球及相關人員
台，目的則是進行「台灣蕃地地勢、偵查及蕃族威壓」
，205迄至 1911 年為止，總
督府雖然陸續商請軍方來台進行以氣球為主的航空試驗，不過卻都因為技術與經
費等相關問題，而並未有實際的行動。一直要到 1912 年夏，才由海軍率先開始
在台灣進行所謂的「耐熱‧試驗飛行」。該年適逢海軍省自法國新購「モ式複葉
水上機」，總督府當局乃商請其來台進行「山林飛行」
，並在台灣各地山林進行實
206
地的飛行與調查。 目前雖然尚未發現更多關於此次飛行活動的進一步資料，不
過因為當時的航空技術尚無法進行「內台飛行」
，所以推測應是以「艦載掛機」
之方式來台進行飛行任務。雖然如此，該回的飛行無疑已開啟台灣史上「首次飛
機飛行」之記錄，並且也成為軍方航空部隊在台進行「耐熱‧試驗飛行」的先聲。
而包含自 1912 年海軍的「山林飛行」後，經 1922 年「倫敦海軍軍縮條約」
，至
1927 年 5 月陸軍飛行第八聯隊正式移防屏東以前，陸海軍航空部隊在台主要活
動，如下表所示：

205

206

日本防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内務省電信教導大隊員等台湾に派遣の件〉，（1908 年 5
月 8 日）《密大日記》明治 40 年（參照號碼：C03022867000）。
此次「山林飛行」的時間，則適逢總督府進行「林野調查」期間（1910─1914）
，而兩者是否
相互有關聯性，則需待往後更進一步追索。關於此次「山林飛行」參見，
〈海軍省ノ照會ニ依
リ軍用飛行機ヲ兵器ト認メムルコトニ省議決定ノ旨大藏省通知通牒（同）
〉，
《台灣總督府公
文類纂》
，明治 45 年（1912）永久保存，第 112 卷第 8 門（1912 年 7 月 20 日）
；台灣山林會
編，
〈卷頭言：飛行機と林業〉
，
《台灣の山林》1935 年 3 月號，未編碼（含卷頭所附空照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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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陸海軍航空部隊
─1927）
）
陸海軍航空部隊「
軍航空部隊「第一期」
第一期」之主要活動（
主要活動（1912─
軍種

性質

飛行區域

1912 年夏（？）

海軍

山林飛行

台中廳、南投廳一帶

◎台灣史上首次飛機飛行

1917.7.24─8.23

陸軍

耐熱飛行

西部主要城市與蕃地

◎受總督府之請兼行「理

時間

備註

蕃飛行」

海軍

1921.3.18

試驗飛行

澎湖馬公

◎由馬公停泊中之遣外
艦春日號所屬「橫廠式水
上機」於馬公進行飛行

1921.5.8─5.25

海軍

內台飛行
試驗

九州佐世保、鹿兒島、與

◎史上首次「內台飛行」

那原、基隆

◎佐世保海軍航空隊三
機四人 5 月 14 日抵基隆

1922.5.8─6.11

陸軍

耐熱飛行

屏東、台南

1924.4.5─6 月中

海軍

內台飛行

佐世保、奄美大島、西表

◎佐世保海軍航空隊所

島、基隆、馬公、高雄

屬二架「F5 號飛行艇」

試驗

◎「代用燃料」飛行試驗

於 4 月 14 日抵達基隆

1926.4.9

海軍

訓練飛行

高雄

◎由馬公出港之第一艦
隊之航空母艦鳳翔號所
屬三機於高雄進行訓練

1926.7.7

海軍

訓練飛行

基隆

◎停泊於基隆的若宮號
所屬二機進行前後八回
訓練飛行

1927.4.8

海軍

訓練飛行

高雄

◎停泊於高雄的聯合艦
隊古鷹號所屬機於高雄
進行訓練

資料來源：
台灣山林會編，
〈卷頭言
《台灣
資料來源：1.台灣山林會編
台灣山林會編，
〈卷頭言：
卷頭言：飛行機と
飛行機と林業〉
林業〉，
《台灣の
台灣の山林》
山林》1935 年 3 月號，
月號，未編碼。
未編碼。
2.大竹文輔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66、
、193─
─199、
、279─
─298。
。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頁 26─
3.日本防衛防衛
日本防衛防衛省
日本防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防衛研究所藏，〈飛行電報に
飛行電報に関する件
する件〉，（19
（1926
1926 年 4 月 2 日）《公
《公
文備考》
文備考》大正 15 年通信 3 止卷 115（
（參照號碼：
參照號碼：C04015428900）。
）。

上表除了顯示軍方航空部隊在「第一期」的主要活動性質外，也更加說明 1922
年「華盛頓海軍軍縮條約」對於陸海軍相關活動的影響。就陸軍來說，
「第一期」
僅在台灣進行總共兩次的飛行活動，明顯與海軍的七次相距甚遠，而其主要原因
或許與 1922 年 8 月陸軍開始進行為時約 3 年共三回的「軍備整理」有關，因此
在諸多部隊「編制改正」的結果未明朗前，特別是在航空部隊的編制方面，迄至
1925 年決定增設航空部隊於台灣之前，都很難有大規模的飛行訓練與活動。加
上陸軍航空部隊來台必須透過商船運輸相關機具人員來台，與海軍以軍艦「艦載
掛機」來台的方式相比，不論是技術上與經費上，都明顯困難許多。或許因為如
此，在「軍備整理」與航空部隊擴增新編的準備下，才使得陸軍航空部隊在「第
一期」的活動次數，較少於海軍航空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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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海軍航空部隊的方面，1922 年「華盛頓海軍軍縮條約」的結果，
則使得海軍必須遵守條約之規定，而無法在台灣增設航空部隊與基地，因此乃限
制了海軍航空部隊在台灣的發展。所以，若由「軍縮條約」所呈現的要旨來看，
則可更加瞭解限制的情況：
1.十年內停止主力艦建造
1.十年內停止主力艦建造（
十年內停止主力艦建造（主力艦 = 戰艦與巡洋戰艦）
戰艦與巡洋戰艦）。
2.主力艦與航空母艦之保有比率
主力艦與航空母艦之保有比率（
總噸數）
2.
主力艦與航空母艦之保有比率
（總噸數
）為美 5：英 5：日 3。
3.廢棄建造中
廢棄建造中、
計畫中之全部主力艦，
以及大部份老朽之主力艦。
3.
廢棄建造中
、計畫中之全部主力艦
，以及大部份老朽之主力艦
。
4.一萬至三萬五千噸之主力艦
一萬至三萬五千噸之主力艦，
主砲應在十六英吋以下，
4.
一萬至三萬五千噸之主力艦
，主砲應在十六英吋以下
，航空母艦應在二萬
207
七千噸以下，
備砲在八英吋以下。
七千噸以下
，備砲在八英吋以下
。
由上引要旨可知，至少就第一點與第三點來看，海軍則因「軍縮」的限制，除須
遵守「維持本條約簽訂時之現況」
（1922 年以前）外，也不得增設相關的擴編及
造艦計畫，因此與陸軍利用「軍備整理」之機，使裝備與編制更加近代化及機械
化相比，則正好呼應了海軍在「海軍之假期」時之情況。208簡言之，與因「軍備
整理」而「忙碌」的陸軍相比，海軍似乎有比較多的「假期」進行相關的飛行訓
練與試驗，加上日俄戰爭後海軍對「南進」之提倡，209以及本身所擁有的軍艦及
「艦載掛機」的能力。或許因為如此，使得海軍雖受到「軍縮」的限制，不過在
台進行航空活動的次數，卻較多於陸軍航空部隊。
綜上所述，「第一期」軍方在台的航空活動，主要還是不超出「耐熱‧試驗
飛行」之性質。但若就對台灣的影響來看，陸軍所進行的活動次數雖少，但實際
上影響則較為深遠。例如，1917 年所進行「耐熱飛行」之結果，則直接促使總
督府為「理蕃所需」於 1919 年設立「警察航空班」
，而 1922 年於屏東所進行的
「代用燃料」飛行試驗，除了是日本最早的試驗外，也開啟台灣糖業及相關附屬
產業製作「代用燃料」之新頁，並為往後戰時「代用燃料」的研發與生產奠定一
定的基礎。210反觀海軍航空隊在台的活動雖多，但除 1921 年與 1924 年的兩次「內
台飛行」，或許能給與往後「內台定期航線」開設時之參考依據與經驗外，其它
五次以「艦載掛機」形式來台之飛行活動，性質則多為飛機之性能測試與飛行訓
練，對於當時的台灣來說，目前尚看不出太大的意義。
其次就第二期「陸軍航空時代」來說，前述所及 1922 年至 1925 年陸軍的「軍
備整理」，則直接促使台灣第一個常駐航空兵力，陸軍飛行第八聯隊的駐防。而
該聯隊駐防台灣屏東後除擔負起台灣的空防外，也主導島內所有主要的相關航空
207
208

209
210

山田朗，《軍備拡張の近代史：日本軍の膨脹と崩壞》，頁 87─88。
另外，若就 1922 年 5 月「軍縮」後，至 1927 年 5 月陸軍「軍備整理」結束為止，陸海軍航
空相關的主要活動記事來看，總計為 16 筆，陸軍為 5 筆（31%）
，海軍為 11 筆（69%）
，兩
者相差一倍以上。每日新聞社編，〈軍事航空年表〉，
《別冊一億人の昭和史「日本航空史」
》
（東京：每日新聞社，1979 年）
，頁 301。
池田清，《海軍と日本》
，頁 115─116。
此次的「代用燃料」飛行試驗，則在 1922 年 8 月 19 日進行前後三回的試驗（汽油與苯、酒
精與苯、酒精與乙醚）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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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如下表所示：
表 3─
─2 陸軍屏東第八飛行聯隊主要活動與性質簡表（
─1937）
）
陸軍屏東第八飛行聯隊主要活動與性質簡表（1927─
軍 事 相 關 活 動
日 期

事

社 會 及 教 育 等 相 關 活 動

項

日 期

事

項

1927.10

聯隊野外演習

1927.11

朝香宮來台奉迎飛行

1927.11

參加台灣軍秋季演習

1928.04

天長節祝賀飛行

1928.10

參加北部秋季演習

1928.05

久邇宮來台奉迎飛行

1929.01

屏東台北間三回即日往復飛行訓練

1928.05

全島一周飛行（航空思想普及巡迴）

1929.03

參加台北陸軍紀念日模擬戰

1928.05

台北空中慶典活動

1929.10

台北練兵場飛機實彈射擊演練

1928.05

台北「飛行、防空相關」演講活動

1930.01

花蓮港地區山岳飛行訓練

1930.01

全島一周飛行

1930.10

參加平定「霧社事件」

1931.01

賀陽宮來台奉迎飛行

1930.11

台東地區飛行演習

1932.05

開隊五周年祭相關活動舉行

1932.05

戰鬥機全島一周飛行

1932.05

愛國「台灣號」兩獻納機相關活動

1932.06

聯隊所屬少尉滿洲關東軍派遣

1932.07

愛國「台灣號」兩機命名式活動

1932.08

屏東馬公間往復飛行訓練

1933.12

愛國「保甲、壯丁號」獻納相關活動

1933.03

參加台北陸軍紀念日防空演習

1934.06

愛國「製糖、台灣學校」等機命名式

1934.06

參加台灣軍特殊演習

1935.01

朝鮮李王來台奉迎飛行

1934.08

戰鬥機全島一周飛行

1935.04

新竹州、台中州大地震區域偵察飛行

1935.07

航空本部長來隊檢閱

1935.10

開隊十年祭並最新兵器展覽會舉行

1936.03

參加台北空中攻防演習、台北飛行場

1935.11

愛國「保甲、壯丁號」機命名式活動

開場式空中模擬戰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1.大竹文輔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199─
─277。
。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2.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
，頁 189。
。
台灣總督府，《台灣日誌》
台灣日誌》（台北：
台北：南天書局，
南天書局，1994 年）
3.台灣經世新報社
台灣經世新報社，
《台灣大年表》
（台北：
南天書局，1994 年）
，頁 202、
、238。
。
台灣經世新報社，《台灣大年表
台灣大年表》（台北
台北：南天書局，

由上表即可略知，陸軍飛行第八聯隊駐防台灣後至中日戰爭前，主要的活動型態
與性質。就「軍事相關活動」來說，絕大部份為聯隊本身的飛行訓練，以及軍事
相關演習的參加。而實際的軍事攻略行動，僅有 1930 年 10 月 27 日「霧社事件」
發生時，前後派遣四架飛機，共約 30 名機組人員由屏東基地出發，並率先於當
日至事件發生地「荷歌社」一帶進行空中偵察。且為考量季風影響與調度方便，
乃於埔里增設臨時飛行根據地，以對事件發生區域進行大規模的偵察與轟炸，自
10 月 28 日轟炸行動開始，迄至 11 月 21 日飛行隊撤退為止，包含瓦斯彈等各式
炸彈，總計投彈達近千枚（至 11 日止已達約 8 百枚）
，並且在大規模轟炸行動後，
對持續反抗的原住民投下約 3 千枚記有「早ク降參シタ者ハ殺サヌ」
（早投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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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殺）標語的勸降佈告（16 日）。211因此，該次的軍事行動除了是飛行第八聯隊
在中日戰爭前唯一的一次實際軍事攻略行動外，對於聯隊本身或是整個台灣「理
蕃飛行史」來說，都屬規模最大的一次。

圖 3─
─2 （上）1930 年「霧社事件」
霧社事件」發生後飛行第八聯隊對事發地進行偵察；
發生後飛行第八聯隊對事發地進行偵察；
（下）「霧社事件」
霧社事件」發生後飛行第八聯隊對原住民投下的勸降佈告
發生後飛行第八聯隊對原住民投下的勸降佈告
資料來源：
佐藤政藏編，
（台中：
。
資料來源：1.佐藤政藏編
佐藤政藏編，《第一第二霧社事件誌
《第一第二霧社事件誌》
第一第二霧社事件誌》
台中：實業時代社，
實業時代社，1931 年）
2.春山明哲編
春山明哲編，
《台湾霧社事件軍事関係資料》
，頁 38─
─39。
。
春山明哲編，《台湾霧社事件軍事関係資料
台湾霧社事件軍事関係資料》

211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230─234；另外，關於飛行第八聯隊於「霧社事件」之詳
細行動情況，可另參見 春山明哲編，
〈霧社事件陣中日誌〉，
《台湾霧社事件軍事関係資料》
（東京：不二出版社，1992 年）
，頁 4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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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社會及教育等相關活動」方面，除日本皇族來台時的「奉迎飛行」
與 1935 年「新竹、台中兩州大地震區域偵察飛行」外，大多都與「航空教育」
有關。換句話說，該聯隊的「非軍事活動」
，主要是針對民眾進行航空及防空相
關之知識灌輸與普及，並以達到喚起民眾對於「軍備充實」之支持為最終目的。
212
其中，該聯隊對於「陸軍愛國號獻納飛行機」相關活動的推廣與參與，則是一
個最明顯的例子。而除了「非軍事活動」外，「軍事相關活動」中也有不少活動
與演習在公開場合舉行，其對於「航空教育」的普及上，相對也有一定的效果。
此外，飛行第八聯隊設置以來，其所在地屏東「六塊厝」就成為島內民眾在「航
空教育」方面的唯一固定場域，特別是對於學校的旅行來說，該地則是南部參訪
的必至行程之一。213因此，該聯隊在「第二期」除了本身的軍事演習與訓練外，
主是則是善盡部隊在「平時戰備」之效用，並擔負起維護島內的治安，以及扮演
推廣民眾國防知識的重要角色。
而「第二期」雖然稱為「陸軍航空時代」
，但其實海軍相關單位及所屬航空
部隊也在此時期進行不少的活動。就航空活動來說，除以「艦載掛機」形式來台
進行相關飛行活動外，值得注意的是自 1927 年 6 月至 1936 年 6 月間，就分別有
佐世保海軍航空隊（8 回）與大村海軍航空隊（4 回）
，由長崎駐地來台進行前後
共 12 回的「內台往復飛行」演練。而若以 1930 年 5 月大村海軍航空隊的「台灣
往復飛行演習報告」來看，主要目的除進行軍事方面的演練（海上飛行及長途空
中輸送後之作戰能力）、飛機性能測試外，也針對「內台航空路」的所需時間、
燃料，以及天後氣象進行相關的資料搜集與調查。214而這些情資對於遞信省與總
督府在 1930 年代所進行的「內台航線」調查事業與開設計畫來說，無疑提供了
不少經驗及參考數據。215加上 1936 年底日本退出「倫敦海軍軍縮」前夕，海軍
內部南進論的重振旗鼓，除將台灣定位為「中繼基地」及「進出基地」外，216並
在此時期積極參與以台灣為中心的「南進航空計畫」
（民航）之規劃與推動，而
影響當時「南進航空」政策發展方向甚大的「台灣為中心之國際航線計畫」
，217即
是由海軍所提出，加上其他「南支南洋」相關的民用航線開設之規劃與提出，也
皆有海軍省軍務局及駐台武官參與，並將其討論結果與報告載於海軍省《公文備
考》檔案文書內。因此，海軍雖受限於「軍縮條約」而無法在台增設常駐航空部
隊及基地，但是 1927 年後所展開的「內台往復飛行」演練，以及對於「南進航

212

日本防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軍備充実に関する宣伝計画の件〉，（1936 年 11 月 30 日）
《密大日記》昭和 11 年第 2 冊（參照號碼：C01004166100）。
213
早川政之輔，
〈序言〉
，《飛行隊見學》
，頁 1─2。
214
日本防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台湾往復飛行演習報告（1）（2）〉，（1930 年）《公文
備考》昭和 5 年 G 航空卷 1（參照號碼：C05021236800、C05021236900）。
215
佐倉光一，
〈航空界の回顧〉
，《台灣時報》
，1931 年 12 月，頁 55─56。
216
梁華璜，《台灣總督府南進政策導論》
，頁 65─69。
217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台海秘第 188 号 11‧3‧30 台湾を中心とする国際航空路計画
の件〉，（1936 年 3 月 30 日）《公文備考》昭和 11 年Ｄ外事卷 8（請求番號：C03022867000）
。
75

空」之規劃與運作，都深刻影響及左右著整個戰前台灣民航的發展方向。218
最後就第三期「對華‧南方作戰時代」來說，隨著 1930 年後海軍航空本部
山本五十六少將與大西瀧治郎大佐對「航空主兵論」的倡導，219以及 1931 年 4
月時任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的陸軍步兵中佐石原莞爾於其著《現在及び將來にお
ける日本の国防》中所提出的「世界最終戰將以飛機為中心的殲滅戰略」之構想，
220
都使得日本陸海軍的航空發展逐漸朝向「空を制するものは世界を制す」
（控
制天空等於控制世界）的目標邁進。
特別是 1937 年 7 月中日戰爭的開打後，台灣除了成為「對華作戰」的重要
「進出基地」之一外，尤其是對於華南，以及「太平洋戰爭」後對於南方的航空
作戰，駐台的陸海軍航空部隊都扮演了重要及關鍵的角色。在陸軍方面，1936
年以來即依「昭和十年軍備改變要領大綱」之內容，將飛行第八聯隊擴編為第三
飛行團，221並在 12 月於嘉義水上庄增設飛行第十四聯隊。1937 年 7 月為因應中
日戰爭的爆發，第三飛行團則依據台灣軍司令部所之命（台軍作命甲第六號）
，
222
改編為「台灣軍臨時飛行團」，並負責與海軍協同針對華南進行攻擊。 因此，
駐台陸軍航空兵力可以說在 1937 年後，因戰爭因素由原來的「平時戰備」轉為
以「對華‧南方作戰」為主之戰時方針。相關之編制，如下表所示：
表 3─
─3 駐台陸軍航空兵力編制演變
─1945）
）
駐台陸軍航空兵力編制演變簡表
演變簡表（
簡表（1936─
日

期

1936 年 8 月

事

項

第三飛行團成立於屏東（9 月 27 日開團）

備

註

◎轄下飛行第八、十四聯
隊、第三飛行教育隊

1936 年 12 月

飛行第十四聯隊新設於嘉義郡水上庄

─

1937 年 5 月

屏東陸軍航空支廠設立

─

◎轄下飛行第八、十四聯
218

219
220

221
222

另外，以 1931 年 4 月海軍佐世保與大村海軍航空隊所屬 15 架飛機來台進行「內台往復飛行」
演練為例，負責航空相關通信業務的地面單位，主要為「鳳山海軍無線電信所」
（1920 年成
立）
。而此無線電信所在 1935 年「內台航線」開設前，軍方及航空相關通信的收送業務，主
要都由該所負責，因此其在戰前台灣航空發展所扮演的角色，則值得往後進一步探究。日本
無線史編纂委員会，
〈鳳山海軍無線電信所〉
，
《日本無線史》第十卷（東京：電波監理委員会，
1951 年）
，頁 445；日本防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官房機密第 251 号 6‧3‧25 佐鎮機密
第 9 号の 26 台湾飛行警戒艦派遣の件（1）〉，（1931 年 3 月 25 日）《公文備考》昭和 6
年 F 船艦卷 3（參照號碼：C05021623700）。
參見 山田朗，
《軍備拡張の近代史：日本軍の膨脹と崩壞》，頁 132─146。
豬木正道，
《軍国日本の興亡》
（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 年）
，頁 169─172。另外，值得一
提的是，石原莞爾早在駐德期間（1922─1924）就曾提出「未來的戰爭應是以空軍來決戰，
直到世界統一為止，國家應舉全國之力來製作最精良的飛機，由今日起準備，是目前的第一
要務」之看法。今岡豐，
《石原莞爾の悲劇》
（東京：芙蓉書房，1981 年）
，頁 148。
航空同人会陸軍航空史刊行会，
《日本陸軍航空秘話》
（東京：原書房，1981 年）
，頁 46─47。
日本防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軍備改変実施の件（台軍）〉，（1937 年 1 月 7 日）《密
大日記》昭和 12 年第 1 冊（參照號碼：C01007510700）；日本防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飛行団に対する命令の件〉，（1937 年 8 月 31 日）《陸支密大日記》昭和 12 年第 4 号（參
照號碼：C04120013300）
；日本防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飛行隊改編管理官に関する件〉，
（1937 年 12 月）《密大日記》昭和 12 年第 1 冊（參照號碼：C01007511000）。
76

1937 年 8 月

台灣軍臨時飛行團編成（第三飛行團為基礎）

隊、第三航空教育隊、臨時
第八、十四飛行場隊

1937 年 9 月

第三飛行團增援上海戰場

◎對華中、華南作戰

1938 年 7 月

航空兵力編制改變，「聯隊」改編為「戰隊」

1939 年 6 月

第四飛行團編成，隸屬於第一飛行集團（岐阜） ◎轄下飛行第八、十四戰

─

隊、第三航空教育隊

◎轄下飛行第八、十四戰隊
1941 年 10 月

第四飛行團，改屬於第五飛行集團（南方軍）

（屏東及嘉義）
、飛行第五
十戰隊（佳冬）
、飛行第十
六戰隊（恆春）

1944 年 6 月

第八飛行師團成立於台中，隸屬於第十方面軍

◎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終戰

1944 年 10 月

第八飛行師團所屬部隊支援「台灣沖航空戰」

─

1945 年 4 月

第八飛行師團所屬部隊參加沖繩作戰

─

資料來源：
外山操、
─121。
。
資料來源：1.外山操
外山操、松森俊夫，
松森俊夫，《帝国陸軍編制総覽
《帝国陸軍編制総覽》
帝国陸軍編制総覽》第一卷，
第一卷，頁 72─
2.秦郁彥
秦郁彥，
《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
（東京：
，頁 501─
─511。
。
秦郁彥，
《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
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 年）
3.劉鳳
劉鳳翰
《日軍在台灣
，頁 431─
─432、
、550─
─556。
。
劉鳳翰，
《日軍在台灣》
日軍在台灣》下冊（
下冊（台北：
台北：國史館，
國史館，1997 年）
4.大江志乃夫編
大江志乃夫編，
《支那事変大東亜戦爭間動員概史
（東京：
大江志乃夫編，
《支那事変大東亜戦爭間動員概史》
支那事変大東亜戦爭間動員概史》
東京：不二出版社，
不二出版社，1989 年），
頁 98、
、99、
、156。
。
5.伊藤隆
伊藤隆，
（東京：
伊藤隆，《日本陸軍海軍
《日本陸軍海軍の
日本陸軍海軍の制度‧組織‧
組織‧人事》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東京大学出版会，1972 年），
頁 400─
─409。
。
註：上述編制「
。
上述編制「飛行師團 ＞ 飛行集團 ＞ 飛行團 ＞ 聯隊≒
聯隊≒戰隊」
戰隊」

由上表所顯示，即可大略瞭解陸軍航空兵力在戰時之佈置情況，以及所扮演的角
色與性質。特別是自 1936 年第三飛行團的成立，以及 1937 年 5 月屏東陸軍航空
支廠成立後（後勤支援），即已將其定位為攻擊作戰的性格。
另外，從中日戰爭開打後，原本駐台的陸軍航空兵力即開始進行對華支援作
戰，迄至日本與蘇聯簽訂「中立條約」後（1941 年 4 月 13 日）
，以及太平洋戰
爭爆發前，駐台陸軍航空兵力所要攻擊的方向，已由對華作戰轉為以南方作戰重
心。因此改編後的第四飛行團乃隸屬於南方軍轄下的第五飛行集團內，並於台灣
南部增設戰鬪機隊及轟炸機隊，主要的目的則是欲對菲律賓及南方的「無主真空
之地」
，進行大規模的「離心攻勢」
（Centrifugal Offensive）
。223因此，1937 年 7
月後，駐台陸軍航空兵力則由平時轉變為戰時編制，並對華、南方地區展開攻略，
以及在戰事節節敗退後，對本土防衛進行航空支援作戰。
而海軍所屬的航空部隊，在戰時所扮演的角色與性質，也與陸軍相去不遠。

223

所謂的「離心攻勢」即 1941 年日本與蘇聯簽訂「中立條約」聲明互不侵犯後，加上中國軍隊
無力反攻，於是乃將軍力推向這些因歐戰而使得殖民母國沒落的南洋「無主真空之地」
，以期
在這些地方獲得更多的資源。劉鳳翰，
《日軍在台灣》下冊，頁 424；戶部良一，
《日本の近
代 9 逆說の軍隊》
（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98 年）
，頁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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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自 1936 年 12 月日本退出「倫敦海軍軍縮」後，亞太地區即進入了所謂的
「無條約時代」，因此乃促使海軍開始計畫在台灣設置航空部隊，以及興建軍事
基地。而中日戰爭的開打後，台灣即成為「對華作戰」的重要「進出基地」之一，
因此海軍航空部隊對華進行作戰的序幕，則是在 1937 年 8 月將駐紮於九州的「鹿
屋航空隊」移調至台北松山飛行場，並對華進行為期約四個月的「渡洋爆擊」
。224
而此軍事行動除了證明日本海軍航空兵長途作戰的能力外，也再次說明因「海軍
軍縮條約」之限制，使得「鹿屋航空隊」在進行對華作戰時並無駐紮基地，因此
僅能以民航機場充當臨時航空基地之用。
1938 年後海軍開始籌劃興建高雄左營海軍軍港（1940 年正式動工），1939
年又於高雄岡山設置「海軍第六十一航空廠」，以供應戰時後勤所需，225並且在
1941 年 1 月完成以高雄海軍基地為主的航空戰力「第十一航空艦隊」
（基地航空
部隊）之編成。該司令部設於高雄，轄下有 21、22、23 航空戰隊（東港航空隊、
台南航空隊、高雄航空隊），為太平洋戰爭前後日本海軍的主要陸基航空兵力。
該航空艦隊主要的任務有二：第一、
「在太平洋戰爭初期對確保菲律賓方面之制
空權（以擊滅駐菲律賓美軍航空戰力為目標），以及支援登陸作戰」；第二、「確
保馬來半島方面之制空、海權（以擊滅駐新加坡之英國東洋艦隊及航空戰力為目
標）
，以及支援地面部隊作戰」
。而由「第十一航空艦隊」的主要任務來看，海軍
所屬的航空部隊與駐台陸軍航空部隊相同，已將攻擊方向轉南方。加上 1941 年
4 月由七艘航空母艦所組成的海上航空主力「第一航空艦隊」（航空母艦部隊）
之編成，並配合基地航空部隊與海上航空母艦部隊的作戰，即可迅速將敵軍牽制
於外海，並予以痛擊。226由此可知，太平洋戰爭期間，因海軍航空之主力「第十
一航空艦隊」與「第一航空艦隊」的相繼編成，都使得台灣成為海軍航空部隊的
主要基地，並且扮演支援南方作戰，以及殲敵於外海的重要角色。

第二節 「內台、
內台、島內定期航線
島內定期航線」
定期航線」的推動與發展
一、
「內台定期航線」
內台定期航線」之設立背景
之設立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4─1918），因為戰時軍事所需，相關的航空技術
可以說是有著長足明顯的進步，並且為往後的民航建立了良好的發展基礎。以
1919 年歐洲各國的新設航線來說，就相繼在 2 月由德國開設柏林、萊比錫、威
瑪間，以及由法國所開設的倫敦、巴黎間之定期航線。由此來看，歐洲的天空似
乎因為一戰的軍事航空發展，而有了新的契機。然而由於歐洲各國對航空重要性
之體認乃是由戰爭而來，所以一戰後的民間航空發展，也多帶有軍事及國力展示
的味道。因此一戰後的十年間（1919─1929），各國的航空發展皆以飛機的航續
224

225
226

紀榮松，〈跨海西征的駐台日本海軍鹿屋航空隊〉
，《淡江史學》18 期（台北：淡江大學歷史
系，2007 年 6 月）
，頁 207。
劉鳳翰，《日軍在台灣》上冊，頁 208、232。
山田朗，《軍備拡張の近代史：日本軍の膨脹と崩壞》，頁 191─192；秦郁彥，
《日本陸海軍
総合事典》
，頁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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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滯空時間及長距離飛行記錄為主要目的。227這些除了軍事與國力的展示之
外，也意味著這些歐洲列強將來對於亞洲所屬殖民地之連絡與運輸，有了更新更
快捷的選擇。
而日本在一戰後的航空發展，除了持續積極發展軍方航空外，對於民間航空
的推動也是不遺餘力，例如在戰爭結束前夕於東京帝國大學成立航空研究所
（1918 年 4 月 1 日），則代表著日本民間航空發展正式走入學術研究，同年 10
月 22 日由帝國飛行協會所舉行的「第一回東京大阪間懸賞郵便飛行競技會」
，以
及 1920 年 8 月 2 日由同單位於東京洲崎主辦的「第一回懸賞飛行競技大會」
，則
代表以往較具表演性質的飛行表演，轉變成追求飛機性能與速度為主競技大會。
另外，1920 年 6 月加入「國際航空條約」
（I.C.A.N.）228、1921 年 4 月 9 日公佈
「航空法」
（法律第五十四號）
，以及隔年 11 月 15 日所開闢的日本第一條定期航
線（大阪至德島），都顯示一戰後日本在航空發展上與世界脈動的同步性。229
台灣方面也因著一戰後「內地」的航空發展而產生了一些漣漪。1919 年所
成立的警察航空班，除了是因「理蕃及治安」需要而成立的第一個正式航空機關
外，就殖民地的航空發展來說，則有另一層更深的意義。遞信省出身，時任總督
府總務長官的下村宏在 1920 年 3 月 17 日親臨航空班第一回的卒業式時就曾說過：
台灣此回航空班的成立或者可以說是基於同化策上之
灣此回航空班的成立或者可以說是基於同化策上之效果，
效果，又可說是理蕃
上之利用……
……，
但這些都是次要的問題。
真正的目的乃是：
上之利用
……
，但這些都是次要的問題
。真正的目的乃是
：一、防禦外國
之威脅；
灌輸本島人對飛機的智識及涵養；
將來航空技術發達時，
之威脅
；二、灌輸本島人對飛機的智識及涵養
；三、將來航空技術發達時
，
可供台灣設立更大規模機場之經驗
經驗。
此外內地郵便飛行也開始了，
可供台灣設立更大規模機場之
經驗
。此外內地郵便飛行也開始了
，而這不
230
過都是為了達到前述的局面所做的準備……
……。
過都是為了達到前述的局面所做的準備
……
。
由上述下村長官所言，即可瞭解一戰後殖民地台灣的航空發展，是以警察航空班
之設立為開端，並且除了解決當前台灣的治安問題外，最重要的則是藉此開端來
建立台灣的空防、灌輸台灣人的航空知識，以及將來航空技術成熟時，能夠提供
設立更大規模機場時之經驗。
227

以一戰後十年間（1919─1929）的「航空記錄」來看，即可說明當時航空發展之「躍進」及
各國所關注之項目：1.速度由時速 307 公里增加至 448 公里（陸上機）及 575 公里（水上機）
；
2.高度由 8,880 公尺增加至 12,739 公尺；3.航續距離由 3,040 公里增加至 7,905 公里；4.飛行
距離記錄由 8,692 公里（紐約至舊金山來回）增加至 56,000 公里（義大利、日本霞ヶ浦、澳
洲墨爾本、羅馬）。仁村俊，
《航空五十年史》
，頁 335─339；早川政之輔，
〈附錄〉
，
《飛行隊
見學》，頁 6─9。
228
「國際航空條約」為 1919 年 10 月 13 日於巴黎締結，1922 年 7 月 11 日開始生效，又稱《巴
黎航空公約》
，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間所締結的航空條約，也是國際上第一個關於空中立
法的條約。該約承認「每一國家對其領土上的空氣空間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權」
（第一條）
。
同時，締約國承允對民用航空器在和平時期相互給予無害通過的自由（第二條）
，而此乃為兩
次大戰間國際航空路線開設的基本依據。〈國際航空條約加入 六月頃批准か〉，
《大阪毎日新
聞》
，1920 年 3 月 31 日；日本航空協會，《日本航空史》明治‧大正編，頁 444─450。
229
每日新聞社編，《別冊一億人の昭和史「日本航空史」》，頁 303。
230
〈飛行機に乘つた下村長官の氣焰 警察航空班の眞目的〉，
《台灣日日新報》
，1920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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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三項主張，又以第三項「可供台灣設立更大規模機場之經驗」
，最能夠
說明當時台灣在整個日本航空發展上之位置。如前所述，一戰後歐洲的航空發展
除了是軍事與國力的展示之外，與殖民地間的交通聯絡也是發展的重點之一。而
相對於日本所屬的殖民地台灣來說，其開發的首要重點即在於交通，並由此將島
內各地聯結統合，231以達到有效的統治。更進一步的說，欲達到殖民地之產業開
發，同時將母國的精製品販賣至殖民地，最先要做到的即為母國與殖民地間之交
通，並達到安全、迅速、確實，且低廉的條件，所以殖民地內部交通機關之改良，
可謂最急務之工作。232因此，下村長官的想法即是以設立「航空班」之契機，來
達到殖民地內部交通機關之改良，並在將來航空技術及相關條件成熟時，以飛機
來為聯結母國與殖民地間之交通預做準備。233
1923 年 3 月 31 日「日本航空局官制改正」公佈，原本隸屬於陸軍省的航空
局及相關業務即移轉至遞信省管轄，234並在改制後發佈「航空事業基本案」
，以
做為未來航空發展之準則。該案內容將日本當前的航空路線開拓計劃分為三期，
第一期為東京與福岡間的航線開拓，並在該航線完成後開拓第二期東京札幌間，
以及福岡鹿兒島間之航線，且在其後完成第三期之「內台、內鮮」航線，也就是
先建立國內的航空輸送系統，再求國際航空路線之形成。235因此，
「內台」航線，
若排除氣象及航空相關技術以外的考量，一開始即賦與其國際航空路線起點之位
置。不過相關的計畫卻因該年 9 月 1 日所發生的關東大地震而暫時停頓，一直要
到 1925 年遞信省及航空局才提出另一個新方案，而這個方案除了計畫設立一大
型航空公司外，並初步決定以 1926 年之年度預算開設第一期東京至大連線、大
阪至上海線（五年繼續事業），且在該線完成後陸續完成第二期及第三期，而在
後兩期計畫中，與台灣相關的則有第二期的上海台北線（大阪上海台北間之三角
航線）
，以及第三期的台北台南（島內線）
，且已有將航線開拓到「南支及南洋」
236
地區的趨勢。 不過此方案卻僅只在 1926 年 9 月 13 日實現第一期大阪大連間之
航線（日本最初的對外定期航線）
，往後的兩期計畫則因不被主管預算單位大藏
231

東鄉實、佐藤四郎，
《台灣殖民發達史》，
（台北：晃文館，1916 年）
，頁 298─299。
山內正瞭，
〈殖民地の交通に就て〉
，
《台法月報》第 7 卷第 8 號，1913 年 8 月，頁 193。另外，
持地六三郎也認為：
「交通機關之整備為熱帶殖民地經營上之根本之要件。欲增進貿易，開發
熱帶殖民地之富源，殖民國必須先創設健全的交通制度。這個道理是台灣當局素來看重的，
因此乃盡力於內外交通運輸的改良」
。持地六三郎，《台灣殖民政策》（東京：富山房，1916
年）
，頁 254。
233
有鑑於此，台灣總督府 1921 年度之預算即計畫編列約 33 萬圓，用以島內郵便飛行之實施，
但卻因為該年度財政預算緊縮而遭國會予以否決，一直要到 1923 年 8 月 22 日藉由警察航空
班之「北部蕃界威嚇飛行」由台北歸航屏東之際，台灣島內的郵便飛行才得以實施。而「內
台」間的郵便飛行，則是因兩地約 1 千 6 百公里航距間的海上惡氣流，以及國庫財政預算緊
縮而暫時做罷。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155─156、330─331；井出季和太，《台
灣治績志》
，頁 664；
〈郵便飛行は實現因難〉，
《台灣日日新報》
，1925 年 10 月 3 日。
234
每日新聞社編，《別冊一億人の昭和史「日本航空史」》，頁 303。
235
〈航空事業基本案成る 內台航空路は第三期計畫〉，
《台灣日日新報》
，1923 年 7 月 14 日。
236
此方案之第一期大阪大連航線開始後，即造成台灣島內不小的迴響，甚至報上有出現以「某
有力者」之名義大聲疾呼，謂此方案對於台灣未嘗不是不必要，應不計收支相償，即使需要
相當的犧牲也要踏出往「南支南洋」發展的第一步。
〈內台航空路 ぞうかして物にならぬか
某有力者の談〉
，《台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0 月 7 日。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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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承認，而暫遭擱置。237
1922 年「國際航空條約」生效之後，伴隨各締盟國之航空發展，對於因洲
際飛行來訪的飛機則必須有效管理及規範，加上日本本身航空事業發展所需，於
是公佈已久的「航空法」終於在 1927 年 6 月 1 日施行。238而台灣則是由總督府
發佈「航空法施行規則」
（府令第二十八號）
，239用以規範「航空法」於台灣地區
施行之準則。相關的法律施行後，
「日本航空輸送研究所」即有意將航線由堺市
240
擴展至台灣， 而台灣方面也出現頗為期待的輿論，並且強調「內台聯絡飛行」
對於日本在「南支南洋」之經貿及國防方面的重要性。241另外，一戰後歐美各國
也積極計畫在遠東地區開拓新的航線，且又以北方線、南方線及太平洋線為主。
其中，北方線（歐洲經西伯利亞）因冬季氣候及俄國政治情勢等因素，並不如南
方線（歐洲經印度）及太平洋航線安全。242因此，就總督府而言，開設「內台航
線」除了可連接母國與殖民地外，也可進而與世界主要航空幹線接軌，其地位可
說是極為重要，並且是急待拓展的一項新事業。243

237

〈航空路設置費で 遞藏兩省の駈引 遞信省結局泣寐入りか〉
，《台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0
月 20 日；日本航空協會，
《日本航空史》明治‧大正編，頁 742。
238
「航空法」之所以延宕多年未實施之因，可能為 1921 年該法公佈以來，因遞信省與大藏省一
直無法相互取得共識，加上國家預算緊縮等因素，以致於日本國內除了私營的航空公司以外，
並無官方主導的大型航空公司，因此基於保護官方主導事業之因素，迄 1926 年遞信省開始計
劃籌備大型官營航空會社後，
「航空法」才在 1927 年 6 月 1 日施行，並由國庫分 10 年共 2 千
萬圓獎勵補助金，於 1928 年 10 月 20 日成立「日本航空輸送株式會社」
（資本額一千萬圓）
。
〈愈々多事ならんとする 本年の航空界航空法施行せられ 航空路開設〉
，《台灣日日新報》，
1928 年 1 月 17 日；
〈四月から開通の二大航空路 その成績は国民に影響する〉，
《東京朝日
新聞》，1929 年 3 月 5 日；日本航空協會，
《日本航空史》明治‧大正編，頁 742。
239
台灣總督府，
《台灣法令輯覽追錄》第十六輯第二章第七款（東京：帝國地方行政學會，1928
年）
，頁 79。
240
〈堺大分間航空輸送 明年度擴張至台灣〉
，《台灣日日新報》，1928 年 5 月 2 日。
241
〈航空機の平戰時價值 特に台灣では 此の知識必要〉、
〈台灣を中心とする航空路 その開設
に就ての提言二三〉，
《台灣日日新報》
，1928 年 5 月 21 日、24 日。
242
熱帶產業調查會，
《台灣及南支南洋の航空》
（台北：熱帶產業調查會，1935 年）
，頁 15─17。
243
相對於 1930 年以前的日本「內地」來說，自 1926 年 9 月開設大阪大連航線後（「川西系」日
本航空會社），1929 年 7 月更開設東京、朝鮮京城、大連之航線（日本航空輸送株式會社）
，
加上前述 1925 年遞信省的航空三期計畫中，也都以「北先南後」來規劃航線之開設。換句話
說，以「北方航線」為主的航空事業，也說明了日本並沒有因為一戰後的「大正南進潮」而
改變以「北進政策」為主的事實。因此，1930 年至 1941 年間總督府對於航空事業的調查、
推動、開展，以及三大審議會（1930 年臨時產業調查會、1935 年熱帶產業調查會、1941 年
臨時台灣經濟審議會）中關於航空事業之討論，或許也可視為總督府在南進政策的推行上，
扮演積極主動「決策角色」的一個例子。關於「台灣總督府與南進政策」之討論，可參見鍾
淑敏，〈日治時期南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
，《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研討會》
（台北：
國史館，1998 年）
，頁 2061─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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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1934 年以前遠東地區航空網示意圖
資料來源：
〈極東空路網と
，《台灣時報》
年 3 月，頁 5。
。
資料來源：高橋百千，
高橋百千，
極東空路網と台灣〉
台灣〉
台灣時報》，1934
，
註：日本相關的航線為由日本本土聯結朝鮮、
日本相關的航線為由日本本土聯結朝鮮、關東州大連，
關東州大連，以及至滿洲里的航空路線。
以及至滿洲里的航空路線。

二、「內台定期航線」
內台定期航線」之開設經過
鑑於各種內外情勢與壓力，總督府便開始發揮其在日本南進政策中「推動與
輔助」的角色。首先即在 1930 年 5 月 6 日於交通局遞信部內成立「臨時航空調
查掛」
，並展開包括「法規、事業、航線、飛機、設備、經費、郵便飛行」等相
關調查。244而時任台灣司令官的陸軍中將渡邊錠太郎也對此表贊同之意，並允諾
244

〈交通局遞信部に臨時航空調查掛設置〉，
《台灣時報》，1930 年 6 月，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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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軍用機來支持相關計畫之進行，245且認為「內台航線」的設立，台灣本身
必須先達到一些基本的條件，例如氣象研究機關之完備、使用飛機及航空路線之
調查，246若政府因經費或其他問題在航線開設上有所困難的話，或許可由「內地」
的航空公司自福岡經由上海、福州，以漸進的方式完成與台灣的聯結。247
另外，1930 年 11 月由總督府所召開的「臨時產業調查會」
，除了是第一次正
式對台灣產業現狀展開檢討、制定整體性的發展計畫外，也是首次將航空議題正
式納入討論的會議（第十四號海運及航空ニ関スル件）。該會所討論的結果，即
「先進行本島相關航線實況之精查，並速規劃內台間、島內諸地方間及台支間之
飛行聯絡」，且「計劃於台北附近設置國際機場，以及全島各地設置航空無線電
信與航空標識」，248而對於航線的預算方面，則認為不論將來是由總督府全額、
各半或是若干負擔，都應一併計算評估，以期萬全之準備。249雖然此會議對於航
空的討論並未出現更具體的計畫書，但仍可由此觀察到總督府對於「內台航線」
開設的態度，以及往後的相關行動及方向。因此，此會討論的結果基本上可以說
是總督府在 1930 年至 1935 年「內台航線」的推動上主要立場及方針。
依循這項方針，總督府即在 1931 年與遞信省航空局進行具體的協定，並計
畫於 10 月 4 至 10 日展開「內台間郵便試驗飛行」
。250該試驗主要目的則是期望
達到「水上機及陸上機之使用價值比較、內台間『一日連絡』航線之開拓、晝夜
飛行測試、航線附近氣象狀態調查」等，並委託日本航空輸會社出動「ひばり號」
（雲雀號；フオッカー式 F7b 型旅客機）及「白鳩號」
（川崎ドルニエ‧ワール
飛行艇）兩機，由福岡太刀洗陸軍飛行場出發，進行福岡至台北（練兵場）
、福
251
岡至淡水之區間郵便飛行試驗。
245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331。
另外，渡邊司令官又認為 1929 年 10 月由陸軍航空隊所進行的「所澤屏東間大飛行」
，則可對
於將來「內台航線」的推動及調查提供良好的經驗。除此之外，自 1921 年至 1930 年由佐世
保鎮守府的海軍航空隊所陸續進行的六回「內台飛行」
，也提供總督府不少相關的經驗及情報
資料。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280─305；佐倉光一，
〈航空界の回顧〉，
《台灣時
報》
，1931 年 12 月，頁 55─56。
247
根津熊次郎，
〈台灣の航空行政法規に就て〉，
《台灣時報》
，1930 年 8 月，頁 31─32。
248
台灣總督府，
《臨時產業調查會答申書：台灣產業計畫說明書》
（台北：台灣總督府，1930 年）
，
頁 113。
249
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臨時產業調查會會議錄》
（台北：台灣總督府，1931 年）
，頁 389
─392。
250
此次「郵便飛行」的開始，除考量技術層面及試驗性質外，或許與下村宏一直以來對於「郵
便飛行」除能快捷地將情報送達，也能解決「電信電話」無法同時傳送大量調查情資、統計
圖表、寫真及地圖之想法有所呼應。下村宏，
《下村宏博士大演講集》
（東京：大日本雄辯會
講談社，1929 年）
，頁 141。另外，在此試驗實現前，輿論就曾出現「內地延長主義，就是實
現內台間航空輸送」
，且「霧社事件發生時，若內台航空已開，其慘狀即可立見，台灣與內地
的人們也能夠更為相互理解」
。所以必需「實現以台北為中心的內台航線，並繼續朝台灣朝鮮
間、台灣支那間延長，使台灣成為世界的台灣」等說法。
〈內台航空輸送計畫に就て〉，
《台灣
時報》，1931 年 4 月，頁 17─19。
251
另外，兩架飛機抵台後，還曾在 10 月 6 日至 7 日舉行台灣最初的「遊覽飛行」，兩日間搭乘
的官民就達 5 百人以上，這其中包含許丙的夫人（搭乘雲雀號）及女兒（搭乘白鳩號）
。大竹
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340─341；許伯埏，
〈台湾初の遊覧飛行〉，
《許丙‧許伯埏回想
錄》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年）
，頁 189─191；佐倉光一，
〈內台郵便試驗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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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1931 年「內台試驗飛行」
：
（上
「雲雀號
內台試驗飛行」
（上）
「雲雀號」
雲雀號」於台北練兵場；
於台北練兵場；
（下）
「白鳩號
「白鳩號」
白鳩號」於淡水
資料來源：
，《台灣時報
，1931
年 11 月，未編碼。
資料來源：〈卷頭
〈卷頭口繪
卷頭口繪：
口繪：內台連絡商業試驗飛行〉
內台連絡商業試驗飛行〉
《台灣時報》
台灣時報》
，
未編碼。

此回的試驗雖然頗為成功，但是「內台航線」的開設計畫，還是因為朝鮮定
期航空的開始，使得相關的預算及補助金遭到壓縮，因而被大藏省再次刪減。不
過值得慶幸的是，「台北飛行場開設費」的第一期十萬坪土地之購入金，則獲得
承認（約十萬餘圓）
，且 1933 年度的機場整地費四萬五千圓也陸續獲得承認。因
行私記〉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台北：台灣遞信協會，1931 年 12 月）
，頁 7─16。
84

此總督府遞信部乃命「航空係」囑託佐倉光一開始對機場地點展開調查，最後的
結果則是敲定台北州七星郡松山庄頂東勢一帶為機場用地，並於 1933 年 2 月開
始公告徵收。252
雖然機場用地初步已獲得解決，也踏出重要的第一步，但是「內台航線」的
設置費還是一直不斷地遭到大藏省刪除，因此台灣社會在當時也出現了一些陳情
與請願的聲音。1932 年 11 月當大藏省刪除由新任遞相南弘（1932 年 3 月 2 日－
1932 年 5 月 26 日任台灣第 15 任總督）所提出的「內地台灣間航空路新設費」
（包
含在 1933 年度遞信省新規事業費）時，位於東京並與台灣有密切關係的「台灣
俱樂部」即透過該會長內田嘉吉253向大藏省及相關官廳機構提出陳情書，除了一
再強調「內台航線」的重要性外，並言及「美國以菲律賓為基點、德國透過與中
南半島的聯結，都將使得日本在東亞的航空發展受到限制，加上中國內地的航空
權已由美德兩國所取得，此將陷帝國航空網於孤立之狀態，並阻礙南方進出之機
運」
。254
內田嘉吉所提出的深切呼籲，隨即反應在遞信省航空調查委員會之「民間航
空十年計畫」中，255不過遞信省的「內台連絡航空補助費」
（11 年共 249 萬圓）
256
還是在 1933 年 11 月因「時局因素」而再次遭到刪除。 此消息一出，即造成島
內輿論界為之譁然，因此該月 24 日「民間有志者」乃於鐵道飯店針對相關問題
舉行善後措施懇談會，並組織「內台航空路開設期成同盟會」，除了向日本內地
各相關團體及官廳遞送陳情書外，且於 12 月 1 日召開全島大會，並提出相關的
宣言及決議。257於是，在滯京的總務長官平塚廣義與在台的官民一致努力下，總
252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347─350。另外，原本由「臨時航空調查掛」囑託根津熊
次郎所提出，且呼聲頗高的「淡水」水陸共用國際機場興建方案，則因預算與用地面積等因
素而被「松山」國際機場興建方案取代。根津熊次郎，
〈台灣の航空事業〉，
《台灣時報》
，1931
年 4 月，頁 53─54；根津熊次郎，〈台灣航空界展望〉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1931 年 5 月，
頁 10─11；佐倉光一，〈航空直言〉
，《台灣時報》
，1934 年 7 月，頁 38─42。
253
內田嘉吉（1886─1933）
，東京人，1910 年 8 月調赴台灣，任民政長官兼臨時糖務局長、土
木部長、鐵道部長，1915 年 10 月因與安東貞美總督理念不合而求去。返日後任遞信省次官，
1918 年敕選為貴族院議員，1923 年 9 月繼田健治郎之後擔任總督，1924 年 9 月因民政黨內
閣成立而去職。其在 1915 年創立南洋協會，並擔任副會長，與當時在南洋發展的日本商人關
係甚密，是當時「南進」政策與思想的代表者之一。詳見 鍾淑敏，
〈內田嘉吉〉
，收錄於許雪
姬總策畫，
《台灣歷史辭典》（台北：遠流出版社，2004 年）
，頁 160。
254
〈内台航空路開設促進の陳情書提出台灣俱樂部から關係官廳に對し〉
、
〈内台航空路開設案復
活の陳情書台灣俱樂部から大藏、遞信兩省に提出〉，
《台灣日日新報》
，1932 年 11 月 20、26
日。
255
〈民間航空振興の爲 航空調查委員會 大型機に依る朝鮮台灣への海峽橫斷計畫を樹立〉，
《台
灣日日新報》，1933 年 8 月 26 日。
256
所謂的「時局因素」乃是與 1931 年所發生的「滿州事變」
，以及後續的 1933 年「退出國際聯
盟」等事件有關。另外，根據大藏省對南弘遞相的返答則表示，在此非常時期若預算與軍部
無直接關係，皆會一併遭到刪除。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351─352；羽生國彥，
〈本島遞信事業更生發展のため深川遞信部長に與ふる公開狀〉
，《台灣の交通を語る》
（台
北：台灣交通問題調查會，1937 年）
，頁 427。
257
基本上所謂的「民間有志者」
，大多還是與總督府有著密切的關係，其成員主要為總督府評議
員、州市協議員、工商團體幹部、町委員等。另外，台灣人士方面則有郭延俊、蔡彬淮、辜
顯榮、陳天來、顏國年等人。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35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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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府所期待的最低標準，即 1934 年度的「內台準備飛行」計畫之相關預算，遂
被大藏省所承認。258

圖 3─5 1934 年「內地台灣間準備飛行路圖」
內地台灣間準備飛行路圖」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日本航空輸送株式
日本航空輸送株式會社
《內地台灣間
《內地台灣間準備飛行實施計畫
（東京：
日本航空輸送株
株式會社，
會社，
內地台灣間準備飛行實施計畫》
準備飛行實施計畫》（東京
東京：日本航空輸送株
式會社，
會社，1934 年 6 月）。

相關的預算獲得承認後，總督府遞信部即將該計畫委託日本航空輸送株式會
社執行「內台準備飛行」計畫，並於 1934 年 7 月 25 日出動「すゞめ號」
（雀號；
フオッカー「三 M」機），除攜帶航空郵件外，同時還在機上配置兩台無線電信
機，由福岡太刀洗陸軍飛行場出發，經「六連島」區域抵達興建中的台北松山機
場，且於 27 至 28 日舉辦台北上空「遊覽飛行」及「台北屏東間郵便飛行」
。259
鑑於「內台準備飛行」的良好成果及航線開設的急迫性，1935 年遞信省再
次提出「福岡台灣間定期航空補助計畫」等案，結果獲得大藏省的全額承認（95
萬 4 千圓）
，而對於負責航線事業的日本航空輸送會社之補助金（8 年 4 百 67 萬
258

〈內台準備飛行 實施明年六月頃一往復〉
，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1933 年 12 月 28 日；
〈遞信
部昭和九年度豫算に就て〉，《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1934 年 4 月，頁 9。
259
此次的飛行計畫，主要目的則為「航空無線通信之試驗、航線與寄泊地規劃、南方航線延長
調查」等，並獲得「三貂角迂迴至基隆並溯淡水河抵台北、冬季季風因素使得福岡台北間無
法達到『一日連絡』、水陸兩用飛機使用之可能性」等結果。日本航空輸送會社，《內地台灣
間準備飛行實施計畫》
，頁 1─14；
〈內地台灣航空路擬更延長向南方 日本空輸會社計畫〉
，
《台
灣日日新報》，1934 年 7 月 19 日；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360─369。
86

圓）
，則經國會協贊後由國庫與總督府分擔各半支給，並預定於 1936 年 1 月開始
「一週三往復」之定期航線。260而 1935 年 10 月正適逢「始政四十週年記念博覽
會」之舉辦，在此之前 9 月 20 日總督府已先公告台北飛行場為「公用飛行場」
，
並與日本航空輸送會社合作，由福岡派遣「スーパー機」及「フオッカー機」來
台，並於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6 日舉行「航空促進遊覽飛行」
。261而其中一架「か
りがね號」（雁號；フオッカー機）則在「遊覽飛行」結束後的 11 月 19 日，搭
載總督府外事課長坂本龍起等人，並攜帶總督中川健藏致福建省主席陳儀之信函，
前往對岸福州進行親善飛行，同時也在該地進行「遊覽飛行」
。262另外，自 1935
年 10 月至 12 月則為來年定期航空的實施預做準備，舉行每週一往復並以載運郵
件為主的「慣熟飛行」，其目的則是為使將來的「內台定期航線」業務及流程能
夠更加熟習與完備。263

260

佐倉生，〈內台定期航空の開始〉，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1935 年 11 月，頁 21─24；大竹文
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360─369。
261
「航空促進遊覽飛行」前後共舉行 190 回，每回皆滿額，共搭載 1,140 位民眾，台灣人與日本
人之比例約為 9：1。另外，女性也有約 150 人搭乘，包括「台灣日日新報」女記者、咖啡座
女服務生、知本蕃婦、酒吧女將，而三、四歲的兒童也有近約 30 名。大竹文輔，《台灣航空
發達史》
，頁 381。
262
坂本外事課長此行除了對參與「始政四十週年記念博覽會」舉辦時前來台北的福建省主席陳
儀進行外交答禮外，也與陳儀協商航空相互連絡之事宜。井出季和太，
《台灣治績志》
，頁 1017
─1108；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381─384。
263
〈內台定期航空開始〉
，
《台灣時報》
，1935 年 11 月，頁 144；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372─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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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上）1935 年台北飛行場及遞信部航空官佐倉光一
年台北飛行場及遞信部航空官佐倉光一；
部航空官佐倉光一；
（下）1935 年台北飛行場內「
年台北飛行場內「遊覽飛行」
遊覽飛行」一景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台灣新聞社編，
台灣新聞社編，
《台灣
《台灣を
代表するもの》
（台中
（台中：
同編者，1935 年）
，頁 892、
、900。
。
台灣を代表するもの
するもの》
台中：同編者，

面對「內台航空」已確定開設，以及其所賦予「南進航線」之使命，1935
年 10 月 19 日至 23 日由總督府所召開的「熱帶產業調查會」
，對於台灣的航空事
88

業，則較 1930 年「臨時產業調查會」有著更具體的規劃。就如召開此會的總督
中川健藏在會中所言：
此調查會的目的在於，
此調查會的目的在於，鑑於本島的地理位置，
鑑於本島的地理位置，應對本島產業開發付出更多
努力……應
與南支南洋地方在經濟上保持更緊密的關
在經濟上保持更緊密的關係
努力
應與南支南洋地方
在經濟上保持更緊密的關
係，以圖其貿易之進
以期相互福祉之增進
之增進，
此正為本島之使命，
南支南洋地方之
展，以期相互福祉
之增進
，此正為本島之使命
，……乃
乃將南支南洋地方
之
貿易及其它各般事項層層檢討，
島內產業、
交通、
貿易及其它各般事項層層檢討
，島內產業
、交通
、文化等各方面之進展與
其共相合作，
行鄰邦共榮之實，
以資帝國國運昌盛。
其共相合作
，行鄰邦共榮之實
，以資帝國國運昌盛
。264
由上述所知，該會可以說是以「達成本島對『南支南洋』所抱持之使命，所進行
的各種方策之樹立」為主要目的。265因此就航空發展而言，即是以「島內各種航
空設施之整頓、島內及內台定期航空輸送事業之充實，並且朝國際航線開設而努
力」等為往後發展之主要方針。266
特別是關於國際航線開設，則是因為 1931 年以後歐美各國航空公司相繼在
南洋及中國設置航線，甚至獲得主導權，所以使得一向對於「南支南洋」區域甚
感興趣的總督府乃倍感壓力。267因此該會對於國際航線開設的部份，則計畫在
1936 年編列預算（補助金 9 萬 6 千圓）
，以進行台北至泰國曼谷之航線開設，甚
至計畫將航線延伸至更南方的新加坡（補助金 20 萬圓）
。268
而若由此會所樹立的結果及方針，對照 1930 年以來總督府在「內台航線」
的爭取過程來看，總督府對於「內台航線」的設立或許只是一種階段性的策略，
真正的目的是著眼於建立台灣在「南支南洋航線」中之主導地位，269以及將來帝
國南方航空圈一旦建立時台灣的中心位置。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台灣經濟年報刊行會，
《台灣經濟年報》昭和十六年版（東京：國際日本協會發行，1941 年），
頁 385。
同前書，頁 387。
台灣總督府，
《熱帶產業調查會答申書》
（台北：台灣總督府，1935 年）
，頁 14─15、60─61。
關於 1931 年以後歐美各國航空公司在東亞的航空事業發展情況，以及總督府對於此事所遭受
的壓力與呈現出來的焦慮，可參見 熱帶產業調查會，
《台灣及南支南洋の航空》
，頁 15─32。
另外，值得一題的是，若對照大正初期日本民間對於「南進」的態度與關心，或許可充份體
現總督府此時的焦慮感，例如井上清在其 1913 年之著作《南洋と日本》中所言：「……遲一
日損一日。遲一年英國人進占，遲二年德國人邁進，遲三年美國人雄飛，遲四年澳洲人前來，
遲五年荷蘭人之根據地更堅實，遲六年中國人更加跋扈，遲七年印度人之數量即會更增加。
若遲至十年、二十年後，談南洋就已經太晚了」。矢野暢，
《「南進」の系譜》
（東京：中央公
論社，1997 年）
，頁 70。
井出季和太，
《南進台灣史攷》
（東京：誠美書閣，1943 年）
，頁 153；
〈台北シンガボール 定
期航空路開設費豫算 閣議で承認さる〉，
《台灣日日新報》
，1935 年 11 月 28 日夕刊。
在此區域獲得航線主導地位之意義，除國防因素外，商權的競爭也是主要考量的要點，即如
日本航空輸送會社營業課長齋藤外男所言：
「日本若沒有在此區域開設定期航線的話，有一天
優勢定會被歐洲人所奪，今日歐洲的書信透過飛機約 5 日半至 8 日即可到達此區域，相對於
日本距離此區域雖僅歐美各國一半，但書信往復卻要花費一個月半，因而無法與其競爭。若
日本在此區域開設定期航線，使得訂單之商品型錄、設計書、說明書、照片等能夠快速取得，
眼前失去的商機則將會回來」
。齋藤外男，
〈台灣と定期航空に就て〉，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1935 年 9 月，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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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台、
內台、島內航線」
島內航線」之開展
1935 年 12 月 31 日負責第一架「內台定期航線」業務的日本航空輸送株式
會社所屬機「かりがね號」，上午 7 時由福岡太刀洗出發，途經那霸進行燃料補
給，並於下午 4 時 39 分抵達台北飛行場，以擔任「內台定期航線」的首航任務。
該航線於 1 月 2 日上午 10 點由台北飛行場開始進行首航，搭乘者的身份主要為
該航線相關之縣市首長與新聞從業人員，且於下午 2 時 47 分抵達那霸，隔日上
午 6 時出發，並在下午 12 時 33 分安全抵達福岡太刀洗，成功地開啟了台灣航空
史上嶄新的一頁。270
而為了推廣民眾搭乘飛機的意願，除在台北市本町三丁目一帶設有與飛行場
之間的免費汽車運送服務外，271並且由總督府交通局於該年 2 月 1 日發行「鐵道、
海運、航空」之連用票卷，以便利旅客使用。272茲將 1936 年度「內台定期航空」
營業項目與類別資料，簡列於下表：
表 3─4 1936 年「內台定期航空」
內台定期航空」營業項目與類別
航班

每週三回往復（星期二、四、六）

營業項目

旅客

貨物

郵件

票價及費用

客運

台北←→福岡

110 圓

台北←→那霸

60 圓

那霸←→福岡

50 圓

貨運

每 1 kg

2圓

郵件

第一種（信箋類）

30 錢

第二種（明信片類）

15 錢

航線區間
航線區間

台北（上行）←→那霸←→福岡 （下行）

使用飛機機型

ダグラス DC2 型（道格拉斯）

フオッカー型（福克）

機組人員

3人

2人

旅客人數

14 人

8人

貨物郵件

飛行時速

341 kg
280（km / hr）

單程飛行時間
單程飛行時間

約 6 小時

約 10 小時

單程飛行
單程飛行距離
飛行距離
270

271

272

70 kg
160（km / hr）

約 1,600 km

搭乘此次首航的乘客為：永江真鄉（福岡日日新聞社長）
、森田久（九州日報社長）
、久世庸
夫（福岡市長）
、畑山四美男（福岡縣知事）
、藏重久（沖繩縣知事）
、金城紀光（那霸市長）、
太田朝敷（琉球新報社長）
、大竹文輔（台灣日日新報特派員）
，以及唯一的台灣人許炎亭（台
灣新民報記者）
。
〈航空南進を祝す 河村本社社長からメツセージを贈る〉，
《台灣日日新報》
，
1936 年 1 月 3 日；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386─387。
日本航空輸送株式會社，《定期航空案內》昭和 11 年 10 月至昭和 12 年 3 月（東京：日本航
空輸送株式會社，1936 年）。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409。
90

資料來源：
〈航空〉
，《台灣
，1935 年 8 月，頁 45─
─46。
。
資料來源：1.〈
航空〉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遞信協會雜誌》
2.大竹文輔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386。
。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頁 385─
3.交通局遞信部
交通局遞信部，
《台灣航空事業
（台北：
交通局遞信部，
《台灣航空事業ノ
台灣航空事業ノ概況》
概況》
台北：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
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
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1941
年），頁
─6。
。
，頁 5─
4.日本航空輸送株式會社
日本航空輸送株式會社，
日本航空輸送株式會社，《定期航空案內
《定期航空案內》
定期航空案內》昭和 11 年 10 月至昭和 12 年 3 月（東
京：日本航空輸送株式會社，
日本航空輸送株式會社，1936 年）。

而 1936 年 3 月 30 日台北飛行場的正式開幕啟用後，除了是台灣第一個國際機場
外，也是當時對於「南支南洋」航線的基點，以及帝國南方生命線軍事空防的據
點，因此其地位及所擔負的使命，可說是極為重要。273
加上該航線的主要對口航站福岡第一飛行場（又名「雁ノ巢飛行場」）的完
成（6 月 1 日），並接替原本太刀洗陸軍飛行場所承載的臨時民航業務，因此也
使得自台北抵達福岡的旅客，可經由轉機前往東京，達成「早晨台北出發，傍晚
得以朝拜皇居」
（朝台北を立つて、夕には宮城を拜べ得く）
，台北東京兩地間「一
274
日連絡」之可能。

273

〈台北飛行場開場式〉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1936 年 1 月，頁 1。
〈航空〉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1935 年 8 月，頁 47。另外幾種說法則是：「早上台北出發，
傍晚東京洗溫泉」
（台北を朝發つと夕方には東京で汗を流せる）、
「台北吃完早餐後出發，晚
上就在東京銀座通悠閒散步」
（朝食を台北で済して出発し、その夜を東京で銀ブラが出來る），
以及「若早上從東京出發時帶著從淺草買來的壽司，在台北新公園的椰子樹蔭下品嘗味道還
是一樣」
（朝東京を立つ時淺草のすしでも土產に買つて持つて來ればその日の中に台北新公
園の椰子の葉蔭で本場の味覺を味はふことが出來るといふことになるのである）。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419；小林英夫監修，
《日本人の海外活動に関する歷史的調查》第 9
卷台灣篇 4（東京：ゆまに書房，2001 年），頁 20；台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
《新台灣》（台
北：臨時情報部，1941 年），頁 2。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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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1930 年代後期台北飛行場與
年代後期台北飛行場與「
台北飛行場與「雁ノ巢」福岡第一飛行場
資料來源：
〈卷頭口繪〉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1936
年 5 月，未編碼。
資料來源：1.〈
卷頭口繪〉，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協會雜誌》
，
未編碼。
2.「
「博多名所明信片」
博多名所明信片」
：福岡第一飛行場
：福岡第一飛行場（
曾令毅收藏）
。
福岡第一飛行場（曾令毅收藏）

另外，同年 3 月 28 日「ダグラス DC2 型」客機的加入後，客貨搭載量也呈
現倍增之勢，因此「內台航線」基本上可說是開設半年後，隨著新型客機之使用
與兩地機場的完工啟用，營運才算是逐漸步上軌道。而若就 1936 年前半年該航
線的乘客總數共 402 人來看（台北出發 271 人，日本出發 131 人），自 7 月至 9
月光是由台北出發的乘客就達到 213 人，因此即可說明該航線在 1936 年下半逐
步成長之態勢。275茲將 1935 年 10 月至 1939 年 12 月此航線年度營運情形表，簡
275

該航空公司 3 月底使用新型飛機後，乘客人數可以說是明顯增多，而使用者多為總督府官員
出差至日本所用，因此就開設半年的情況來說，台灣至日本相較於日本至台灣之乘客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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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於下表：
表 3─5 「內台定期航線」
內台定期航線」年度營運情形表（
年度營運情形表（1935─
1935─1939）
1939）
年

度

飛 行 回 數

客 運（人次） 貨 運（公斤）
公斤） 郵 件（公斤）
公斤）

1935

157

1,216

312

3,268

1936

590

2,583

6,132

28,816

1937

608

3,874

21,854

55,996

1938

1,271

8,706

61,448

113,345

1939
計

1,263

7,570

74,028

162,699

3,889

23,949

163,774

364,124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1.大塚清賢
大塚清賢，
〈南方航空網
〈南方航空網の
確立に 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の
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の飛躍〉
飛躍〉
，
《非常時下
《非常時下の
大塚清賢，
南方航空網の確立に
非常時下の台灣
全貌》
（東京：
，頁
。
全貌》
東京：中外每日新聞社，
中外每日新聞社，1939 年）
，頁 159。
2.小林英夫監修
小林英夫監修，
，日本人の
日本人の海外活動に
海外活動に関する歷史的調查
する歷史的調查》
第 8 卷台灣篇 3-2，
頁 206。
。
小林英夫監修《
歷史的調查》
3.莊漢開
莊漢開，
（台北：
莊漢開，〈台灣之民用航空
〈台灣之民用航空〉
台灣之民用航空〉，《台灣之交通
《台灣之交通》
台灣之交通》
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頁
，頁 128─
─129。
。
4.陳國棟
陳國棟，
，《台灣的山海經驗
（台北：
陳國棟，〈台灣交通簡史
〈台灣交通簡史〉
台灣交通簡史〉
《台灣的山海經驗》
台灣的山海經驗》
台北：遠流出版社，
遠流出版社，2006 年），頁
，頁
116─
─117。
。
註：上述所引用的資料所呈現之營運情形及數據，
上述所引用的資料所呈現之營運情形及數據，皆不盡相同，
皆不盡相同，但是差距甚小，
但是差距甚小，因此本表所呈
現之數據乃採各項之「
現之數據乃採各項之「最大值」
最大值」製作。
製作。

由上表即可略知「內台定期航線」的營運，除了自 1936 年下半開始持續逐步穩
定成長外，1937 年 4 月後則因相關航線設施改善及擴充，使得該線航班擴增為每
日一回往復，因此至 1938 年開始不論是回數、客運、貨運及郵件等業務，都呈
現大幅度的成長，而這種情況或許與 1937 年 7 月「中日戰爭」的爆發，以及當
時台灣對於「南支南洋」所扮演的國際航線基點之角色，都有著相當程度的關係。
而為統制管理戰時航空運輸之業務，1939 年整併日本國內所有航空公司而
成立的國策航空會社「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276除持續積極開設及經營「南支
南洋」區域的國際航線外，並在 1941 年一度將「內台定期航線」延長至東京。
不過該年 9 月 20 日卻因「時局燃料節約」政策之關係，航線對口站又修改回福
岡，而原本每日一回往復的航班，也縮減至一週二回往復。同年 12 月 12 日以後，
則因「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得日本本土包含殖民地在內的民用航線全數暫停，
而以往負責民航業務的「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
，則因戰時國策的需要，轉以經
約相差一倍左右。
〈內台航空乘客漸增 自台灣者兩百餘名 內地僅一百三十一名〉
，
《台灣日日
新報》，1936 年 7 月 17 日。
276
「日本航空輸送株式會社」於 1937 年 12 月 1 日改稱為「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
，並在 1938 年
9 月 1 日由官方出資一億圓使其正式成為「國策會社」
，除經營日本所有的國內及國際航線（含
所屬殖民地、關東州及南洋群島）
，也是當時日本國內唯一的航空公司。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該公司的首任總裁乃是將「南進航空」之基礎「內台航線」建立起來，並於 1932 年至 1936
年擔任台灣總督的中川健藏。国立公文書館藏，
〈参考資料 大日本航空株式会社関係法令 一
冊〉
（1939 年 4 月 11 日）
《枢密院会議文書Ｆ（決議）》大正・昭和（請求番號：A03034241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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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軍用定期航空」為主要的業務。277因此，台灣的航空事業發展，可說至「太
平洋戰爭」以後，進入了另一個不同的型態與階段。
綜觀總督府在「內台定期航線」的推動，迄至 1936 年雖說正式劃下句點，
並順利地步上軌道。但就總督府整體的「航空政策」來說，
「內台定期航線」的
開啟僅是達成「航空南進」階段性的目標，真正的目的除了要將台灣建立成帝國
航空的動脈，以及向「南支南洋」延伸的唯一基幹外，並欲將台北建立成帝國的
「空の橫濱」，俾使其能與歐美列強在「南支南洋」航線上相互拮抗與競爭，278以
及將來一旦發生戰爭時，能在制空權的爭奪上取得最有利的位置。
另外，1936 年除了「內台定期航線」的開設，與台灣內部交通發展息息相
關的「島內定期航線」，也於同年 8 月 1 日正式開始，並且同樣由日本航空輸送
株式會社負責相關業務。該航線開設後即先進行為時一個月的「慣熟飛行」
，且
主要使用「フオッカー式」各型飛機，進行以貨運及郵件運送為主的業務，至於
客運方面則要到 9 月 3 日後才正式宣告開始。279該航線大致分為東線、西線及馬
公線三線，相關的營運情形如下表所示：
表 3─6 「島內定期航線
島內定期航線」
定期航線」營運情形表（
營運情形表（1936─
1936─1939）
1939）
航 線

區

東線

間

航 班 次 數

台北─宜蘭─花蓮港區間

一週二回往復

高雄（至 1937 年 5 月）
西線

台北─台中─

一週三回往復

區間
台南（1937 年 6 月開始）

馬公線

台南─馬公區間

一週三回往復

島內循環線（
島內循環線（西線與東線）
西線與東線）

年

度

飛 行 回 數

客 運（人） 貨 運（公斤）
公斤） 郵 件（公斤）
公斤）

1936

523

1,378

79

192

1937

871

3,097

235

656

1938

2,373

6,450

2,172

2,975

1939
計

3,395

6,676

4,177

5,636

7,162

17,601

6,663

9,495

馬公線（
馬公線（台南至馬公線）
台南至馬公線）

年

度

1937
277
278

279

飛 行 回 數

客 運（人） 貨 運（公斤）
公斤） 郵 運（公斤）
公斤）

─

154

─

218

遞信部，《交通局遞信部概要書》第十一冊（台北：交通局遞信部，1943 年？）
，未編碼。
以 1936 年前後歐美列強在「南支南洋」區域的航線競爭來說，英國已由印度、新加坡建立歐
亞航線，法國也已延伸至越南西貢，荷蘭也將航線拉至印尼巴達維亞，美國也計畫建立本土
與菲律賓馬尼拉聯結的「太平洋航線」
，因此各國航線設立的重心皆已有往南方集中的態勢，
並使得總督府更體認到對於「南支南洋」方面國際航線開設的愈加急迫與壓力。佐倉光一，
〈航空路としての內台線〉，《台灣時報》，1936 年 1 月，頁 17─18。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43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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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151

104

82

270

1939
計

231

514

30

345

536

618

112

833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1.大塚清賢
大塚清賢，
〈南方航空網
〈南方航空網の
確立に 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の
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の飛躍〉
飛躍〉
，
《非常時下
《非常時下の
大塚清賢，
南方航空網の確立に
非常時下の台灣
全貌》
，頁 159─
─160。
。
全貌》
2.交通局遞信部
交通局遞信部，
《台灣航空事業
《台灣航空事業ノ
概況》
，頁 6─
─8。
。
交通局遞信部，
台灣航空事業ノ概況》
3.莊漢開
莊漢開，
，頁 128─
─129。
。
莊漢開，〈台灣之民用航空
〈台灣之民用航空〉
台灣之民用航空〉，《台灣之交通
《台灣之交通》
台灣之交通》
4.日本防衛
日本防衛省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防衛研究所藏，〈島内定期航空開始に
島内定期航空開始に関する件
する件〉（1936 年 8 月 20 日）
《大日記乙輯
）。
大日記乙輯》
乙輯》昭和 11 年（請求番號
請求番號：C01006840500）
5.日本防衛
日本防衛省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防衛研究所藏，〈島内定期航空路一部変更の
島内定期航空路一部変更の件〉（1937 年 6 月 18 日）
《大日記乙輯
）。
大日記乙輯》
乙輯》昭和 12 年（請求番號
請求番號：C01002240800）

由上表可知，「島內定期航線」的開設，起初僅是分別將台灣東部及西部的主要
城市聯結，1937 年 4 月 1 日後東西線航班則增為每日一回往復，並在 6 月 27 日
台南飛行場啟用後延伸至澎湖（偶數日一航班；1940 年 4 月增為每日一回往復）
，
而 7 月 1 日後東西兩線則整合連結成為「島內循環線」
（每日一回往復）
，因此台
灣島內的民用航空網至此可說是於焉成型。
1939 年國策航空會社「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成立後，也接手「島內定期
航線」的業務，但至 1940 年 10 月以後，因「燃料消費規正」280之關係，
「循環
線」遂告終止，並改為台北至台東（一週三回往復）及台北至馬公（每日一回往
復）兩航線。1941 年 4 月以後，前述兩航線又改為一週三回往復，至 9 月 20 日
以後同樣也因「時局燃料節約」政策，使得「島內定期航線」僅存台南至馬公線，
281
且與「內台定期航線」相同，只維繫到 12 月 12 日即告終止，並因戰爭徵調之
關係轉為「軍用定期航空」所用。
除此之外，關於客運票價方面，
「內台定期航空」全區間的單程票價為 110
元，若以 1937 年度的《台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內關於公務員月俸的記
載為例，大概相當於公（小）學校教師約二到三個月的薪水（一個月約 40 至 60
圓左右），282在當時來說其實是相當昂貴的消費。即便是「島內定期航線」，就
1936 年度的單程票價來說，最便宜到最貴也要 7 至 40 圓間（台北至宜蘭；花蓮
港至高雄），283同樣非一般普通民眾能夠負擔。因此，若就「內台、島內定期航
線」的使用客層進行初步之分析，即可再次說明兩條航線所存在的定位與意義。
以 1936 年度該航線的部份乘客職業記錄來看，如下表所示：

280

「燃料消費規正」為戰時包含汽油等諸燃料能源的一種管制措施，於 1940 年 10 月 10 日後開
始實施，主要是對於官方（大眾運輸工具、官廳用）與民間在汽油使用上的能夠有效節約，
並計畫規定使用之比例，以達到有效之管制。因此就大眾運輸工具來說，為了執行此管制措
施，皆會進行減班或撤線之動作，以達到戰時能源的有效節約。
〈揮發油と重油の消費規正を
強化 改正規則十日から實施〉，
《台灣日日新報》
，1940 年 10 月 8 日。
281
交通局遞信部，《台灣航空事業ノ概況》，頁 6─8。
282
參見 台灣總督府編，《台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
（台北：台灣時報發行所，1937 年）
。
283
〈島內定期航空〉
，《台灣時報》
，1936 年 9 月，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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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1936 年度「
年度「內台、
內台、島內定期航空」
島內定期航空」客層分佈表
內台定期航空

島內定期航空

職業類別

人數

職業類別

人數

職業類別

人數

職業類別

人數

銀行會社員

156

外國人

5

會社員

94

律師

11

官吏

70

料理業

3

官吏

61

貸家貸地業

10

商業

54

美術家

2

商業

30

承包業

6

無職

31

學生

3

無職

17

農漁業

8

土木業

14

律師

4

軍人

13

教育家

5

軍人

10

證券經紀人

2

舞蹈師

4

醫師

5

貸家貸地業

10

農業

3

演講者

2

貿易業

4

醫師

9

運送業

2

外國人

1

料理業

2

材木業者

8

漁業

2

學生

1

運送業

2

礦業者

8

推銷人員

1

美術家

1

藥劑業

2

教育家

7

藥房

1

寫真家

1

印刷業

2

新聞記者

7

木器精工業

1

宗教家

1

木材業

1

1

旅館業

1

回數

135

新聞業

總人數

414

總人數

291

資料來源：
〈成層圈：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1937
年 1 月，頁 67─69。
。
資料來源：
成層圈：飛行機を
飛行機を利用する
利用する人
する人々〉，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

就上表所示，「內台、島內定期航空」乘客主要職業類別的前三名為皆為「會社
員（銀行）
、官吏、商業」
，而就「內台線」來說這三種職業占總人數的比例約為
68％，
「島內線」則約為 64％。首先，就會社員與商業的部分，職業性質則與搭
乘理由類似，大多都是為了商場上的競爭，因此抱持著「時間就是金錢」的想法，
捨棄以往常用的交通工具（輪船、火車），而選擇價格較高的空運。而除了會社
員與商業方面的職業性質類似外，上表所列的其他職業類別其實不少與工商產業
相關，因此其搭乘理由應該也較趨於「職域或商場競爭」方面之考量。
例如，根據淡水耆宿周明德（1924 年生）的回憶，歷任「施合發材木株式
會社」高雄支店長、
「和隆材木株式會社」高雄支店長，並在 1940 年因負責島外
相關業務而經常往返於朝鮮、日本、台灣三地的父親周炳銘，284就因為從未搭乘
過飛機，覺得甚為新奇，因此乃於 1941 年 4 月 23 日由福岡「雁ノ巢飛行場」搭
機，經沖繩那霸返回台灣。285因此，雖然票價昂貴，但還是會吸引不少有經濟能
力的中上階層商務人士為爭取時間與商機，或是單純感到新奇而選擇搭乘。286
284
285

286

台灣新聞社，
《台灣實業名鑑》第一輯（台中：台灣新聞社，1934 年），頁 270。
另外，根據周明德先生的回憶，其父親雖然覺得搭乘飛機很快，但是引擎的聲音太大，因此
使他無法好好休息，並覺得頭昏腦脹，所以才會飛行一抵達松山後，就急忙回家，而忘了蓋
上松山機場的紀念戳章。
〈周明德先生訪談記錄〉
，2007 年 1 月 28 日於台北縣淡水鎮周宅，
筆者訪談，未刊稿。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台灣來說，1931 年「滿洲國」的成立，以及一直以來對於「南支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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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上）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所屬「
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所屬「ダグラス DC2 型」機艙內一景；
機艙內一景；
（下）1941 年周炳銘搭乘「
年周炳銘搭乘「內台線」
內台線」時於福岡及那霸所蓋之戳章
時於福岡及那霸所蓋之戳章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上）曾令毅收藏。
曾令毅收藏。
（下）周明德先生提供（
。
周明德先生提供（2007 年 1 月 28 日）

此外，官吏的部份也佔有不少的比例，主要原因則與殖民母國和殖民地，或
是殖民地本身內部的行政公務有關。且為因應突發性的公務，或是必需在短時間
內抵達目的地處理及進行指導的工作，不少中高階層的官員都會選擇搭乘飛機，
以有效的爭取到處理公務之時間。例如，台灣總督中川健藏伉儷就曾在 1936 年
7 月因公務由福岡搭乘「新高號」返回台北，並曾在同年 8 月 2 日與官員搭乘「富

區域的關心，都使得不少台灣人前往這些「新天地」發展，加上 1936 年「內台定期航空」開
設後，即可由滿州經朝鮮循「內台線」在三日內往返於台滿之間，而 1940 年後由台灣延伸至
「南支南洋」區域的國際航線也漸次開展。因此，1936 年以後究竟有多少台灣人利用飛機轉
往南北兩地，甚至是「前進中國」，其情形及實際的理由，則尚待往後進一步之追索。
97

士號」進行環島無著陸視察，287而 1937 年 4 月有「空の宮樣」之稱的「東久邇
宮」親王抵也曾搭乘「富士號」由福岡抵台訪問視察。288在「無職」類別方面，
則是當時的婦女大多都是與配偶同行搭乘，因此才會出現此類別的乘客大多數為
女性的情況，前述中川總督伉儷曾一同搭乘「內台線」由日本返回台北，即是一
個明顯的例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就「島內線」的部份，則可看出島內東西部交通發展
情況之差異。若以 1936 年 9 月的搭乘數字來看，即如下表所示：
表 3─8 1936 年 9 月份「
月份「島內定期航空」
島內定期航空」客運業務營運表
西線

東線

下行

上行

下行

台北←→
台北←→台中
←→台中

上行

台北←→
台北←→宜蘭
←→宜蘭

回數

13

回數

13

回數

人數

人數
46
台北←→
←→高雄
台北
←→
高雄

55

人數

回數

12

回數

12

回數

人數

人數
20
台中←→
←→高雄
台中
←→
高雄

11

人數

回數

12

回數

12

回數

7

回數

7

人數

16

人數

45

人數

5

人數

14

7

回數

人數
7
台北←→
←→花蓮港
台北
←→
花蓮港

8

回數

人數
33
宜蘭←→
←→花蓮港
宜蘭
←→
花蓮港

7

10

8

31

資料來源：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年 11 月，頁 86─85。
。
資料來源：〈成層圈：
成層圈：島內定期飛行多忙〉
島內定期飛行多忙〉，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1936
，

由上表可略知，大致上來說西線全區間（台北至高雄）旅客數少於小區間旅客數，
但是東線則完全相反，全區間（台北至花蓮港）旅客數反高於小區間旅客數。而
這種情況相對來說，也說明台灣島內東西部陸上及海上交通的差異，特別是鐵公
路設施之差異，則造成兩線的乘客在使用上，有不同的選擇及考量。
綜上所述，「內台、島內定期航空」使用客層，大致上來說可粗分為官、商
兩種，其所搭乘的原因大多為希望藉由空運，能迅速到達目的地爭取商機、處理
公務或是進行指導工作。因此也能再次說明，總督府對於「內台、島內定期航空」
的開設，僅是達成一個階段，最終的目的還是希望此線能夠更加完備，且能夠讓
接下來的「南支南洋」國際線能夠順利開設及營運，並使得更多官、商，甚至是
軍人能夠透過台灣快速地前往「南支南洋」區域，進行商業競爭、談判，以及現
地指導的工作。

287

另外，關於中川總督搭乘「內台、島內航線」之經驗與感想，以及台灣航空發達對於帝國南
進的重要性，可參見 中川健藏，〈南進には先づ航空界の發達〉，
《南方の將來性：台灣と蘭
印を語る》（大阪：大阪每日新聞社，1940 年），頁 110─113；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
史》
，頁 417─418
288
〈けふ富士號にて 東久邇宮殿下御來台〉
，《台灣日日新報》，1937 年 6 月 8 日。
98

圖 3─9 1937 年「中日戰爭」
中日戰爭」前夕東亞地區各國航空路線圖（
前夕東亞地區各國航空路線圖（含內台、
含內台、島內線）
島內線）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大村潔，
大村潔，〈愛國航空切手
〈愛國航空切手に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1937
，
年 6 月，頁 9。
。
愛國航空切手に就て〉
協會雜誌》

第三節 台灣中心之國際航線計畫與推動
一、「南支」
南支」航線之
航線之開設
而對於總督府一向關心的國際航線，則在 1936 年「內台、島內定期航線」
陸續順利開設後，才漸漸有具體的行動。前述所及，1935 年的「熱帶產業調查
會」
，基本上已對於台灣的國際航線開設，規畫出較為明確的方向，並計畫編列
相關預算，以進行台北至泰國曼谷之航線開設。因此 1936 年 3 月總督府的「台
灣を中心とする國際航空路計畫」
（台灣為中心之國際航線計畫）
，即將航線分為
「台北馬尼拉線、台北福州廈門線、台北曼谷線」三條，並對各航線制定十個年
度之預算、航線與班次。289
依照這個計畫，即可初步瞭解 1936 年總督府以台灣為中心的「航空南進」
計畫，主要所開拓與連結的區域為三大區塊，分別是：1.「南支」，以對岸福建
省的航線開設為主，並以連結中國內地的航空線為往後發展的目標；2.「外南
洋」
，即是以中南半島區域的航線開設為主，將航線由台北經香港、廣東省北海、
法屬印度支那（法印；French Indochina）河內、永珍，延伸至泰國曼谷，並計畫
與新加坡聯結；3.「內南洋」
，主要是由台北經花蓮港，並往南至菲律賓馬尼拉，
目的除了與美國計畫開設的「太平洋航線」連結外，最主要的目的則是為了與委

289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台海秘第 188 号 11‧3‧30 台湾を中心とする国際航空路計画
の件〉，
（1936 年 3 月 30 日）
《公文備考》昭和 11 年Ｄ外事卷 8（請求番號：C03022867000）
。
99

任統治地「南洋廳」區域的連結預作準備。290因此，若要探究 1936 年至「太平
洋戰爭」之前以台灣為中心的「南支南洋」航線之開設過程，以及各航線所擔負
的任務及使命，就必須由「南支、外南洋、內南洋」291三大區塊的航線設立經過
分別討論。

圖 3─10 1936 年「台灣為中心之國
：台北曼谷
台灣為中心之國際航線
際航線計畫」
：台北曼谷、
台北曼谷、台北馬尼拉航線
資料來源：
‧3‧
‧30 台湾を
資料來源：日本防衛省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防衛研究所藏，〈台海秘第 188 号 11‧
台湾を中心とする
中心とする国際航空
とする国際航空
路計画の
路計画の件〉，（1936
，（1936 年 3 月 30 日）《公文備考
）《公文備考》
（請求番號：
請求番號：
公文備考》昭和 11 年Ｄ外事卷 8（
C03022867000）
） 。

首先在「南支」區域的航線開設方面，如前所述 1930 年當總督府決意發展
民用航空事業時，台灣軍司令官渡邊錠太郎即表明對「對岸航線」的關心，不過
後來卻因「內台航線」計畫的一再延宕，使得此計畫僅僅停留在調查工作的階段，
且在尚未與福建省政府進行具體的共識與磋商前，即已遭受到不少當地輿論之反
彈。292直到 1935 年 11 月總督府外事部長坂本龍起等人搭乘「內台準備飛行」之
290

另外，對於 1936 年總督府以台灣為中心的「航空南進」計畫，特別是「內、外南洋」的部份，
則反映在 1940 年的「航空南進論」之論述中，並可做為此計畫的總結。松永壽雄，
〈航空南
進論〉，
《太平洋》
，1940 年 5 月，頁 34─39。
291
一般來說所謂的「外（表）南洋」指的是法屬印度支那（越南、寮國、柬埔寨）
、暹羅（泰國）、
英領海峽殖民地（新加坡、馬來半島）
、荷屬印度支那（印尼、新幾內亞一帶）
、菲律賓等；
「內
（裏）南洋」即為 1914 年日本由德國所取得委任統治權的「南洋群島」
（加洛林群島一帶，不
含美屬關島）。武富邦茂，
〈海の生命線：南洋群島の重大性〉，
《非常時國民全集‧海軍篇》
（東京：中央公論社，1933 年）
，頁 190。
292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第 93 号 8‧10‧26 日本の福建航空路開放計画と題する支那紙
記事に関する件〉（1933 年 10 月 26 日）《公文備考》昭和 8 年Ｄ外事卷 7 止（請求番號：
C05022768100）
。
100

使用機「雁號」，由台北出發抵達福州，才與時任福建省主席的陳儀進行航空相
互連絡之協商事宜。293雖然目前尚未發現該次協商內容相關之詳細資料，但是
1936 年 3 月總督府方面即著手計畫開設台北經福州至廈門的三角航線，若就結
果論來說，坂本外事部長此次的協商應可算是順利的。因此 1937 年 2 月總督府
即委託素有財界「南支南洋通」之名的華南銀行取締役竹藤峰治與陳儀再次進行
會談，並獲得陳儀之允諾，擬將總督府的請求與意見於該年 2 月 15 日在國民黨
第五屆三中全會時提出。294
1937 年「七七事變」發生後，相關的航線協商與交涉即暫告終止，至 1938
年 5 月日軍進占廈門之後，或許使得日本考量到「南支」航線計畫不能僅停留在
原先「兩岸連絡」的思維，基本上必須因應戰爭情勢而有所修正。因此為配合
1938 年 12 月由日方所成立的「中華航空株式會社」295在中國占領區之發展，以
及 1939 年國策航空會社「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的成立，總督府與遞信省則在
該年追加相關預算，計畫在同年 11 月 1 日開設台北廣東線（每日一回往復）
。不
296
過為配合「中華航空株式會社」於 1939 年 4 月 1 日才開設上海廣東線， 因此
「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所計畫的台北廣東線才延至 4 月 15 日開始，297至 1941
年 9 月 20 日後與「內台線」同樣因「時局燃料節約」政策，由原本的每日一回
往復，減為每週二往復，而 1941 年 4 月則延伸至海南島海口。因此，該航線除
了身負與對岸連絡的使命外，最重要的目的則是欲達到日本帝國航空圈與「滿、
支」航空圈之連結。除此之外，因廣東同樣為「外南洋」區塊航線計畫之必經航
點，為考量情勢發展與南方航線之延伸，或許就是將原本以福建省為主的「三角
航線」計畫，修正為台北廣州線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知，總督府原本屬意以福建省為主的航線計畫，則因遞信省對中國整
體的航空策略而有所修改或是讓步。但是 1940 年總督府又計畫獨立編列全額 6
年共 211 萬圓之預算，以開設台北廈門線之用，並預定於同年 10 月 1 日開始（每
293

井出季和太，
《台灣治績志》
，頁 1017─1108。
檔案原文僅記華南銀行取締役為「武藤」
（タケトウ），但其實應修正為竹藤峰治。關於此人
事蹟詳見 鍾淑敏，
〈竹藤峰治〉，收錄於許雪姬總策畫，
《台灣歷史辭典》，頁 309；日本防衛
省防衛研究所藏，〈台北福州間航空連絡に関する件〉（1937 年 4 月）《密大日記》昭和 12
年第 6 冊（請求番號：C01004325000）
。
295
「中華航空株式會社」於 1938 年 12 月 16 日正式立，前身為「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
元與日方合辦的「惠通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其成立的主要方針為「使中國的航空事業在日本
的實權下進行一元化的經營，以圖政治、經濟及國防上之充足要求，及以資東亞航空政策之
實現」
。該公司資本額為六百萬日圓，主要股東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維新政府、蒙疆政府、
惠通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
，並負責中國占領區所有航空業務，名義上雖
為「日支合辦」
，實際上為日方所掌握。我部政男、広瀬順晧監修，《国立公文書館所蔵公文
別録》第 84 冊（東京：ゆまに書房，1997 年），頁 235─240。
296
在 1939 年 4 月 15 日上海廣東線開設的同時，
「中華航空株式會社」也在同日開設上海至台北
航線。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中華、上海－台北－広東並大日航、台北－広東間一般
定期に関する件〉（1940 年 4 月 15 日）《大日記乙輯》昭和 15 年「乙輯第 3 類第 2 冊運輸
交通」
（請求番號：C01007414100）
；
〈上海廣東間の定期航空を開始〉，
《台灣日日新報》
，1940
年 4 月 2 日。
297
該線之預算為 5 年共 514 萬圓，由總督府與遞信省各半負擔。交通局遞信部，
《台灣航空事業
ノ概況》
，頁 8─9。

294

101

日一回往復）
。298雖然此航線因總督府的堅持而再度復活，不過確因該年 10 月「燃
料消費規正」因素，尚未正式開啟即告終止。299雖然如此，由總督府「獨立編列
全額預算」也要完成航線開設的決心來看，除可再次證明總督府對於福建省的關
心外，也再次說明了總督府在「南進政策」上的積極與主動性。
二、「外南洋」
外南洋」航線與台北飛行場的擴建
航線與台北飛行場的擴建
其次，在「外南洋」區域的航線開設方面，1935 年「熱帶產業調查會」所
討論的結果，即已決定編列預算以進行台北至泰國曼谷之航線開設計畫，甚至計
畫將航線延伸至更南方的新加坡。300至於為何以泰國曼谷為「外南洋」區域的航
線終點，主要原因則是 1930 年以來荷、英、法等國所建立的歐亞航線皆選定曼
谷為中繼點，並由此延伸至澳洲、印度、爪哇、法印、中國、荷屬印度支那（蘭
印；Dutch East Indies）、菲律賓等地有關。且若日本要在此區域開設航線，因泰
國為英法兩列強的緩衝國，加上各國皆在此設立航線，因此曼谷所具備的條件自
然比只有一間航空會社設點的新加坡較為合適。另外，曼谷相對於「海峽殖民地」
沿線航路來說，除較不受海陸季風的影響，氣流情況較為單純外，並且具備建設
機場所需的廣大土地。所以，就諸多條件來說，曼谷實為「外南洋」區域最為經
濟與安全的國際航線門戶。301
因此，1936 年 1 月該航線在獲得十年共 748 萬元預算後（總督府負擔 4 成，
遞信省負擔 6 成）
，總督府即依 3 月的「台灣為中心之國際航線計畫」將航線由
台北經香港、廣東省北海、法印河內（越南）
、永珍（寮國）
，延伸至泰國曼谷，
302
並在該年秋天進行試驗飛行。 面對除了「滿州國」以外的第一條國際航線之開
設，遞信大臣賴母木桂吉於 5 月貴眾兩院的「特別議會」上就曾強調，此航線為
日本國際航路所踏出的第一步，應以掌握東洋航空之實權為其發展目標。為儘速
達到這個目標，會後則決議「日泰線」於該年先進行二回試驗飛行，並計畫在

298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京城青島線及台北厦門線開設に関する件〉（1940 年 2 月）《大
日記乙輯》昭和 15 年「乙輯第 3 類第 2 冊運輸交通」
（請求番號：C01007414900）
；
〈廈門台
北間航空に 水上艇か陸上機か〉，
《台灣日日新報》，1940 年 5 月 16 日；交通局遞信部，
《台
灣航空事業ノ概況》，頁 12─13。
299
遞信部，《交通局遞信部概要書》第十一冊，1943 年？，未編碼。
300
「熱帶產業調查會」對於國際航線所討論的結果，為何僅只有決定台北曼谷航線開設的原因，
或許與總督府延續大正時期對於南洋的關心區域有關，即所謂大正時期的南進論，以往均認
為以「內南洋」為主，但其實「外南洋」才是日本利益圈的第一線。或許如此，使得總督府
在國際航線的開設上，外南洋區域一直是關注的焦點。矢野暢，
《日本の南洋史觀》（東京：
中央公論社，1979 年），頁 12、86；卞鳳奎譯，
《中村孝志教授論文集：日本南進政策與台
灣》（台北：稻鄉出版社，2001 年），頁 1。
301
〈東洋空路の中心 暹羅の重要性〉
，
《大阪時事新報》，1935 年 4 月 26；大村潔，
〈特別會議と
航空〉，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1936 年 7 月，頁 29。
302
在此之前外務省就曾派遣使節團前往泰國（團長為三井物產重役安川雄之助）進行經濟視察，
除討論經貿及礦產資源投資外，也提及日本若要在此發展與列強競爭，就必須改善原本商船
從日本抵達當地需 2 至 3 週的長時間，並將欲開設的「內台航線」延伸至泰國，使航程時間
縮短為 3 日，這樣才能跟列強在此地進行商業競爭（歐洲至泰國約 4 日半至 8 日）。〈遣暹
經濟使節に重大使命を委囑〉，《大阪每日新聞》，1936 年 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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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4 月正式開始營運。303
於是為了進行航線的實際調查及試驗，1936 年 11 月遞信省乃委託朝日新聞
社所屬「國際航空路調查會」，304計畫以泰國憲法發佈四週年紀念典禮祝賀之名
義，派遣「鵬號」於 12 月 5 日由東京立川陸軍飛行場出發，循「內台航線」路
徑抵台北後，6 日凌晨 6 時再由台北出發進行約三千公里無降落飛行後，於同日
下午 5 時安全抵達泰國曼谷。305而此試驗飛行會由委託民營企業負責，並自台北
開始進行無降落飛行的原因，或許與 1933 年日本因「滿州事變」而退出「國際
聯盟」等一連串外交挫敗，使得其在國際上被孤立的狀況有關。因此，在無法取
得英法兩國同意飛機降落香港及河內等地的情況下，306僅能依《國際航空條約》
的第二條「允許對民用航空器在和平時期相互給予無害通過的自由」之規定，通
過其領空並且無降落直達泰國。
1937 年「七七事變」後，日本藉著戰爭在中國占領地內開設「中華航空株
式會社」並迅速擴張其航空網絡，因此也使得原本在中國設立航線的歐美各國航
空公司因戰爭而被迫放棄或縮短原本經營的航線。307另外，1937 年 8 月隨著戰
爭的擴大，日本為防止各國援助中國，因而宣佈對中國沿海實行封鎖政策，並且
在同年 9 月為防堵「援蔣」軍事物資由法印流入，因而與法國展開一連串的外交
交涉。308不過相關交涉非但有具體成果，反而使得衝突有一觸即發的可能，也使
得此區域的航線談判與開設一直呈現受阻的狀態。
1939 年為使剛成立的國策航空會社「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能夠對此航線
更為熟悉，並達成「興亞南方航空路之開拓與日泰親善之目的」
，遞信省航空局
在獲得法方同意通過其領空後，乃計畫派遣「乃木號」至泰國進行親善飛行（無
降落飛行）
。該機於 1 月 25 日由東京立川陸軍飛行場出發，並循「內台航線」路
徑抵台北，26 日再由台北起飛經東沙島海域，掠海南島南部進入法印度，抵達
泰國曼谷。309同年 4 月 9 日為祝賀伊朗皇太子新婚，
「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乃
303

大村潔，
〈特別會議と航空〉
，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1936 年 7 月，頁 26─30。另外，值得注
意的是 1936 年 8 月 7 日「五相會議」所決定的「國策の基準」
，已開始將南方政策提升至與
北方政策相等，並提出應「謀求適當之方策，使航空及海運事業躍進」
。而隔日「四相會議」
所決定的「帝國外交方針」更是提及「對於泰國及其他民族應持共存共榮之基調，並適當指
導誘掖之」
。由此即可知日本在退出國際聯盟後，對於南方的重視，特別是在中南半島區域以
泰國為中心的發展政策。外務省編，
《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1840─1945）
》下冊，頁 344
─347。
304
〈日暹親善の輝く壮舉東京・盤谷を結ぶ〉
，《大阪朝日新聞》，1936 年 11 月 26 日。
305
翼仙人，
〈日暹親善飛行「鵬號」飛んだ道〉，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1937 年 1 月，頁 79─84；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516─519。
306
〈日暹間の定期航空に就て 支障多きは遺憾に堪へない〉
，《台灣日日新報》，1936 年 12 月
6 日。
307
台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
〈南方航空路の狀況〉，
《部報》第 101 號（台北：台灣時報發行所，
1940 年 7 月），頁 4─5。
308
池井優，《日本外交史概說》（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1999 年），頁 210─211。
309
另外，較特別的是「乃木號」為進行各種研究與試驗，乃於 2 月 4 日於晚間 10 時啟航返日，
而此乃日本有始以來首次的民用航空機長距離夜間飛行試驗。〈乃木號昨夕輝く歸還 日暹親
善の使命達成〉
，《報知新聞》，1939 年 2 月 6 日；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526─
528。
103

派遣「そよ風號」（微風號）搭載使節團由東京出發，經台北、廣東、曼谷、加
爾各達等地後，於 15 日抵達伊朗。另外，8 月 26 日由大阪每日新聞社與東京日
日新聞社所支持的「ニッポン號」
（日本號）世界一周親善飛行（東京羽田出發）
，
310
回程時也曾經抵曼谷訪問（10 月 26 日）
。 而前述幾次的飛行任務，除了達到
親善的目的外，因所行經的航程皆以「外南洋」區塊為主，且又以台北為此南方
國際航線之起點，因此除了給予日本往後在此區域航線的開拓不少寶貴經驗外，
也再次說明了台灣在帝國南方航空發展的位置與重要性。
1939 年 11 月日本為進一步和革命後的泰國新政府建立良好與密切的關係，
以利在此區域擴張其勢力，於是乃於 11 月 25 日派遣「大和號」搭載相關使節人
員，由東京啟航並循「內台航線」途徑，經法方諒解同意後即在 25 日「技術性
的降落」於河內，並在 27 日抵達曼谷，311且於 30 日由駐泰特命全權公使村井倉
松及遞信省航空局國際課長大久保武雄代表日本政府與泰國政府正式簽署「日泰
航空協定」。312於是，自 1935 年以來開始計畫並持續交涉的「日泰定期航線」
，
也是日本最初的國際航空協定，在法方因 1939 年 9 月的歐戰爆發而暫時妥協諒
解，以及同意暫時停止「援蔣」的情況下，基本上已踏出成功開設的第一步。313

310

仁村俊，《航空五十年史》，頁 426─432；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528─530。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日泰試験飛行に関する件〉（1939 年 12 月）《大日記乙輯》昭
和 14 年「乙輯第 3 類第 2 冊特種試驗」（請求番號：C01007340800）
。
312
就當時一同搭乘「大和號」赴泰簽署航空協定的航空局國際課長大久保武雄的看法，此協定
有三項意義：1.縮短日本人前往海外發展的時間；2.能讓泰國民眾更快速地瞭解日本，並使其
成為新東亞建設與相互提攜的伙伴，同時還能利用日本民航之實力宣揚國威；3.歐洲航線在
此開設頻繁，使得泰國在空間上雖屬亞洲，但時間上卻屬於歐洲，因此日泰航線的目的則是
解決日泰間之交通問題，使泰國成為真正屬於亞洲的泰國。大久保武雄，
〈日泰空の提攜成る〉，
《新亞細亞》第 2 卷 2 月號（東京：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1940 年 2 月）
，頁 50─57。
313
〈日泰定期空路開設 協定正式調印さる〉，《大阪每日新聞》，1939 年 11 月 28 日。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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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上）1939 年「日泰航空協定」
日泰航空協定」簽署後曼谷對外國際航線示意圖；
簽署後曼谷對外國際航線示意圖；
（下）1939 年 11 月 26 日「大和號」
大和號」於河內過境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1.〈
1.〈「大和號」
大和號」訪問を
訪問を機に調印〉
調印〉，《
，《大阪朝日新聞》，
大阪朝日新聞》，1939
》，1939 年 11 月 28 日。
2.大久保武雄
大久保武雄，
《新亞細亞
大久保武雄，〈日泰空
〈日泰空の
日泰空の提攜成る
提攜成る〉，
《新亞細亞》
新亞細亞》第 2 卷 2 月號，
月號，1940 年 2 月，頁
54─
─55。
。
註：1.「
「汎アメリカ」
「イン
「エ
アメリカ」為泛美航空公司；
為泛美航空公司；
「インぺ
インぺリアル」
リアル」為英國皇家航空公司；
為英國皇家航空公司；
「エールフラン
ス」為法國航空公司；
為法國航空公司；「KLM」
「
」為荷蘭皇家航空公司。
為荷蘭皇家航空公司。
2.由左至右的城市名稱為
由左至右的城市名稱為：
「アムステルタム
由左至右的城市名稱為：「パリ」為巴黎；
為巴黎；
「アムステルタム」
アムステルタム」為阿姆斯特丹；
為阿姆斯特丹；「バンコッ
「バンコッ
ク」為曼谷；
為曼谷；
「ハノイ
「ハノイ」
為河內；「ウドルン
「ウドルン」
為泰國烏董；「シドニー
「シドニー」
為雪梨；「サンフ
「サンフ
ハノイ」為河內；
ウドルン」為泰國烏董；
シドニー」為雪梨；
ランシスコ」
ランシスコ」為舊金山。
為舊金山。

「日泰定期航線」確定開設後，計畫預定於 1940 年 2 月開始首航，以東京
為起點，經台北後開始轉為國際航線，並過境河內抵達終點曼谷，且也可與歐洲
主要航空幹線接軌。因此就總督府來說，台北曼谷航線的開設，除達成 1935 年
105

「熱帶產業調查會」中關於國際航線的開設目標外，也使得台北飛行場愈來愈成
為名符其實的國際機場。314不過，1939 年 12 月底後，法方卻突然宣佈將日本過
境河內的許可延期，因此也使得該航線開設計畫又再度生變。315 1940 年 1 月以
後，因由法印流入中國邊界的「援蔣」物資輸送情形漸趨嚴重，使得日本為報復
法國而炸毀「雲南鐵道」
（滇越鐵路）
，以徹底切斷由此地北上的「援蔣」物資。
也因為日法在邊境上軍事衝突，使得以河內為過境航點的計畫乃暫告終止。
為因應此一突發事件所造成的影響，遞信省方面乃決定自 1940 年 2 月以後
進行替代方案之「海洋航線」試驗飛行。此一替代航線即是將原本由台北至曼谷
的航線修改為台北至廣東，並由此往南繞過法印南部，以迂迴的方式抵達目的地
泰國曼谷。316此試驗飛行前後共進行三回（2/26、3/9、3/19），在證實飛行的可
能性後，同年 6 月 10 日「日泰定期航線」終於在飽經波折後正式開啟，並實施
一週一回往復之「海洋定期航線」
。
1940 年 6 月 22 日後，因受到歐戰法國向德國要求停戰乞降的影響，原本預
定過境河內的航線的計畫，乃於 7 月 15 日重新復活開啟，而替代的「海洋定期
航線」則在實施第五回後宣告終止。同年 10 月此線更延長至海南島海口，不過
1941 年 9 月 20 日後則與其他航線相同，因「時局燃料節約」政策而終止。317除
前述的航程外，1941 年 4 月以後尚有其他航程增設，因此「日泰航線」分別有以
下航程：
表 3─9 「日泰航線
─1941）
）
日泰航線」
航線」航程類別簡表
航程類別簡表（
簡表（1940─
起 迄 年 代

名

稱

航

程

回 數

1940 年 6 月 10 日
│

海洋定期航線

東京、台北、廣東、曼谷

一週一往復

日泰定期航線

東京、台北、廣東、海口、河內、曼谷

一週一往復

1940 年 7 月 9 日

1940 年 7 月 15 日
│
1941 年 9 月 20 日

台北河內

314

〈社說：バンコツク航空路の開設 台北はいよいよ國際空港〉
，《台灣日日新報》，1939 年
11 月 29 日。
315
法方會有此舉動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援蔣」路線能夠有效牽制日本在南中國的軍事行動，
因此為壓制日本以確保其在中南半島之利益，乃撕毀 11 月 30 日與日本外相野村吉三郎所達
成的「停止援蔣行為」協議，並拒絕日本的飛機經過法印上空。外務省編，
《日本外交年表竝
主要文書（1840─1945）
》下冊，頁 130；仁村俊，
《航空五十年史》
，頁 437─438。タイ室東
京事務局，
《1940 年タイ國政治經濟情勢》（東京：タイ室東京事務局，1941 年），頁 148
─149。
316
〈佛印當局の橫槍で 通過ルートを變更〉，《台灣日日新報》，1940 年 2 月 20 日；〈龍風、
快翔に快翔 一氣に廣東出發〉
，《大阪每日新聞》，1940 年 2 月 28 日夕刊。
317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台北、盤谷線定期航空に関する件〉（1940 年 6 月）《大日記
乙輯》昭和 15 年「乙輯第 3 類第 2 冊運輸交通」
（請求番號：C01007414600）；交通局遞信
部，
《台灣航空事業ノ概況》，頁 9─10；仁村俊，
《航空五十年史》
，頁 438─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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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週一往
台北曼谷臨時增航

台北、廣東、河內、曼谷

1941 年 4 月

復）
；河內曼
谷（一週三

│

往復）

1941 年 12 月 12 日

淡水曼谷線

橫濱、淡水、海口、西貢、曼谷

二週一往復

東京台北
東京西貢曼谷線

東京、福岡、台北、廣東、河內、峴港、 （隔週一往
西貢、曼谷

復）
；台北西
貢（一週一
往復）

資料來源：
交通局遞信部，
《台灣航空事業
，頁 9─
─12。
。
資料來源：1.交通局遞信部
交通局遞信部，
《台灣航空事業ノ
台灣航空事業ノ概況》
概況》
2.遞信部
遞信部，
《交通局遞信部概要書》
第十一冊，1943 年？，未編碼
？，未編碼。
遞信部，《交通局遞信部概要書
交通局遞信部概要書》第十一冊，
未編碼。
3.台灣總督府
《台灣統治概要
3.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
《台灣統治概要》
台灣統治概要》（台北：
台北：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1945 年），頁 193─
193─194。
194。
註：上述航線自 1941 年 12 月 12 日後，
日後，因「太平洋戰爭」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而全數暫停
爆發後而全數暫停，
並轉為「軍用定
全數暫停，並轉為「
期航線」
期航線」之用。
之用。

由上表可知，自 1940 年 6 月開始以泰國為終點的「外南洋」區域航線，排除因
受法方拒絕降落河內而改變的「海洋定期航線」外，基本上就有四條不同的航程。
而 1940 年 7 月 22 日第二次近衛文麿內閣成立後，對法印的態度就越來越強硬，
318
除要求法方同意讓日軍通過屬地外，也要求能夠使用屬地內的機場（8 月 1 日
外相松岡洋右對法使 C. A. Henry 之要求），特別是該年 9 月 3 日「南方經濟施策
要綱」中的對法印經濟政策之確立，加上 9 月 22 日「北部法印進駐」與 1941 年
7 月 28 日「南部法印進駐」等強勢軍事動作後，319日本在此地的航點開設與航
線的延長，基本上已無太大阻礙。
因此，1941 年 4 月後開設的另三條航程，特別是「東京西貢曼谷線」與「淡
水曼谷線」
（7 月 19 日）開設後，320已將「外南洋」區域航線連結成為以台北與
曼谷為中心的「國際循環航線」。因此也讓更多官僚、商人，甚至是軍人能夠透
過台灣快速地前往此區域，進行商業競爭、談判，以及現地指導的工作，321並有
助於日本在此區域的經貿發展、資源取得，以及軍事勢力的迅速地擴張。
另外，上表所顯示的航線，都以台灣（松山及淡水）為國際航線的起點，特
318

1940 年 7 月的「基本國策要綱」（7 月 26 日閣議決定）與「世界情勢の推移に伴ふ時局處理
要綱」
（7 月 27 日大本營政府連絡會議決定）
，為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後對於「南方（進）政
策」的基調。特別是後者對於南方及法印的處理，
「以利用情勢之轉變以獲取機會推進，並視
情況行使武力」
，則可看出日本對於法方的強硬態度。外務省編，
《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
（1840─1945）
》下冊，頁 436─438；矢野暢，
《「南進」の系譜》
，頁 155。
319
「南方經濟施策要綱」內對於法印經濟發展之政策中，則包含對於定期航線之新設延長及航空
保安設施設置權之項目。鹿島平和研究所，
《日本外交史 22 南進問題》
（東京：鹿島出版会，
1975 年），頁 248；池井優，
《日本外交史概說》，頁 211─213。
320
佐藤一一，《日本民間航空通史》（東京：國書刊行會，2003 年）
，頁 272。
321
〈南へ、増える空の客 内台、日泰は三倍・雁ノ巣に新記録〉
，《大阪每日新聞》，1941 年
8 月 5 日；孫萬枝，
〈大東亞の交通と台灣の交通〉
，《台灣時報》
，1943 年 3 月，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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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對於身為「南進航空基地」，以及擔負大部分航班運輸起降的台北飛行場來
說，相關航空設備的設置及機場之擴充整備，則顯得相當重要。而 1935 年所完
工的第一期 14 萬餘坪之規模，充其量也僅能容納國內線之「內台、島內航線」
所用。因此，為使台北飛行場成為「國際航空港」
，以及鑑於將來在南方航線之
322
使命，
1936 年後更計畫持續將機場規模擴張至 35 萬餘坪，並於 1938 年完成
基礎的整地工程。加上 1940 年以後為因應南方及中國相關之航線增設，因此乃
將跑道陸續擴增至 9 千平方米，不過 1942 年後為因應太平洋戰爭及「軍用定期
航線」所需，至 1945 年終戰前跑道之規模雖持續不變，但機場總面積已擴增至
50 萬 5 千餘坪。323
除了機場規模的擴增外，相關的航空設施之建置也是成為「南進航空基地」
的必備條件之一。例如 1936 年以後陸續設置的航空無線通信設施（台北航空無
線局）
、航空無線標示局、航空無線羅針所、航空照明設施、航空燈台及氣象測
候所等等。324而 1940 年後，
「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則於台北飛行場內增設「航
空機修理工場」，以因應航班增多後的相關維修業務。325甚至在戰爭結束前總督
府交通局還計畫興建「台北航空旅館」，提供前往南方諸地域的旅客轉機時能夠
就近住宿與休息。326因此，1940 年南方及中國等航線相繼開設，特別是「日泰
航線」開啟後，都使得台北飛行場的規模、設備，以及所兼負的使命與地位，躍
升成為名符其實的「東洋一の飛行場」
。327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另外，為因應 1936 年後台灣航空事業的發展，該年 12 月 16 日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所屬的「航
空係」即升格為「航空課」
，以規劃機場擴充及相關飛航設施之增設，使能台灣更符合「南進
航空基地」之條件。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535。
小林英夫監修，
《日本人の海外活動に関する歷史的調查》第 10 卷台灣篇 5，頁 224；交通局
遞信部，
《台灣航空事業ノ概況》，頁 14─15。
特別是自 1936 年「內台、島內航線」開設後，為強化航空安全則陸續設立彭佳嶼觀測所，以
及台北、宜蘭、花蓮港、台東、台南、台中、馬公等飛行場測候出張所。因此，台灣的氣象
科技也因航空事業的發展，而進入了另一個新的階段。台湾気象会，
《台湾総督府気象台沿革
史（1896─1948）
》
（和歌山：台湾気象会，1997 年）
，頁 21─23。
台灣總督府，
《台灣統治概要》，頁 196─197。
該旅館為木造二樓，主體建築共 650 坪，共有 26 間大小不同等級的房間。玉井和夫，〈台北
航空ホテルの新營〉，
《台灣建築會誌》16 輯，1945 年 5 月，頁 4─5。
就 1936 年日本本土最大的民用機場「福岡第一飛行場」來說，規模約為 20 萬坪，而台北飛
行場在同年的規模則從原先的 14 萬坪，擴增至 19 萬坪，因此該年底開始即有媒體以「東洋
一」比喻其規模。另外，1937 年中日戰爭開打後，台北飛行場除為民用外，也供軍方使用（8
月 14 日海軍航空隊渡洋轟炸中國）
，因此規模及設備在當時來說堪稱「東洋一の飛行場」。
〈台
北飛行場の擴張 來年度から實施 完成の上は名實とも東洋一〉
，《台灣日日新報》，1936
年 12 月 25 日；山本一朗，〈台北飛行場史〉，
《台灣時報》
，1940 年 7 月，頁 15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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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東洋一」
（上
東洋一」規模之稱的台北飛行場：
規模之稱的台北飛行場：
（上）1940 年「ダグラス DC2 型
新高號客機」
（下
新高號客機」於台北飛行場一角；
於台北飛行場一角；
（下）1945 年美軍於松山地區測繪
松山機場部份（
標示部份為筆者加註）
圖：松山機場部份
（標示部份為筆者加註
）
。
資料來源：
「台北廣東定期航空開始
（曾令毅收藏）
。
資料來源：（上）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發行明信片：
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發行明信片：
「台北廣東定期航空開始」
台北廣東定期航空開始」
曾令毅收藏）
（下 ）
「University of Texas Libraries」
Libraries」
：http://www.lib.utexas.edu/maps/ams/formosa_city_plans/
：http://www.lib.utexas.edu/maps/ams/formosa_city_plans/

（徵引日期：
徵引日期：2007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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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南洋」
南洋」航線與淡水水上機場的興建
航線與淡水水上機場的興建
最後，關於「內南洋」區域的航線開設方面，前述 1936 年 3 月總督府的「台
灣を中心とする國際航空路計畫」中，已開始計畫台北至菲律賓馬尼拉的航線開
設。主要的目的除了拉近台灣至菲律賓的距離，達到產業交流及商業競爭外，也
說明了總督府長久以來對於該地的關心及重視。328同時該航線開設後，也能與舊
金山至馬尼拉之「太平洋航線」（汎美航空公司）連接，並進一步南下與所屬委
任統治地南洋廳（南洋群島）連結，甚至前進至英領「ボルネオ」
（北婆羅洲）
、
「蘭印」（印尼、新幾內亞一帶）及澳洲等地，與歐美各國展開所謂的「太平洋
航空爭霸戰」。329所以 1933 年交通局遞信部「航空係」即派遣囑託佐倉光一對菲
律賓群島內之航空事業展開基礎的調查。330但是 1934 年遞信省所提出的「民間
航空國策十年計畫」
（1936 年開始）卻將日本至南洋廳的航線，另規劃一條由東
京經小笠原群島、
「サイパン」
（塞班）至「パラオ」
（帛琉）
，而與菲律賓馬尼拉
331
的連絡則計畫由「內台線」向南延長， 因此 1935 年以後「內南洋」區域的航
線開設，基本上可以說是呈現多線並行的態勢。
依據遞信省的「民間航空國策十年計畫」中對於菲律賓航線的決議，1936
年 3 月總督府即以此為基調，332開始規劃台北至菲律賓馬尼拉的航線開設，且以
台北為起點，經花蓮港333、佬沃抵馬尼拉，實施一週一回往復之航次，並試圖與
「太平洋航線」接軌。另外，為縮短與國際航線接軌的航程與時間，遞信省還曾
考慮由日本本土直接開設縱向航線直至南洋廳，再與「太平洋航線」所經島嶼接
軌之航線設計，並於 1936 年 10 月向美國提出由南洋廳塞班島連結至關島，以及
由東京直接連接威克島（Wake Island）之請求。不過日本所提出的這些要求都因
美方的顧忌，因此皆以軍事考量為理由而拒絕。334
為此，1937 年 3 月「外、遞、海、陸」四省即針對此航線的開設重新召開
會議，並將台北至馬尼拉、東京至威克島，以及塞班至關島三案重新討論，並分
328

日本自幕末以來，即視菲律賓為進入東南亞之關鍵位置，並視為攻略對象。迄至領有台灣後，
總督府則持續關注，並曾於明治 40 年代對「菲律賓獨立運動」進行一連串情報工作，大正時
期後則轉為以產業與殖民地情報等等之實用調查為主。關於台灣總督府對菲律賓的關注與認
識，可參見 王麒銘，
〈台灣總督府對菲律賓的認識之建立：以納卯（Davao）的調查為中心〉，
《台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 43 期（台北：台灣教育史研究會，2006 年 2 月）
，頁 17─32。
329
大久保武雄，
〈太平洋航空路と亞細亞〉，
《新亞細亞》第 2 卷 9 月號，1940 年 9 月，頁 51─
52。
330
佐倉光一，
〈比律賓に於ける民間航空〉，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1933 年 4 月，頁 20─23。
331
〈空路の擴大・整備 遞信實現に邁進〉，
《大阪朝日新聞》
，1934 年 9 月 3 日。
332
為了更加瞭解菲律賓航線之狀況，1935 年 11 月 10 日大阪每日新聞社與東京日日新聞社就曾
派遣飛機，以祝賀菲律賓獨立之名義，由東京經太刀洗、台北後，直抵馬尼拉（12 日）
，進
行航線的實際調查及試驗。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514─516；仁村俊，
《航空五
十年史》
，頁 382。
333
另外，此航線規劃經由花蓮港的原因，或許是與當時東部交通不便有關，因此在「島內線」
尚未確定開設前，經花蓮港之規劃或許可稍微解決東部交通的問題（可經此線快速往返於台
北花蓮港間）。
334
〈米政府の疑心暗鬼『日本南洋空路開拓』と〉，
《讀賣新聞》，1936 年 10 月 22 日；
〈我南洋
委任統治領と米航空聯絡を要請〉，
《大阪朝日新聞》
，1936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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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各案之優劣。會議的結果，則認為目前在此區域「應採取守勢做戰」
，335因此
只能將其他兩案之航線開設計畫放棄，在今後數年間暫時朝原案「台北至馬尼拉」
之航線計畫努力。336不過，隨著 1937 年 7 月「中日戰爭」的爆發後，
「太平洋航
線」的功能則愈顯重要，因為對於美國來說，此航線除了可以成為圍堵日本的一
條重要戰略幹線外，對於中國的運輸援助等等，皆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337因此
「中日戰爭」後，台北至馬尼拉之航線開設計畫，即因當時的國際情勢與美國的
反對干預下，漸漸失去聲音。
雖然與「太平洋航線」接軌的計畫因美國的拒絕而遭到挫敗，但因「南洋廳」
所具備的特殊國防地位，338以及考量與委任統治地交通聯絡之必要，因此使得日
本對於「內南洋」區域的航線開設計畫更為堅定。前述所及，1934 年遞信省即
已計畫開設由東京至南洋廳帛琉的航線，同時為與「內地」進行航線連絡之準備，
南洋廳自 1933 年即開始規劃諸島間的航線開設，以及水上飛機之添置、機場與
氣象設施等相關航空設施之興建。3391937 年南洋廳內主要支廳島嶼間之航線相
繼建立後，該年 11 月海軍省與南洋廳即計畫進行「內地南洋間」與「廳內島嶼
間」之試驗飛行。340不過因為「內地南洋間」航線單程就長達 4,180 公里，使得
原本預定於 1937 年 12 月開始的運作的計畫，因相關器材及機場設施尚欠完備，
所以乃遲至 1939 年 4 月 4 日才正式開通。341
該航線正式開始後，相關業務即由新成立的「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負責，
並使用「川西式四發動機大飛行艇」
（俗稱川西大艇，可搭載 17 名旅客）
，由橫

335

日本在此區域「應採取守勢做戰」之意思，或許與 1936 年 6 月所公佈的「昭和十一年國防方
針」內規定，「應以短期作戰，並以『蘇、美、中、英』為順序，進行單獨的國與國之戰爭」
等方針有關。因此基於此方針，1937 年 3 月中日戰爭開打前夕，日本對於美國在外交上乃採
取保持親善之關係，而在戰略上則採取暫時迴避的守勢策略。黑野耐，
《帝国国防方針の研究》
（東京：総和社，2000 年），頁 319─323。
336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12．3．11 台湾─比島間の航空連絡に関する件〉（1937 年 4 月
12 日）《公文備考》昭和 12 年Ｄ外事卷 7（請求番號：C01007414600）
。
337
1937 年 4 月「太平洋航線」由馬尼拉延伸至香港，除可與香港的英國航線接軌外，也可與美
資「中國航空公司」在中國內陸的航線相互連結。大久保武雄，
〈太平洋航空路と亞細亞〉
，
《新亞細亞》第 2 卷 9 月號，1940 年 9 月，頁 53。
338
南洋廳的軍事價值，對於當時被「華盛頓海軍軍縮」比例（5：5：3）所限制的日本來說，無
疑是等於在南太平洋上增加戰艦兩艘、航空母艦三艘的軍事戰力，並且可省下不少造艦的經
費。稲田昌植，
〈南遊記：重要な軍事的足場『航空母艦三隻』の價に值匹敵〉，
《國民新聞》
，
1933 年 6 月 27 日。
339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南秘第 86 号南洋委任統治地域内地間航空運輸開設に関する件〉
（1934 年 5 月 3 日）《公文備考》昭和 9 年 G 航空卷 1（請求番號：C05023611400）
；〈委任
統治各島に航空路を新設〉，《大阪每日新聞》
，1933 年 11 月 8 日。
340
「廳內島嶼間」航空聯絡主要有塞班、帛琉、ヤツプ（Yap）
、トラツク（Truk）
、ポナペ（Ponape）
、
ヤルート（Jaluit）等支廳島嶼。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調査委員会 南洋群島開発調査
会関係（9）
〉（1935 年）《公文備考》昭和 10 年 P 会議（付属）
（請求番號：C05034604900）；
〈內地、南洋群島間の定期航空路愈よ實現 十一月に正式試驗飛行〉
，
《台灣日日新報》，1937
年 4 月 25 日。
341
〈空の旅・南洋へ一日半〉，《報知新聞》，1937 年 11 月 18 日；
〈翼・南洋へ伸ぶ 東京・パ
ラオ間九時間の新空路〉，
《大阪朝日新聞》
，1938 年 7 月 23 日。
111

濱經小笠原群島後，抵達南洋廳塞班及帛琉（一週一回往復）
。342因此 1939 年 4
月「內地南洋間定期航線」，以及隔年 5 月以帛琉為中心的「南洋群島內間定期
航線」相繼開設後，除改善南洋廳的內外交通外，也能進而將日本的生命線及戰
略線延伸至更南方的區域，對於日本在「內南洋」區域的發展來說，則具有相當
特別的意義。343

圖 3─13 1940
1940 年代「
年代「內南洋」
內南洋」區域民航使用主要飛機「
區域民航使用主要飛機「川西大艇」
川西大艇」
資料來源：
（左）大久保武雄，
大久保武雄，〈日泰空
〈日泰空の
提攜成る〉，《新亞細亞
《新亞細亞》
月號，1940 年 2 月，頁 60。
。
日泰空の提攜成る
新亞細亞》第 2 卷 2 月號，
（右）
「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
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橫濱帛琉間航線旅客紀念貼紙（
橫濱帛琉間航線旅客紀念貼紙（曾令毅收藏）
曾令毅收藏）。

「內地南洋間定期航線」開設後，遞信省航空局為因應美國「太平洋航線」在南
太平洋及「蘭印」區域（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的持續發展，以及考量國際
情勢推移與「東亞共榮圈」之發展動向，1940 年底即命令「大日本航空株式會
社」展開新航線之規畫，並將原來以帛琉為終點的航線，向西北掠過菲律賓外海
直抵台灣（淡水）
，並朝東北延伸至橫濱，形成「內南洋」區域內的「海洋循環
344
航線」
。
該計畫於 1940 年 11 月 22 日由「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所屬機「綾波號」
（川西大艇）搭載機組員一行 14 人自橫濱啟航，並於同日抵達塞班後，23 日朝
西南方飛行至帛琉，經過一日的檢修後，即於 25 日展開新航線的第一回試驗飛
行。在歷經約 10 小時 35 分共 2,800 公里的長距離無降落飛行後，
「綾波號」於
25 日下午 3 時 8 分抵達計畫興建中的「淡水水上機場預定地」
，並且受到總督府
342

〈四日に初飛行 南洋へ待望の定期便〉，
《大阪朝日新聞》
，1939 年 3 月 31 日；
〈空からお土
産満開の櫻 南洋定期機パラオに安着〉，
《大阪每日新聞》
，1939 年 4 月 7 日。
343
仁村俊，《航空五十年史》，頁 439。
344
〈橫濱→淡水→パラオ間 五千餘籵の航空路 本月下旬試驗飛行を實施〉，
《台灣日日新報》
，
1940 年 11 月 17 日；
〈橫濱、台灣、パラオ結ひ 南方へ新空路〉，
《大阪每日新聞》
，1940 年
11 月 18 日。另外，大谷光瑞早在 1935 年就已提出只要熟練的經驗、足夠的飛行教育與經費，
將來帛琉到台灣的航線也能實現之看法。大谷光瑞，
《台灣島之現在》
（大阪：大乘社，1935
年）
，頁 61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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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淡水附近的民眾及學生的歡迎。345當時曾經親眼目睹「綾波號」抵達淡水
的當地耆宿周明德就回憶：
那時候我就讀淡水中學校四年級，
那時候我就讀淡水中學校四年級，某天聽到老師說將有一架從「
某天聽到老師說將有一架從「パラオ」
パラオ」
飛來的飛行艇
將會抵達淡水的消息
的消息，
於是學校的學生下課後就被動員到淡
飛來的飛行
艇將會抵達淡水
的消息
，於是學校的學生
下課後就被動員到淡
郡役所後方的榕堤
榕堤河岸
河岸迎接他們
迎接他們。
當飛行艇降落後，
因為噸位太重，
水郡役所後方的
榕堤
河岸
迎接他們
。當飛行艇降落後
，因為噸位太重
，又
適逢退潮，
因此無法駛近岸邊，
得用小船將人員接駁上岸。
當時河岸
適逢退潮
，因此無法駛近岸邊
，得用小船將人員接駁上岸
。當時河
岸邊擠
滿了約一千名
約一千名看熱鬧的
看熱鬧的官員
官員、
記者、
民眾與學生，
滿了
約一千名
看熱鬧的
官員
、記者
、民眾與學生
，歡迎隊伍一直排到郡役
所廣場，
而我們的心情就跟看熱鬧一樣，
所廣場
，而我們的心情就跟看熱鬧一樣
，高興地揮著學校發給我們的小型
紙製「
日章旗」
迎接他們，
紙製
「日章旗
」迎接他們
，有位小女生則代表我們向這些飛行士獻花致
敬，……這
這一幕到現在
一幕到現在我
到現在我都還記得
都還記得。346
由上述的回憶大致可瞭解，當時「綾波號」抵達淡水時的盛況。另外，光就 1940
年 11 月 17 日至 28 日《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就高達約 10 筆相關的新聞記事，
幾乎可說是每日皆有記載，因此官方對於該航線重視的程度，可見一斑。
「綾波
號」於 25 日抵達淡水後，經過一天的休息，於 27 日上午 7 時 2 分由淡水河面起
飛，且於下午 3 時 20 分抵達橫濱，成功地完成了總長約 9,230 公里，總飛行時
間約 36 小時 32 分的長距離飛行試驗，347並為將來「內南洋」區域航線的開拓，
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經過此回試驗飛行後，該航線乃預定於 1941 年 7 月開始營運（每月一回往
復）
，不過該年 12 月卻因為「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得民用航線全數終止而轉
為「軍用定期航線」之用（12 月 12 日）
。因此「內南洋」區域內的「海洋循環
航線」
，基本上僅有東線成功開設，而以淡水為中繼點的西線，在尚未正式開始
即宣告終止。348

345

〈難コース堂々突破 航空日本の威力 綾波號岡野機長の談〉
，《台灣日日新報》，1940 年 11
月 26 日；
〈見事拓けり南方動脈〉，
《大阪朝日新聞》
，1940 年 11 月 26 日。
346
〈周明德先生訪談記錄〉，2007 年 1 月 28 日於台北縣淡水鎮周宅，筆者訪談，未刊稿；周明德，
〈奇縁：淡水‧パラオ間の処女航空路開拓と堀清一恩師〉
，2007 年 11 月 24 日，未刊稿。
347
〈處女空路を遂に開拓 綾波號使命果して橫濱著〉，
《台灣日日新報》
，1940 年 11 月 28 日。
348
交通局遞信部，《台灣航空事業ノ概況》，頁 13─14；遞信部，
《交通局遞信部概要書》第十
一冊，1943 年？，未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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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1940 年「內南洋」
內南洋」區域之「
區域之「海洋循環航線」
海洋循環航線」計畫航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南太平洋
〈南太平洋を
四角に結ぶ新航空路〉
新航空路〉，
《讀賣新聞
《讀賣新聞》
，1940 年 11 月 15 日。
南太平洋を四角に
讀賣新聞》

「海洋循環航線」雖然因戰爭因素而未能實現，不過卻使得當時台灣的航空
設施更加完備，並直接促進首座民用水上機場之興建。因為當 1940 年 4 月「內
地南洋間定期航線」成功開設後，遞信省即已計畫將航線往西北延伸至台灣，不
過當時台灣並沒有正式的水上機場，為配合「南進航空基地」的建立，以及為因
應將來南方相關海洋航線設立時所使用的飛機種類，因此乃將 1931 年原本由「臨
時航空調查掛」囑託根津熊次郎所規劃的「淡水水上飛行場」部份的興建方案重
新提出，並於 1940 年 8 月 6 日將淡水街竿蓁林一帶（鼻仔頭）的機場用地收購
完成後，開始展開實際的測量調查。349
「淡水水上飛行場」由交通局基隆築港出張所長吉村善臣負責設計規劃，350
於 1941 年初完成第一期工程，並供該年 4 月新開設的「淡水曼谷線」之用，不
過使用時間不滿一年，即於同年底轉為「軍用定期航線」所用。除此之外，為配
合機場的興建，1942 年底後總督府與軍方則陸續設置相關航空設施，包括機場
內的測候所、無線羅針所、周邊照明設置及航空燈台（1944 年設於關渡）等等。
351

349

〈淡水飛行場の敷地實地測量に著手する〉
、〈內台定期航空路を水陸の二本建に 淡水に水上
空港を開設〉，
《台灣日日新報》
，1940 年 8 月 14 日、9 月 5 日。
350
〈淡水水上飛行場 愈よ近く工事に著手〉
，《台灣日日新報》，1941 年 1 月 18 日。
351
台灣總督府，
《台灣統治概要》，頁 196─197。
114

圖 3─15 1945 年美軍於淡水測繪圖：
年美軍於淡水測繪圖：淡水水上機場部份（標示部份為筆者加註）
標示部份為筆者加註）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
「University of Texas Libraries」
Libraries」
：http://www.lib.utexas.edu/maps/ams/formosa_city_plans/
：http://www.lib.utexas.edu/maps/ams/formosa_city_plans/（徵

引日期：
。
引日期：2007 年 5 月 14 日）

因此，該機場雖然在 1931 年已有初步規劃，不過卻要等到 1937 年後台灣「南
進航空」地位的逐漸確立，加上 1939 年「內地南洋間定期航線」的成功開設，
以及 1940 年「海洋循環航線」開設計畫的推波助瀾，相關的預算才得以編列承
認（參見「表六」）。所以，「內南洋」區域之「海洋循環航線」計畫，可以說是
當時台灣唯一「民用水上機場」興建的主要原因與重要推力。
表 3─
─10 台灣民用航空
台灣民用航空事業
航空事業相關預算表
事業相關預算表（
相關預算表（1937─
1937─1941）
1941）
航空輸送補助預算表（
航空輸送補助預算表（單位：
單位：千圓）
千圓）

年度

東京─
東京─台北 台北─
台北─曼谷 島內航空

帛琉─
帛琉─淡水

其他

總計

1937

460

400

80

─

─

940

1938

680

384

360

─

─

1,424

1939

525

380

360

─

375

1,640

1940

325

368

380

─

875

1,948

1941

435

324

190

265

690

1,904

飛行場及航線相關預算表（
飛行場及航線相關預算表（單位：
單位：千圓）
千圓）

年度

台北第二飛行場設置費
淡水水上飛行場）
（淡水水上飛行場
）

航線整備費 台北飛行場
整備費

1937

─

─

─

460

1938

─

─

─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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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內其他飛行場
整備費

1939

─

─

─

─

1940

350

─

─

1941

337

634

206
─

─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1.台灣經濟年報刊行會
台灣經濟年報刊行會，
《台灣經濟年報
《台灣經濟年報》
昭和十六年版，頁 731─
─750。
。
台灣經濟年報刊行會，
台灣經濟年報》昭和十六年版，
2.交通局遞信部
交通局遞信部，
《台灣航空事業
，頁 5─
─14。
。
交通局遞信部，
《台灣航空事業ノ
台灣航空事業ノ概況》
概況》
註：航空輸送補助預算表
航空輸送補助預算表之
其他」航線，
航線，包含 1940 年台北廣東線（
年台北廣東線（1941 年至海口）
年至海口），1941 年
預算表之「其他」
淡水曼谷線（
、台北曼谷臨時線（
、以及東京西貢曼谷線。
淡水曼谷線（經西貢）
經西貢）
台北曼谷臨時線（經河內）
經河內）
以及東京西貢曼谷線。

四、戰時軍用定期航線
戰時軍用定期航線之發展
軍用定期航線之發展
面對戰爭的持續發展與軍事攻略的南向，台灣所處的位置則更加重要，因此
1941 年 10 月 27 至 31 日由台灣總督府所召開的「臨時台灣經濟審議會」
，除了
是因應戰時台灣經濟的發展與編成進行討論，並將台灣的經濟朝向「軍事化、南
進基地化」的計畫外，352對於戰時台灣的航空發展來說，則具有相當深遠的意義。
即如召開此會議的總督長谷川清在開幕時所言：
本島的地位伴隨著時局的進展，
本島的地位伴隨著時局的進展，若欲將南方當作經濟與國防上交涉的中
為了達成這個使命，
心點，為了達成這個使命
，交通與通信設施的整體擴充乃是絕對必要的
條件。
若在這個契機中，
條件。……若在這個契機中
若在這個契機中，企圖使陸海空上橫亙著緊密的交通網趨於
企圖使陸海空上橫亙著緊密的交通網趨於
完備，
那是毋須多言的事情。
本島的工業化應立即著眼於新研究的進程，
完備
，那是毋須多言的事情
。本島的工業化應立即著眼於新研究的進程
，
且進行交通設施的整備擴充，
遂行周密的調查事業。
且進行交通設施的整備擴充
，遂行周密的調查事業
。以上綜合的計畫須
353
果敢的樹立並實行，
並且看到其成效。
果敢的樹立並實行
，並且看到其成效
。
因此，該會所規劃的「交通擴充」方面，主要是基於「對應於南方圈交通的一環，
台灣必須有相應的設施」之基本方針，對交通相關設施進行整備。換句話說，
「台
灣因處於日本與南方諸地域之中點，應幫助此地域的諸民族與日本間的政治、經
濟相互提攜，相互間理解、友好促進、文化交流，所以應對放送事業、電信通信、
航空、海運等設施進行整備」。
所以，為了肩負起台灣的使命，則必須對相關的航空設施進行整備，其要點
為：一、
「航線的增強與新設」
（內台‧廣東線之強化、台灣與華中華南連絡線‧
南方循環線的開設等）；二、「航空保安設施之完備」（台北飛行場之擴張、航空
照明設備、航空無線通信‧嚮導設施等）
，354並企圖由此整備，以期達到南方航
空網路的開設，進而與「中華航空、滿洲航空株式會社」所屬航線相互接軌，355

352

台灣經濟年報刊行會，
《台灣經濟年報》昭和十七年版（東京：國際日本協會，1942 年）
，頁
5─8。
353
同前書，頁 9。
354
同前書，頁 10─12。
355
台灣總督府，
《臨時台灣經濟審議會議事速記錄》
（台北：台灣總督府，1941 年）
，頁 379─382；
〈南方航空圈の基地 台北は最も重要〉，
《台灣日日新報》
，1941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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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整個帝國航空圈之聯結。356而對於太平洋戰爭前台灣的航空發展來說，該會
的結論基本上是將台灣規劃為具有戰時與南進基地性格之走向，並經由相關的擴
充與整備，進一步強固台灣在南方航空圈的中心位置，且為往後的軍用航線網建
構了相互銜接的重要基礎。
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1941 年 12 月 12 日以後，民間商業航線乃因戰
時軍事聯絡與輸送所需，紛紛轉為軍用定期航線所用。因此包含「大日本航空株
式會社」在內，日本帝國勢力圈內所有的航空公司業務則全數轉為軍用，且基本
上不對一般民眾開放。357 1942 年 1 月遞信省與總督府計畫已久的台北至菲律賓
馬尼拉航線，終於隨著日軍在菲律賓的戰事進展（2 日佔領馬尼拉）而展現曙光。
該線計畫於 1 月 6 日開始，並以台北為起點，經屏東、菲律賓維干（Vigan）後，
抵馬尼拉（每周三往復），358為軍用定期航線政策確立後所開設的第一條航線。
而自「台北馬尼拉軍用定期航線」開設後，迄至 1942 年 9 月軍方輸送單位正式
成立，並進駐「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組織內部之前，南方區域的航線如下圖所
示：

圖 3─16 1942 年 8 月「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
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軍用定期航線圖（
軍用定期航線圖（南方區域）
南方區域）
資料來源：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東京西貢間軍用定期航空運航回数増加に
（1942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東京西貢間軍用定期航空運航回数増加に関する件
する件〉
年 8 月）《陸亜密大日記
（請求番號
）
。
）《陸亜密大日記》
陸亜密大日記》昭和 17 年第 35 号 3/3（
請求番號：C01000560100）

356

〈大東亞の建設には 航空圈形成が必要〉
，《台灣日日新報》，1942 年 3 月 15 日。
廣岡治哉編，
《近代日本交通史》（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87 年）
，頁 216。
358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台湾、馬尼刺間陸軍軍用定期航空実施に関する件〉（1942 年 1
月）《陸亜密大日記》昭和 17 年第 4 号 1/2（請求番號：C01000054600）
。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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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所示，即可由台北的位置及所聯結的航線與航班次數，瞭解台灣於南
方航空圈內所在的中心地位。而構成台灣成為戰時南方航線樞紐的基礎，則與「熱
帶產業調查會」，以及「臨時台灣經濟審議會」對於航線的規劃與推展，有著直
接的關聯。因此，當太平洋戰爭開打後，隨著軍事南進的擴張與步伐，以及長久
以來總督府所建立的基礎建設，都使得台灣成為軍方進行南方作戰及人員物資運
輸的重要航空基地。
另外，1942 年 7 月 1 日「大東亞審議會」中所決定的「大東亞交通基本政策」
，
359
則闡明了戰時交通行政機構整備統合的重要性。 因此為了對「軍用定期航空」
進行整備統合，1942 年 9 月陸軍乃將原本負責軍用輸用任務的「特設第十三、十
五輸送飛行隊」廢止，並於「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內新設「南方航空輸送部」，
360
而海軍也於同年底新設「海軍徵用輸送機隊」，並將該航空公司內所屬機隊進
行分配整編，以供陸海軍海外戰地連絡飛行與物資運輸之用。361而在南方航空圈
的中心台灣方面，同年 10 月陸軍則在台北設立「南方航空輸送部台北出張所」，
以進行南方中繼航線之相關業務。362該部設置後，南方區域的航線分佈大略如下：

359

孫萬枝，〈大東亞の交通と台灣の交通〉，
《台灣時報》，1943 年 3 月，頁 67─68。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南参 1 電第 348 号（南方航空輸送部の編成完結間合せの件）
〉
（1942 年 10 月）《陸亜密大日記》昭和 17 年第 48 号 1/3（請求番號：C01000054600）
；日本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南方地域に大日本航空会社を進出せしむるの件〉（1942 年 9 月）《陸
亜密大日記》昭和 17 年第 45 号 3/3（請求番號：C01000702400）
。
361
廣岡治哉編，
《近代日本交通史》，頁 209、216。
362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南方航空輸送部出張所を台北に設置の件〉（1942 年 10 月）《陸
亜密大日記》昭和 17 年第 48 号 2/3（請求番號：C01000738700）
。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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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1942 年 9 月「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
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軍用定期航線畧圖（
軍用定期航線畧圖（南方區域）
南方區域）
資料來源：
〈南方地域
資料來源：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南方地域に
南方地域に大日本航空会社を
大日本航空会社を進出せしむるの
進出せしむるの件
せしむるの件〉（1942
年 9 月）《陸亜密大日記
（請求番號
）
。
）《陸亜密大日記》
陸亜密大日記》昭和 17 年第 45 号 3/3（
請求番號：C01000702400）

因此，1942 年後半「南方航空輸送部」與「海軍徵用輸送機隊」進駐「大
日本航空株式會社」後，可說是完全掌控了公司的營運及航線的規劃與發展，並
進行以軍事人員與物資輸送為主的相關業務。雖然「軍用定期航線」禁止一般民
眾搭乘，但還是有台灣人曾經有過搭乘的寶貴經驗。例如，1944 年 2 月 25 日，
許丙之子許伯埏，就曾經因為當時所處理的公務與海軍有關，因此乃有機會搭乘
「海軍徵用輸送機隊」所屬的「ダグラス DC3 型」客機，往返於福岡與台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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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363另外，1944 年 7 月 13 日杜聰明與女兒杜淑純也曾經有搭乘「海軍徵用輸
送機」之經驗。當時，杜淑純的未婚夫林衡道之父乃板橋林家大老林熊祥，與日
本人的關係向來密切，因此透過這層關係杜家則向日本海軍單位申請，希望能搭
飛機前往上海與未婚夫完婚。加上適逢杜聰明正好受到日本指派前往南洋進行考
察，於是父女兩人便搭乘海軍軍機前往上海，並在上海舉行婚禮。364因此，雖然
「軍用定期航線」禁止一般民眾搭乘，但是只要是為國家公務所需，透過向軍方
申請的方式，一般民眾還是可能有搭乘的機會。
綜上所述，台灣的航空發展在太平洋戰爭後，因日本軍方在南方區域的迅速
擴張，不論是航空地位、航線及航班次數，都達到前所未有的躍升。但是，因為
「軍用定期航線」為戰爭所出現的產物，並不對一般人開放，且屬軍方支配與管
轄。因此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佈投降後後，
「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及帝國
圈內的國策航空公司（中華航空、滿洲航空株式會社），以及相關航線隨即因日
本的戰敗而瓦解崩盤，且因公司性質具有戰時軍事色彩，於是同年 12 月 27 日乃
被盟軍及占領軍總司令部（G.H.Q.）下令關閉，並告別獨霸亞太地區空運 8 年的
地位，而走入歷史。365

363

此次的飛行，則是許伯埏初次搭乘飛機的經驗，且因飛往那霸的途中遇暴風雨，使得飛機幾
乎是飛行於海面上，機身搖擺不已，所以讓他心中覺得相當不安，並且有「暈船」的感覺，
因此對於此次的初體驗感覺是相當不好的。許伯埏，
〈台湾出張飛行機の初乘り〉，
《許丙‧許
伯埏回想錄》，頁 332─335。
364
由上述回憶可知，此次能獲准搭乘飛機的機會，是因為林家與日人的關係向來不錯有關。但
是，根據 1942 年「軍航搭乘規則」的記載，搭乘者須是軍人或執行軍（公）務的「軍屬」
，
因此杜淑純能搭乘軍機前往上海完婚，或許與其父杜聰明欲前往南洋進行公務比較有關。曾
秋美、尤美琪，
《杜聰明與我》
（台北：國史館，2005 年）頁 332─335；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
所藏，
〈軍人軍属定期航空機搭乗に関する件〉（1942 年 4 月）《陸亜密大日記》昭和 17 年
第 17 号 1/3（請求番號：C01000277400）
。
365
国立公文書館藏，
〈法律第六二号・大日本航空株式会社法廃止法律〉（1945 年 12 月 27 日）
《御署名原本》昭和二十年（請求番號：A04017710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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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學生航空教育之開展
前言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為了國內的統一及對外戰爭的需要，開始對西方當時
所發展的新式科技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當氣球及飛機等
西方新式科技傳入日本後，除了成為軍事用途外，也成為政府宣揚國力及啟迪民
智的展示工具之一。特別是在 1910 年日本飛機首航後，一連串的飛行演習及表
演則出現在日本民眾眼前，成為國民認識西方新式科技的最佳教材。
相同的情況也在稍晚出現於殖民地台灣，1914 年當日本民間飛行士野島銀
藏駕機飛越台北上空後，具有啟迪及宣傳功能的飛行表演也開始在台灣產生熱
潮，而教育單位也開始配合這類科技的出現，將氣球及飛機之介紹編入學校教材
之中，並配合學生校外觀摩及旅行的機會，使學生親身接觸到新式的航空科技。
當作為國家意識型態裝置，傳遞國家合意的意識形態及知識內容的學校，也配合
著政府發展航空科技，開始教導國家未來的主人翁時，除可向學生介紹世界最新
的科技外，也讓學生瞭解到只有發展這一類如航空相關的新式技術，日本才能真
正達到「富國強兵」的目標，並躋身世界列強之林。
因此發展「國民航空」，向學生及民眾推廣航空教育就顯得特別重要。1930
年代日本開始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後，為了因應戰爭的需求及加強學生對國家的
認同，原本單純介紹航空新知的學校教育及活動，也增添了許多「響應時局」的
色彩，這種情況可由當時的初等教育教材，特別是「國語科」及「藝能科」最為
明顯，甚至到了中學以後，都還有相關的接續課程及活動。而 1934 年以後相繼
成立的航空團體，除了在台灣社會舉辦各式活動，以推廣普及航空知識外，也對
學生進航空相關的基礎訓練，目的則是希望藉由漸進式的教育，使學生對航空科
技產生興趣，並為將來國家的空防，提供源源不絕的人力。
本章將以日治時期台灣的學生「航空教育」為中心，並從三個部份進行觀察。
首先，則是因受限於目前現有之研究資料，所以僅能由初等教育課程中，整理出
與航空教育相關的內容，特別是「國語科」
、
「藝能科」及課外讀物，並分析這些
課程與讀物在 1930 年代以後，因戰爭因素所產生的轉變。其次，則是說明及探
討學生參與航空活動的情形，並由校外觀摩、學校旅行，以及 1930 年代以後的
「獻納飛行機運動」、學生航空社團與相關航空活動之舉辦，闡述學生接觸航空
活動的過程與影響。最後，則是以推廣台灣航空教育的主要團體為中心，分別介
紹台灣國防義會航空部、台南州國防義會航空團、台灣航空協會等三個團體，並
以這些團體所遺存下來的資料，配合相關人物的口述，探討其與學生航空教育之
關係，特別是對於戰時台灣航空教育的推廣普及、相關活動之舉辦、航空儲備要
員的養成等等，並藉由這些資料的整理及分析，說明當時台灣學生航空教育發展
之情況與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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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初等教育課程中的航空教育
一、
「國語科
「國語科」
國語科」課程相關教材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引進西方教育制度，並在本土建立起小學到大學的近代
學校體系。1895 年領有台灣後，也建立起近代學校體系，而台灣人也藉由學校
所教授的語言、知識接觸到新世界，甚至是最新的世界脈動及科技發展，也成為
學校教育及教材的一環。而這種藉由學校將「新式科技」介紹給學生，除了是單
純的介紹新知外，因為這些新式科技多與當時的「軍事科技」相關，所以這種「新
知」也多半帶有「軍事教育」的色彩，目的則是為了從教育中培養學生成為「扶
翼皇運」的支柱與先鋒。
1898 年台灣開始實施公學校制度，為台灣人主要的教育機關。而檢視整個
日治時期台灣的基礎教育科目，不論是公學校制度或者是 1941 年後實施的國民
學校制度，都沒有以「航空教育」為名的科目。那麼所謂的「航空教育」又是從
何而來？首先，若以公學校及國民學校中「國語讀本」的內容來說，與「航空相
關」的課程則如下表所示：
表 4─1 公學校及國民學校國語讀本中「
公學校及國民學校國語讀本中「航空相關」
航空相關」課程內容表
期別

卷次 / 發行日
發行日期

課次

課名

備註

第一期台灣教科用

第十一卷

第四課

輕氣球

─

第二十二課

ヒカウキ

─

書國民讀本

第三期公學校用國
民讀本

（1912.6.16 發行）

第二卷
（1923.4.30 發行）

第九卷

（飛行機）

第二十六課

空の勇士

（1925.2.28 發行）

◎陸軍飛機進行
所澤至長春間的
長距離飛行

第四期公學校用國
民讀本

第一卷

頁八

─

◎父子看飛機圖

第三課

ヒマ（蓖麻）

◎航空用潤滑油

（1937.2.25 發行）

第六卷
（1939.3.15 發行）

原料

第十課

モケイ飛行機

─

（模型飛機）

第十一課

防空演習

─

第二十二課

空の奮戰

─

第九卷

第三課

飛行機の發明

─

（1941.3.15 發行）

第四課

空の旅

─

第十卷

第十四課

放送局

第八卷
（1940.6.30 發行）

（1941.8.31 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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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飛機聲音

第十一卷

第十八課

（1942.3.15 發行）

第十二卷

グライダ－

─

（滑翔機）

第十一課

製糖工廠

（1941.8.30 發行）

◎糖業副產品酒
精與飛機燃料介
紹

第十二課

代用品

◎飛機燃料代用
品介紹

第五期《コクゴ》
、

《コクゴ》
（一）

《こくご》、
《初等

（1942.3.15 發行）

科國語》

《コクゴ》
（三）

頁二十九

◎文章

（飛行機）

第十七課

（1942.3.15 發行）

《コクゴ》
（四）

ヒカウキ

ひかうき

─

（飛行機）

第十八課

（1942.3.15 發行）

えいぐゎ會

◎空中戰內容

（電影放映
會）

《初等科國語》
（二）

第十一課

（1944.3.28 發行）

もけい飛行機

─

（模型飛機）

第十六課

ひま（蓖麻）

◎航空用機油原
料

《初等科國語》
（三） 第二十一課

防空訓練

─

《初等科國語》
（四） 第二十一課

らくかさん部

─

（1944.3.28 發行）

隊（空降部隊）

（1943.3.10 發行）

《初等科國語》
（五）

第九課

艦橋の英姿

（1944.3.5 發行）

《初等科國語》
（六）

◎包含海軍航空
隊之介紹

第十三課

滑空訓練

─

第十五課

防空監視哨

─

第七課

空の軍神

（1944.10.28 發行）

《初等科國語》
（七）
（1944.3.5 發行）

◎緬甸戰線飛行
第 64 戰隊長加藤
建夫之事蹟

資料來源：
台灣總督府編纂，
《日治時期台
（台北：
資料來源：1.台灣總督府編纂
台灣總督府編纂，
《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
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
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
台北：南天書局，
南天書局，
2003 年再版）
年再版）
。
2.吳文星等編著
吳文星等編著，
《日治時期台
吳文星等編著，
日治時期台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
灣公學校與國民學校國語讀本：解說．
解說．總目次．
總目次．索引》
索引》
（台北：
台北：南天書局，
南天書局，2003 年初版）
年初版）
，頁
，頁 165－
－216。
。
3.松本和良
松本和良，
《低學年
－42。
。
松本和良，
《低學年の
低學年の國語教育》
國語教育》上（台北：
台北：神保商店，
神保商店，1944 年），頁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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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1」來看，最早與「航空科技」相關的內容，為 1912 年 6 月發行的第
一期「台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卷十一中第四課關於「輕氣球」的介紹，366其性
質則與當時日本與台灣的「航空發展」有關，特別是在 1907 至 1912 年這段期間
台灣因「理蕃需要」而開始進行了一連串的氣球研發及施放。也因此透過學校教
材的教授，除了讓學生能藉由課本中接觸到國家目前發展的科技外，也能讓學生
瞭解到台灣與世界科技發展的同步性。
進入大正時期以後，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關係，日本的航空科技由「氣球」
開始轉向以發展「飛機」為主，並且將國家政策與民間航空團體所舉辦的活動相
互結合，目的除了是將國家發展航空科技的政策介紹給民眾外，也希望藉此能得
到更多的認同。而這個時期的台灣也因著日本「內地」航空熱潮的傳入，舉辦了
多場「航空飛行表演」，最為知名的則有 1914 年的野島銀藏、1915 年的高左右
隆之以及 1916 年美國飛行士史密斯等人的飛行表演。到了 1919 年時，為了「理
蕃所需」總督府成立了「警察航空班」，並在屏東設立了台灣首座機場，而「屏
東飛行場」的完成，除了將總督府的政策展現在台灣民眾中，也給予台灣民眾「航
空教育」一個固定的新場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1901 年生於台中豐原，1919 年畢業於台中第一中學校，
後進入日本千葉伊藤飛行機研究所，並在 1920 年 8 月於東京洲崎舉辦的「第一
回懸賞飛行競技大會」中獲得第三名的台灣首位民間飛行員謝文達，則在 1920
年 10 月 17 日至 11 月 1 日於台中、台北等地進行「鄉土飛行」
。當時謝文達的出
現除了將台灣社會的「航空熱」帶至高峰外，也使得更多的學生與民眾對於航空
知識產生興趣，甚至追隨其腳步赴日追尋飛行夢想。367
而就 1923 年以後發行的第三期的公學校「國語讀本」來看，似乎也與此時
期的「航空發展」有所呼應，如在第二卷的第二十二課就首次將「飛行機」編入
課文內容，而在卷九的第二十六課「空の勇士」
，則對應一次大戰後強調飛機性
能與航空記錄之發展，介紹了 1921 年 9 月 27 日陸軍四架飛機進行日本所澤至中
國長春間的長距離飛行壯舉。
這種藉由學校教育及教材將「航空新知」介紹給學生的教育政策，則因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開始有了與前期不同的轉變。以 1939 至 1942 年所編纂
的第四期公學校「國語讀本」及 1943 年以後第五期國民學校「コクゴ」與「初
等科國語」來說，便增加了許多為因應戰爭所需之課程，而原本較屬於介紹科學
新知的「航空相關」內容，為了加強學生對於「國防航空」的知識與興趣，也無
可避免地增加了許多「銃後航空」及「戰爭即時報導」之內容。例如在這後兩期
的「國語科」課程內部中，首先較為特別的則是出現「蓖麻」與其他燃料代用品
366
367

台灣總督府，
〈輕氣球〉
，《台灣教科用書國民讀本》第十一卷（台北：南天書局，2003 年）。
台灣地區目前有記載的飛行員（民間飛行士），除了 1920 年的首位飛行員謝文達外，尚還有
7 位飛行員，依序分別為，徐雄成、陳金水、彭金國、楊清溪、賴春貴、黃慶與張坤燦等八
人。另外，謝文達還曾於 1923 年 2 月 26 日配合「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於東京之遊行，
乃架駛「台北號」於東京市上空散佈活動傳單，為該次活動帶到最高潮。大竹文輔，
《台灣航
空發達史》
，頁 479－512；〈台灣議會請願委員會〉
，《台灣民報》
，1923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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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介紹，這與 1930 年代後為因應戰時航空燃料資源之缺乏，因而積極推廣栽培
「蓖麻」
（種子可提煉成航空用潤滑油）
，以及透過製糖工場之廢糖蜜所提煉的酒
精，並將其研發成航空代用燃料（與汽油混用）等相關政策有關。
其次，為了加強學生對於「國防航空」的知識與興趣，除了飛機相關內容介
紹外，則出現了「模型飛機」
、
「滑翔機及相關訓練」
、
「防空相關」之介紹，並且
透過一些其他主題之課程內容，間接向學生介紹相關的航空知識。
到了 1940 年以後，為了讓學生瞭解戰爭情況與皇軍之英勇，便出現許多「戰
爭即時報導」之課程內容，以航空相關的內容來說，大多則為空戰之情況介紹，
例如「空の奮戰」則是講述 1937 年開戰以來航空部隊在中國戰線之情況；
「艦橋
の英姿」則除了海軍航空部隊之介紹外，也介紹 1941 年 12 月偷襲珍珠港之內容；
「空の軍神」則是介紹 1941 年以後活躍在「南方戰線」之飛行 64 戰隊（加藤隼
戰鬪隊）隊長加藤建夫368之奮戰事蹟。而後兩期「國語科」課程內容中航空相關
課程的增多，除了顯示隨著戰爭的緊迫，使得航空戰力漸漸成為在前線戰場上決
勝因素外，也說明後方的航空教育，特別是學生航空教育的愈加重要。

圖 4─1 （左）1941 年公學校國語科中「
（右
年公學校國語科中「模型飛機」
模型飛機」課程內容教授；
課程內容教授；
（右）1937
年公學校國語讀本內容中的飛機圖片介紹
資料來源：
《台灣小學世紀風華》
，頁
。
資料來源：（左）島嶼柿子文化館，
島嶼柿子文化館，
台灣小學世紀風華》（台北：
台北：柿子文化，
柿子文化，2004 年）
，頁 32。
（右）台灣總督府編纂，
台灣總督府編纂，
《第四期公學校用國民讀本》
第四期公學校用國民讀本》第一卷（
第一卷（台北：
台北：南天書局，
南天書局，2003
368

加藤建夫，1903 年生於北海道，1925 至 12927 年先後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與所澤飛行學校，
1941 年任陸軍飛行 64 戰隊隊長，其飛行戰隊配以新型的一式戰鬪機「隼」活躍於南方戰線
（馬來半島、爪哇、緬甸等地）
，其所統領的飛行 64 戰隊也因此被稱為「加藤隼戰鬪隊」
；1942
年 5 月 22 日駕機被英軍戰機擊落而殉職，死後被奉為「軍神」
，軍階由中佐晉陞為少將，其
與戰隊事蹟於 1944 年被拍成電影「加藤隼戰鬪隊」
（東宝映画）
，為戰爭末期航空方面最有代
表性的人物之一。相關介紹可參見 檜與平，《隼戦闘隊長加藤建夫》（東京：光人社，2006
年）
、宮辺英夫，
《加藤隼戦闘隊の最後》（東京：光人社，1986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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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再版）
，頁
。
年再版）
，頁 8。

二、
「藝能科
「藝能科」
藝能科」課程相關教材
除了「國語讀本」內容中的靜態介紹外，
「藝能科」則提供了「航空教育」
的動態教材。特別在 1941 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鑑於發展航空優勢為當
前之急務，所以便汲取德國第一次大戰後發展「航空科技」的經驗，由基礎的模
型飛機、滑翔機、輕型飛機的訓練以及研究，將其以運動（Sports）的型式推展
至全國民，促使國家航空技術的進步，並藉此來達到往後戰爭中獲勝之關鍵。369
也就是說，建設「航空日本」的方法之一，就是學習德國對少年層學生實施
「模型教育」
，對青年層學生施以「滑翔機訓練」
，而對於一般大眾則以航空思想
的徹底普及為發展目標。在各階段的訓練後，再經由短期的飛行訓練培養，這樣
當國家有需要時，這些航空人材就可以成為「帝國空軍」的第一線。370
為了更徹底實行「國民航空」計劃，1941 年 4 月時，文部省則將「模型航
空機」課程編入「藝能科」的正課中，並配合其他科目如「理數科」的內容，讓
學生在親手製作的過程中，達到對航空相關知識的充實（包含力學與數學）及對
「飛行志向」的興趣。371另外，為了讓學校教師能夠因應新的科目及課程，總督
府文教局、交通局遞信部、台灣航空協會及皇民奉公會各地支部等單位，則在
1941 年 8 月 18 日開始在各地舉辦一連串針對國民學校教員的「航空模型機講習
會」
，內容除了教授模型飛機的製作外，也包含了相關的航空科技知識與理論，
以期他們能負擔起「航空教育」第一線的任務。372茲將國民學校「藝能科」中「航
空教育」相關之課程列於下表：
表 4─2 國民學校藝能科「
國民學校藝能科「航空教育」
航空教育」相關課程內容表
初等科第一學年
學期

月份

教材

材料

第一學期

6月

落下傘（降落傘）

飛行機

時間

半紙、糸（線）

2

畫學紙

1

初等科第二學年
369

第一世界大戰後，因「凡爾賽條約」
（1920 年）內容明訂德國不得發展空軍，限制了該國相
關航空科技的發展，而德國為了因應此一限制，乃將其發展成全民運動（國民航空）
，並成立
「獨逸民族社會主義航空協會（N.S.F.K.）」
（Nationalsozialistisches Fliegerkorps）
，將
18 歲以上青年授與相關的飛行訓練，並將 10 至 18 歲之青少年編入「青少年航空團」中，教
授不同程度的滑翔機與模型飛機訓練，以充實空中軍備；而日本則仿效德國於 1937 年成立「大
日本航空青年團」及 1940 年的「大日本飛行協會」
，並對青少年層教授相關的飛行訓練及航
空知識。關於戰前德國「國民航空」之發展，可參見 情報局，
《航空國民讀本》
（東京：內閣
印刷局發行課，1941 年）
，頁 26─49；台灣航空協會，
〈國民航空の全力推進〉
，
《つばさ》第
一卷第三號，1942 年 9 月，頁 4－5。
堀辰巳，〈模型航空教育に就て 再び國民學校諸先生の奮起を要望す〉，
《台灣教育》第 488
號，1943 年 3 月，頁 66。

370

371

堀辰巳，《模型航空機理論と工作》
（台北：東都書籍台北支店，1943 年）
，頁 4。

372

〈模型航空機製作講習會開く〉，
《台灣日日新報》
，1941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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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月份

教材

材料

第一學期

4月

落下傘（降落傘）

第三學期

1月

ひかうき（飛行機）

時間

半紙、クレヨン（蠟筆）

2

キビガラ（黍桿）

2

初等科第三學年
學期

月份

教材

材料

第二學期

10 月

飛行機

12 月

プロペラ（螺旋槳）

12 月

凧（風箏）

時間

粘土

2

竹、小刀

2

ヒゴ（竹籤）、竹、糸（線）、日

2

本紙

第三學期

1月

滑空機（翼長 30cm）

3月

國防新兵器

竹、ヒゴ（竹籤）
、糊

3

厚紙

3

初等科第四學年
學期

月份

教材

材料

第一學期

5月

滑空機

第二學期

1月

飛行機（翼長 44cm）

竹、小刀、ゴム（橡皮）
、紙

時間

6

5

初等科第五學年
學期

月份

教材

材料

第一學期

4月

プロペラ（螺旋槳）

5月

飛行機（プロペラ 20cm、

時間

竹、小刀、竹鋸

3

小刀、ひご（竹籤）
、竹、紙のり

6

機體全長 45cm）

初等科第六學年
學期

月份

教材

材料

第一學期

5月

滑空機（翼長 80cm）

細棒、竹ヒゴ（竹籤）
、和紙

時間

6

高等科第一學年
學期

月份

教材

材料

時間

─

─

飛行機

─

8

高等科第二學年
學期

月份

教材

材料

時間

─

─

滑空機

─

12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1.台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第二國民學校藝能科工作研究部
台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第二國民學校藝能科工作研究部，
〈藝能科工作教材竝にそ
台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第二國民學校藝能科工作研究部，〈藝能科工作教材竝
藝能科工作教材竝にそ
の配當〉
《台灣教育
－45。
。
配當〉，
《台灣教育》
台灣教育》第 471 號，1941 年 10 月，頁 27－
2.高橋直三
高橋直三，
〈國民學校
〈國民學校に
ける、模型航空機の
模型航空機の概要〉
概要〉，摘自相賀壽次編
，摘自相賀壽次編，
《兒童
高橋直三，
國民學校に於ける、
摘自相賀壽次編，《兒童
生活研究》
生活研究》（東京
（東京：
東京：小學館，
小學館，1941 年），頁
，頁 264－
264－274。
274。
3.〈
〈文部省制定模型教育教程〉
文部省制定模型教育教程〉，
《つばさ
《つばさ》
第一卷第三號，1942 年 9 月，頁 76－
76－79。
79。
つばさ》第一卷第三號，
4.堀辰
《模型航空機理論
－10。
。
4.堀辰巳
堀辰巳，
《模型航空機理論と
模型航空機理論と工作》
工作》，頁
，頁 5－
註：1.第一學年至第三學年男子藝能科教材與女子藝能科教材相同
第一學年至第三學年男子藝能科教材與女子藝能科教材相同。
第一學年至第三學年男子藝能科教材與女子藝能科教材相同。
2.女子航空機教材以男子航空機教材為準
女子航空機教材以男子航空機教材為準。
女子航空機教材以男子航空機教材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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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2」來看，國民學校中的「航空教育」是透過「藝能科」從低年級至
高年級開始循序漸進的。對於一、二年級的學生教他們畫飛機與折紙飛機，三年
級以後就開始製作竹製的滑翔機模型，五、六年級的學生則教他們用竹子、木頭
與紙來製作有動力裝置飛機模型，模型製作完以後，再將全校學生所製作好的模
型一起比賽，飛的最高最久的為優勝，373優勝者可以代表學校參加地區性或全島
性的「模型飛機大賽」，得到更高的榮譽。高等科的學生則教他們製作大型的滑
翔機，並用分組的方式來教育學生互助的精神。374
而「藝能科」課程內容中的模型飛機教育，除了能驅使學生動手製作模型外，
最重要的是使他們對飛行產生興趣，且與往後的「滑翔機」駕駛訓練相互銜接，
並為將來的航空動員提供新一輩的人材。375

圖 4─2 1942 年台中州員林郡溪湖國民學校「
年台中州員林郡溪湖國民學校「模型航空機」
模型航空機」課程教授
資料來源：
，頁 84。
。
資料來源：陳一仁 編，《彰化縣老照片特輯
《彰化縣老照片特輯》
彰化縣老照片特輯》四（彰化：
彰化：彰化縣文化局，
彰化縣文化局，2003 年）

三、其他課目及相關教材
除了前述的「國語科」與「藝能科」的內容佔「航空教育」的比例較多外，
在「理數科」方面，則藉由國防科學的介紹讓學生瞭解到包含飛機在內的國防常
識，而且因「藝能科」中「模型航空機」製作步驟多與數理方面有關（物裡及力
學）
，所以「航空教育」也必需以「理數科」課程為基礎，376並配合「體鍊科」
的體能訓練，使其「體位向上」
，進而達到「國民航空之擴充與強化」之目的，377
所以在國民學校的綜合教育上，
「模型航空機教育」可以說是最適合的優良教材。

373

顏新珠，《打開新港人的相簿》
（台北：遠流出版社，1995 年），頁 86。
高橋直三，
〈國民學校に於ける、模型航空機の概要〉
，摘自相賀壽次編，
《兒童生活研究》
（東
京：小學館，1941 年），頁 264－274。
375
長岡正夫，〈模型飛行機教育〉
，《部報》131 號，1941 年 10 月，頁 13─14。
376
市村義春，
〈國民學校に於ける 理數科理科と自然の觀察（一）
〉，
《台灣教育》468 號，1941
年 7 月，頁 51；堀辰巳，
〈模型航空教育に就て 再び國民學校諸先生の奮起を要望す〉，
《台
灣教育》488 號，1943 年 3 月，頁 67。
377
〈台灣に於ける航空教育の概況〉，
《つばさ》第一卷‧第三號，1942 年 9 月，頁 37。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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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另外，為了提高及強化學生在軍事教育及航空教育上的訓練，在 1944 年文
教局公佈了「學徒征空体鍊實施要綱」，對國民學校及中學校的男學生實施「航
空適性」相關的訓練，目的是為了將學生培養成未來戰場上航空要員。379
此外，學生的暑假作業內容中也包含不少「航空相關」的課題。以 1938 公
學校第四學年的「なつやすみのとも」（暑假之友）為例，封面就是一幅男女學
童在空地玩模型飛機的彩色圖案，而在內容方面就有 7 月 17 號的「飛行機」中
關於飛機與戰爭的韻文（頁 8）、7 月 26 日的「口話」
（說話課）中關於在海上看
到飛機的故事（頁 17）及 8 月 22 日的「空の勇士」
（空中勇士）中講述海軍航
空隊古賀兵曹在中國南京英勇奮戰的事蹟（頁 48）
。380

圖 4─3 1938 年公學校第四學年的「
（暑
年公學校第四學年的「なつやすみのとも」
なつやすみのとも」
（暑假之友）
假之友）封面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台北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啟明會
台北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啟明會，
《公學校
《公學校．
なつやすみのとも》第四學年（
第四學年（台
範學校附屬公學校啟明會，
公學校．なつやすみのとも》
北：台灣子供世界社，
（曾令毅收藏）
灣子供世界社，1938 年 6 月）。
曾令毅收藏）

378

堀辰巳，〈模型航空教育に就て 再び國民學校諸先生の奮起を要望す〉，
《つばさ》第一卷第
六號，1943 年 3 月，頁 4。
379
〈學徒航空適性強化體鍊ニ關スル件〉，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昭和 19 年（1944）永久保存，
第 4 卷第 7 門（1944 年 12 月 8 日）
。
380
台北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啟明會，
《公學校．なつやすみのとも》第四學年（台北：台灣
子供世界社，1938 年 6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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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暑假作業」中關於軍事及航空的課題又多從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出版
的學生課外讀物《輝く日の丸》的內容中摘錄，加上也是由文教局學務課出版的
《皇國の道》中也有不少關於「航空教育」的教材，如在 1942 年《皇國の道》
的 6 月號至 12 月號，連續以六個圖文並茂的單元介紹了「模型航空機」的製作
步驟與方式。381所以除了學校的「正課」以外，課外讀物也是「航空教育」的一
項重要補充教材。以 1932 年至 1943 年由官方所出版的《推薦認定：圖書目錄》
（參見附錄附件四）來看，1932 年至中日戰爭以前，
「推薦認定」圖書中較屬於
「軍事方面」
（適用科目）圖書約佔整個「航空教育」圖書的 64％，1937 年至太
平洋戰爭爆發以前，較屬於「軍事方面」圖書比例則升至約 71％，太平洋戰爭
以後更升高至約 85％。而 1937 年進入戰時體制後，較屬於「軍事方面」圖書約
佔整個「航空教育」圖書約 80％，相對於 1937 年以前的 64％，比例則明顯增加，
而這一現象則代表因著戰事的需要，以往較屬於「科學性質」的「航空教育」已
漸漸轉變成具有濃厚的軍事色彩。
另外，較特別的是 1933 年《推薦認定：圖書目錄》中的《少年航空讀本》
一書，已經在附錄刊載「少年航空兵」的相關介紹，這與同年制定的「少年航空
兵制度」可以說是一種對台灣學生的「即時報導」
，而且這本書還是一本非讀不
可的「推薦」書籍。1942 年畢業於台北州淡水公學校高等科，並參加過「少年
飛行兵試驗」的高萬順就說：
當時影響我最大的除了老師的鼓勵以外
當時影響我最大的除了老師的鼓勵以外，
的除了老師的鼓勵以外，還有就是老師常常會拿一些關於
航空方面的「
與相關的課外讀物給我們閱讀。
航空方面的
「繪本」與相關的課外讀物給我們閱讀
。382
而自 1933 年「少年航空兵制度」實施以來，相關的書籍可以說是逐漸增多，就
《推薦認定：圖書目錄》來看，自 1933 至 1943 年為止就佔了十三冊之多，其中
1937 年至 1943 年這段期間，就佔了十一冊。若由 1940 年至 1943 年台灣地區「陸
軍少年飛行兵學校」的志願人數來看，1940 年度為 137 名（台灣人佔 7 名）
，1941
年度則增加為 175 名（台灣人佔 67 名）
，1942 年 338 名（台灣人佔 161 名）
，1943
383
年更激增至 1,151 名（台灣人佔 384 名）
。 而「陸軍少年飛行兵學校」在台灣
報考人數的逐年增多，除了考量錄取名額增多的原因外，相關教材的增加及重
視，384或許可以說明這兩者之間相互的影響關係。
381

台灣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編，
《皇國の道》6 月號至 12 月號，1942 年。
〈高萬順先生口述訪談記錄〉
，2005 年 3 月 13 日於台北縣淡水鎮高宅，筆者訪談，未刊稿。
383
〈鬪ひ拔くぞ大空〉，
《つばさ》第二卷第四號，1943 年 8 月，頁 23；林景明，
《日本統治下台
湾の「皇民化」教育》
（台北：鴻儒堂，1999 年），頁 131。
384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43 年出版的《太平と飛行機》一書，則大略講述一位名叫太平的少
年對飛行的興趣，並藉由老師的鼓勵寫信給前線作戰的飛行員，而後乃因飛行員的鼓勵考上
少年飛行兵的勵志故事；而台灣方面，也有類似的故事，內容大略是記述新竹市一名 15 歲的
少年江惟善從小就是個徹底的飛行狂，因為緬甸戰線一名少年飛行兵出身的某軍曹寫信給予
鼓勵，而錄取少年飛行兵，並成為前線飛行整備員的故事。因此，戰時學校教師鼓勵學生寫
信給前線軍士的情形，特別是學校學生與前線飛行員的相互往返書信（或是這方面的故事）
與「航空教育」
，甚至是與少年飛行兵募集的關係，則頗耐人尋味，並值得往後進一步深究。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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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生航空活動的參與
一、學校旅行與航空教育
除了前述的「科目」及課外讀物外，學校的校外活動如「遠足」及「畢業旅
行」中有關於「航空」的行程，也是「航空教育」中相當重要的一環。1911 年
國語學校教授兼蕃務本署囑託和田彰在台北施放「理蕃專用氣球」時，就已經有
第二小學校的學生前來觀覽。3851914 年 3 月至 5 月日本民間飛行士野島銀藏於
台灣各地舉辦的「首次公開飛行」
，除了吸引不少民眾前來觀覽外，也吸引不少
386
學校學生前來參觀， 甚至在 5 月 2 日於台中的飛行大會，由官方所安排前來觀
覽的 70 多名「東勢蕃界」原住民中就包含 20 名男女兒童。387
另外在 1916 年 6 月時，美國民間飛行士史密斯（Art. Smith）應邀來台進行
飛行表演，其票價依等級約為五圓至五十錢，但對於學校學生則施以「無料觀覽」
的優待，而其在 7 月 1 日於嘉義進行飛行表演的臨時飛行場也藉嘉義小學校的場
地來舉行。388可見自明治末年以後，台灣學生接觸到「新式飛行器」的機會可以
說是越來越多，特別是在 1919 年總督府因「理蕃所需」於屏東成立「警察航空
班」後，台灣從此有了固定的「航空機關」
，並且成為南部旅行的一個必到之處，
389
而學校的學生也多藉由遠足與畢業旅行的機會，搭乘火車至距離六塊厝火車站
不遠的屏東飛行場參觀見學。390除了學校學生以外，這對「島民的航空智識與航
空思想的普及都有著明顯的功績」
。391
若由 1927 年警察航空班在廢止前的「歷年飛行回數」統計來看，自 1919
至 1927 年 8 月航空班廢除為止，
「蕃地飛行」的總回數共 281 回（346 小時）
，
392
而「平地飛行」的總回數共 4,161 回（1,422 小時 21 分）
， 換句話說航空班歷
年的飛行活動有 4/5 是「平地飛行」
，而這些「平地飛行」的地點則不限於屏東，
其範圍包含航空班在全島的「飛行場及著陸場」
，例如台北古亭練兵場、宜蘭員

中河與一，
《太平と飛行機》
（東京：教養社，1943 年）。雪峯夫，
〈實話：母と若鷲〉，
《旬刊
台新》第 1 卷 2 號，1944 年 7 月，頁 24─25。
385
〈雜報：氣球飛去〉，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1911 年 1 月 26 日。
386
〈飛行愈々本日 午前十時と午後二時〉，
《台灣日日新報》
，1914 年 3 月 21 日。
387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9。
388
7 月 4 日史密斯於台北的表演，由台灣教育會從各地所動員的學生就多達 2 萬人左右。大竹
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19；
〈飛行觀覽〉
，《台灣教育》182 號，1917 年 8 月，頁 72。
389
以 1927 年航空班廢止前的「台灣視察案內」來看，關於屏東地區的行程，主要是以「台灣
製糖株式會社」以及「飛行場」視察為主。田中一二，
〈台灣視察案內〉
，
《台灣年鑑》
（台北：
台灣通信社出版部，1928 年）
，頁 435─438。
390
以 1924 年 11 月的新聞記事為例，就有台中高女學生在 10 月 27 日，以及 11 月 8 日台中公學
校學生 110 名前往屏東飛行場參訪的消息。
〈屏東特訊 女生來屏〉
、
〈屏東特訊 學生往屏〉
，
《台
灣日日新報》，1924 年 11 月 3 日、7 日。
391
台灣警察航空班的設立除了為執行理蕃政策的「蕃地威嚇（偵查）飛行」外，其所在地屏東
飛行場就成為台灣南部旅行的必到之處，這種情況對於台灣「航空知識」的開展與普及也有
著一定的功效；參見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頁 344。
392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航空班，
《班務概況》
，未編碼。
132

山守備隊練兵場、鹿港著陸場、花蓮港加禮宛著陸場、台東飛行場等。由此數據
所示，即可略知平地飛行次數的增多，相對一般學生及民眾看到飛機的機會自然
也會增多。
1927 年底「警察航空班」正式廢止後，台灣的「航空機構」並沒有因此廢
除，反倒是因為國防的需要，將原本駐紮於九州福岡縣太刀洗的陸軍飛行第八聯
隊，移防至屏東，393而此飛行聯隊不僅接續了航空班原有在台灣的空防、治安及
「理蕃」等相關任務，也接續及擔負起對台灣學生及民眾的「航空教育」
。因此，
「屏東陸軍飛行場」也成為當時台灣少見對外開放的軍事基地之一。
另外，由 1930 年台灣總督府鐵道部所出版的「鐵道旅行案內」中的介紹來
看，當時的屏東「六塊厝」儼然已經成為「飛行場」的代名詞，並且成為屏東一
帶除了糖廠以外旅遊及地方印象的一個「新名所」
，394關於這一點，若由當時所
遺留下來的明信片或郵便戳記，或許也可以說明當時屏東的在地特色，以及給與
人們的印象與記憶。

圖 4─4 1930 年代屏東地區印象
年代屏東地區印象（
屏東地區印象（明信片戳記）
明信片戳記）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曾令毅收藏。
曾令毅收藏。

393

394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冊，頁 349；屏東市役所，《屏東市勢要
覽》
（屏東：屏東市役所，1938 年）
，頁 117─118。
台灣總督府交通局編，《台灣鐵道旅行案內》
（台北：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1930 年）
，
頁 21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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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台灣年鑑》中所呈現的「台灣觀光案內」行程表，則更進一步說明
「屏東飛行場」在當時已成為主要的島內觀光行程地點之一，如下表所示：
表 4─3 台灣觀光案內（
台灣觀光案內（十天行程表）
十天行程表）
日程

觀光路線

交通工具

遊覽地

1

基隆→台北

火車

晚間市內散步

2

台北

火車

總督府、博物館、中央研究所、植物
園、商品陳列館、市場、龍山寺、台
灣神社、草山、北投

3

潮州→鵝鑾鼻→四重溪

巴士

鵝鑾鼻燈塔、琉球藩民之墓、石門古

戰場、四重溪溫泉

4

四重溪→潮州→屏東→高雄

火車

屏東製糖會社、屏東公園、飛行場
飛行場、
飛行場

高雄港、壽山、高雄神社、西子灣

5

高雄→台南

火車

台南神社、開山神社、孔子廟、關帝
廟、赤崁樓、安平公園、開元寺

6

台南→番子田→烏山頭→嘉義

火車、巴士

烏山頭水庫、嘉義製材所、嘉義公園、
中央研究所林業部、中央研究所農業
試驗所

7

嘉義→阿里山

火車

登山列車所見之風景、木材集材狀況
及附近一帶風光

8

阿里山神木→嘉義→二水

火車

由祝山遙望新高山、阿里山神社、阿
里山寺、高山博物館、神木

9

二水→水裡坑→日月潭→台中

火車、巴士

日月潭、化蕃部落、水電工事設施、
台中公園、香蕉市場

10

基隆

─

─

資料來源：
〈台灣觀光案
，
《台灣年鑑》
資料來源：田中一二，
田中一二，
台灣觀光案內〉
台灣年鑑》昭和五年度版至昭和十三年度版（
昭和五年度版至昭和十三年度版（台北：
台北：
台灣通信社出版部，
台灣通信社出版部，1929 至 1937 年）。

由上表即可瞭解，至少在 1930 年至 1938 年間「屏東飛行場」的參訪，已被列入
「台灣觀光案內」行程之中，並且成為旅客抵達屏東，除了參觀糖廠及公園以外，
必至的景點之一。也因為如此，為了因應眾多前來參觀的「見學者」，以及達到
航空思想的普及，1929 年「屏東陸軍飛行第八聯隊」航空兵少佐早川政之輔乃
在公務之餘撰寫《飛行隊見學》一書，主要內容則是關於「飛行第八聯隊之介紹、
飛機之見學、飛機漫談、軍隊生活漫談、防空的話」等五大部份。該書特別之處，
乃以著者接待兩位自台北前來屏東飛行第八聯隊參觀的教育界人士為故事的開
端，並以詼諧通俗的對話內容，配合著者自成一格的手繪漫畫為其特點，詳細介
紹該飛行聯隊與航空相關知識。而其撰寫主要目的則是鑑於：
每到修學旅行的季節，
每到修學旅行的季節，由全島的公學校、
由全島的公學校、小學校、
小學校、中學校、
中學校、農學校、
農學校、女學
134

校所組成的見學團，
校所組成的見學團，每日皆陸續湧入飛行場參觀。
每日皆陸續湧入飛行場參觀。此外小團隊、
此外小團隊、個人等之
見學也是絡繹不絕。
所以航空思想的普及何嘗不是當前之急務。
見學也是絡繹不絕
。所以航空思想的普及何嘗不是當前之急務
。然而隨著
前往製糖會社之火車時間的接近
會社之火車時間的接近，
前往製糖
會社之火車時間的接近
，前來見學的團體大多無法得到預期的滿
以致於很遺憾地無法達到見學的目的。
足，以致於很遺憾地無法達到見學的目的
。所以我曾想過哪一些是可以代
替說明的資料，
並讓各學校及前來見學的人，
能夠在旅行的途中、
替說明的資料
，並讓各學校及前來見學的人
，能夠在旅行的途中
、搭火車
時、等火車時與投宿時，
於是乃在隊務餘暇時執筆
等火車時與投宿時，感到熱衷及興趣，
感到熱衷及興趣，……於是乃在隊務餘暇時執筆
395
寫之。
寫之
。
由上述早川氏撰寫該書之目的即可知當時的「屏東飛行場」已成為學校舉辦修學
及畢業旅行的行程之一，並且也說明了該聯隊在台灣「航空教育」上所扮演的重
要角色及義務。396不過早川氏在完成此書後不久，作品還尚未出版，即在 1930
年 1 月因執行島內飛行一周任務時不幸墜機身亡，397遺作則由台灣日日新報社出
版，並成為「台灣教育會」的推薦書籍。398

圖 4─5 1930 年代屏東飛行場見學案內種種相（
年代屏東飛行場見學案內種種相（民眾、
民眾、原住民、
原住民、學生）
學生）及
飛機構造說明
資料來源：
《飛行隊見學
（台北
，頁
、125。
。
資料來源：早川政之輔，
早川政之輔，
《飛行隊見學》
飛行隊見學》
（台北：
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
灣日日新報社，1930 年）
，頁 122、

395

早川政之輔，
《飛行隊見學》
，頁 1─2。
早川政之輔，
〈緒言〉
，《飛行隊見學》
，頁 2。
397
〈故早川少佐の葬儀に軍司令官も參列 三十日午後二時より屏東で〉
，
《台灣日日新報》，1930
年 1 月 29 日夕刊。
398
早川政之輔，
《飛行隊見學》
，卷頭折頁（未編碼）。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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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配合學校課堂教育的介紹，以及修學旅行的參訪，台灣學生對於這最新的
航空科技可說是絲毫不陌生。1919 年就讀后里公學校六年級的張信義就在其投
稿的作文中說道：「以前台灣有壞人，殺人搶東西，讓很多人受苦，但是社會漸
開，這種事就完全絕跡，海上有汽船，陸上有火車，天上有飛機，我們每天安心
快樂的讀書，做自己的工作，這些都是託天皇陛下的福」
。399由此公學校學生的
作文中，除了可以看出當時的學生已經有「今 / 昔」
（光明 / 黑暗）對比外，因
1910 年代以來在台灣所舉辦的各式飛行活動，以及 1919 年「警察航空班」的成
立，包含飛機在內的新式科技已經漸漸深植學童的內心。
1930 年代以後，伴隨著科技的發展與國防的需要，台灣社會所舉辦的「航
空相關活動」日漸增多，而這些活動都不難看到學生的身影，例如這段期間軍方
航空部隊在台灣的演練、相關航空社團活動的舉辦，以及 1935 年舉辦「始政四
十年台灣博覽會」時的「遊覽飛行」400活動、1940 年「航空日」的制定與相關
活動之舉辦，都讓台灣學生及民眾充分認識到航空科技與其發展的必要性，也因
為相關活動的舉辦頻繁，甚至在當時出現「飛機比汽車多」的奇妙說法，401而這
種印象的出現，或許正可顯示總督府與軍方在推展「航空教育」方面，有其一定
的成效。

圖 4─6 1931 年彰化二水尋常小學校學生參觀屏東飛行場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張素玢教授提供

399
400
401

張信義，〈昔の台灣と今の台灣〉，收錄於《學友》第 1 卷 8 號，1919 年 8 月，頁 40。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371。
台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
〈部落の歷史〉，
《部報》133 號，1941 年 11 月，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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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獻納飛行機運動
1917 年 6 月，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當時日本所屬的陸海軍飛機
約 20 架左右，民間飛行機也僅約 5 架左右，與各國列強的航空兵力比較，可以
說是不成比例。有鑑於此，日本的船舶大王山下德太郎乃捐給政府一百萬圓獻
金，並專用於航空科技方面的研究。另外，政府方面為了發展航空科技，也撥了
約五十萬圓給與陸海軍用於航空科技的開發與研究，陸軍便將這筆錢用來設立
「陸軍學藝技術獎勵金」制度，並專用於航空科技的研發。
1931 年「滿州事變」發生後，因日本陸軍航空部隊在中國活躍的消息日增，
民眾的捐獻也日益增多，短短的 3 個月民眾捐獻的金額就高達 3 萬多圓。有鑑於
民眾的熱情，陸軍就將「陸軍學藝技術獎勵金」的餘額約 15 萬圓，加上民眾的
捐獻共約 18 萬圓，配合滿州派遣部隊所需之機型，將此金額用於購置兩架陸軍
用機，並命名為「愛國一號」及「愛國二號」，並在隔年（1932）於東京代代木
練兵場舉行盛大的「獻納式」，消息經過媒體的報導披露後，則更增加了全國民
眾對「獻納飛行機運動」的熱潮。402
而在台灣方面，同樣地也感染了這股「獻納飛行機運動」的熱潮，並由帝國
在鄉軍人會台灣支部的推動下，於 1932 年 7 月產生了兩架陸軍「愛國第 25 號及
26 號」軍用機，並命名為「台灣號」
。就帝國在鄉軍人會台灣支部在事後為紀念
此次「獻納飛行機運動」所發行的一系列「獻金美譚」來看，參與捐獻的民眾可
以說是遍及台灣各個社會階層，連學校的學生也被動員起來，將自己微薄的零用
錢或搜集包裝煙草用的銀紙賣錢，以響應此次的「獻納飛行機運動」。403而台灣
軍司令部也為了因應這股捐獻的熱潮，則在 1933 年成立「國防獻金品取扱委員
會」
，以統合及管理台灣全島的獻金獻品，這其中也包含了「獻納飛行機」的相
關事務。404同年，台灣的學校開始產生「台灣學生號」的計劃與想法，並於隔年
6 月出現了以「台灣學校職員學生」為名義的「台灣學校號」（編號為陸軍愛國
機 116 號）。405除此之外，以「台中州青果同業組合」為名義所捐出的「台中青
果號」
（編號為陸軍愛國機第 119 號）之「繪葉書」
（明信片）圖案，也由台灣學
406
生所募集的畫作中選出。 總計自 1934 年至 1945 年台灣學校學生相關的「獻納
飛行機」如下表所示：

402

航空同人会陸軍航空史刊行会，《日本陸軍航空秘話》，頁 35─36；井田博，
〈卷頭言〉，
《日
本昭和航空史‧日本陸軍愛国号献納機》（東京：モデルアート社，2001 年），未編碼。
403
中山馨，《台灣善行美譚》（台北：東亞新報台北支局，1935 年）
，頁 11、24、25、30。另外
關於「獻納飛行機」相關之「美譚」可另參見，宮田兼治郎，《台灣愛國兵器獻金美譚》（台
北：帝國在鄉軍人會台灣聯合支部，1932 年 ）
；台灣軍司令部，
《獻金美譚》第 2 編（台北：
同編者，1934 年）
。
404
〈台灣軍司令部內國防献金品取扱委員會ニ關スル件〉，《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昭和 8 年
（1933）十五年保存，第 2 卷第 5 門（1933 年 8 月 16 日）
。
405
中山馨，《台灣善行美譚》，頁 24。
406
防空知識普及會編，
《航空大寫真帖》
（東京：研文書院，1934 年）
，頁 55；台中州青果同業
組合，《二十年史》
（台中：同編者，1938 年）
，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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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台灣學校學生相關「
台灣學校學生相關「獻納飛行機」
獻納飛行機」統計表
編號 / 名稱
陸軍愛國 116 號

機型

獻納時間

九三單輕爆

1934 年 6 月

台灣學校號

陸軍愛國 2536 號

二式單戰

1944 年

台北州學校號

海軍報國 145 號

獻納單位

備註

台灣學校職員及

◎台灣國防義會

學生

航空部主辦

台北州下學校職

─

員生徒兒童

九六陸攻

1937 年

全島小公學校

艦上戰鬪機

1945 年

台中州立一中

不詳

1944 年

台北州下生徒、兒

◎未舉行獻納式

台灣學校號

海軍報國（編號不

─

明）台中一中號

海軍報國（編號不
明）台北州學徒號

童、教職員及教育

─

關係者之州市郡
職員

陸軍愛國（編號不

不詳

1944 年

明）台北州學徒號

台北州下生徒、兒
童、教職員及教育

─

關係者之州市郡
職員

台灣義勇學校號

千鳥號四人

1934 年 10 月 11 日

座輕旅客機

全島 40 多萬學校

◎東京瓦斯電氣

職員、學生、生

工業株式會社複

徒、兒童

葉機

全島小公學生

◎該機於 1938 年

台灣義勇學校新

T.R.1 六人

高號（J-DAAH）

座旅客機

底完成，在 11 月

（瓦斯電式）

15 日由橫濱運至

1938 年

基隆途中與南洋
海運商船衝撞，造
成甲板上機體及
機翼損毀（尚未登
陸台灣）
◎東京瓦斯電氣
工業株式會社

台灣義勇學校第

T.R.2 六人

1941 年

全島小公學生

◎台灣義勇學校

二號（J-DAAJ）

座旅客機機

新高號替代機

（瓦斯電式）

◎日立航空機株
式會社

台南第一號

千鳥式二型

（J-DABA）

（KR－2）

◎台南州國防義

1937 年 12 月 23 日

會航空團訓練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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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內航空教育專

用
◎瓦斯電式四人
座輕旅客機

資料來源：
《台灣日日新報》
資料來源：1.《
灣日日新報》，1934 年至 1944 年。
2.防空知識普及
防空知識普及會編
防空知識普及會編，
會編，《航空大寫真帖
航空大寫真帖》
真帖》，頁 52─
52─57。
57。
3.林金田總編
林金田總編，
《烽火歲月
（南投
林金田總編，
《烽火歲月：
烽火歲月：戰時體制下的台灣史料特展圖錄》
戰時體制下的台灣史料特展圖錄》
（南投：
南投：國史館台灣文
獻館，
。
獻館，2003 年）
註：1.獻納給陸軍的飛機稱為
獻納給陸軍的飛機稱為「
；海軍則
獻納給陸軍的飛機稱為「愛國號」
愛國號」
；海軍則稱為
海軍則稱為「
稱為「報國號」
報國號」。
2.以上
以上「
以上「台灣學校學生相關」
台灣學校學生相關」獻納飛行機僅為筆者初步統計。
獻納飛行機僅為筆者初步統計。
3.台灣學校學生相關之獻納飛行機共計
台灣學校學生相關之獻納飛行機共計 10 架，扣除因事故毀損的「
扣除因事故毀損的「台灣義勇學
義勇學校新高號
新高號」
外，總計共 9 架。

由「表 4─4」可知，自 1934 年開始至 1945 年終戰前為止，以台灣學校學生為
名義捐出的「獻納飛行機」共約 9 架，其中有陸軍及海軍各佔了 3 架。而為了普
及台灣民眾及學生的「航空知識」
，以及用於學生航空訓練專用，共有 3 架（兩
架台灣義勇學校號及台南第一號）
。
另外，包含學校學生相關的「獻納飛行機」在內，根據筆者由 1932 年至 1944
年的《台灣日日新報》及相關資料所做的初步統計，自 1932 年兩架「台灣號」
產生後，依捐獻單位區分，台灣方面獻納的飛機共分六類：
（A）產業相關類（24
架）
，如製糖會社就捐給陸海軍共十架獻納機，為台灣捐獻架數最多的產業單位；
（B）婦人團體類（8 架）
，以愛國婦人會及大日本聯合婦人會所捐獻的飛機為主；
（C）州廳地方類（26 架）
；以州、廳、郡、町命名為主；
（D）全島民類（7 架），
如「台灣號」
、
「台灣保甲號」等發動全台灣民眾捐獻而成，並以「台灣」命名為
主；
（E）機關團體類（14 架）
，如「台南州職員報國會號」
、
「台南保甲號」等地
方團體機構相關捐獻及命名為主；
（F）學校學生類（10 架）
，如「表 4─4」所示。
總計包含陸海軍機及台灣國防義會專用機在內的各式機型，共約 89 架（參見附
錄附件五）
。
由上述的分類看來，雖然其他五類與學校學生並無直接關係，但其實在這幾
類的「獻納飛行機」活動中，或多或少都有學校學生的參與，甚至捐贈金錢，例
如 1943 年 2 月由新竹州中壢郡婦人會（日婦）所獻納的海軍報國號「中壢郡下
婦人團號」的「獻納式」就在「新竹州立高等女學校」內舉行，而校內及其他附
近學校的學生也都共同參與這場盛會，407而且該架飛機的部分捐獻金額（8 萬 8
千圓）
，則是由新竹州教育課從州下的學生所募集而來。408
此外，若日本「內地」舉辦以「全國」為名的「獻納飛行機」活動時，台灣
社會也同樣會共襄盛舉。例如，1938 年 2 月 7 日文部省「全國實業學校教育會」
舉辦「實業學校號」獻金運動時，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學生及教職員就曾捐獻共

407

林金田總編，
《烽火歲月：戰時體制下的台灣史料特展圖錄》上冊，頁 181。
〈よい子供の海軍機献納〉，《つばさ》第二卷第一號，1943 年 5 月，頁 24。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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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圓 40 錢，以響應此次的活動。409

圖 4─7 台灣學校學生相關
台灣學校學生相關「
「獻納飛行機」
：
（上
獻納飛行機」
（上）1934 年陸軍愛國 116 號「台
灣學校號」
；
（左
；
（右
灣學校號」
（左）1944 年陸軍愛國 2536 號「台北州學校號」
台北州學校號」
（右）1940
台灣義勇學校第二號」
年「台灣義勇學校第二號
」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上）航空史の
航空史の片隅 ─ 陸軍愛国号献納機調査：
陸軍愛国号献納機調査：
http://www.ne.jp/asahi/aikokuki/aikokuki-top/Aikokuki_Top.html（徵引日期 2006 年

7 月 28 日）。
（左）
、（右）曾令毅收藏。
曾令毅收藏。

由前述的幾類「獻納飛行機」來看，其參與活動的層次可以說是包含台灣社
會各階層。這些由台灣捐出獻納機在製作完成以後，絕大部份都用於「台灣國防
用」
，410主要則是配屬於台灣的陸海軍航空基地，或是成為「台灣國防義會」專
用飛機，以供民眾及學生的航空教育與訓練。而當台灣民眾在報紙上，或親自看
到自己曾經參與捐獻的飛機在天空上的「勇姿」後，更會產生及凝聚一種「國家
意識」或「報國熱誠」
，並繼續投入下一次捐獻的行列。1934 年就讀於台北市太
409

參見「世紀回眸：成功大學的歷史」網站：http://www.ncku.edu.tw/~ncku70/home.htm（徵引
日期 2007 年 6 月 22 日）
；或見，成功大學校史編纂小組編，《世紀回眸：成功大學的歷史》
（台南：同編者，2001 年）。
410
〈台灣軍司令部內國防献金品取扱委員會ニ關スル件〉，《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昭和 8 年
（1933）十五年保存，第 2 卷第 5 門（1933 年 8 月 1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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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公學校六年級的陳永富，則在該年寫下他對「台灣學校號」的感想：
燃燒著愛國之情的我們，
燃燒著愛國之情的我們，再也不能做無盡的浪費了，
再也不能做無盡的浪費了，節省零錢，
節省零錢，數目雖小
也要開始存錢，
因此努力於獻納飛機之事，
現在眾志成城，
也要開始存錢
，因此努力於獻納飛機之事
，現在眾志成城
，在此獻出漂亮
的學校號飛機，
這是多麼令人高興的事！
這架學校號飛機的機身、
機翼、
的學校號飛機
，這是多麼令人高興的事
！這架學校號飛機的機身
、機翼
、
引擎，
都充滿我們的真心。
從今天起，
不論是誰乘著這架飛機，
引擎
，都充滿我們的真心
。從今天起
，不論是誰乘著這架飛機
，它銀色的
機翼將閃閃發光，
明快地飛翔在台灣的上空，
能夠從事護國的任務
護國的任務，
機翼將閃閃發光
，明快地飛翔在台灣的上空
，能夠從事
護國的任務
，這正
411
是燃燒著愛國精神的我們真心的呈現。
是燃燒著愛國精神的我們真心的呈現
。
另外，1943 年「第四回航空日紀念」懸賞作文的入選作品中，則有一篇由台南
州將軍南國民學校學童大村雅子所投稿，名為「愛國北門號」的文章，其描述道：
昭和 14 年（1939）
「現在
1939）10 月的某一天。
月的某一天。早上，
早上，老師說：
老師說：
「現在，
現在，集合北門郡
人人的獻金，
將捐獻給陸軍一架很棒的飛機
一架很棒的飛機。
今日，
人人的獻金
，將捐獻給陸軍
一架很棒的飛機
。今日
，將在台南飛行場舉行
命名典禮。
典禮結束後，
郡守先生將搭乘此機在北門郡上空飛行。
這是我
命名典禮
。典禮結束後
，郡守先生將搭乘此機在北門郡上空飛行
。這是
我
們大家愛國的結晶，
所以學校的學生全部都集合在
們大家愛國的結晶，要仔細地看喔」
要仔細地看喔」。……所以學校的學生全部都集合在
。
運動場，
等待飛機的到來。
運動場
，等待飛機的到來
。……（
（1941 年）第二回航空日的時候
第二回航空日的時候，
回航空日的時候，不久
大東亞戰爭爆發，
我們空軍，
海陸空，
使得世界震動，
並得到碩大的戰果。
大東亞戰爭爆發
，我們空軍
，海陸空
，使得世界震動
，並得到碩大的戰果
。
北門號，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當時北門號的英
北門號， 想必也是其中之一吧。
想必也是其中之一吧。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當時北門號的英
412
姿。
由上述兩篇文章，則不難看出學生對自己所奉獻心力的期待與熱忱，加上總督府
為了表彰台灣民眾在「獻納飛行機運動」的支持，也會將參與捐獻活動的民眾，
授與以台灣軍司令官或是陸軍大臣署名的「感謝狀」
，413情節特殊者則將其列入
「美譚（談）」及報紙中與以表揚。所以「獻納飛行機運動」不只是學校學生的
的運動，更是當時台灣社會各階層的一種全民運動。
三、學校航空社團與航空活動的參與
學校航空社團與航空活動的參與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前後，日本為了朝向「空を制するものは世界を
制す」
（控制天空等於控制世界）之目標邁進，乃學習德國由下至上，從民間航
空的培育為基礎，來發展全面的「國民航空」，以冀求將來戰時能夠有立即的航
空人材投入戰場。而為了建設「航空日本」所需的龐大經費，在 1937 年戰爭開
始的前幾個月，日本國內則興起「愛國航空債卷」及「愛國航空彩票」之議。414
411

周婉窈等編、林蘭芳整理，
〈飛行機學校號献納〉
，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研讀班通訊》第一至
第六期合訂本（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6 年）
，頁 98─99。
412
大村雅子，
〈愛國北門號〉，《つばさ》第二卷第六號，1943 年 10 月，頁 24─25。
413
〈台灣軍司令部內國防献金品取扱委員會ニ關スル件〉，《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昭和 8 年
（1933）十五年保存，第 2 卷第 5 門（1933 年 8 月 16 日）
。
414
〈
「愛国航空富籤案」貴衆両院に議員から提出 航空促進会の後押し〉
、
〈愛国航空債卷の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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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日戰爭爆發後，為了實踐「國民航空」的計劃，在青年及學生的動員方面，
則在 1937 年 4 月 29 日組織「大日本航空青年團」
，將全國有「航空志願」的青
年及學生統合起來，並給與專門的航空及整備訓練，以成為將來戰爭所需「空軍
第二陣」之儲備。415同時為了增加在中國戰線航空兵力的需要，在 1939 年時航
空局則計劃將全國各中等學校實施「一校一人」航空兵養成訓練，將志願的中學
生施以公費培養 9 個月，並取得二等操縱士後，再分發到陸軍各航空隊訓練六個
月，然後再依其志願擔任各戰線的「航空兵下士官」
。416
而在台灣方面，同樣地也為了因應「時局」所需，總督府也將這一套「國民
航空計劃」用於台灣的青年及學生。以 1930 年代以後台灣各中等以上學校為例，
為培養國家未來航空人材，以及學生對航空興趣的熱潮，自 1934 年開始，各學
校成立的航空研究社團及活動，如下表所示：
表 4─5 台灣各中等學校以上航空、
灣各中等學校以上航空、滑空社團及活動表（
滑空社團及活動表（1934－
1934－1944）
1944）
學校

社團及活動名稱

成立時間

台北高等商業學校

航空研究會

1934 年 4 月 29 日

備註
◎台灣最初的學生航
空研究會
◎1935 年起與台北高
校航空研究會會員共
同進行暑期滑空訓練

台北帝國大學

「航空兵生活體驗」活動

1934 年 7 月 5 日

◎1934 年起由學校教
官及教練帶領學生至
屏東飛行第八聯隊進
行暑期見學（航空整備
及飛行體驗）

台北高等學校

航空研究會

1935 年 3 月 21 日

◎1935 年起與台北高
商航空研究會會員共
同進行暑期滑空訓練

台南高等工業學校

國防研究會「グライダ－」
（滑

1937 年 1 月 15 日

翔機）部

台南一中

◎1938 年「台南州國防
義會航空團」加盟學校

滑空（滑翔機）部

1938 年

◎1938 年「台南州國防
義會航空團」加盟學校

台南二中

滑空部

1938 年

◎1938 年「台南州國防
義會航空團」加盟學校

嘉義中學

滑空部

1938 年

◎1938 年「台南州國防
義會航空團」加盟學校

《大阪朝日新聞》
，1937 年 2 月 27、28 日。
〈
「第二空軍」の完成へ世界最初の大翼陣〉，
《大阪朝日新聞》
，1937 年 3 月 5 日。
416
〈一校一人は起て 中学校から鳥人の大量養成〉
，《大阪朝日新聞》，1939 年 7 月 9 日。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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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農林學校

滑空部

1938 年

◎1938 年「台南州國防
義會航空團」加盟學校

台南師範學校

滑空部

1938 年

◎1938 年「台南州國防
義會航空團」加盟學校

花蓮港中學校

高雄中學

滑空部

1938 年 3 月

─

「グライダ－」部

1939 年 9 月

◎1942 年「高雄州滑
空聯盟」加盟學校

台北二中

國防訓練部滑空班

1941 年（？）

◎「台北州下中等學校
滑空聯盟」加盟學校

屏東師範學校

報國校友會國防訓練部滑

1941 年（？）

空班

屏東農業學校

◎「高雄州滑空聯盟」
加盟學校

1942 月 11 月

報國校友團防空訓練滑空班

◎1942 年「高雄州滑
空聯盟」加盟學校

彰化商業學校

滑空部

1942 年（？）

─

台北工業學校

滑空部

1942 年（？）

◎「台北州下中等學校
滑空聯盟」加盟學校

台北一中

麗正會國防訓練滑空班

1942 年 5 月

◎1942 年「台北州下
中等學校滑空聯盟」加
盟學校

台北第一師範學校

報國校友會夏季國防訓練

1942 年 9 月

部滑空班

◎1942 年「台北州下
中等學校滑空聯盟」加
盟學校

新竹商業學校

報國校友會滑空班

1942 年

◎1943 年成員約有 30 名

新竹中學

報國校友會滑空班

1942 年

◎1942 年由新竹州教
育課購入一架初級滑
翔機供新竹中學、桃園
農校及新竹師範學校
滑空社團共同使用

桃園農業學校

報國校友會滑空班

1942 年

─

新竹師範學校

報國校友會滑空班

1942 年

─

台中師範學校

滑空班

1942 年（？）

─

屏東中學

滑空班

1943 年 7 月

◎「高雄州滑空聯盟」
加盟學校

高雄二中

滑空班

1944 年

◎「高雄州滑空聯盟」
加盟學校

資料來源：
《台灣日日新報》
年至 1944 年。
資料來源：1.《
台灣日日新報》，1934
，
2.大竹文輔
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478。
。
大竹文輔，
灣航空發達史》，頁 475－
3.日本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本邦
，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本邦ニ
本邦ニ於ケル軍事教育関係雑件
ケル軍事教育関係雑件‧
軍事教育関係雑件‧第二巻（3）台灣〉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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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 6 月 4 日）
《外務省記錄》
）
。
外務省記錄》C 門 2 類（請求番號：
請求番號：B04010618900）
4.向山寛夫
《台
（東京
。
4.向山寛夫，
向山寛夫，
《台灣台北州立台北第一中學校の
灣台北州立台北第一中學校の沿革》
沿革》
（東京：
東京：麗正会，
麗正会，1991 年 7 月）
5.《台北州立台北第二中學校一覽》
（1941
、
《台灣總督府屏東師範學校一覽
（1941
台北州立台北第二中學校一覽》
（1941 年）
《台灣總督府屏東師範學校一覽》
台灣總督府屏東師範學校一覽》
（1941
年）、
《台灣總督府台中師範學校要覽
。
《台灣總督府台中師範學校要覽》
台灣總督府台中師範學校要覽》（1942
（1942 年）
註：以上各校航空相關社團僅為筆者初步統計，
以上各校航空相關社團僅為筆者初步統計，若有疏漏及錯誤僅以各校校史及遺存資料為準。
若有疏漏及錯誤僅以各校校史及遺存資料為準。

由「表 4─5」所示，自 1934 年至 1944 年以來，台灣各地的中等以上學校至少
有 24 間設有航空及滑空相關社團（台北帝國大學除外）
，417可以說是除了台東廳
及澎湖廳以外，幾乎每個地區的中等以上學校，至少都有一所學校成立「航空社
團」
。418其中最早成立的則為 1934 年 4 月的「台北高商航空研究會」
，而最具規
模的則是「台南高工國防研究會グライダ－部」
，其於 1938 年由台南州國防義會
整合為「航空團」，並針對州下十間中等學校及青年訓練所的學生，授與專門的
滑空機製作、整備及飛行訓練，團內除了配置各級滑空機外，還配置一架飛機以
供學生與團員飛行訓練使用（參見表 4─4）
。另外，1942 年台北第一師範學校則
將相關的滑空訓練課程列入「準正課」內，而同年台北州當局還將台北市內的中
等學校滑空社團集結為「台北州滑空聯盟」
，以統合市內青年學生的滑空訓練。419
除了上述學校方面的航空及滑空相關社團外，其他地區如新竹州及台中州的學
生，則是透過州下的國防義會及防空協會將各學校的「學徒奉公隊」加以整合，
並實施集體的「航空講習」及「滑空訓練」
。420

417

根據相關資料顯示，至 1942 年為止，中等學校以上約近 4 成學校設有「滑空部」，另一份資
料則顯示至 1943 年為止，共有 23 所學校設立「滑空部」
，不過兩份資料都未記載各學校名稱。
〈台灣に於ける航空教育の概況〉，
《つばさ》第一卷第三號，1942 年 9 月，頁 37；台灣航空
協會，《財團法人台灣航空協會要覽》
（台北：台灣航空協會，1943 年）
，頁 11。
418
除了中等學校以外，以台中州溪州東國民學校為例，則在校長與教職員的熱心協助下，於 1942
年以校內預算成立「航空機研究部」
，對學生施以直接專門的模型飛機訓練。野村重武，〈我
が校の航空訓練〉，
《つばさ》第一卷第五號，1943 年 2 月，頁 30。
419
交通局遞信部，《台灣航空事業ノ概況》，頁 25。
420
〈滑空訓練始る 新竹州下學徒〉、
〈多大の成果收む 台中州學徒の滑空訓練〉，
《台灣日日新報》，
1943 年 8 月 2 日、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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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1940 年高雄中學第 14 回卒業寫真帖中的「
回卒業寫真帖中的「滑空機」
滑空機」活動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
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第十四回卒業寫真帖》
第十四回卒業寫真帖》（高雄：
高雄：高雄中學校
高雄中學校，1940 年）
。

此外，為了能讓學生能展示學習的成果及普及航空知識，1937 年 6 月 1 日
開始，則由「台灣國防義會航空部」及「帝國飛行協會台灣地方聯合本部」共同
舉辦與日本「內地」同步的「愛國航空週」活動。421總計自 1937 年 6 月 1 日至
6 日之「愛國航空週」於台灣各地所舉辦的活動如下：
（1）立型招牌、
立型招牌、宣傳印刷品的發送。
宣傳印刷品的發送。
廣播的實施－「
－「空
への關心
關心」
演講放送。
（2）廣播的實施
－「
空への
關心
」演講放送
。
（3）講習會。
講習會。
模型飛行機競技會。
（4）模型飛行機競技會
。
都市訪問飛行。
（5）都市訪問飛行
。
（6）少年航空讀本的發送。
少年航空讀本的發送。
航空愛國歌之普及。
（7）航空愛國歌之普及
。
各小、
中學校之航空思想普及演講會舉辦
想普及演講會舉辦。
（8）各小
、公、中學校之航空思
想普及演講會舉辦
。
421

此活動內容除了有愛國郵票的販賣、航空標語及航空圖畫的募集外，還舉辦了「猜謎搭飛機」
的活動，謎題則是「1937 年 6 月島內定期航空將會有多少乘客？」，其中「一等賞」則是由
台灣人林文楙（台南州）所獲得，其他 12 名得獎者中則有 9 名是台灣學生，可見台灣學生對
於「飛行體驗」的憧憬與熱情。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479－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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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航空標語複印及紀念戳章使用。
航空標語複印及紀念戳章使用。
10）
定期航空搭乘者之表彰。
（10
）定期航空搭乘者之表彰
。422
而具有濃厚官方色彩的媒體「台灣日日新報社」
，也同時響應「愛國航空週」活
動，並在 6 月 6 日舉辦了「第一回全台灣模型飛行機競技大會」
。423此外該社也
自 1939 年開始至 1941 年，則與台灣國防義會航空部共同舉辦「航空夏期大學」
活動，並針對各小公學校教員及青少年團指導者，進行航空知識講習及滑翔機訓
練。424除了上述較大型的航空活動舉辦外，各地也會舉辦區域性的「模型飛行機
大會」及「講習會」
，例如 1932 年 8 月 7 日由基隆市役所主辦的「基隆模型飛行
425
機競技會」 、1936 年 9 月 27 日為祝賀南方防空陣強化計劃之成立，於屏東飛
行第八聯隊舉辦的「模型飛行機競技會」
，426以及 1936 年 11 月 29 日假花蓮港第
三大隊「軍旗祭」時所舉辦的「模型飛行機大會」等等。427
1940 年 9 月 28 日，為慶祝「紀元兩千六百年」
，以及紀念「日本航空發展
三十周年」（1910─1940）的到來，軍方、遞信省、文部省及民間各航空關係團
體則發起了「第一回航空日」紀念活動，除了紀念殉難及表彰有功的航空從業者
外，也舉辦航空博覽會、慶典、模型飛機、滑翔機及飛行競技大會等活動，其目
的主要還是著眼於喚起國民，特別是青少年對航空的興趣與關心。428同樣在台灣
方面同時也響應「航空日」的紀念活動，自 1940 年 9 月 28 日開始，每年都由總
督府方面舉辦盛大的相關活動，429以「第一回航空日」為例，除了有「軍用機全
島都市飛行及傳單的撒佈、台北飛行場的高等飛行表演、台灣神社航空祈願祭、
航空標語的募集及入選者搭乘飛機」等活動舉辦外，430並透過台北放送局播放總
督於「航空日」的演講，而各地也配合府方舉辦各種「航空日の行事」活動，包
含模型飛機及滑空機競技大會的舉辦等，431以落實航空日的意義及航空思想的徹
422

〈愛國郵便切手は 六月一日から發賣 同時に全島で航空運動〉，
《台灣日日新報》
，1937 年 5
月 19 日。
423
在「滑空機競技」方面則分「滯空競技」
、「距離競技」及「速度競技」等項目，其中在「距
離競技」及「速度競技」兩個項目的「三等賞」及「二等賞」都由台灣人陳潤德獲得；而在
「少年部競技」方面，則舉辦「模型飛行機製作講習會」
，並在會後選出前三名優等者與以表
彰。
〈少年達モ交つて意氣！空を吞む 第一回全台灣模型飛行機大會 きのふ台北で舉行〉
、
〈驚異的記錄を出す 距離競技で一萬米速度で實に六米三〉，
《台灣日日新報》
，1937 年 6 月
7 日。
424
關於「台灣航空夏季大學」的情況，參見《台灣日日新報》，1939 年 7 月 7 日至 28 日、1940
年 6 月 27 日至 8 月 1 日、1941 年 5 月 24 日至 8 月 26 日。
425
〈基隆模型飛行機競技會〉，
《台灣日日新報》1932 年 8 月 7 日。
426
〈航空思想普及の模型飛行機競技會 來る廿七日の〇〇〇を機會に屏東市で大々的に開催〉，
《台灣日日新報》
，1936 年 9 月 9 日。
427
〈軍旗祭を機會に模型飛行機大會〉
，《台灣日日新報》，1937 年 11 月 9 日。
428
〈最初の航空日〉，
《東京日日新聞》
，1940 年 9 月 28 日；
〈九月廿八日を期し 全國で「航空
日」日本航空發達の卅周年〉
，《台灣日日新報》，1940 年 6 月 14 日。
429
1941 年以後，
「航空日」則由每年的 9 月 28 日改為 9 月 20 日。
430
〈空の紀念日〉
，《台灣日日新報》，1940 年 9 月 28 日。
431
〈
「翼の記念日」飾る全台灣滑空競技會 台南で多彩な「航空日」の行事〉，
《台灣日日新報》
，
1941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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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普及。432此外，學校方面也會配合「航空日」的到來，將相關活動納入「學校
行事」內，以 1944 年台北士林國民學校的學校日誌記載來看，9 月 20 日「航空
日週間」的「學校行事」，就舉行包括「模型飛行機製作」
（9 月 18 日）
、
「航空
紀念日模型飛行機製作」（9 月 20 日）
，以及「模型飛行機飛翔會」
（9 月 22 日）
433
等活動。 因此自 1940 年以後，台灣的航空教育可以說是隨著「航空日」的制
定，以及隔年「模型航空機教程」納入國民學校正課後，更深化到台灣社會的每
個層面及角落。

圖 4─9 1940 年代台灣「
年代台灣「航空日」
航空日」紀念戳章及海報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上）曾令毅收藏。
曾令毅收藏。
（左）
〈空
《台灣日日新報
〈空の記念日〉
記念日〉，
《台灣日日新報》
台灣日日新報》1940 年 9 月 28 日。
（右）
〈卷頭口繪〉
，1941
年 10 月，未編碼。
卷頭口繪〉，《台灣遞信
《台灣遞信》
台灣遞信》
，
未編碼。

432

以 1941 年及 1942 年台灣總督長谷川清在「航空日」演講為例，則說明「航空日」不是僅有
這一天就結束，而是一年努力訓練結晶之呈現，這樣才能使得「航空日」更有意義。台灣總
督府官房文書課，
《諭告訓達類聚》
（台北：台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1944 年）
，頁 180─182、
300─304。
433
〈士林國民學校學校日誌〉，1944 年 9 月。
（轉引自「泉君の日本語教育史講座」：
http://www.bl.mmtr.or.jp/~idu230/tabun/nissi/nissi-f.htm），徵引日期 2007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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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航空團體下的學生航空教育
一、台灣國防義會航空部下的學生航空教育
1930 年代以後，因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擴張，加上「滿州事變」後所造成的
種種問題，促使日本決定於 1933 年退出國際聯盟。在這種內外情勢的演變之下，
國防的充實及其思想的普及就顯得特別重要，特別是身處在帝國南方鎖鑰的台
灣。為因應時局所需，以及考量 1936 年「倫敦海軍軍縮條約」即將屆期，所以
必須讓島民認識到台灣在國防上的重要性，以期國家觀念及國防思想的強化。於
是 1934 年 2 月 11 日「紀元節」時，總督府與民間各地有志者，乃仿「大日本國
防義會」之功能與體制，434成立「台灣國防義會聯合本部」
，並在 10 月 12 日舉
435
行成立大會。
該會設立後，為貫徹當時「航空國策」的口號，即以航空教育事業為中樞，
並且在 1934 年 6 月「台灣軍特種演習」及 7 月「內台準備飛行」的影響下，於
9 月 10 日成立「台灣國防義會航空部」
（以下簡稱「航空部」
）
。該航空部之事務
所設置於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內，其業務包含「台灣民間的飛機及機場之整備、
島內及以台灣為中心的定期飛行實施、飛行學校之經營與飛行員及航空技術員的
養成、空中作業及遊覽飛行之實施、航空及防空相關的各種研究、演講及講習與
其他航空思想之普及」等六項主要事業。436
航空部成立後，主要的任務為航空思想普及與航空人材之養成，附帶事業則
包含租賃飛行（不定期飛行）、遊覽飛行及廣告飛行。437在航空思想普及方面，
航空部則在 1935 年 2 月開始舉行全島各都市的「訪問飛行活動」
，包含屏東、高
雄、台南、鹿港、湖口、台北、花蓮港、台東、宜蘭等，地點可說是涵蓋全島的
主要都市，同時也在訪問地點舉行「遊覽飛行」及航空相關之演講438，目的則是
434

「大日本國防義會」於 1912 年 10 月在東京成立，目的在於「調查研究國防相關的各種事項，
並將其廣泛地推展在國民之間，以求其知識思想的普及與涵養」
。平間洋一，
〈史料介紹：大
日本国防議会会報〉，
《軍事史学》通卷 105 號（東京：軍事史学会，1991 年 6 月）
，頁 68─
69。
435
在 1934 年 2 月以前，各地鑑於時局及國防思想的普及，已開始陸續組織地方國防義會（台中
州、澎湖廳及台南市）
，而台灣國防義會聯合本部成立後，除了繼續在各地設立支部外，也將
其統合管理。台灣總督府編，
〈台灣國防義會に賜はつた令旨竝式辭〉
，《詔敕．令旨．諭告．
訓達類纂》第二冊（台北：成文出版社，1999 年）
，頁 684─685。
436
〈台灣國防義會決定設航空部〉
，《台灣日日新報》1934 年 7 月 29 日夕刊；大竹文輔，
《台灣
航空發達史》
，頁 454；台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
《部報》58 號，1939 年 4 月，頁 7─8。另外，
為了支持航空部的成立，全島專賣業者及學校相關單位則在 1934 年 10 月各捐獻一架輕型飛
機，並命名為「義勇專賣號」與「義勇學校號」
，以供該部推展航空教育之用。另外，台灣軍
司令部也在該年 12 月由「國防獻金」中提撥約 4 萬 3 千元於台北飛行場興建「愛國格納庫」
，
供航空部所屬飛機使用，總計航空部所屬的飛機，包含 1940 年的台灣義勇學校第二號在內，
分別為台灣義勇學校號、義勇專賣號、乙式飛行機二架、己式飛行機二架、甲式四型飛行機
一架、滑翔機一架（後四者為 1934 年由總督府及陸軍方面所移轉接收）
，總計共 9 架。大竹
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453；
〈義勇號外八機が格納庫內で居眠り〉，
《台灣日日新報》
，
1936 年 10 月 24 日。
437
台灣國防義會航空部，《航空部飛行規程》
（台北：同編者，1934 年）
，未編碼。
438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46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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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基礎的航空知識普及到各地與社會各階層，特別是在學生階層方面，則是推廣
的重點。另外，前述 1937 年 6 月 1 日至 6 日的「愛國航空週」
、1939 年至 1941
年「航空夏期大學」、空陸對抗演習、防空演習等航空相關之活動，都可看到航
空部在台灣航空知識的普及與推廣上，所下的苦心與努力，同時也可以看到許多
學生與青少年團體的參與。

圖 4─10 1930 年代台灣國防義會聯合本部紀念明信片及戳章
資料來源：
，頁
資料來源：（上）姚村雄，
姚村雄，《設計本事
《設計本事》
設計本事》（台北：
台北：遠足文化，
遠足文化，2005 年）
，頁 176。
176。
（左）同上書，
同上書，107 頁。
（右）曾令毅收藏。
曾令毅收藏。

而在航空人材的養成方面，航空部在 1935 年開始，即接收「始政四十年台
灣博覽會」舉辦時，由帝國飛行協會寄贈的滑翔機，並進行一系列的練習及表演，
且在 1938 年 3 月開設以「グライダー指導員」
（滑翔機指導員）養成為主的訓練
課程（3 月 30 日至 5 月 14 日），以供將來各地學校滑翔機課程的教育人材。該
課程共招收 17 名練習生，訓練課程主要為「プライマリー」與「セコンダリー」
兩種，439地點則設於台北飛行場，並在 5 月 15 日「修了式」舉行當日，於台北
439

當時的「グライダー」
（滑翔機）
，依曳航動力分為三種類型，分別為：
「ソアラー」
（高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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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兵場舉辦盛大的滑翔機大會。440另外，對於 1934 年台北高等商業學校及台北
高等學校學生所成立的「航空研究會」，航空部除了提供滑翔機及器材外，並給
與學生相當程度的指導。441
此外，為將航空訓練向下普及與紮根，以備將來國防所需，1940 年 5 月 5
日航空部將台北市所屬的 26 所小公學校，共 996 名四年級至六年級的男學生，
以學校為組、學級為班，成立「台灣航空少年團」
。其主要的事業如下：
（1）飛行場、
飛行場、飛行機、
飛行機、滑翔機及其他航空設施之見學。
滑翔機及其他航空設施之見學。
航空相關講習會、
映畫會、
演講會之舉辦，
（2）航空相關講習會
、映畫會
、演講會之舉辦
，航空相關文書圖書之刊
行及照片之頒布
行及照片之頒
布。
模型飛行機及模型滑翔機之製作指導及競技會之舉辦。
（3）模型飛行機及模型滑翔機之製作指導及競技會之舉辦
。
航空相關展覽會。
（4）航空相關展覽會
。
航空參考品館之設置
參考品館之設置。
（5）航空
參考品館之設置
。
滑翔機相關之各種技術指導。
（6）滑翔機相關之各種技術指導
。
少年航空兵及飛行士志願之指導獎勵。
（7）少年航空兵及飛行士志願之指導獎勵
。
其他航空思想之學習與普及上必要事項。
（8）其他航空思想之學習與普及上必要事項
。442
除了上述的事業外，也對學生施以「航空教育圖畫」及「航空教育唱歌」等課程，
以期學童在遊戲中能學習到基礎的航空知識，並培養學童對於飛行志願之嚮往。
不過，航空部所成立的「台灣航空少年團」
，即因 1941 年 8 月「台灣國防義會」
的解散而改組，並隸屬於該年新成立的「台灣航空協會」之下，繼續推廣學生的
航空教育。443
總體來說，台灣國防義會航空部可以說是 1934 年至 1941 年間，台灣最重要
的民間航空機關，特別是在學生的航空教育方面，更是居於指導的地位，並且也
是當時包含日本本土及其他所屬殖民地所沒有的「愛國民間航空」機構。444而若
由此點來看，或許也說明總督府這一時期對於航空教育的用心，以及台灣所處國
防地位的特殊性。

440

441

442

443
444

由飛機牽引曳航）、
「セコンダリー」
（中級機；由汽車牽引曳航）
、
「プライマリー」
（初級機；
由人力牽引曳航）。大竹文輔，
〈台灣の民間航空とグライダー運動〉
，
《台灣時報》
，1938 年 5
月，頁 75─79。
在滑翔機大會結束後的 5 月 17 日至 18 日，航空部更與大阪每日新聞社合辦西部各都市「空
中列車」活動（「ソアラー」滑翔機表演）
，並將訓練成果展現在台灣各地民眾眼前。大竹文
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467─470。
1934 年航空部則開始對兩校共 9 名「航空研究會」的學生，教授滑翔機訓練，並在 1935 年
的暑假對其施以長期的航空訓練，而這 9 名學生也成為台灣最早的「學生鳥人」
。熱帶產業調
查會，《台灣及南支南洋の航空》（台北：熱帶產業調查會，1935 年）
，頁 11。
台灣國防義會聯合本部，
《台灣航空少年團要覽》
（台北：台灣國防義會聯合本部，1940 年）；
台灣航空協會，《財團法人台灣航空協會要覽》，頁 14。
台灣航空協會，《財團法人台灣航空協會要覽》，頁 1─2。
熱帶產業調查會，
《台灣及南支南洋の航空》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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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南州國防義會航空團下的學生滑翔機訓練
1936 年 7 月台南高等工業學校為應時局所需，以及加強學生國防觀念，以
機械科為主的職員與學生乃組成「國防研究會」
，並針對航空相關技術展開實地
研究及訓練。而為了讓學生能更具體地對滑翔機之理論進行研究及實地操作，學
校方面在該年底向「九州航空會」訂購一架初級滑翔機，並在 1937 年 1 月 15
日校慶正式成立「滑翔機部」
，開始針對 30 名學生進行訓練，而該部也是當時南
台灣第一個學生航空相關社團。
「滑翔機部」成立後，因適逢 1937 年 6 月台南飛
行場之開設，為加強航空思想之普及與南部航空振興之期望，於是台南州國防義
會乃與「台南高工」交涉，將該校「滑翔機部」加以整合擴大，並於 1938 年 1
月成立「台南州國防義會航空團」
（以下簡稱「航空團」
）
，將州下中等學校男學
生納入團內進行統一的航空訓練，其事務所則設於台南州內務部，團長由內務部
長兼任。445
該團的事業目的主要為「航空相關理論及飛機設計之研究、熱帶上昇氣流研
究、航空相關講習演講之舉辦及民間航空發達事業、飛機操縱練習及航空技術員
之養成、航空競技會之舉辦」等，並將州下對航空有興趣的中等學校男學生及公
職人員，分為「高工班、南一中班、南二中班、南師班、嘉中班、嘉農班、成年
班、青年班」等八個單位，446利用平時課餘或是寒暑假時，對其實施專門的航空
教育訓練課程。1938 年加入航空團，並在 1940 年考取少年航空兵的「K 桑」
（
「南
二中班」，1923 年生）就曾回憶：
當時大家都想進入學校的「
當時大家都想進入學校的「武道部」
武道部」，但是因為我不會
，但是因為我不會，
但是因為我不會，而對其他的
而對其他的也沒
興趣，
所以才加入看起來好玩的「
航空團
，……
……當時我們訓練的地方
有興趣
，所以才加入看起來好玩的
「航空
團」
，
……
當時我們訓練的地方
是在永康塩行（
台南飛行場）
，都是利用假日集合訓練
都是利用假日集合訓練，
是在永康塩行
（台南飛行場
）
，
都是利用假日集合訓練
，並且用人力或是
自動車」
牽引「
グライダー」
飛行，
我還記得那輛車的車
車的車牌
「自動車
」牽引
「グライダー
」飛行
，我還記得那輛
車的車
牌號碼是「540
當時訓練我們「
南二中班」
的主任伊東（
號」
，當時訓練我們
「南二中班
」的主任伊東
（藤？）現在已經 90 幾歲了
447
還健在呢。
還健在呢
。
而與「K 桑」同期進入航空團的葉盛吉（
「南一中班」
）
，
「從小就憧憬著要當一個
工程師，並且喜歡閱讀《少年科學》
，也喜歡製作各種模型。或許是受到這些影
445

台南州國防義會航空團，
《航空團々報》1 號（台南州：台南州國防義會，1940 年 5 月）
，頁
1─6；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473─478；台灣總督府臨時情報部，〈台灣航空の
概況〉，《部報》58 號，1939 年 4 月，頁 9。
446
「青年班」組成的學生分別來自：台南商業專修學校、台灣商業學院、台南長老教會中學校、
台南青年訓練所，而「成年班」主要則是由州下官公衙職員所組成。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航空許可に関する件〉，
（1939 年 8 月）
《昭和 14 年「壹大日記」》
（參照號碼：C04014777500）。
447
「K 桑」（1923─2008）台南人，1937 年考取台南二中，1940 年考入少年飛行兵第 11 期，1941
年進入熊谷陸軍航空學校操縱科，1943 年任駐緬甸飛行第 64 戰隊「加藤隼戰鬪隊」飛行操
縱伍長、軍曹；另外，
「K 桑」也說明 1940 年報考「少年飛行兵」的原因：
「我為什麼後來去
考『少年航空兵』？其實完全是被騙了，我進去的第一天就後悔了（東京陸軍航空學校），
我中學已經讀了 4 年半，……這是我一生做過最後悔的決定」。〈
「K 桑」口述訪談記錄〉
，
2006 年 5 月 24 日於台北縣淡水鎮，筆者電話訪談，未刊稿（應訪談者之要求，以化名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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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從二年級起，就開始到台南飛行場接受滑翔機訓練。四年級的時後，已經能
做到三百六十度的大迴旋，能駕駛中級滑翔機在天空上飛幾個小時了。五年級的
夏天，他獲得了二級滑翔機的駕駛執照」
。448

圖 4─11 1938 年加入台南州國防義會航空團的葉盛吉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楊威理，
楊威理，《雙鄉記
《雙鄉記：
葉盛吉傳》，頁
，頁 29。
。
雙鄉記：葉盛吉傳》

若以該團的機關誌《航空團々報》的記載來看，自 1938 年至 1940 年止共招
收 268 名訓練生（台灣人佔 80 名）
，對其教授航空相關理論研究及滑空訓練（8
千 7 百回以上）
，並陸續協助約 40 名團員取得「二級滑空士」的資格。449除了航
空人材的培養外，航空團則受總督府之命，進行航空學及航空器材之研究，而其
中最重要的任務，則是研發二架「高級滑空機」
，並在 1939 年 7 月成功研發第一
架「本島產高級滑空機」
，並命名為「圖南號」
。450
448

葉盛吉，台南人，1923 年生，1945 年考入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院，戰後因對國民黨政權不滿，
乃積極參與左傾團體活動，1950 年 11 月 29 日因「學委案」遭國民黨槍斃於台北馬場町。楊威
理，
《雙鄉記：葉盛吉傳》
（台北：人間出版社，1995 年）
，頁 31─32。
449
1940 年以前取得二級滑空士資格的台灣人僅有「高工班」的吳登貴（後任職於滿州電業株式
會社）
。台南州國防義會航空團，
《航空團々報》1 號，1940 年 5 月，頁 25；
〈純島内産のソア
ラー初登場 台南航空團、台灣滑空界に貢獻〉，
《台灣日日新報》1941 年 9 月 12 日。
450
〈台南國防義會航空團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令案〉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 14
年（1939）冊號 10880（1939 年 7 月 12 日）；台南州國防義會航空團，《航空團々報》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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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對於一般學生及民眾航空教育的普及與推廣方面，主要是利用團內配
置的「台南第一號」四人座輕型飛機，以「體驗飛行」的方式，使其有搭乘飛機
的機會，迄至 1940 年為止，搭乘人數約達 4 千名之多。451而 1939 年 2 月 10 日
至 12 日則在台南市南門小學校舉辦「航空思想普及寫真展覽館」
，三天內共吸引
約 8 百人次入場參觀。除此之外，航空團也配合官方參與相關的政策宣傳、軍事
演習、祝祭日祝賀飛行等活動，例如 1938 年 2 月「國民精神總動員傳單撒佈飛
行」
、3 月「步兵第二聯隊演習」
、4 月「天長節祝賀飛行」
、7 月「古金物獻納傳
單撒佈飛行」
、10 月「全島青年訓練聯合演習」
、1939 年 3 月「全島防空演習（參
452
加東台灣地區演習）」等等。
雖然航空團在名義上屬於地方性質的學生航空機構，但實際上所執行的任務
則不僅限於台南州，同時也在總督府及鄰近陸軍航空部隊的支援下，成為當時島
內師資最齊、規模最大的「學生航空社團」
，453並且也是當時台籍青年學生參與
人數最多的一個航空團體，這對於當時台灣本土航空相關人材的培育上，有著重
要的啟發功能。454
三、台灣航空協會下的學生航空教育
台灣航空協會下的學生航空教育
1940 年 10 月，日本為擴充強化「國民航空」及振興航空專門教育，乃將「內
地」各航空訓練相關團體整合統一，並設立「大日本飛行協會」
，統籌所有航空
教育相關事務，以圖徹底普及一般學生及民眾的航空教育。
而在台灣方面，1934 年以來雖陸續有台灣國防義會航空部、大日本飛行協
會台灣聯合支部、台南州國防義會航空團、台灣航空少年團等組織，對台灣學生
及民眾進行基礎的航空教育，或是訓練航空相關的儲備人材，但是其實這幾個航
空團體在活動的舉辦上，彼此間並無相互的聯絡系統。為了強化島內的航空發
展，以及統合島內的航空思想之普及宣傳，1941 年 8 月 18 日總督府方面乃成立
「台灣航空協會」（以下簡稱「航空協會」
），將既有的四個航空團體陸續改組後
整合，並由總務長官擔任會長，交通局長或文教局長擔任副會長，且除了在各州
廳設立支部外，也與「大日本飛行協會」取得相互合作與聯絡之關係。455
1940 年 5 月，頁 17。
台南州國防義會航空團，《航空團々報》1 號，1940 年 5 月，頁 18。
452
〈台南國防義會航空團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指令案〉
，《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 14
年（1939）冊號 10880（1939 年 7 月 12 日）
。
453
以航空團的役員組織來看，除了台南州內務部長（團長）
、地方課長（副團長）
、教育課長（幹
事）
，以及加盟學校的校長與教職員外，航空相關的專門人材則有總督府航空官、屏東飛行第
八聯隊長、嘉義飛行第十四聯隊長、前警察航空班飛行駕駛、遞信部一級滑空士等。台南州
國防義會航空團，
《航空團々報》1 號，1940 年 5 月，頁 5─6。
454
團員中在往後從事航空研發工作則有「高工班」葉啟聰，新竹人，生卒不詳，新竹中學畢業
後進入「台南高工」
，並於 1938 年畢業，1939 年任大阪福田輕飛行機會社製作部長，1941 年
發明「光式二型滑翔機」並投入飛機發動機之研發。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478；
〈滑空機界に新機軸「光式二型」で一躍著名〉，
《台灣日日新報》
，1943 年 9 月 20 日。
455
〈局部長會議 督府の機構改革審議 台灣航空協會を設置〉、
〈台灣航空協會を飛行協會に合併
か〉，
《台灣日日新報》
，1941 年 2 月 25 日、1942 年 7 月 10 日；台灣航空協會，
《財團法人台
灣航空協會要覽》
，頁 1─2。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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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協會成立後，即承續先前各航空團體之業務，針對各級學校學生進行包
含「滑空訓練、飛行訓練、模型航空機訓練、航空少年團訓練、各種飛行訓練」
等航空人材養成事業。456同時，為因應 1940 年以後「航空日」之制定，也在各
地舉辦各種「紀念行事」活動，並在 1942 年 7 月發行機關誌《つばさ》
（翼）
，
457
以推廣學生的航空教育。 該誌每月約發行 5 千冊，其中 3 千冊由航空協會各地
支部免費贈與各地學校及青少年團，主要的內容則為學生投稿、模型航空機教
學，以及航空教育專題文章三個部分。不過此刊僅發行共 2 卷 18 期，即於 1943
年 12 月因戰時「官廳系雜誌之統合整備」因素而停刊。458雖然如此，該誌可以
說是戰時對學生進行航空教育的主要刊物，也是日治時期唯一由台灣地區發行的
航空專門刊物，其對於戰時台灣學生的航空教育普及與涵養，有著重要及顯著的
影響。另外，對於青少年層的航空訓練，1943 年航空協會則在「台灣青少年團」
內設置航空班，並將其組成「航空青少年隊」，而對於中等學校以上的學生則擬
設「航空學徒隊」，以充實戰時航空儲備要員之需。459
而為了統合全島學生航空基礎教育的「模型航空機材」，以及考量以往島內
大多依賴「內地」製品，價格上及運送上則易受「時局因素」影響，為了使其自
給自足，1942 年航空協會則開始在台北市東園町設立約 300 坪的「滑空機製作
工場」及「模型機材製作場」，並在 1943 年成立「台灣模型航空機配給組合」
，
460
對航空相關教材進行配給、價格及規格之管理統制。 以 1944 年度「滑空機製
作工場」的預定製作架數來看，各式機型約 48 架，1945 年更預定增加至 65 架，
461

而「模型機材製作場」的年度生產預定額則如下表所示：
表 4─6 1944 年「模型機材製作場」
模型機材製作場」年度生產預定額表
年度生產預定數

同左算定基準

三型

100,000 架

（1）三年級以上兒童數：內地人 17,036 人，本島人 263,081 人

四型

110,000 架

（2）利用率：內地人兒童 100%，本島人兒童 90%

五型

165,000 架

（1） x （2）= 17,036 + 236,773 = 253 ,809

六型

110,000 架

女學生一年使用數 1 架；男學生每學期使用數 1 架，一年 3 架

高一型

20,000 架

總計

高二型

10,000 架

教授用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508,000 架

7,000 架

在滑空訓練方面，主要是協助 57 所中等以上學校，以及 23 所中等以上學校「滑空部」學生，
進行專門的滑空訓練及講習。台灣航空協會，
《財團法人台灣航空協會要覽》
，頁 11─15。
台灣航空協會，《財團法人台灣航空協會要覽》，頁 16─27。
台灣航空協會，《昭和十八年度豫算案》（台北：台灣航空協會，1943 年）
，頁 7；
〈「つばさ」
廢刊の辭〉，
《つばさ》第二卷第八號，1943 年 12 月。
另外，對於對岸「中華民國」廣東省方面，航空協會則透過總督府外事部，於該年 7 月派遣
指導員，並攜帶一架初級滑翔機，以協助該地的青少年學生進行航空訓練。
〈廣東にも滑空機
熱 台灣航空協會から援助〉，
《台灣日日新報》，1943 年 7 月 16 日；
〈廣東省の航空熱〉，
《つ
ばさ》第二卷第五號，1943 年 9 月。
台灣航空協會，《財團法人台灣航空協會要覽》，頁 28─29。
台灣航空協會，《昭和十九年度豫算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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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515,000 架

通計

515,000 架

資料來源：
《昭和十九
資料來源：台灣航空協會，
台灣航空協會，
《昭和十九年度豫算案
昭和十九年度豫算案》
年度豫算案》（台北：
台北：台灣航空協會，
台灣航空協會，1944 年），頁 5。
註：「三型
「三型」
三型」表國民學校三年級適用機型，
表國民學校三年級適用機型，以下機型則以此列推。
以下機型則以此列推。

由上表所示，1944 年各式模型飛機的生產預定數為 51 萬 5 千架，與當時全島國
民學校三年級以上的學童數相比，預估平均每人每年可分配到兩架。不過這僅為
航空協會的年度生產計畫，加上當時已經進入戰爭末期，學生常因為空襲、疏散
或是被動員去勞動服務，使得學校的課程大多被迫中斷，因此實際的使用率可能
有限。雖然如此，這些數字或許可以說明當時航空協會在普及與推廣學生航空教
育上，所挹注的心力。462
此外，以往航空協會所舉辦的滑空訓練都是在交通局所屬機場進行，且考量
定期航空與各種飛機的起降增多，以及當前並無專屬滑空訓練場地。有鑑於此，
1944 年 2 月航空協會則先於台南飛行場設立「台南滑空訓練所」
，並自 1943 年 9
月開始，計劃在台中州大甲郡大肚山一帶，設立約 15 萬坪的「中央滑空訓練所」
（又稱台中滑空訓練所）及 1944 年的「台北滑空訓練所」
（預定地為淡水郡）
，
以進行「航空青少年隊」訓練、「滑空指導員」養成，以及針對由全島約一萬名
中等學校三年級以上學生中所選拔，並且符合「航空適性」的一千名學生，進行
相關「滑空訓練」課程。463
總體來說，1941 年台灣航空協會成立後，除了承續以往各航空團體的既有
事業，成為島內民間航空指導機關外，並且更積極推廣航空教育，例如前述「航
空日」活動的舉辦、機關誌《つばさ》的發行、
「滑空機製作工場」及「模型機
材製作場」的成立、
「工員養成所」與「滑空訓練所」的開設等等，都可以看出
該協會在戰爭末期時，特別是在學生航空教育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同時，也可看
到在積極培養航空相關人材的背後，台灣航空相關產業的逐漸萌芽。

46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為了確保飛行員與整備員（修護員）的通例比率（1：3）
，1944 年航空
協會則預定在台北市頂東勢一帶（台北飛行場南側）
，設立「工員養成所」，並招收國民學校
初等科畢業者 50 名，進行為時一年的「航空整備」訓練，並計劃在結業後，將其配屬至島內
軍方與民間的地勤單位，以及擔任「木金混合飛行機製作工場」職員，或是分發到南洋相關
軍官民之航空地勤單位服務。台灣航空協會，
《昭和十九年度豫算案》
，頁 6。
463
〈台南滑空訓練所開設〉
，《台灣日日新報》1944 年 2 月 14 日；台灣航空協會，《財團法人台
灣航空協會要覽》
，頁 28；台灣航空協會，《昭和十九年度豫算案》，頁 1─2、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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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軍事動員與少年飛行兵
前言
日治時期台灣人參與軍務，除了在初期（1896－1898）有少數台灣人以「通
譯」身份加入日軍的行列外，464在對外戰爭方面，則有少數人以「後勤」身份參
與日俄戰爭（1904－1905）。465但其實大多參與軍務的台灣人，大多還是集中在
中日戰爭以及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後，且主要是以擔任「軍伕」
、
「軍屬」
、
「從軍看
護婦」及「陸海軍特別志願兵」為主。而在當時航空方面的軍事動員則以「陸軍
少年飛行兵（以下簡稱「少年飛行兵」
）
」466的招募為主，其雖僅佔所有參與軍務
台灣人的一小部份，但是確也不能忽視其身份上的「代表性」與「特殊性」
。
因此，本章將以「少年飛行兵」為討論中心，主要則正是因為其「代表性」
與「特殊性」。更明確的說，所謂的「代表性」乃是因為少年飛行兵為當時日本
陸軍招募航空兵，以及培養航空人材的正式管道與制度之一，與聘僱性質的「少
年工」
（海軍工員）
，以及因戰事緊迫而短期徵召訓練的「特別幹部、操練候補生」
並不相同，其須經過至少兩年以上的長期飛行專業訓練，才能畢業分派至戰場擔
任第一線航空要員，加上一旦考取少年飛行兵試驗之後，即成為「日本帝國正式
的軍人」
，所以在 1945 年台灣正式實施徵兵制度以前，台籍少年飛行兵在身份上
的確是屬於一種「特殊性」的存在。
另外，本章僅談論陸軍「少年飛行兵」，而不談海軍「預科練」的原因，主
要在於目前尚未發現關於台籍海軍「預科練」的相關資料。根據山口宗之的研究
顯示，1944 年出版的海軍志願兵書籍《海軍への道》內容則明載，
「尚未允許台
灣人與朝鮮人參加『預科練』的志願」
。因此，募集總數超過 20 萬的「預科練」，
推測可能並未有殖民地出身的青年加入。也因為如此，戰爭末期日本發動「特攻
隊」戰略時，僅有陸軍方面有殖民地出身者擔任「特攻隊員」的記錄，而海軍方
面則無。467
464

465

466

467

根據許雪姬的研究，日本領台初期（1896－1898）台灣人擔任軍方通譯（陸軍、憲兵）的共
計 7 人，陸軍通譯方面則有曾遠堂（台南）
、陳清澤（台南）
、顏雲年（台北）
、饒永昌（新竹）；
憲兵通譯方面則有辛西淮（台南）
、王式璋（桃園）
、林土城（高雄）
。關於台灣學者許雪姬的
研究，參見〈日治時期台灣的「通譯」〉
，收錄於《「文化交流史：文化接觸的中間人」國際學
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上（台北：輔仁大學歷史系，2005 年）
，頁 12－13。
日治初期有以「後勤」身份（陸軍通譯）參與日俄戰爭的台灣人為 1904 年，台北大稻埕居民
古火旺（新竹國語傳習所、台北國語學校畢，後任台北廳與台北監獄通譯）。
〈漢文：台人情
願從軍出征〉，
《台灣協會會報》
，1904 年 6 月，頁 60。
舊日本軍的編制中其實並無獨立的「空軍」編制，所謂的「空軍」乃是附屬於陸、海軍的編
制中，陸軍的少年航空兵在 1940 年後稱為「少年飛行兵」
，招募年齡為 15 至 19 歲，後期為
14 至 17 歲（1943 年後分為甲、乙兩科，後者為應戰爭需要而招募的短期訓練）
；海軍則稱為
「預科練」
（1930 年開始），並分為甲飛（初級航空尉官與下士官短期養成）、乙飛（1937 年
甲飛新設後，原來的預科練練習生改稱為乙飛）、丙飛（一般兵轉變為航空兵）
、特乙飛（乙
飛合格者中年齡較高者之短期教育）等四種。秦郁彥，
《日本陸海軍總合事典》
，頁 708、735。
山口宗之，
〈「朝鮮‧台湾出身特攻戦死者」海軍ゼロの背景〉
，《日本歷史》708 號，2007 年
5 月，頁 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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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的理由，即可瞭解少年飛行兵的在當時的重要性，以及其「代表性」
與「特殊性」
。但是，目前台灣研究以「少年飛行兵」為主題的學術專著與論文，
或許是限於史料或相關個案的不足，以致於目前針對此一問題的討論甚少，除了
1997 年由李國生所撰寫的碩士論文〈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
力動員（1937－1945）〉中有少許篇幅提到以外，相關的學術研究可說是非常缺
乏。468
因此，本章的重點將分三個部分，首先是關於台灣少年飛行兵的從軍歷程，
其中包含少年飛行兵的募集、動員以及入校後的生活，並就目前所呈現的資料，
統計出台灣陸軍少年飛行兵的人數。其次就是要探討在 1944 年底日本發動「特
攻隊」戰法時，是否有台籍少年飛行兵加入，並舉出實際例證來詳述台籍少年飛
行兵參加「特攻隊」的相關戰役經過。最後，則是探討少年飛行兵在台灣社會的
定位，尤其是當時台灣的媒體對「少年飛行兵」的定位與社會型塑，並且以台灣
第一位少年飛行兵張彩鑑與台灣第一位特攻隊員劉志宏為兩個相互參照分析之
個案，冀圖來還原戰時體制下的台籍少年飛行兵之全貌。

第一節 台灣少年飛行兵的養成
一、「航空熱」
航空熱」風潮與少年飛行兵
1910 年日本開始在本土有了飛機初次飛行後，新的飛行機器很快地取代了
舊有「氣球」的地位，成為日本研究飛行科技的主要項目。到了 1914 年第一次
世界大戰爆發，日本開始將飛機與軍事結合，除了出動「臨時航空隊」參加位於
中國的「日德戰爭」外（青島攻略戰）
，並由陸軍在 1919 年於埼玉縣所澤設立首
間陸軍航空學校，以培養基礎的航空人材。1924 年陸軍航空學校廢止後，又新
設「所澤陸軍飛行學校」
、
「下志津陸軍飛行學校」及「明野陸軍飛行學校」三所
469
航空學校， 並於隔年 5 月 1 日新增陸軍航空兵科，而後因對外戰爭的需要，才
漸漸促成在 1933 年「少年飛行兵制度」的建立。
「少年飛行兵」的制度建立後，除了在日本本土開始進行招募外，在殖民地
台灣方面，同樣也開始進行相關的招募工作，並配合自大正初期開始在台灣舉行
的一連串航空活動與航空教育，來達到軍事動員的主要目的。以下則將以「少年
飛行兵」在台灣的募集情況、動員及台灣少年飛行兵進入航空學校後的生活為中
心，概括地敘述「陸軍少年飛行兵」制度在台灣地區所發展的經過與情況。
如前所述，日本開始在本土有了飛機初次飛行後，就開始對這一代表日本國
力與近代化的新科技產生了興趣。除了將這一新科技用於軍事方面外，還將這一
468

李國生，〈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
〉
（台北：台灣大
學歷史系碩士論文，1997 年）
，頁 155─165。另外，台灣在「少年飛行兵」方面學術研究目
前雖較為缺少，但慶幸的是目前已有兩本與台灣「少年飛行兵」相關的回憶錄出版，分別為
賴泰安，
《少年飛行兵よもやま物語》
（東京：光人社，1983 年）與黃華昌，
《叛逆的天空：
黃華昌回憶錄》
（台北：前衛出版，2004 年）
。
469
〈官報〉
，第 3518 號，1924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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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科技介紹給日本國民，並藉此來增加國民的凝聚力與對國家的認同感，例如
由「日本帝國飛行協會」在 1914 年 6 月開始舉辦的一連串「民間飛行大會」
、1916
年 6 月美國飛行士史密斯（Art. Smith）的全國飛行表演，以及一連串軍方與民
間的「長距離飛行」
。這些由當時社會所呈現的「航空熱」
，都給予了當時民間與
政府對這一新科技的濃厚興趣與發展本土航空事業的決心。
而身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方面，同樣地也接收了來自日本「內地」的航空新
知與熱潮。台灣地區「航空熱」的肇始則源自於 1914 年 3 月 21 日日本民間飛行
士野島銀藏在台北古亭陸軍練兵場的「台灣首次公開飛機飛行」
。三年後（1917）
，
曾經在日本造成風潮的史密斯也在台灣北、中、南等地做飛行巡迴表演，這也是
台灣民眾第一次見到飛機在台灣上空飛行，當時受到這股航空熱潮而產生「深刻
影響」的則有兩位台灣少年。470
台灣地區的「航空熱」
，則在 1920 年 10 月 17 日第一位台灣飛行員謝文達在
台中練兵場的「鄉土訪問飛行」達到最高潮。當時謝文達的出現，除了讓台灣民
眾感到與有榮焉外，也讓台灣人覺得有一種身處在世界科技脈動之中的驕傲感。
而這種感覺的實際作為，則表現於 1922 年由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與民間後援會發
起的「台北號獻金運動」，目的則是為了支持謝文達繼續其飛航事業。471
隨著日本「內地」與各殖民地「航空熱」的漸漸發酵，加上 1930 年後日本
對中國東北與華北各地軍事方面的需要，在官方與民間的動員下，便開始了所謂
的「兵器獻納運動」，而其中又以「獻納飛行機運動」最蔚為風潮。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之際，
「日本帝國飛行協會」開始在日本與所屬殖民地
實施「愛國航空週」及各種相關的宣傳活動。而當時台灣也在「台灣國防義會航
空部」與「帝國飛行協會台灣地方聯合本部」及「台灣放送協會」的共同努力與
合作下，舉辦了各種為了響應戰爭發展與建設航空日本的相關宣傳活動，諸如「航
空標語的募集」
、
「全島模型飛機競技大會」
、
「放送協會模型飛行大會」等，472從
1936 年開始則舉辦了航空知識相關的「台日航空講習會」與「台灣航空夏季大
學」等活動。473另外還在 1937 年 11 月設立了「台南州國防義會航空團」及 1940
年 5 月「台灣航空少年團」，使學生對航空知識與飛行器有進一步的認識。
太平洋戰爭後，台灣總督府為加強戰爭的正當性與神聖性，除了定期舉辦學
童參訪飛行場與飛機的活動外，474對於國民學校全體的學童也授與專門的航空教
育，並將教材與軍事航空教育結合，對於國民學校一、二年級的學生在「藝能科」
470

當時受到美國飛行士史密斯飛行表演所影響，而產生飛行興趣的則是日後台灣第一位民間飛
行士謝文達（台中人）
，以及是台灣第三位民間飛行士陳金水（新竹人）
。莊永明，
《台灣第一》
（台北：時報出版，1995 年）
，頁 138；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誌‧人物志》
（新竹：同編者，
1997 年），頁 277。
471
〈飛行家謝文達君後援寄金〉
，《台灣時報》
，1922 年 11 月，頁 5。
472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
，頁 479－490。
473
同前書，頁 535－550。
474
1943 年 5 月 27 日的「海軍節」時，
「台灣航空協會」就曾經主辦過「學童體驗飛行大會」
，當
時參與的近百位台北州國民學校學童中，就有一些學童在參訪之後便立下了投考「少年飛行
兵」的決心與志願。〈〝僕も荒鷲〞の誓ひ 佳き日 天翔ける學童〉，
《台灣日日新報》
，1943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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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他們畫飛機與折紙飛機，三年級以後就開始製作竹製的滑翔機模型，五、六年
級的學生則教他們用竹子、木頭與紙來製作有動力裝置飛機模型，模型製作完以
後，再將全校學生所製作好的模型一起比賽，飛的最高最久的則為優勝。475高等
科的學生則教他們製作大型的滑翔機，並且用分組的方式來教育學生互助的精
神。476而在中學校、實業學校與師範學校方面，總督府則將這些青年學生視為「航
空兵的二軍」，除在各學校配置「滑翔機」外，並由學校教官或將航空基地的飛
行員借調至學校，利用學生課餘時間教授相關的航空知識與「滑翔機」之飛行及
整備訓練。
諸如先前所述，自 1914 年在台灣興起的一連串「航空熱潮」與 1930 年代後
所開始的「獻納飛行機運動」，以及各種民間、官方與學校的航空教育與講習會
之舉辦，加上當時媒體對「少年飛行兵」的英雄型塑，這些與國家動員相關的社
會氛圍，在在都使得台灣學生（少年）對於成為一位帝國航空飛行員有著深刻的
憧憬與嚮往。
二、少年飛行兵的募集
1930 年代後，日本因侵略中國東北的關係，軍方需要大量兵源投入中國的
戰場，因此「軍少年飛行兵」的招募制度便在此時開始產生。1933 年 1 月的陸
軍省第六十次議會，即確立「少年飛行兵」的相關制度，而同年的 4 月 28 日敇
令第六十八號，也明確的公告了相關的招募細則與內容。477當時日本的軍事學
校，除了陸軍官（士）校以外，其他諸如海軍官校、及各航空學校與民間的飛行
學校，一律不收外籍學生，而台灣與朝鮮等殖民地人民則等同為「日本籍」
，所
以台灣的少年也成了各軍事學校招募的對象之一。
但事實上少年飛行兵招募初期（1934－1940），台灣人想進入航空飛行學校
的機率其實微乎其微，除了錄取率偏低外，則是因為軍方航空飛行學校的學生在
日本已視為正式的「帝國軍人」，所以就算有人提出志願書，也可能因為礙於台
灣地區的相關法規與某些考量而被刷下，進而無法參加後續的體檢與筆試。一直
要遲至中日戰爭之後（1938 年），台灣才出現首位的少年飛行兵生徒。
除了航空學校的少年飛行兵募集以外，少年志願兵的項目及學校則另有陸軍
少年戰車兵學校、陸軍少年通信兵學校、陸軍野砲兵學校、陸軍重砲兵學校、陸
軍防空學校、陸軍兵器學校等。而以前三者（飛行兵、戰車兵、通信兵）為少年
志願兵的主要募集學校，478報考的年齡限定在年滿 14 歲至 18 歲之間，學歷則在
公（小）學校以上，凡是未婚、無破產宣告及未受過禁錮以上刑罰之少年皆可報
考。而且在「生徒の待遇及將來」明白揭載：
475

顏新珠，《打開新港人的相簿》
，頁 86。
高橋直三，
〈國民學校に於ける、模型航空機の概要〉，摘自相賀壽次編，《兒童生活研究》
，
頁 264－274。
477
〈官報〉
，第 1895 號金曜日，1933 年 4 月 28 日，引自上原功，
《官報に依る少年飛行兵史》
（大
阪：さかもと，1981 年）
。
478
松本要藏，
《少年兵魂》
（東京：研文書院，1944 年）；
〈少年兵の橫顏：航空兵の卷、戰車兵
の卷、通信兵の卷〉，
《台灣日日新報》
，1943 年 6 月 23 日至 25 日。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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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少年（飛行）
飛行）兵自（
兵自（航空）
航空）學校畢業後可擔任現役陸軍伍長，
學校畢業後可擔任現役陸軍伍長，並且若憑個
人努力，
未來身居將校之職也不是沒有可能，
而且現役的軍中「
下士官」
人努力
，未來身居將校之職也不是沒有可能
，而且現役的軍中
「下士官
」
479
及軍官有多數都是少年兵出身的。
及軍官有多數都是少年兵出身的
。
少年諸兵學校的「揭示」一發佈，對於當時的台灣少年與其說是造成一股風潮，
不如說是為當時的台灣少年增加了另一個就業的選擇，因為當時的中學與實業學
校考試競爭非常激烈，要升學就讀並非易事，況且還要考量家中經濟等諸多的問
題；或者有人認為遲早都要被徵召，與其當「軍伕」或「志願兵」
，不如報考少
480
年兵學校，成為帝國正式的軍人。 黃華昌（17 期）在其回憶錄中就曾說：
既然我的「
（師範學校考試）
就在我徬徨
既然我的「文官服、
文官服、金佩劍」
金佩劍」
師範學校考試）美夢已碎……就在我徬徨
美夢已碎
懊惱時，
學校走廊貼上徵募「
陸軍少年兵」
的海報，
懊惱時
，學校走廊貼上徵募
「陸軍少年兵
」的海報
，上頭有戴著飛行帽
童顏未泯的飛行兵臉孔，
如果錄取，
童顏未泯的飛行兵臉孔，神氣活現的樣子強烈吸引我，
神氣活現的樣子強烈吸引我，……如果錄取
如果錄取，
飛行兵學校畢業就是襟章上一線一星的「
伍長」
，可自由翱翔天空
可自由翱翔天空；
飛行兵學校畢業就是襟章上一線一星的
「伍長
」
，
可自由翱翔天空
；並且
只要肯努力，
還可攻讀「
航空士官學校」
晉升空軍軍官，
只要肯努力
，還可攻讀
「航空士官學校
」晉升空軍軍官
，這一點對我最
481
有魅力。
有魅力
。
因此當時對於當時報考少年兵學校考試的台灣學生來說，少年飛行兵無疑是心中
的第一志願與最佳選擇，加上當時日本軍方並無限定報考的軍種與學校，所以在
「少年諸兵學校」的考試中，又以少年飛行兵最為學生所青睞。
關於這一點，若就 1943 年島內少年兵諸學校志願報考的總人數比例來看，
台灣人與「內地人」共為 776：2,199（名）
。其中少年飛行兵為 384：1,127；兵
器學校為 139：408；少年戰車兵為 178：424；少年通信兵為 50：147；野砲兵
學校為 12：30；防空學校為 3：52；重砲兵學校為 10：11。482雖然該記錄或許
與實際數字有些許差距，但是從上述的比例，也或多或少反映了少年飛行兵受學
生青睞的程度。然而，自 1938 年起至 1945 年終戰前，真正考上的台灣少年仍舊
有限。

479

〈陸軍少年兵諸學校の志願に就いて〉，
《台灣時報》
，1944 年 9 月，頁 127。
李國生，〈戰爭與台灣人：殖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
，頁 157。
481
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頁 64－67。
482
另外，1943 就讀於台北二中二年級的林景明就曾在回憶錄說道：
「太平洋戰爭以後英語課廢
止，學校就利用此空堂來進行少年諸兵學校招募的工作……，且在某一次通學搭乘巴士時，
其中有數名與我一道從新莊上車的同學則因口出『飛行兵是最好的等級嗎？』
，而被高兩級的
學長以『笨蛋！飛行兵的死亡率是最高的！』怒斥」
。因此才使得其原先以少年飛行兵為志願
的決定，改為少年戰車兵。林景明，
《日本統治下台湾の「皇民化」教育》，頁 131─133。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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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 少年飛行兵募集海報募集廣告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曾令毅收藏。
曾令毅收藏。

雖然錄取率篇低，但是總會固定吸引一些公（小）學校學生或在學中學生（中
學、實業學校）報考。1942 年畢業於台北州淡水公校高等科，並參加過「少年
飛行兵試驗」的高萬順就說：
當時班上報考的人並不多，
當時班上報考的人並不多，一班約三到四個人，
一班約三到四個人，人數不多的原因主要在於
非常難考，
如果第一關的體檢不能通過的話，
就算是功課再好，
非常難考
，……如果第一關的體檢不能通過的話
如果第一關的體檢不能通過的話
，就算是功課再好
，也是
白費，
因為光身體檢查就刷掉近
八成以上的人；
白費
，因為光身體檢查就刷掉
近八成以上的人
；當時班上考上的人只有我
一個人而已，
而前幾屆也有一些「
一個人而已，……而
前幾屆也有一些「先輩」
先輩」考上，
考上，但是聽說後來
但是聽說後來好像已
後來好像已
經陣亡。
而當時影響我報考的
經陣亡。……而
當時影響我報考的最大
報考的最大主因則在於老師的鼓勵
最大主因則在於老師的鼓勵。
主因則在於老師的鼓勵。483
因此，就算是在錄取率偏低的情況下，每年仍舊吸引不少學生報考，而造成學生
報考少年飛行兵熱潮的背後之主要推力，則源自於台灣總督府與相關民間航空機
構在航空教育與活動方面的宣傳。

483

〈高萬順先生口述訪談記錄〉
，2005 年 3 月 13 日於台北縣淡水鎮高宅，筆者訪談，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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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年飛行兵的訓練與出路
報考少年飛行兵的學生在初步的資格審核以後，便進入了第一關的身體檢
查，這一關通常非常嚴格，通過的人可以說是非常少數。484身體檢查過後，還要
通過第二關的學科考試，科目有國語、算術、地理、歷史、理科等共五科，485錄
取通知書會由東京陸軍航空學校（現今東京都武藏村山市）或陸軍航空本部寄發
至報考人家中。少年飛行兵學校招生通常是一年兩期，486在台灣的考試合格則算
是初試通過（預定錄取），報考人接到合格通知書後則要到日本東京航空學校進
行複試。487 通過複試的人才能留在航空學校就讀，成為航空學校的正式學生，
並開始編織翱翔天際的少年夢想。
經一連串的篩選與試驗後，取得複試合格的人會被分發到「航空基本學校」
，
488
進行為期一年的飛行基本訓練。這期間的訓練是非常辛苦的，每天早上天未亮
就要起床，並在規定的時間內做好自己的內務工作，再趕往操場集合點名（点
呼）
。接著就是一整天的訓練過程，含航空體操訓練、基礎學科教育、滑翔機訓
練、內務班工作等，訓練一直要到晚上才能夠有短暫的休息時間，而且有時候還
要輪流「值夜哨」。489
經過一年的艱苦訓練後，學校再依學生「肉體、智能、精神（性格資質）
」
490
分成操縱、通信、整備三科。 分科後，再依各學生所屬的科目分派到各個「航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根據高萬順先生的回憶：
「當時最難通過的就是第一關的身體檢查，……主考官最重視的是眼
睛（視力）
，通常兩眼炯炯有神的人錄取機會最大，……另外，也很重視『平衡感』
，通常是
叫我們在原地轉圈，然後叫我們走直線，目的是看我們會不會暈。身體檢查是當場公佈的，
合格的人才能參加隔天的筆試」
。
根據賴泰安（17 期）的回憶，少年飛行兵的「學科試驗」通常要平均 80 分以上，才有錄取
的機會；參見賴泰安，
《少年飛行兵よもやま物語》
，頁 14。
1938 年以前招募的時間為 2 月份（單期招生）
，1938 年以後則為 4 月與 10 月（雙期招生）
。
仙石敏夫，〈少年飛行兵：採用人員及び戦没者数〉，《「天空翔破に憧れて」少飛第 14
期生》（東京：自費出版，1987 年）。
少年飛行兵 17 期以前需自行搭船至日本參加複試，17 期以後因人數增多，乃由台灣軍司令
部在台北整合，並由基隆港出發至日本，另根據邱其垚先生（19 期）的說法，台灣少年飛行
兵的考試一共分三次，分別是一開始的初試與出發至日本前的第二試及抵達日本的第三試。
關於「陸軍少年飛行（航空）兵」的錄取標準與考試規則，參見箕輪香村編，
《陸軍海軍少年
航空兵志願受驗立身法》
（東京：文憲堂書店，1937 年）頁 133－158；黃華昌，
《叛逆的天空
－黃華昌回憶錄》
，頁 69－73。
戰前日本培育少年飛行兵的軍事學校分為「航空基本校」與「航空上級校」兩種，前者為東
京、大津、大分三所；後者則為自基本校畢業後分科的航空專門學校。飛行學校（操縱科）
方面有熊谷、宇都宮、太刀洗三校，航空整備學校（整備科）方面有所澤、岐阜兩所，及茨
城的航空通信學校。少年飛行兵在「基本校」受訓時的軍階是陸軍生徒，屬於一等兵；
「上級
校」受訓時的軍階是上等兵，學生自「上級校」畢業分發到各航空基地，經六個月後才會升
為兵長或伍長。朝日新聞社，
《陸軍少年飛行兵》
（東京：朝日新聞社，1944 年）
，頁 7－11。
關於少年飛行兵的訓練課程，詳見《航空兵操典》
（東京：武揚社出版部，1934 年）
；相馬基，
《少年飛行兵物語：殊勳の荒鷲》
（東京：每日新聞社，1943 年），頁 67－95；菊池一夫．橫
山孝三，
《陸軍少年飛行兵》（東京：セントラル出版，2002 年），頁 78－108。
精神（性格資質）也就是「心理適性」的檢查，都常是由「立川航空技術研究所」對學生進
行三次的詳細檢查，然後再配合「肉體、智能」的檢查成績，將學生分為操縱、通信、整備
三科；另根據黃華昌對「分科」的回憶：
「依身高次序我排第七，……後來畢業時，七到十一
號配屬『操縱科』
（駕駛）
，其餘十五位配屬『整備科』
（地勤，修護保養）」
。朝日新聞社編，
《陸軍少年飛行兵》，頁 39－41；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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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上級學校」受訓一至二年，並在此接受各科的專業航空訓練，如操縱科的滑翔
機與「赤蜻蛉」（九三式練習機）操縱訓練、整備科的「金屬、電機、機關」與
「發動機組裝和修護」等課程，以及通信科的「航空通信」課程等。491訓練課程
結束後再分配到各個航空基地訓練。唯昭和 1944 年以後，因美軍對日本本土軍
事基地與要塞進行大規模的轟炸，以致於第 17 期以後少年飛行兵自「上級校」
畢業分發至各航空基地後，無法學習正式的飛行戰鬥技巧，只能擔任基地與陣地
的「地上防空」任務。492而 1944 年以後入學的少年飛行兵學生（18 至 20 期）
則因日本本土的燃料與後勤資源補給嚴重吃緊，使得這些學生因飛機油料不足
（或無飛機可練習）而無法上完既定的飛行訓練。
少年飛行兵學校自 1934 年招收第一期開始，迄至 1945 年共招收二十期學
生。初期（1934 年至 1939 年；第 1 期至第 9 期）招收人數均在一千人以下，自
昭和 1940 年以後，人數才開始超過一千人（第 15 期 1305 人）
，招收人數最多的
493
期數則是 1943 年 10 月的第 17 期（6430 人）
。 而第一位考上少年飛行兵的台
灣人則是出身自新竹州竹南郡頭份庄的松岡鑑三（張彩鑑）
，其於 1938 年 4 月進
入東京陸軍航空學校就讀，屬第 6 期少年飛行兵，後在 1942 年 4 月 15 日在緬甸
被炸彈破片擊中，三日後因感染破傷風而病故。494依照林仙助（17 期）的回憶
與日本少飛會相關資料的統計，台灣人考上陸軍少年飛行兵的人數如下表所示：
表 5─1 台籍陸軍少年飛行兵人數簡表（
台籍陸軍少年飛行兵人數簡表（1938－
1938－1945）
1945）
年度

期別

招生總人數

台灣人錄取人數

比例（％）

昭和 13 年（1938）

6

550

1

0.18

昭和 14 年（1939）

8

755

2

0.26

昭和 15 年（1940）

11

1305

4

0.3

昭和 16 年（1941）

12

1320

3

0.22

昭和 17 年（1942）

14

3022

2

0.06

昭和 17 年（1942）

15

5741

34

0.59

昭和 18 年（1943）

16

5341

20

0.37

昭和 18 年（1943）

17

6430

27

0.41

昭和 19 年（1944）

18

4000

1

0.02

昭和 19 年（1944）

19

4200

17

0.4

昭和 20 年（1945）

20

2000

人數不明

─

11 / 20

34664

77 人以上

0.22 以上

總

計

491

朝日新聞社編，《陸軍少年飛行兵》
，頁 55－196。
第 17 期出身的黃華昌先生就曾回憶道：
「回想走出熊谷學校校門時，長官還鼓勵我們：
『你到
了實戰部隊後，無論飛機或汽油都很豐富，可以盡情飛翔天空。』報到之後，派給我們的任
務，並不是駕駛軍機捍衛領空，而是對來襲敵機『對空射擊』
；以及萬一進入『本土決戰』時，
進行對敵軍戰車的衝鋒肉搏戰」
。黃華昌，
《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
，頁 101。
493
少飛會歷史編纂委員會編，
《陸軍少年飛行兵史》，頁 894。
494
〈死所を得て本望 本島出身の若鷲 松岡軍曹南に散る〉，
《台灣日日新報》
，1943 年 5 月 5 日。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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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台灣日日新報》
年至 1943 年。
資料來源：1.《
台灣日日新報》，1937
，
2. 少飛會歷史編纂委員會編，
《陸軍少年飛行兵史
（東京
，頁
少飛會歷史編纂委員會編，
《陸軍少年飛行兵史》
陸軍少年飛行兵史》
（東京：
東京：少飛會，
少飛會，1983 年）
，頁
746－
－821。
。
3.少飛會歷史編纂
少飛會歷史編纂委員會編
《陸軍少年飛行兵史
（東京
少飛會歷史編纂委員會編，
委員會編，
《陸軍少年飛行兵史‧
陸軍少年飛行兵史‧補遺》
補遺》
（東京：
東京：少飛會，
少飛會，1985 年），
頁 30－
－112。
。
4.〈
〈少飛会第十一期會員名錄〉
。
少飛会第十一期會員名錄〉（日本少飛第
（日本少飛第 11 期生會會長関利雄先生提供）
期生會會長関利雄先生提供）
5.林仙助
林仙助，〈
《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
林仙助，〈會後補述
，〈會後補述：
會後補述：日文部份〉，
日文部份〉，摘自
〉，摘自周婉窈主編
摘自周婉窈主編，
周婉窈主編，
《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并
相關資料》
，頁
－151。
。
相關資料》（台北
（台北：
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
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1997 年）
，頁 150－
註：1. 第二十期生（
第二十期生（1945 年 4 月入校）
月入校）中的台籍少年飛行兵，
中的台籍少年飛行兵，因當時戰爭等相關因素，
因當時戰爭等相關因素，使得目
前資料不足而無法做出確切的人數統計。
前資料不足而無法做出確切的人數統計。
2. 以上各期人數統計乃是依上列各資料所做之交差比對而得出
以上各期人數統計乃是依上列各資料所做之交差比對而得出，
是依上列各資料所做之交差比對而得出，但因當時有些人將姓名改
為日本名或依其姓氏無法確定是否為台灣人，
為日本名或依其姓氏無法確定是否為台灣人，所以此人數資料目前僅是最保守的初步統
計。

依據日人仙石敏夫（14 期）的統計與研究，495少年飛行兵戰歿人數以第 10、11、
12 這三期（1940－1941）人數最多，特攻戰沒的人數又以第 13 期為最多。原因
則是第 10 期到第 12 期的少年飛行兵自學校畢業後分發至各部隊的時間，剛好是
1942 年後日本開始自中途島與太平洋諸島節節敗退的時期，也因此在這段時間
損失了許多優秀的飛行員。其次，就是第 13 期（1941 年 10 月入校）少年飛行兵
畢業分發的時間點剛好是 1944 年 10 月日本在菲律賓發動「捷一號作戰」與 1945
年初的「沖繩戰」，這兩場戰役都是日本大量發動神風特攻隊戰略的時候，也因
此這批剛從學校畢業航空的新生（或服役一年多）就剛好成為選入特攻隊員的第
一選擇。496
到了愈後期的學生，尤其是第 16 期（1943 年）以後的少年飛行兵，雖然大
多都有過「特攻訓練」的經驗，也預定被編入「特攻隊」的行列中，但是還沒輪
到他們「大顯身手」，日本昭和天皇就已經宣佈戰敗投降。497
第二節 從少年飛行兵到特攻隊員
一、劉志宏的基本背景與從軍歷程
日本自 1944 年底在菲律賓發動「特攻隊戰法」後，包含陸軍少年飛行兵出
身在內的飛行員就開始陸續加入保衛「皇國」的特攻任務中，而在台灣陸軍少年
飛行兵方面，究竟在當時有沒有人加入「特攻隊」
，成為保衛「皇國」的「神鷲」？

495

仙石敏夫，〈少年飛行兵－採用人員及び戦没者数〉，摘自《「天空翔破に憧れて」少飛第
14 期生》，1987 年。
496
另外，若由「陸軍特別攻擊隊名簿」來看的話，陣亡的特攻隊員（少年飛行兵出身者）期數
第 13 期的人數死亡最多（130 人）
。押尾一彥，
《特別攻擊隊の記錄－陸軍篇》
（東京：光人
社，2005 年）
。
497
台籍陸軍少年飛行兵曾經受過「特攻訓」並被編入「特攻隊」的至少有兩人（黃華昌與賴泰
安）
，但他們因為日本戰敗投降的關係，幸運地未參與「特攻出擊」任務，而本文所定義的台
籍「神風特攻隊隊員」
，則是以曾經執行特攻任務，後不幸戰死，並受日本政府發與「感狀」
（感謝狀）表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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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

根據日本少飛會所編纂的《陸軍少年飛行兵史》所刊載的資料就曾顯示在「特
攻戰歿者名簿」中，就有一位出身自台灣（11 期）
，畢業於埼玉縣所澤陸軍航空
499
整備學校，名為「泉川正宏」的少年飛行兵。
此外，根據《台灣日日新報》在 1940 年 11 月 1 日一篇關於台灣兩位少年考
上航空學校的報導，500以及昭和 1945 年 7 月 2 日《台灣新報》
（本社版）與 1945
年 7 月 4 日《台灣新報》（南部版）所刊載關於「泉川正宏」戰歿（以加入陸軍
特別攻擊隊的方式戰死）的報導所顯示，501這位出身自台灣的「泉川軍曹」
，就
是在 1940 年底考入東京陸軍航空學校的新竹州少年－－劉志宏－－而他也是日
本自 1944 年底在菲律賓發動「特攻隊戰法」以來，首位台灣人「神風特攻隊員」
，
也是目前台日各方資料記錄唯一的一位。而關於台灣人參與「特攻隊」的事蹟，
以下則將以第 11 期少年飛行兵劉志宏為例，概括描述其從軍的歷程與其自少年
飛行兵到參加特攻隊的大致經過。
1923 年 8 月 29 日，劉志宏出生於新竹州苗栗郡銅鑼庄，為當時新竹州內務
部駐苗栗郡產業技手劉英漢502之長子。1938 年自苗栗小學校畢業後，旋即考上
了「新竹州立桃園農業學校」第一屆，三年之後（1940）便以「桃園農業學校在
學中」的身份，考上了少年飛行兵第 11 期的入學試驗，503成為自 1933 年「少年
飛行兵」招募制度開始以來的第四位台灣少年。504
1940 年 10 月 10 日，即進入東京陸軍航空學校就讀，並在入學後的隔年正
式改名為「泉川正宏」。昭和年 1941 年 9 月 30 日，經過了東京陸軍航空學校一
498

根據周婉窈的研究，
「日本戰敗前台灣也有五十名海軍預科練生，並於 1944 年 11 月在（茨城）
海軍土浦航空隊接受訓練。……這些台灣的海軍預科練生很有可能成為特攻隊隊員，不過在
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日本就已經戰敗投降……」，並依此推斷目前尚未發現「台籍特攻隊隊
員」
。但是根據筆者的研究，這也許僅止於「台生」的「海軍預科練」
，在陸軍少年飛行兵方
面，因自 1938 年開始就陸續有台灣人考上少年飛行兵試驗，所以就時間上（1938－1945）與
人數上（合格者 77 人以上）來看，台籍陸軍少年飛行兵是比較有可能與機會成為「特攻隊隊
員」
。關於周婉窈的研究，參見〈美與死：日本領台末期的戰爭語言〉
，收錄於黃富三等編，
《台
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
（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年）
，頁 92。
499
少飛會歷史編纂委員會編，
〈特攻戰歿者名簿〉
，《陸軍少年飛行兵史》
，頁 749。
500
〈本島の兩少年 航空学校に入学〉
，《台灣日日新報》，1940 年 11 月 1 日。
501
〈本島同胞特攻の魁 レイテの華‧泉川軍曹〉，
《台灣新報》
（本社版）1945 年 7 月 2 日；
〈六
百七十萬特攻の魁 弱冠廿一の若櫻 本島同胞の奏づる忠誠の譜〉，
《台灣新報》（南部版）
，
1945 年 7 月 4 日。
502
劉英漢，1900 年生，1919 年台灣總督府農事試驗場農科畢業後，曾在台灣全島進行十餘年的
農業考察，1933 年擔任苗栗郡聯合業佃會主事，1937 年以後擔任「新竹州內務部駐苗栗郡產
業技手」
，1941 年 8 月赴海南島擔任農業技術方面工作（日糖社員）
，1944 至 1945 年擔任「食
糧團營苗栗出張所庶務主任」
，戰後（1946）出任苗栗糖廠首任廠長，上任第一天即抑鬱而終。
關於劉英漢之部分經歷，參見《台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昭和 12 年至 16 年；劉英漢，
〈台灣小作問題に對する一考察（上）〉
，《台灣農會報》8 月號，1939 年，頁 44－60。
503
〈本島の兩少年 航空学校に入学〉
，《台灣日日新報》，1940 年 11 月 1 日。
504
根據日本少飛會在 1983 年所編纂的《陸軍少年飛行兵史》一書與 1938 年至 1940 年的《台灣
日日新報》進行相互比對，目前所顯示資料為：台灣地區的「少年飛行兵」招募至 1940 年劉
志宏考上為止，僅有三位台灣少年考上，依次為新竹州頭份庄的張彩鑑（1938 年 4 月；第 6
期）
、台北州三芝庄的盧健珍（1939 年 4 月；第 8 期）
、新竹州新埔庄的范德聲（1939 年 4 月；
第 8 期）
，而與劉志宏同期的則有分別有來自台北州的張順字、台南州的許崙墩與高雄州的林
榮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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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嚴格「基本訓練」後，即依其「適性」試驗結果分發至埼玉縣的「所澤陸軍
航空整備學校」，進行專業的「航空整備訓練」
。昭和 1943 年畢業後，就以「陸
軍航空兵伍長」的階級分發到滿州（中國東北）公主嶺的航空基地（5 月 29 日），
配屬單位為第五飛行團轄下的「飛行第七十四戰隊」
（部隊番號：威九一三二）。
505

根據 1945 年 7 月 4 日《台灣新報》
（南部版）的報導，至 1944 年 12 月 14
日劉志宏「狀烈な体当り」（壯烈犧牲）之前，曾經被敵機擊落共兩次，一次是
1943 年時在滿州進行偵查任務時被邊界的蘇聯戰機擊落，另一次則是 1944 年 2
月，部隊移轉至日本內地進行本土防衛及海上哨戒任務時，飛機不幸墜毀於海上
（原因不明），506而這兩次的「墜機」最後雖然都驚險地獲救，但卻也難以挽回
其身為「帝國軍人」的最終宿命。

圖 5─2 1941 年劉志宏戎裝照（
年劉志宏戎裝照（攝於東京）
攝於東京）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遺族劉鏗提供

505

日本厚生省援護局調查課，
〈泉川正宏殿の在隊記錄‧死亡狀況について〉，1978 年 1 月 5 日；
〈靖国神社御祭神檢索〉
，2005 年 12 月（前者為遺族劉錚先生提供，後者為靖國神社遊就館
部長坂明夫先生提供，謹此致謝）。
506
〈六百七十萬特攻の魁 弱冠廿一の若櫻 本島同胞の奏づる忠誠の譜〉
，
《台灣新報》
（南部版）
，
1945 年 7 月 4 日。
166

隨著日本南太平洋的戰事漸漸緊張，日本軍方在 1944 年 11 月 1 日發佈了「捷
一號」第二次命令，第五飛行團也在第四航空軍的命令下，把主力的部隊移往菲
律賓諸島的航空基地。507劉志宏便是趁著部隊移防菲律賓馬尼拉時的空檔，回到
了睽違三年之久的故鄉台灣。508根據遺族劉鏗轉述其父親劉志浩（劉志宏之三弟）
的回憶：
當我的父親接到我大哥已經抵達台北松山飛行
當我的父親接到我大哥已經抵達台北松山飛行場的消息
到我大哥已經抵達台北松山飛行場的消息，
場的消息，馬上就與我的母
親搭火車前往台北，
但是其實我大哥的飛機早就到了新竹，
親搭火車前往台北
，……但是其實我大哥的飛機早就到了新竹
但是其實我大哥的飛機早就到了新竹
，然後他再
自行回到銅鑼老家，
當時在家的雖然只有我一個人，
自行回到銅鑼老家
，當時在家的雖然只有我一個人
，但是鄰居與親戚一聽
到我大哥回來的消息，
便爭相地來探望我大哥，
到我大哥回來的消息
，便爭相地來探望我大哥
，那時門外面的木屐與鞋子
可以說是堆成跟一座小山一樣高。
也因為當時消息的錯誤，
可以說是堆成跟一座小山一樣高。……也因為當時消息的錯誤
也因為當時消息的錯誤，使得父親
與母親到了深夜才見到我的大哥。
與母親到了深夜才見到我的大哥
。……也許是父親猜到大哥突然回家的原
也許是父親猜到大哥突然回家的原
當我父親見到我大哥的時候，
竟然一句話都不說地跑回房間（
因，當我父親見到我大哥的時候
，竟然一句話都不說地跑回房間
（獨自傷
；而母親則應大哥的要求
而母親則應大哥的要求，
趕忙連夜親自縫製一件「
白色內衣」
，以供
心）
；
而母親則應大哥的要求
，趕忙連夜親自縫製一件
「白色內衣
」
，
以供
509
明日我大哥赴戰場時能穿上
赴戰場時能穿上。
明日我大哥
赴戰場時能穿上
。
而 1945 年 7 月 4 日《台灣新報》
（南部版）的報導，也刊登了劉志宏在 1944 年
11 月初回到苗栗銅鑼老家的大致經過。510
當時劉志宏僅在苗栗銅鑼老家停留一個晚上，隔日一早便帶著母親親手縫製
的衣服，自銅鑼搭火車前往台北松山機場，準備隨部隊移防至台灣南方的菲律賓
馬尼拉克拉克基地（クラーク飛行場群）擔任第五飛行師團所屬「飛行第七十四
507

1944 年 6 月後，日軍在關島東北方的馬里亞納群島（Mariana Islands）遭受到美軍的猛烈攻擊
後，日本航空兵力便受到巨大的損失。所以日本便將殘餘的海軍航空兵力及毫無海面戰鬪經
驗的陸軍航空部隊，匆促混編以投入往後的「絕對國防圈」作戰；日本大本營內部在經過一
連串協商後，便於七月初做出在「菲律賓呂宋島、台灣、沖繩及日本本土空域實施航空主力
決戰」，而航空主力決戰之依據為大本營推斷並確認美軍來襲方向及登陸地點後實施；
「捷一
號」作戰方針就是針對美軍襲擊菲律賓時（10 月 10 日）執行。鍾堅，《台灣航空決戰》（台
北：麥田出版社，1996 年），頁 160－163。
508
根據第五飛行團的相關記載，七十四戰隊移防到菲律賓之後，預定是駐防在馬尼拉克拉克飛
行場群的南方（デルカルメン）
，但因為此飛行場並無對空防備武裝，所以第五飛行團團長小
川大佐曾經在移防期間（11 月 1 日至 6 日）下令在台灣做短暫的停留，以等待上級（第四航
空軍本部）的進一步指令。另外，根據筆者對 1941 年曾擔任苗栗東國民學校訓導的鍾繼英先
生（1915 年生）所進的訪談，推測當時劉志宏可能在 1940 年至 1944 年 11 月初赴菲律賓戰
場前，曾經回苗栗進行「鄉土飛行」
；當時鍾老先生曾回憶道：「那時我擔任學校的訓導，有
一天忽然有一架飛機在學校操場上空進行種種『飛行特技』
，先是俯衝然後連續在空中做好幾
個翻轉，一時在苗栗街上造成風潮，……大家都認為這是劉志宏在鄉親面前進行的個人飛行
表演（鄉土飛行）
，因為苗栗當時只有他一人考上（少年飛行兵）
」
。近藤敏郎，
〈第五飛行団〉
，
《曙光》17 號，2001 年 11 月，頁 1；〈鍾繼英先生口述訪談記錄〉
，2005 年 4 月 17 日於台北
新店市鍾宅，筆者訪談，未刊稿。
509
〈劉鏗先生口述訪談記錄〉，2005 年 8 月 13 至 29 日於日本東京都八王子市劉宅，筆者訪談，
未刊稿。
510
〈六百七十萬特攻の魁 弱冠廿一の若櫻 本島同胞の奏づる忠誠の譜〉，
《台灣新報》
（南部版），
1945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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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隊」陸軍中島百式重型爆擊機（吞龍）
「隨機整備士」的工作。511
二、劉志宏與「
劉志宏與「飛行第七十四戰隊」
飛行第七十四戰隊」
1944 年 11 月 12 日，第五飛行師團與所屬的七十四戰隊、九十五戰隊的先
行人員抵達菲律賓馬尼拉做部隊移防的設營作戰準備，而劉志宏所屬的七十四戰
隊還是按照原定的計劃配屬在馬尼拉克拉克基地飛行場群東南方的一個無防空
武裝機場「デルカルメン」（Del Carmen）
，九十五戰對則配屬在克拉克南機場。
兩戰隊相關配置工作於 20 日「地上勤務隊」自日本廣島宇品到達馬尼拉後而告
一段落。當時整個第五飛行團的所有機隊為：團司令部 1 機（約 60 名）
、七十四
戰隊 28 機（約 460 名）、九十五戰隊 27 機（約 420 名）
，總計共 56 機（陸軍中
島百式重型爆擊機 / 吞龍），人員約 940 名（含地勤人員）
。512
當時劉志宏所屬的七十四戰隊所駐在的「デルカルメン」機場是一個「裸の
飛行場」
（沒有對空防備能力的機場）
，雖然第五飛行團方面一直向上級反映機場
應該有相關「對空部隊配置」，但是對於這個基本要求，第四航空軍方面則一直
沒有明確的回覆。在這種情況之下，對於這個毫無防空武力的機場，七十四戰隊
的機組員也只能消極地將一部分的戰機就地偽裝，另一部分的戰機則將其藏匿於
機場旁的密林。但是這樣消極的「防備」
，仍然抵擋不了美軍自 11 月 19 日以來
的連續猛攻（四次），加上克拉克機場鄰近部隊的袖手旁觀，以致於七十四戰隊
苦心集結的 28 架百式重爆機，最後完好能使用的僅存殘餘的兩架，其他的飛機
在尚未起飛迎敵前就已遭到美軍的痛擊。
在經過美軍一連串的猛攻後，第五飛行團方面就將九十五戰隊的 10 架百式
重爆機移交至七十四戰隊，以補強與平衡兩飛行戰隊的戰力。但是隨著美軍自
11 月底開始的對菲律賓呂宋島及以南諸島的仰攻，使得第五飛行團所屬的兩個
飛行戰隊又連續受到嚴苛的打擊；第一次是在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5 日對馬尼拉
東南方的雷依泰島（Leyte Island）進行夜間攻擊任務（第四航空軍作命令甲字第
583 號），第二次則是進行「テ」號做戰方針（第四航空軍特別秘密命令，11 月
28 號發令）時，配合高千穗空挺部隊（12 月 6 日 15：40 分）對雷依泰島上「ド
ラッグ」（Drag）及「タクロバン」（Tacloban）兩飛行場進行「特攻著陸」（以
空降部隊對敵機場進行設施破壞）的任務。513而這兩次的任務都讓第五飛行團轄
511

512
513

根據劉鏗先生轉述其父親劉志浩先生的回憶：
「當時因為我正就讀小學六年級，所以一早就陪
他從銅鑼車站坐火車。……當時大哥要求我今天可不可以向學校請假，陪他到新竹就好……
後來大哥又要求我陪他到台北松山，……一路上大哥一直交待我要好好幫他孝順父母，照顧
弟妹，可惜我當時年紀還小，還不能猜到大哥話中的含意，最後我一直陪大哥到基地門前，
大哥告訴我：
『幾天以後的早上，我的飛機會飛過苗栗上空，到時候我的機身會搖擺（打信號）
，
你們記得一定要到高處向我揮手說再見』
。幾天以後我們果真在苗栗上空看到大哥的飛機，那
也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大哥了」
。
〈劉鏗先生口述訪談記錄〉
，2005 年 8 月 13 至 29 日於日本東京
都八王子市劉宅，筆者訪談，未刊稿。
近藤敏郎，〈第五飛行団〉，
《曙光》17 号，2001 年 11 月，頁 1。
此次的任務乃第五飛行團轄下的兩個戰隊配合高千穗空挺部隊（空降部隊）在 12 月 6 日對雷
依泰島的「ドラッグ」
（74 戰隊負責）及「タクロバン」
（95 戰隊負責）兩機場做輸送（空挺
隊隊員）與援護（煙幕彈施放）的工作；在人員輸送方面 74 戰隊與 95 戰隊各出動 2 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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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這兩個戰隊損失慘重，自 11 月 20 日移防完畢，迄至 12 月 13 日兩戰隊重新
整合編成為止，兩飛行戰隊所能夠使用的重爆機已從原本的 56 架驟減為殘餘的
9 架。
三、劉志宏參與特攻任務的真相
1944 年 12 月 13 日，第五飛行團為因應美軍的持續攻擊與鞏固菲律賓防衛
線的考量下，乃採取了極端的「非常手段」
；當時兩戰隊經歷過一系列艱苦的戰
鬪後，所殘存的重爆機僅剩 9 架，分別是七十四戰隊 2 機（14 名）與九十五戰
隊的 7 機（35 名）
，第五飛行團就將這殘餘的飛機與人員編成「陸軍特別攻擊隊
菊水隊」，並下令由九十五戰隊的中隊長丸山義正擔任「特攻隊」隊長，準備以
「特攻戰法」來阻止美軍船艦向菲律賓中部的「ネグロス島」
（Negros Island）與
514
「パナイ」（Panay）灣附近進行登陸。

圖 5─3 1944 年底陸軍特攻隊菊水隊隊員中村真
資料來源：
（東京：
資料來源：摘自「
摘自「影片：
影片：国破れても
国破れても国
れても国は滅びず」
びず」
東京：フジテレビ，
フジテレビ，2001
2001 年 8 月）。

514

援護方面 74 戰隊出動 6 機，95 戰隊出動 7 機，加上其它參與的人員輸送機 9 架（MC20 型双
発輸送機；百式二型輸送機）共約 26 架。另外，比對近藤敏郎所著〈第五飛行団〉一文與押
尾一彥《特別攻擊隊の記錄：陸軍篇》兩份資料與「飛行第 95 戰隊駕駛中村真先生的書信」
，
目前可推測出此次戰役（12 月 6 日至 7 日）
，在飛行機組員方面至少有兩名台灣人參與，一
位是在「タクロバン」負責援護工作 95 戰隊的盧健珍（少飛 8 期）
，另一位則是在「ドラッ
グ」的 74 戰隊隊員劉志宏，其在此次任務為內田精三大尉所屬的六架「援護」機隊中的一員。
押尾一彥，
《特別攻擊隊の記錄：陸軍篇》
，頁 40－41；關於劉志宏先生參與「テ」號做戰的
記載，參見天野劜，〈飛行七十四戰隊〉，
《少飛第十一期生戦史：くれないの大空》
（東京：
少飛第十一期生会，1994 年）
，頁 192－193（此係根據日本少飛第 11 期生會會長関利雄先生
提供之資料，謹此致謝）
。
關於菊水隊的編成原因，原文如下：
「敵艦隊は 80 余隻をもつて、ネグロス島パナイ湾附近
に上陸を企図しあり、飛行団は全力をもつてこれを攻擊す。特別攻擊隊と菊水隊命名せら
る」
。近藤敏郎，
〈第五飛行団〉，
《曙光》17 号，2001 年 11 月，頁 3；
〈六百七十萬特攻の魁 弱
冠廿一の若櫻 本島同胞の奏づる忠誠の譜〉，摘自《台灣新報》
（南部版），1945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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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曾經參加過此「特攻」戰役，目前唯一生還的九十五戰隊「操縱士」
（飛
行駕駛）中村真軍曹對「菊水隊」出擊前的回憶：
當時菊水隊的編成，
當時菊水隊的編成，一開始就將殘餘的機組人員，
一開始就將殘餘的機組人員，在 12 月 14 日凌晨一點
發布「
現地急劇編成」
特攻隊的命令，
發布
「現地急劇編成
」特攻隊的命令
，同時下達清晨 6 點起飛的指示，
點起飛的指示，但
是這樣的命令，
並未得到我們的同意。
是這樣的命令
，並未得到我們的同意
。一般的戰機通常都有完整的攻擊裝
備，但特別的「
在一般的情況下，
但特別的「特攻機」
特攻機」則沒有。
則沒有。……在一般的情況下
在一般的情況下，一架飛機（
一架飛機（按：
百式重爆）
位機組員一起出勤，
百式重爆
）通常約有 7 至 8 位機組員一起出勤
，但是菊水隊的編成卻將人
人的編制（
，分別是操縱
分別是操縱、
員減至一架飛機僅剩 5 人的編制
（隊長機 6 人）
，
分別是操縱
、機關、通
後上砲、
信、後上砲
、尾部等 5 人，這樣的編制就是為了將特攻任務的損害減到最
而在七十四戰隊方面，
他們的想法是「
既然要死，
那就不如特攻死」
低。而在七十四戰隊方面
，他們的想法是
「既然要死
，那就不如特攻死
」，
515
所以他們的編隊是一個不尋常的人數編隊
所以他們的編隊是一個不尋常的人數編
隊（按：2 機 14 人）
。
菊水特攻隊編成後，原屬於九十五戰隊中村真就擔任第一編隊二號機「操縱士」
的工作，而七十四戰隊的劉志宏則是分配到第三編隊由宮崎隆中尉所指揮的飛機
上，擔任七名機組員中的一員。

515

引自原陸軍特別攻擊隊菊水隊隊員中村真致劉志榮（劉志宏之么弟）之書信，2002 年 8 月 4
日（此資料乃由遺族劉錚先生提供，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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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由左至右）
由左至右）1944 年 12 月 14 日清晨陸軍特別攻擊隊菊水隊出擊畫面
資料來源：
（東京：
資料來源：摘自「
摘自「影片：
影片：国破れても
国破れても国
れても国は滅びず」
びず」
東京：フジテレビ
フジテレビ，2001 年 8 月）。

在吃過了最後的早餐與喝完最後的訣別酒後，12 月 14 日清晨 6 點，九十五
戰隊由克拉克中機場起飛，七十四戰隊則是由「デルカルメン」機場起飛，並在
馬尼拉的上空與預定參與此任務的六十架援護戰鬪機，進行空中會合與飛行編隊，
大約在早上 7 點左右，整個機隊便開始前往「特攻」的目的地「ネグロス」島與
「パナイ」灣附近的海域。516
根據日本厚生省援護局的資料與 1945 年 7 月 4 日《台灣新報》的報導，劉
志宏所參與的「菊水特攻隊」在 1944 年 12 月 14 日清晨 6 點 44 分自「デルカル
メン」飛行場起飛，就在菲律賓中部的「ネグロス島」附近遭遇到美軍的「輸送
船團」
，然後便以「肉身炸彈」
（体当たり）的特攻方式將飛機衝撞敵艦「敢行」
516

引自原陸軍特別攻擊隊菊水隊隊員中村真致劉志榮（劉志宏之么弟）之書信，2002 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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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戰死，517而 1944 年 12 月 17 日的《每日新聞》
（戰時版）也刊登了 13 日至 15
日航空部隊在菲律賓海域的「大本營發表」
，雖然此報導並沒有明顯指出 14 日「菊
水隊」的特攻戰果，但光由這三天所統計的戰果，就可得知日本航空部隊在菲律
賓中部海域的「豐碩戰果」。518
但是根據九十五戰隊「操縱士」中村真軍曹的親身參戰經歷，卻又與前述之
官方記載與報導有著極大的落差：
飛機起飛約兩個小時後（
，編隊的飛行高度
飛機起飛約兩個小時後（大約 9 點）
，編隊的飛行高度就慢
編隊的飛行高度就慢慢地
就慢慢地由三千米
慢地由三千米
開始下降。
就在快到達目的地時，
編隊長機突然打出紅白兩個信號旗，
開始下降
。就在快到達目的地時
，編隊長機突然打出紅白兩個信號旗
，此
時戰鬪隊形就開始照著信號所打出的命令變化。
時戰鬪隊形就開始照著信號所打出的命令變化
。九架重爆機立刻開始重疊
變成一列往六點鐘方向的橫向的隊形，
但也因為這樣的隊形，
變成一列往六點鐘方向的橫向的隊形
，但也因為這樣的隊形
，使得戰鬪機
後上砲的攻擊火力變得無法集中。
後上砲的攻擊火力變得無法集中
。敵機一開始便向我們發射紅色與黃色的
帶狀曵光彈，
其聲響很快就引起我們的注意，
帶狀曵光彈
，其聲響很快就引起我們的注意
，於是我方重爆機也以 20mm
的機關砲回擊。
此時隊長機的射手戶田（
佐佳夫）
軍曹臉色突然大變，
的機關砲回擊
。此時隊長機的射手戶田
（佐佳夫
）軍曹臉色突然大變
，因
他看見敵軍機關砲正猛烈的射擊，
但是他們的飛機卻深陷敵軍的射程裡，
他看見敵軍機關砲正猛烈的射擊
，但是他們的飛機卻深陷敵軍的射程裡
，
公里的速度快速駛離。
這時飛機的高度持續的下
所以隊伍便以時速 350 公里的速度快速駛離
。這時飛機
的高度持續的下
指針所標示的高度約在百米左右。
為何隊長機會開始向右轉向？
降，指針所標示的高度約在百米左右
。為何隊長機會開始向右轉向
？其實
這個轉向具有深切的意義，
原本飛機必須直線飛行，
這個轉向具有深切的意義
，原本飛機必須直線飛行
，但是因為射手無法瞄
況且飛機之間的距離太近，
所以才將戰鬪機隊形進行重組。
準，況且飛機之間的距離太近
，所以才將戰鬪機隊形進行重組
。敵機看到
我們迴轉也跟著急轉，
我們迴轉也跟著急轉，但也因為如此，
但也因為如此，敵機的速度也開始減慢。
敵機的速度也開始減慢。此時敵機
的射手開始合擊，
使得我們的處境極為不利。
的射手開始合擊
，使得我們的處境極為不利
。而我原本以為去到指定的地
（底線為
點能在海上看到敵人的船艦，
（
底線為
點能在海上看到敵人的船艦
，但是到了那裡卻一艘船也看不見。

筆者所加）
這時，
筆者所加）……這時
這時，我聽到左引擎爆炸的聲音，
我聽到左引擎爆炸的聲音，才驚覺飛機已經中彈，
才驚覺飛機已經中彈，
濃濃的黑煙不停的冒出……我當下覺得飛機已經無法操控
我當下覺得飛機已經無法操控且逐漸下降
且逐漸下降，
濃濃的黑煙不停的冒出
我當下覺得飛機已經無法操控
且逐漸下降
，越
來越貼近海面，
就在這時飛機墜毀於海上，
並開始被熊熊烈火吞噬。
來越貼近海面
，就在這時飛機墜毀於海上
，並開始被熊熊烈火吞噬
。519
由中村真軍曹的親身經歷可知，此次的「菊水特攻隊」任務在編成前，日軍方面
的情報已完全遭到美軍的截獲，所以美軍才能在「菊水特攻隊」到達攻擊目的地
前，埋伏在途中並給與致命的痛擊。520而劉志宏與他的 46 位同僚也因此在這一
次「特攻」戰役中尚未「撞艦」就不幸壯烈犧牲，成為日本自 1944 年底在菲律

517

日本厚生省援護局調查課，
〈泉川正宏殿の在隊記錄‧死亡狀況について〉，1978 年 1 月 5 日；
〈六百七十萬特攻の魁 弱冠廿一の若櫻 本島同胞の奏づる忠誠の譜〉，
《台灣新報》
（南部版）
，
1945 年 7 月 4 日。
518
12 月 13 日至 15 日的「大本營發表」戰果為：擊沉輸送船 4 艘；大破炎上（敵艦起火）輸送
船 8 艘、戰艦 2 艘、巡洋艦 3 艘、驅逐艦 2 艘；擊破的不明艦種共 6 艘。
〈大本營發表．昭和
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十六時〉
，摘自《每日新聞》
（戰時版）
，1944 年 12 月 17 日。
519
引自原陸軍特別攻擊隊菊水隊隊員中村真致劉志榮之書信，2002 年 8 月 4 日。
520
「菊水特攻隊」遭遇到美軍戰機攻擊後，最後所傳回馬尼拉基地的通信資料結果為「敵戦鬪機
と交戦中」
（與敵機交戰中）與 9 點 43 分的「不時著陸す」
（飛機墜機）。押尾一彥，
《特別攻
擊隊の記錄－陸軍篇》
，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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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發動「特攻戰法」以來，第一位也是目前各方資料所顯示唯一的一位台灣人「特
攻隊隊員」。

圖 5─5 1944 年 12 月 14 日早晨「
日早晨「菊水隊」
菊水隊」遭美軍戰機攻擊畫面
資料來源：
（東京：
資料來源：摘自「
摘自「影片：
影片：国破れても
国破れても国
れても国は滅びず」
びず」
東京：フジテレビ，
フジテレビ，2001 年 8 月）。

1945 年 5 月 8 日，日本軍方為了表彰「陸軍菊水特攻隊」捨身殉國之事蹟，
決定由南方軍總司令官寺內壽一伯爵對「菊水特別攻擊隊丸山大尉以下四十八
名」犧牲殉國的軍士官授與「感狀」外，521並以「二階級特進」522的方式將劉志
宏的軍階由陸軍軍曹追贈為陸軍少尉。523戰後（1960 年）
，日本政府更將菊水隊

521

〈感狀上聞：敵艦船に體當り 比島方面海域 邀擊特攻隊の偉勳〉，
《朝日新聞》，1945 年 7 月
3 日。
522
1945 年 10 月後日本為褒揚以「特攻隊」方式陣亡的軍人所設立，並在同年 11 月 28 日的「敕
令第 649 與 650 號」公佈了相關的條文與辦法。以少年飛行兵來說，參與「特攻任務」而陣
亡的，其軍階可由原來的階級向上追贈至兩級以上。秦郁彥，
《日本陸海軍總合事典》
，頁 725。
523
「陸軍菊水特攻隊」的事蹟除了軍方所頒與的「感狀」外，日本政府也在 1946 年初給與殉職
的菊水隊員賜金與授勳的榮譽。另外，此次「特攻任務」尚有兩人生還，分別為 95 戰隊操縱
士中村真軍曹與隊長機通信士出納茂軍曹（於 1997 年病歿）
，他們在 1946 年雖受到政府的「殉
國表彰」
，但因為他們戰後生還，日本政府也將原有的屬於他們的相關榮譽全部收回。日本国
立公文書館藏，
〈陸軍中佐丸山義正外四十八名賜金並びに大東亜戦争従軍記章授与の件〉
（1946 年）
《内閣人事公文》叙勲・叙勲等裁可書（今次戦争論功行賞（戦没者）7）
・第 57
卷（請求番號：分館-01 -063-00・平 4 総 02008100）
；
〈陸軍中佐丸山義正外四十八名叙功並
叙勲ノ件〉
（1946 年）
《各種記念章及び従軍記章裁可書並びに支那事変行賞書類（一）
》支
那事変行賞裁可書・卷三・訓令（請求番號：本館-2A -024-06・裁 02821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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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職的「英靈」合祀於東京九段坂的靖國神社，524以完成他們「既然要死，那就
不如特攻死」，要見面不如在靖國神社櫻花樹下重聚的無奈宿願。

圖 5─6 神奈川縣鎌倉市圓覺寺的「
神奈川縣鎌倉市圓覺寺的「吞龍地藏大菩薩」
吞龍地藏大菩薩」慰靈碑及碑文全文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http://www.asahihttp://www.asahi-net.or.jp/~un3knet.or.jp/~un3k-mn/rikumn/riku-ken.htm（徵引日期 2005 年 3 月 21 日）

524

日本厚生省援護局調查課，
〈泉川正宏殿の在隊記錄‧死亡狀況について〉，1978 年 1 月 5 日；
〈靖国神社御祭神檢索〉
，200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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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少年飛行兵的形象塑造
日本自 1910 年開始了本身的航空事業後，1914 年則將這項新的科技傳至台
灣，並展開了一系列航空活動。諸如前述，這一新的航空科技除了使台灣人感到
新奇外，還給了台灣人一連串翱翔天際的夢想。而殖民政府將這航空科技引進台
灣，除了向殖民地的台灣人展現「母國」的強盛與凝聚台灣社會對總督府的向心
力外，諸如在 1919 年為了「理蕃政策」所成立的「警察航空班」
，以及 1927 因
國防需要而成立的「屏東陸軍飛行第八聯隊」等等。這些「航空機關」的成立，
對於總督府殖民統治上都有其實質的政策考量。而不論是民間或者官方，在初期
所進行的各種航空活動，除了讓台灣人接觸到與世界同步的航空知識與飛行體驗
外，對於這些駕駛著最新科技完成人類千年之夢的飛行員，就台灣民眾而言，也
許因為接觸到飛機的時間尚短，所以對於這些能夠翱翔天際的「鳥人」
，大多報
持著單純直接的「英雄」形象。
在這一方面，若由當時官方的主要刊物《台灣時報》所刊載的內容來看，特
別是 1914 至 1927 年的報導，以「飛行」為標題的共 29 件，只有 3 件純粹與軍
方有關（軍方長距離飛行），其他皆為「航空知識」
、「民間航空情況」與「警察
航空班」的相關報導，而以「航空」為標題的報導共 4 件，同樣皆為介紹「航空
知識」與「蕃地飛行」的報導，與軍方相關的報導則無。可見飛機自日本傳來台
灣的初期，一直到 1930 年代日本在中國軍事擴張前夕，台灣社會對飛行員的感
覺，相對於後來的戰爭時期來說，是一種比較單純的情感與印象。
1930 年代後，日本因著「九一八事件」
（滿州事變）的關係，軍方需要大量
的兵源投入中國的戰場，因此 1933 年「少年飛行兵」的招募制度便開始產生。
在此之前，也就是陸軍省第六十次會議的前一年（1932），軍方就已經出版了介
紹少年飛行兵的相關書籍，並將陸軍少年飛行兵喻為「日本封建時代大名（諸侯）
身旁武功高強的家臣，……而且若是在少年時代就開始學習飛機操縱的技術，就
會像昔日武功高強的『荒木右衛門』與『宮本武藏』一樣，在年少時就打下深厚
的武功基礎，成為日後廣為人知的俠士」
。525
由此可知，為了因應戰爭的需要，在少年飛行兵招募初期，一開始就將他們
的形象塑造成保衛國家的「空中武士」。這種將軍人的形象設定為保國衛民的形
象，看起來雖然理所當然，但若以中日戰爭前後的日本媒體將民間飛行士比喻為
「空中預備軍」或是「空軍第二陣」的報導來看，526為了因應當前國家戰事的需
要，原有存在於社會中的「民間飛行士」與「軍方航空兵」分界已經打破，而一
般民眾也開始將原有對民間飛行士的既定印象，轉變成與軍方的航空兵相同。
1938 年的台灣社會正因中日戰的開打處於一種「戰時體制」下的氛圍中，
在當時的報紙上也常常有「榮譽軍夫」
、
「愛國軍夫」
、
「空中神兵」
、
「英勇荒鷲」
525
526

大竹豊秋、山田徹，
《少年航空兵となるには》
（東京：文教科学協会，1932 年）
，頁 53－55。
關於中日戰爭前後，日本方面對於「民間飛行士」的報導，可見〈空の豫備軍養成〉，
《大阪
朝日新聞》，1937 年 11 月 26 日；
〈民間乘員を充實 荒鷲軍第二陣を固む〉，
《大阪時事新報》
，
1938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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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字眼出現。而也就是在這種戰時氛圍下，少年飛行兵第 6 期合格者的名單
中，出現了第一位台灣少年張彩鑑。他的出現與其說是台灣最初的「帝國軍人」
的開端，不如說是台灣少年飛行兵「形象塑造」的開始。因為他的出現除了是替
殖民政府樹立一個良好的樣板外，同樣地也給予眾多台灣人一種不止能當「軍
伕」
，還能夠成為正式的「帝國軍人」甚至在未來出現台灣人「將校」的目標與
希望。加上當時總督府的特意宣傳與民眾對飛行員的特殊印象，使得每一個自台
灣出身的少年飛行兵，都被寄與深厚的期望。而關於這一點，由當時台灣少年考
上少年飛行兵試驗的相關報導，就可了解當時台灣社會對這些「若鷲」
（少年飛
行兵的別稱）的看法與感覺，甚至在他們畢業後派遣到各部隊時，都還有他們相
關的後續報導。527
這一連串報導的出現，對於當時台灣的社會來說，尤其是對台灣少年可以說
是一種「循環式」的影響。因為從首位台灣人考上少年飛行兵以來，他們就被塑
造成一種「國家英雄」或「青少年榜樣」的形象，這麼一來就不斷有台灣少年追
隨他們的腳步而投入軍旅生涯，並且成為下一批被軍方塑造的新對象。諷刺的
是，這一連串對台灣少年飛行兵形象塑造的最高潮，則通常也是這些少年英雄生
命「散華」528的最後一刻。而這種情況，則以台灣首位少年飛行兵張彩鑑，與台
灣唯一的神風特攻隊隊員劉志宏兩人為一最佳的代表與實例。
1937 年因日本對外戰爭之需，處於殖民地的台灣在「少年航空兵」的招募
制度下，於 1938 年產生了第一位正式的帝國軍人張彩鑑（松岡鑑三）
，為當時新
529
竹州竹南郡頭份當地名望家張順興 之三男。其 1936 年自竹南小學校高等科畢
業後，旋即考上了「私立台北中學」
，兩年之後（1938）便以「台北中學二年級
在學中」的身份，考上了少年飛行兵第 6 期的入學試驗。而當試驗合格的消息公
佈後，台灣總督府的機關報《台灣日日新報》馬上就在 3 月 19 日發佈了其合格
的消息，並於隔日補刊登其照片，530而對於同時考上的在台日本人則僅刊登其合
格消息之文字敘述，且並未附上照片；由當時報紙刻意的「版面編排」
，就可看
出總督府與軍方對此事的重視與其背後動機。

527

關於台灣少年飛行兵在各部隊與戰場的消息，以 1943 年的《台灣日日新報》為例，就有來自
新竹州新埔庄的范德聲（8 期）與台北州大龍峒的張順字（11 期）在戰場活躍的相關報導。
〈空
から英印軍擊滅 軍國家庭の范德聲君の活躍〉、
〈七度生れ米英擊滅 本島出身の雛鷲張順字
君〉，
《台灣日日新報》
，1943 年 5 月 18 日、7 月 23 日。
528
日本傳統武士道的觀念，
「當花就要當櫻花，做人就要做武士」
（花は櫻木、人は武士）
，而「散
華」之義乃是用櫻花最美時落下的那一刻，來比喻少年飛行兵在生命「最美」的那一刻殉國身
亡。
529
張順興，1884 年生，1905 年國語學校畢業後任台南地方法院通譯，1906 至 1910 年任職於苗
栗頭份公學校，1932 年任苗栗信用組合專務理事。台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
《台灣人士鑑》
（台
北：台灣新民報社，1934 年）
，頁 112。
530
〈羨望の少年航空兵に 本島少年が合格〉
、
〈寫真：少年航空兵合格の張彩鑑君〉，摘自《台灣
日日新報》
，1938 年 3 月 19、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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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台灣「
台灣「最初の
最初の帝國軍人」
帝國軍人」張彩鑑（
張彩鑑（松岡鑑三）
松岡鑑三）
資料來源：
，《台灣日日新報
，1938
資料來源：〈寫真：
寫真：少年航空兵合格
少年航空兵合格の
合格の張彩鑑君〉
張彩鑑君〉
《台灣日日新報》
台灣日日新報》
，1938 年 3 月 20 日。

此外，在 1940 年以記載台灣軍事動員為主要內容的《事變と台灣人》一書
也對於張彩鑑有著些許的敘述，並形容其為「本島人最高榮譽的獲得」
、
「你的榮
531
譽會讓本島少年努力奮發地向你看齊」等強烈宣傳性的話語。 從此「本島最初
の帝國軍人」張彩鑑就成了台灣總督府與軍方在軍事動員上的一個「活」樣板，
並且與一連串「航空教育」相配合，企圖讓台灣的學生對「少年飛行兵」產生憧
憬與嚮往，並進一步達到總督府在台灣軍事動員的目的。
經過三年的努力後，張彩鑑於 1941 年 3 月自埼玉縣的「所澤陸軍航空整備
學校」畢業，後分發至緬甸的飛行戰隊擔任「整備」工作，於隔年（1942）4 月
15 日不幸遭盟軍的炸彈破片擊中，並於三日後因破傷風而亡。姑且不論張彩鑑
在緬甸是否有擔任實際的飛行任務，光是《台灣日日新報》在其戰歿後一年（1943）
的報導，就將張彩鑑塑造成一個「空戰英雄」
，而且死法還是「空に散る」
（人在
空中爆散）。532此外，在 1943 年 5 月 5 日發佈張彩鑑戰歿消息後的 6 月 8、9、
10 日還連續刊出標題名為「盡忠‧松岡鑑三軍曹」
（上）
（中）
（下）短篇小說傳

531

竹內清，《事變と台灣人》（東京：現代書房出版，1940 年）
，頁 184－185。
〈死所を得て本望 本島出身の若鷲 松岡軍曹南に散る〉
，摘自《台灣日日新報》，1943 年 5
月 5 日。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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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533內容除了介紹張彩鑑的基本背景與從軍歷程外，還將突顯出其家庭的角色
與地位，並將其塑造成一個台灣「軍國家庭」的一個最佳模範與榜樣。
在這一系列的報導中，較特別的是關於描述其父親「松岡順四郎」
（張順興）
對於其子為國犧牲的看法，皆與其他失去兒子的父親看法一樣都是「死所を得て
本望」
（這樣死去是他的宿願）。534由此顯示，當時報紙媒體除了在張彩鑑在世的
時將他塑造成一個「本島最初の帝國軍人」的活樣板，也在其「為國捐軀」時完
成了他畢生的「宿願」。
而接著張彩鑑之後考上的台灣少年飛行兵，除了兩位第 8 期的盧健珍與范德
聲外，就是兩年後（1940）就讀於「桃園農業學校三年級」
，同樣來自於新竹州
的少年劉志宏（泉川正宏）
。當他考上少年飛行兵（11 期）後，
《台灣日日新報》
535
曾刊載劉志宏「合格」的相關消息， 不過所刊載的內容與篇幅並不大，敘述也
只有單純簡短的文字報導。
1941 年底劉志宏經過了東京陸軍航空學校一年的嚴格「基本訓練」後，隨
即分發至「所澤陸軍航空整備學校」
，進行專業的航空「整備訓練」。並於 1943
年畢業後分發至滿州公主嶺的航空基地，配屬單位為「飛行第七十四戰隊」
。從
劉志宏進入東京陸軍航空學校至他畢業分發至滿州的這段期間，就筆者目前粗淺
的調查，除了在 1942 年 2 月的一篇報導劉志宏自航空學校畢業分發到第一線的
消息外，536其他不論是日本「內地」或者是台灣「本島」的新聞或相關之書籍刊
物，均未關於劉志宏的相關報導。一直要到終戰前的一個月（1945 年 7 月 2 日）
，
報紙才開始大篇幅披露有關於劉志宏的消息－－不過，此時報導已是劉志宏陣亡
的消息，而且距離其戰歿已有一段時間
（1944 年 12 月 14 日戰死於「菲律賓 Negros
Island 海域」）。
這兩篇報導分別載於 1945 年 7 月 2 日的《台灣新報》
（本社版）與 7 月 4
日的《台灣新報》
（南部版），並且以「本島特攻の魁」
、
「六百七十萬特攻の魁 /
弱冠廿一の若櫻 / 本島同胞の奏づる忠誠の譜」等標題，來謳歌其為帝國犧牲
的偉大壯舉。537

533

〈盡忠‧松岡鑑三軍曹（上）壯烈‧緬甸の空に散る 本島最初の帝國軍人〉
、〈盡忠‧松岡鑑
三軍曹（中）深夜に開く家族會議 時代の花形少年航空兵〉、
〈盡忠‧松岡鑑三軍曹（下）大
詔拜して‧米英擊滅 勇躍出征決戰の大空へ〉，
《台灣日日新報》
，1943 年 6 月 8 日至 10 日。
534
巧合的是在泉川正宏（劉志宏）的父親劉英漢也有對其子的陣亡有著相同類似的看法：
「死所
を得たことはさぞ本望だつたでせう」。〈六百七十萬特攻の魁 弱冠廿一の若櫻 本島同胞
の奏づる忠誠の譜〉，
《台灣新報》（南部版），1945 年 7 月 4 日。
535
〈本島の兩少年 航空学校に入学〉
，《台灣日日新報》，1940 年 11 月 1 日。
536
此報導除了刊載劉志宏自航空學校分發到戰場第一線的消息外，也刊登了父親劉英漢在 1941
年 8 月前往海南島工作（日糖社員）的消息，以及劉志宏鼓勵大弟劉志剛（新竹中學四年級
在學中）
，希望他以「航空兵」為志向的部份書信內容。
〈苗栗街れの譽雛鷲 第一線に立つ日
を待つ正宏君〉
，《台灣日日新報》，1942 年 2 月 4 日。
537
〈本島同胞特攻の魁 レイテの華‧泉川軍曹〉，
《台灣新報》
（本社版），1945 年 7 月 2 日；
〈六
百七十萬特攻の魁 弱冠廿一の若櫻 本島同胞の奏づる忠誠の譜〉，
《台灣新報》（南部版）
，
1945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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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1945 年 7 月 4 日《台灣新報》
台灣新報》以近全版刊載劉志宏戰沒之報導
以近全版刊載劉志宏戰沒之報導
資料來源：
《台灣新報
資料來源：〈六百七十萬特攻の
六百七十萬特攻の魁 弱冠廿一の
弱冠廿一の若櫻 本島同胞の
本島同胞の奏づる忠誠
づる忠誠の
忠誠の譜〉，
《台灣新報》
台灣新報》
（南部版）
南部版），1945
，1945 年 7 月 4 日。

若是以 7 月 4 日《臺灣新報》
（南部版）的篇幅來看，光是與劉志宏的報導
就佔了當日第二版的一半，為自太平洋戰爭以來台灣地區「前線陣亡者」所少有
的大篇幅報導。就報導的內容來看，除了附有劉志宏本人照片外，在內容的安排
上也將其事蹟與生平以半「虛構」的方式，538分成「雄姿颯爽と進發」
、
「死を超
538

筆者在 2005 年 3 月時曾經針對此報導向劉志宏胞弟（劉志浩）之妻林蘭妹女士與其子劉錚先
生求證此報導的真實性，得知此報導內容真實的部份為：1.劉志宏和其家庭成員之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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えた心境」與「忠孝兩全の道」三個部份，並在這三個部份的前面表達了「一億
國民對他的感激」。
在此報導內容第一個部份，主要是以在菲律賓前線一起與劉志宏生活的長官
「石附准尉」之回憶為主，並描寫 194412 月 14 日當天的戰役經過，以及以泉川
軍曹（劉志宏）在遭遇到敵艦時「身先士卒」的精神，而關於此部分的報導與戰
役實際情形之差異，前文已詳細敘述。當時的報導與實際情況會形成如此極大差
異的原因，主要還是因為日本在戰爭末期（1944 年 10 月至 1945 年 8 月）時，
一方面要考量一連串戰事失利的所造成的影響（菲律賓、沖繩等地的相繼失利）
，
另一方面還要鞏固全體國民對「皇軍」的信心。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當時的報
導才會出現與戰爭事實截然不同的兩種極端。也因為如此，自 1944 年底開始，
不論是日本或所屬各殖民地的報紙，其所刊載與戰爭相關的新聞報導，基本上有
很大的部分與事實出入甚多。539
而在報導的第二部份方面，則是描寫劉志宏的家庭狀況、成長經歷與報考少
年飛行兵的經過以及進入東京陸軍航空學校後的情形。基本上這一部分的報導尚
屬可信。不過，在描述劉志宏於 1940 年考上少年飛行兵的敘述中，卻將其誤載
為台灣「第二番目の少年飛行兵」
（第二位）合格採用之少年，但是實際上他是
第四位考上的台灣人，而這種錯誤或許有可能是當時記者的筆誤，亦或是在印刷
報紙時所造成排版疏失。但若以合理的角度來檢視，此一疏失或許又是另一個少
年飛行兵「形象塑造」的開始。因為自 1938 年台灣出現首位少年飛行兵以來，
相關於這方面的報導，就屬 1943 年張彩鑑在緬甸陣亡的篇幅最多，主要之因則
可能與其在台灣地區的代表性有關。而就 1943 年至 1945 年《台灣日日新報》與
《台灣新報》的報導來說，能夠接續「本島最初の陸軍少年航空兵」在台灣代表
性的，或許就只有「本島同胞特攻の魁」劉志宏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這種
「無意」的錯誤，反倒突顯了軍方冀圖利用媒體來影響更多台灣少年投入「聖戰」
的心態與作為。
另外，在描述劉志宏與其家庭的部份，也與前述關於張彩鑑的報導一樣，除
了詳述家庭成員與情況外，對父親劉英漢的描述可以說是最多，相反的卻未見關
於其母親胡氏隻字片語的描述與形容。至於在家庭狀況的敘述，除了描述其父親
對子女教育的關心外，並將其家庭形容為「本島家庭中所少見的『軍國家庭』」，
而這種「軍國家庭」正是台灣人家庭的模範。

539

與經歷；2.劉志宏在 1943 年至 1944 年間曾經經歷過兩次墜機生還的經驗；3.1944 年 11 月時
曾經回苗栗老家，並向母親要了臨死前所需要穿的「白色內衣」
。除上述以外，其他大多均為
報社所虛構。其中，劉志宏當初自行投考少年飛行兵時，父親並不知情，也不同意，而且從
劉志宏戰死至日本宣佈投降這段期間（1944 年 12 月 14 日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
，從未有任
何記者到過家中訪問。
關於這一點，若以 1945 年 1 月至 8 月份的《台灣新報》為例，就會發現除了每天都刊登軍方
在太平洋戰爭的「豐碩戰果」外，就算到了戰爭結束前一週，報紙還是以一定的篇幅刊登「皇
軍」在各地的情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個時期所刊載的內容，除了前述「皇軍的戰
果」與「配給」相關的報導外，很明顯的多了許多陣亡軍士的相關消息，而這些消息正是給
軍方鼓勵台灣人加入「聖戰」的最佳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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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報導最後的部份，則是以記者對劉志宏之父親「泉川英哲」（劉英漢）的
採訪為主，並詳述對其子戰死的看法「......死所を得たことはさぞ本望だつたで
せう」
（死得其所是他的宿願吧！）。而這種看法，似乎與前述張彩鑑的父親對
其子戰死的看法相同。此外，還描述了劉英漢對其子考上少飛行兵看法為「飛行
兵たることは、日本男子と生れて君國に報いる最も近道だと思ひます。
」
（飛行
兵是日本男子生來報效國家最快的一個方法）由此報導可知，對於當年劉志宏考
上了令人稱羨的少年飛行兵，做為父親的劉英漢來說，可以說是非常驕傲的。但
是根據遺族劉鏗轉述其父親劉志浩（劉志宏之三弟）的回憶，卻又與此報導之內
容有著極大的差異：
當時大哥在報考少年飛行兵試驗時，
而且
時大哥在報考少年飛行兵試驗時，其實是瞞著父親去考試的
其實是瞞著父親去考試的，
父親去考試的，……而且
大哥還偷偷的拿父親的印章去報考，
等到合格的消息公佈後，
大哥還偷偷的拿父親的印章去報考
，……等到合格的消息公佈後
等到合格的消息公佈後
，記者來
訪問，
這時父親才知道大哥瞞著他去考少年飛行兵，
……父親對大哥
家裡訪問
，這時父親才知道大哥瞞著他去考少年飛行兵
，……
父親對大哥
這樣的做法，
心中其實是非常不悅的，
也已經無法阻止。
這樣的做法
，心中其實是非常不悅的
，但卻也已經無法阻止
。540
由上述的報導與家屬的回憶兩相對照，可以明顯地發現兩種極大差異的說法。而
若由以上整篇報導的內容來看，不論是在第一部分戰役經過，或是在第二部分對
整個家庭與父親角色的突顯，及第三部分關於父親對兒子的諸多看法與感想，都
可以發現這整篇關於劉志宏的報導與前述關於張彩鑑之一連串的相關報導，有著
不尋常的巧合與行文結構的類同。
這些情況的出現，或許也恰好證明了兩者在戰時台灣社會的相互「接續關
係」
，特別是在軍方利用媒體所創造的少年飛行兵的「形象塑造」上。而這些都
報導都與 1943 至 1945 年日本在南太平洋與「絕對國防線」上的戰爭息息相關。
也就是說，在戰事吃緊的情況下，日本官方企圖利用媒體將兩位台灣出身的「少
年飛行兵」塑造成「軍國體制」下的代表人物，並且以父親的角色突顯出「軍國
家庭」在戰時體制的重要性，其目的就是希望更多的台灣青年投入戰場，並效法
他們為國捐軀的精神。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43 年 9 月 11 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則報導了一篇
關於張彩鑑在東京陸軍航空學校與所澤陸軍航空整備學校三年求學其間的一段
「銃後佳話」，其內容大概是描述張彩鑑在東京求學時曾經受到一對日本夫婦（小
野夫婦）照顧的故事，尤其是夫人小野住井對他更是照顧有加，並形容其為「若
鷲育んだ慈母の愛」（哺育「少年飛行兵」的慈母之愛）
。541
當時這種寄宿在日本人家庭或受日本人家庭照顧的情況，對許多留學「內地」
的台灣學生（包括軍事學校學生）來說，其實是一種司空見慣的情形。而此報導
將一個默默照顧台灣少年的平凡故事突顯出來之用意，其實就是要強調在戰爭時
540

〈劉鏗先生口述訪談記錄〉，2005 年 8 月 13 至 29 日於日本東京都八王子市劉宅，筆者訪談，
未刊稿。
541
〈若鷲育んだ慈母の愛 本島最初の陸軍少年航空兵 松岡軍曹繞る銃後佳話〉
，
《台灣日日新報》，
1943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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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台融合」的重要性與必然性。除此之外，就是關於這一連串報導中「角色」
定位的問題，檢視目前關於台籍少年飛行兵陣亡的相關報導，即會發現發表主要
想法的大多都是父親而不見母親，相反地在日本（或日本人）則是以刊登母親的
看法為居多。542關於當時報導為何突顯「父親角色」這一點，或許與台灣傳統漢
人社會中父親在家庭的地位與角色有關，反過來說使用「母親角色」來突顯相關
報導的日本，或許也是基於這種類似的情況去做考量。關於這個問題，則尚有待
往後進一步追索與深入探究。
簡單的說，就目前所呈現關於張彩鑑的一連串報導，其父親則一直被塑造成
這位「本島最初の帝國軍人」的主要推手，而「母親」則是以日本女性的形象出
現。由此點來看，總督府這一連串報導的用意，除了突顯這位台灣首位少年飛行
兵英勇殉國的事蹟外，為了加強戰時殖民地各方面的軍事與資源動員，乃將其家
庭塑造成一個「軍國家庭」的典範，並且融入了「日本母親」的愛與關懷，來塑
造一個以少年飛行兵為主的「內台融合」與「國家總力戰」之社會氛圍。
而關於「本島同胞特攻の魁」劉志宏的報導，雖然大多以突顯父親的角色為
543
主， 但是在報導內容的第一部份除了將其「忠勇殉國」的精神比擬成推翻鎌倉
幕府，支持後醍醐天皇的「湊川楠公」外，544還在報導的最後部份，將其曾經向
母親要求一件親手縫製「白衣」的故事，比喻為日本戰國末期因保衛豐臣秀賴而
在「大阪之役」中身穿「白衣」戰死的俊美武將「木村重成」
。545
由此可知，雖然這一篇關於劉志宏的報導與前述關於張彩鑑之一連串的相關
報導，有著不尋常的巧合與行文結構的類同，但是因著戰爭末期在宣傳上不同的
需求，以及兩位少年飛行兵「殉國」方式的不同，在報導的內容上與編排上也會
有著些許的差異，而這種差異則充分地體現了日本在 1945 年初於太平洋戰爭上
542

關於日本方面以母親形象來表現與少年飛行兵關係之著作，可參見藤村多江，
《若鷲とその母》

（東京：興亞日本社，1944 年）
、住原こもと，
《荒鷲の母は泣かじ》（大阪市：宋榮堂，1943
年）
、清閑寺健，《荒鷲の母》
（東京：新興亜社，1943 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本土
在 1938 年 2 月成立了所謂的「荒鷲母の會」，
其目的除了對因航空殉難的遺族婦人進行慰問外，
對於「荒鷲育成」及「航空日本的建設」等工作的推動也扮演著一定的角色。村上秀子編，
《昭和十四年婦人年鑑》
（東京：東京聯合婦人會，1938 年）
，頁 340。
543
另外，此報導還出現另外一位日本女姓「大野看護婦」
，並且在 1943 年劉志宏在滿州進行偵
查任務時被邊界的蘇聯戰機擊落墜毀時，
「恰好經過」而救其性命，而此時將一位相對於家庭
成員來說，看起來關係並不是這麼深厚日本女姓置入其報導中，其動機則頗令人玩味。
544
楠木正成（1294－1336）
，原名橘正成，公元十四世紀日本南北朝時代的著名武將，後人稱為
「大楠公」或「湊川楠公」。在推翻鐮倉幕府時，楠木正成因支持被流放的後醍醐天皇，並在
勤王倒幕中興皇權的運動中，立下不少汗馬功勞，為當時日本天皇所重用。1335 年諸侯足利
尊氏倒戈，為確立皇權，他又與足利尊氏爭戰多年，雖然獲得多次勝利，但在 1336 年足利尊
氏從九州分二路進攻京都，楠木正成最後在沒有援軍的情況中，因寡不敵眾，而於兵庫縣湊川
戰敗，最後與族人一同自殺身亡。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出於擁護天皇需要，對楠木正成的功
勳更是大力宣傳，甚至建造湊川神社，以「軍神」稱號供奉他的神位。而他的英勇事蹟被除了
被編進小（公）學校教材外，也在各個小（公）學校也樹立其「馬上英姿」之銅像，並用以作
為學生學習其「忠勇愛國」的最佳典範。
545
木村重成（1593－1615）
，為豐臣秀賴之家臣，其母為豐臣秀賴之乳母，傳說為一位年輕善戰
的美男子。德川家康在進攻大阪城時（1615 年 5 月）
，木村重成於出征前曾焚香沐浴身著白
衣，以表明其必死護主的決心，後雖不幸戰死，但其忠勇護主的決心與精神卻為德川家康與
後世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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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窘態及軍事動員上的急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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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文主要想要探討的議題為日治時期台灣的航空發展，在近代歷史發展過程
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性質，而相關航空科技引進台灣後，又出現了什麼轉變，朝
什麼方向發展。以下將分為三點，分別說明透過日治時期台灣航空發展的討論，
本研究發現什麼樣的歷史問題，而航空相關科技的引進，在殖民地台灣又發生什
麼變化，又是如何將台灣建構成「帝國南方航空圈」中心位置，以及如何影響當
時的台灣社會與民眾生活。
一、殖民地技術的引進與變化
日治時期台灣的航空的進展，基本上是循著日本的航空發展而來。在飛機尚
未傳入台灣之前，因台灣山地的險峻地形，使得殖民政府乃開始利用氣球於「理
蕃」事業上，並開始規劃一連串的「理蕃航空計畫」
，其中則包含相關技術的研
發、調查，甚至聘任具有航空專長的人材，擔任理蕃單位相關的職務與主管。因
此，若由明治末期總督府對於航空的重視程度，以及與殖民政策的關係來看，即
可瞭解日本與台灣的航空肇始雖然皆與軍事相關，但是兩者往後的發展卻有微妙
的不同。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 1910 年日本本土完成首次飛機飛行試驗後，新
式的航空器很快地就取代原有在台灣使用的氣球與相關發展計畫，成為此時期殖
民地台灣航空發展的唯一選項。其主要的原因，或許是因為殖民地台灣並非航空
技術的術創造者及研發者，而是一個技術的接受者或實驗者。因此台灣的氣球發
展並沒有如同日本一樣，找到所屬的位置與功能，而是在氣球相關技術之發展尚
未進入軌道前，隨即因「功效考量」而被新式的飛機所取代，並消失於台灣航空
發展的歷史軌跡。而除了軍事威嚇外，此時期台灣航空的發展，則充滿了濃厚「文
明展示」
（教化）的味道。舉凡明治末期開始的「蕃人觀光」
，以及大正初期民間
飛行士來台進行的飛行表演等，除了可以讓台灣民眾藉由接觸近代科技而認同殖
民統治外，同時也可藉由原住民參觀後的恐懼心理，以收「理蕃」之效。因此，
在經過一連串的試驗後，特別是 1917 年陸軍航空隊自日本來台進行「耐熱飛行」
後所收之效果，則讓總督府當局更加確認航空科技做為殖民統治工具所產生的效
果與重要性。所以，檢視明治末期氣球相關技術在台灣的發展，以及第一個搭乘
航空器的台灣人為原住民的記錄來看，迄至正式將飛機利用於「理蕃政策」的過
程，除了可以瞭解台灣航空肇始的原因與萌芽期的發展外，更重要的是經由其發
展的過程，或許可以更加突顯及說明台灣的「被殖民」性格，以及日本對於台灣
殖民政策的真正本質與目的。
為了徹底執行「理蕃政策」
，1919 年總督府乃成立台灣第一個正式航空機構
「警察航空班」，也是日本帝國圈內第一個「空中警察」機關。該班成立的目的
與宗旨，雖然主要與「理蕃」相關，但就當時總務長官下村宏的期望來看，其實
是為了往後台灣的空防與航空事業預先準備。因此，航空班的成立，除具有開創
的地位，給予台灣一個發展航空科技的新場域外，也影響著往後台灣航空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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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也因為航空班為台灣第一個航空機構，所以該班成立之初的相關技術轉
移、人員培訓，以及後勤設備之補給，皆仰賴日本陸軍航空單位，在當時可以說
是一個純然由陸軍航空單位所主導的「警察部門」
。因此，1921 年航空班雖然遭
受到飛機不足與人員的損耗，並使得「蕃地飛行」任務暫停近一年，甚至一度傳
出有廢班的可能，但因為與陸軍的深厚關係，以及總督府當局的堅持，反而使其
擴編改組，除購置新式飛機以執行艱難的「蕃地飛行」外，並促使 1923 與 1924
年航空班的飛行時數達到歷年的高峰。而「蕃地飛行」對於總督府當局來說，除
可使「未歸順」的原住民心生恐懼，減少因「出草」而死傷的人數外，也提供包
含航空科技在內的氣象測候，以及蕃地踏查繪測方面，不少寶貴的經驗與貢獻，
並在 1930 年底「霧社事件」發生時，使「屏東陸軍飛行第八聯隊」能夠成功發
揮嚇阻效力。另外，航空班的成立則是促使「蕃人觀光」由內地轉向島內的原因
之一。而該班除了進行具有強烈威嚇性質的「蕃地飛行」外，因大正時期以來「理
蕃政策」已由「武力行使」逐漸轉向「宣撫操縱」
，且為因應「蕃人島內觀光」
所需，於是具有警示與教化意味的平地飛行表演，乃成為航空班的主要任務之
一，並佔航空班總飛行時數的 70﹪。因此，航空班的存在可以說是當時台灣島
內最具有威嚇與教化性質的「理蕃單位」之一，同時也間接帶動了其他技術的引
進與發展。
二、南方航空圈中心地位的形成
在軍方航空的發展方面，1927 年 9 月陸軍飛行第八聯隊移防至屏東後，乃揭
開軍方航空部隊駐防台灣的新頁。而該聯隊移防台灣的原因，主要則與 1921 年
「華盛頓海軍軍縮」
，以及 1930 年「倫敦海軍軍縮」有著相當直接的關係。因為
一戰後的這兩次「軍縮」除限定日本海軍與英美海軍主力艦的比例外，特別是在
於條約生效後，則規定各締約國海軍的佈防「應維持在本條約簽訂時之現況」
，
所以自 1922 年至 1936 年日本退出軍縮條約期間，基本上海軍並無法在台灣增設
航空部隊，因此也限定了海軍航空部隊在台灣的發展。而為了因應一戰後的「海
軍軍縮」與裁軍風潮，陸軍方面則自 1922 年至 1925 年展開了前後三回的「軍備
整理」
，並將編制裁減後的經費用於陸軍軍備的近代化與機械化，加上考量到殖
民地駐留兵力的問題，因此乃有陸軍飛行第八聯隊的增設，以及移防台灣的計
畫。所以，1927 年至 1936 年間，甚至是 1938 年海軍駐台航空部隊「第十一航空
艦隊」編成前，基本上主導台灣空防的則為陸軍。雖然一戰後的兩次「海軍軍縮」
，
限定了海軍航空部隊在台灣的發展，但是自明治末年的「耐熱‧試驗飛行時代」
起，經 1927 年後的「陸軍航空時代」
，迄至中日戰爭以前，其對於台灣的影響，
特別是對於影響台灣民用航空發展甚多的「南進航空計畫」之規劃與推動，則有
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中日戰爭以前，陸海軍航空部隊在台活動的性質，可
以說因兩次「海軍軍縮」之影響，有著不同的任務與發展方向。而中日戰爭爆發
後，陸海軍航空部隊在台的任務與發展方向，乃因「對華‧南方作戰」展開，才
有了性質上的合流，並朝向構築戰時南方航空軍力中心基地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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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民用航空的發展方面，隨著一戰後日本民用航空事業的開啟，以及
遞信省的航線開設計畫，也同時開啟了連結台灣與日本的曙光。不過台灣相關的
航線計畫卻因為相關的預算、航空技術問題，以及「北先南後」航線的開設順序，
使得遲至 1930 年中期才逐漸實現。雖然「內台航線」的開設頻頻受阻，但是總
督府當局並沒有為此而放棄，反而自 1930 年開始展開一連串的航空調查事業與
飛行試驗，並且召開「臨時產業調查會」
，對往後台灣民航發展進行初步的規劃。
而 1935 年「內台航線」確定開設後，總督府當局乃召開「熱帶產業調查會」
，除
了計畫國際航線的開設外，主要的目的則是著眼於建立台灣在「南支南洋」航線
的主導地位，以及將來帝國南方航空圈一旦建立時台灣的中心位置。因此，自
1936 年以後，伴隨著台灣於「南進航空」中心地位之確立，也使得台灣的航空
相關建設逐漸增多，例如因「外南洋」航線開設而擴建的「台北飛行場」
，以及
因「內南洋」航線開設而興建的「淡水水上飛行場」等。所以，1936 年至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期間，可以說是戰前台灣民用航空發展的高峰期。而在太
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為了因應時局的發展，以及將台灣規劃為具有軍事及南進基
地化的角色，1941 年 10 月由總督府所召開的「臨時台灣經濟審議會」則強化了
戰時台灣的民用航空發展，並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民用航空全數轉為軍用時，
將台灣推向戰時「帝國南方航空圈」的中心位置。因此，1930 年以來，迄至 1945
年台灣的民用航空發展，除了日本「內地」航空政策之因素外，就台灣本身來說，
付予其南進航空色彩，以及影響其發展方向的主要因素，可以說與前述「三大經
濟會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三、科學教育與「
科學教育與「航空報國」
航空報國」
此外，在「航空教育」方面，日本領有台灣後即將明治維新以來向西方學習
的新式科技，傳入台灣。以航空科技為例，明治末期以來總督府本著殖民地統治
之需，將氣球與飛機用於台灣，並造成了台灣社會對於「航空熱」的風潮。而這
股風潮除了讓台灣民眾「耳聞不如一見」
，親身體驗人類能夠飛上天空的震撼外，
也使其有一種處在世界科技脈動之中的驕傲感，同時增加了國民的凝聚力與對國
家的認同。但是，由於當時飛機的表演多屬不定期的飛行表演，民眾大多是藉由
報紙或書刊接觸到這類的新式科技，實際上親眼看到飛機的機會還是相當有限。
一直要到 1919 年「警察航空班」成立後，台灣民眾及學生見到飛機的機會才轉
為常態，並且藉由旅行的參訪與相關活動的舉辦，使得「屏東飛行場」成為當時
台灣「航空教育」固定的新場域。而透過近代學校體系，台灣學生也藉由學校所
教授的內容，接觸到新式的航空科技。特別是初等教育的「國語科」
、
「藝能科」
以及課外讀物中與航空相關的內容，則讓學生對航空科技有了初步的認識，甚至
到了中學以後，都還有相關的接續課程及活動。1930 年以後，台灣社會因戰爭
因素所舉辦的航空相關活動，例如「獻納飛行機」運動、
「愛國航空週」
、
「航空
日」等活動之舉辦，則更加深了民眾及學生在「航空報國」上面的熱心。加上透
過當時官方及民間航空團體的推廣，特別是對於「國民航空」計畫的實踐，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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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越來越多的台灣學生對於飛行產生嚮往，並藉由各航空團體所舉辦的訓練活
動，使其成為往後帝國空軍的航空儲備要員。台灣的「航空教育」在整個日治時
期的教育來說，也許只是小小的一個部分，但是因為總督府及相關航空團體的漸
次推展，使得不論是從學校教育，乃至於生活旅遊，都可以看到航空教育在學生
生活層面所佔有的比例，雖然這個比例所佔可能有限，但是確可以看到台灣學生
及民眾接觸近代科技，以及由「國民」意識到「國家」過程的一個歷史縮影。
進入「十五年戰爭」體制後，日本乃因戰爭的需求於 1933 年開始公告實施
少年飛行兵制度，而同屬於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人便開始有了擔任「日本帝國軍人」
的機會。但是因為台灣在法律與地位上均與日本「內地」不同，以致於遲至中日
戰爭後，台灣人才有機會考上少年飛行兵。少年飛行兵的招募工作主要還是藉由
軍方、庄街役場與學校這三個單位的相互配合來進行。其中影響學生報考少年飛
行兵試驗的最主要力量，還是在於學校教育上的影響力。加上自 1936 年以後，
總督府與相關民間航空團體在台灣各地所舉辦的各項「航空教育」等活動，使得
台灣在少年飛行兵的報考人數逐年增多。在經過一連串激烈的考試競爭後，取得
「陸軍生徒」階級的少年飛行兵，除了要在「航空基本學校」進行一年的基本軍
事訓練，畢業後還要依其「適性試驗」的結果，分發到以操縱、通信、整備為主
的「航空上級學校」進行一至二年的專業科目訓練，且還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實習，
才能晉陞「一線一星」的下士官「伍長」
，成為陸軍航空兵的基本骨幹。而這一
連串長時間紮實的「少年飛行兵」養成制度，除了說明日本軍方對航空軍力的重
視外，也證明了日本在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初期在軍事上的優勢。
但自 1943 年以後，因軍方戰略與戰術上的種種失誤，加上日本國內各方面資
源的匱乏，使得日本在太平洋地區戰事逐漸由勝轉敗，中國方面的戰事也陷入膠
著。在戰事吃緊、兵源短絀的情況下，使得「少年飛行兵」招募的人數在 1943
年達到高峰（6430 人），而固有的基本養成時間也逐漸縮短，甚至在戰爭末期有
些少年飛行兵僅訓練數個月，學會起飛與俯衝等簡單的飛行技巧後，便匆匆投入
戰場，成為為「國」犧牲的靖國英靈。台灣方面，也因 1943 年後的戰事吃緊，
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加緊向其所屬之殖民地徵求更多物資與兵源。在這種情況之
下，扮演國家附庸的媒體則了肩負起塑造一種戰時「氛圍」與「創造傳奇故事」
的工作；它們塑造各種假象，如「勝利的戰果」與「英雄人物」等，目的就是為
了動員殖民地的一切人力與資源來投入戰場。而由張彩鑑與劉志宏兩個簡單的實
例就中，我們就不難看出到總督府是如何利用報紙媒體來將少年飛行兵塑造成
「軍國英雄」的形象，並利用其「形象」所帶來的社會氛圍，將整個台灣帶入整
體的戰爭之中。若單就劉志宏的例子來看，因為受到學校教育的影響，不論是在
學校教材與相關的活動，加上老師的刺激，使得原本只有「飛行夢」的少年，放
棄了父親的期望轉而報考「少年飛行兵」
，並開始試圖實現自己的夢想。但是，
隨著戰事的漸趨緊張與殘酷現實，原本內心期望成為一位翱翔天際的「荒鷲」變
成隱藏在「体当たり精神」（身先士卒精神）與「全軍特攻」等戰爭表象下的無
奈「神鷲」，而這種因戰事轉變而產生的落差，恐怕也是他們當初在決定報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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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飛行兵」試驗時所始料未及的。
「少年飛行兵」在整個台灣人的戰爭經驗來說，
特別是在參與太平洋戰爭的經驗上，所佔比例雖然不多，但也因為他們的「特殊
性」－－不論是在身份上或經驗上，都能提供我們在檢視及重建台灣人戰時經驗
時，另一個思考的面象。所以，雖然只是少數的存在，但也是整個台灣人戰爭經
驗的其中一個部份。
總體來說，透過上述三點的觀察，則可以看到近代航空科技引進台灣的原因
與性質，並透過殖民政策的需要而快速進展的過程。而進入昭和時期以後，台灣
的航空發展則不再只是滿足地方殖民政府的內部需求，而是伴隨母國的對外擴張
與戰爭，不論是軍事或是民用航空運輸設施方面，都朝向更寬廣的區域發展，並
且逐漸將本身建構成該區域的中心位置。另外，檢視台灣航空教育的發展過程，
以及其與戰時軍事動員的關係，除可看到航空科技對於台灣社會的影響外，也可
看到近代台灣民眾從認識科學，到認同「國家」
，再到付出實際行動保家「衛國」
的歷史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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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附件一 日治時期台灣航空大事年表（1906─1945）
時

間

1906.03.22

1910.08.25

事

項

備

註

日本官憲對桃園廳咸菜硼支廳管內馬武督溪一帶原住民

目前發現台灣最早使

施放內置爆竹之氣球數個

用航空器之記錄

蕃務本署囑託兼國語學校教授和田彰於新竹廳內橫屏山

─

施放自行研發新型氣球炸彈
1911.05.19

「第一回蕃人內地觀光」舉辦時，泰雅族兩名頭目於日

目前發現台灣人最早

本所澤陸軍飛行場乘坐「山田式飛行船」

搭乘航空器之記錄

1912.07（？） 海軍航空隊來台進行「山林調查」飛行

目前發現台灣最早飛
機飛行記錄

1914.03.21

日本民間飛行士野島銀藏於台北進行公開飛行表演

台灣首次公開飛行

1915.03.25

日本民間飛行士高左右隆之來台進行飛行表演

1916.06.30

美國知名飛行家史密斯來台進行飛行表演

1917.07.26

日本陸軍航空隊來台進行「耐熱飛行」訓練

1919.01.01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航空班成立

1919.10.17

台灣首位飛行士謝文達返台進行鄉土飛行

1920.10.03

航空班駕駛遠藤市郎駕機墜毀於台中雪坑山溪一帶

1920.11.21

屏東飛行場完工啟用

1921.05.08

海軍航空隊實施九州佐世保基隆間飛行試驗

1922.11.15

航空班五十嵐金一郎與永田重治駕機飛越玉山主峰

1923.08.22

航空班實施台北屏東間郵便飛行

1927.05.09

陸軍飛行第八聯隊移駐屏東

─

1930.05.06

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臨時航空調查掛」成立

─

1930.10.27

屏東陸軍飛行第八聯隊支援平定霧社事件

─

1931.10.04

「內台間郵便試驗飛行」實施

─
台灣首次夜間飛行
─
台灣第一個航空機構
─
首位航空事故死亡者
台灣首座機場
首次「內台飛行」試驗
─
台灣首次郵便飛行

10 月 6 日於台北舉行
台灣首次遊覽飛行

1932.12.01

臨時航空調查掛改為「航空係」

─

1932.07.10

台灣民眾捐獻給陸軍第一架飛機「台灣號」

1934.07.25

「內台間準備飛行」實施

1934.11.03

台籍飛行士楊清溪進行鄉土飛行時，於台北失事墜機

編號為愛國第 25 號
─
首位航空事故死亡之
台灣人

1934.10.12

台灣國防義會航空部成立

台灣第一個民間航空
機構

1934.04.29

台北高等商業學校航空研究會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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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學生航空團體

1935.10.01

「內台定期郵便飛行」開始

─

1935.11.19

「福建親善飛行」實施

─

1936.01.02

「內台定期航空」開始

福岡台北間

1936.03.30

台北飛行場完工啟用

1936.08.01

「島內定期航空」開始

1936.12.06

航空係升格為「航空課」

─

1937.06.27

「台南馬公間定期航空」開始

─

1937.07.01

「島內循環航空」開始

─

1937.08.08

海軍鹿屋航空隊自松山起飛對華中各地進行「渡洋爆擊」

1938.01.01

台南州國防義會航空團成立

─

1938.02.23

蘇聯自願航空隊自漢口及南昌起飛轟炸台北松山

─

1938.03.19

新竹州竹南郡頭份庄少年張彩鑑（松岡鑑三）錄取少年

─
分東西兩幹線

為時約 4 個月

首位台籍「帝國軍人」

航空兵第 6 期
1939.04.15

「台北廣東間定期航空」開始

─

1940.07.15

「日泰定期航空」開始

─

1940.08.06

新設淡水水上飛行場

唯一民用水上機場

1940.09.28

第一回「航空日」開始

往後改為 9 月 20 日

1940.11.25

內南洋區域之「海洋循環航線」試驗機綾波號抵達淡水

─

1941.01.15

「海軍第十一航空艦隊」編成，司令部設於高雄

─

1941.08.18

財團法人台灣航空協會成立

─

1941.12.12

民用航線停止，全數轉為「軍用定期航線」

─

1943.11.25

中國空軍與美國「飛虎隊」轟炸新竹海軍航空基地

─

1944.10.12

日、美航空部隊於台灣東部外海爆發「台灣沖航空戰」
，

─

並開始大規模轟炸台灣各地
1944.10.25

由台北飛行場起飛的一架客機失事撞上台灣神社

1944.12.14

首位台籍特攻隊員劉志宏（泉川正宏）出特攻任務於菲

─
少年飛行兵第 11 期

律賓殉難
1945.03.23

美國開始攻擊沖繩及鄰近海域

─

資料來源：1.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台北：台灣國防義會航空部，1939 年）。
2.鍾堅，《台灣航空決戰》（台北：麥田出版，1996 年），頁 319─368。
3.台灣總督府臨時情報部，
〈台灣航空の概況〉
，
《部報》58 號，1939 年 4 月，頁 12─
14。
註：本表除參考上述資料外，部分整理自本論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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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940 年代台灣主要陸海軍機場簡圖

資料來源：劉鳳翰，《日軍在台灣》（台北：國史館，1997 年），頁 226。
註：1.上圖所標示之「福樓」應修正為「福興」；
「新祉」應修正為「新社」。
2.本圖所示陸海軍機場不含 1939 年納入台灣總督府管轄之「新南群島」內各機場（東沙、
南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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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警察航空班歷年蕃地飛行表（1920－1927）

時間 / 出發地
1920.05.16

機 型 / 編 號
中島式（？）

性 質 / 理 由
偵察飛行

（台北）

飛

行 路

線

蕃人反映 / 成效

臺北→東勢角→

◎理蕃課渡邊警

大安溪→小雪山

部由埋伏坪方面

→雪坑山駐在所

入山觀察蕃人動

→新竹廳管內二

靜（成效確認）

本松至北坑溪→

→マビルハ社感

マビルハ駐在所

想：恐怖

1920.10.03

中島式（22）

討伐飛行

（22、41、42）

◎ロ－ブゴ－、

（第一回蕃地飛

中島式（41）

◎9 月東勢方面

東勢→牛欄坑、

ブヨン社兩社避

行 / 鹿港）

中島式（42）

サラマオ蕃反抗

埋伏坪→雪山坑

難地及附近開墾

事件突發

→溯大甲溪上游

地確認

中一支流→ロ－
ブゴ－社及ブヨ
ン社蕃人避難地
實施爆擊
1920.100.4

中島式（22）

爆擊飛行

（22）雪山坑溪

（鹿港）

中島式（41）

右岸各地爆擊、

中島式（42）

マビルハ社威嚇
飛行
（41）預定於雪
山坑溪左岸各所
爆擊及マビルハ
社威嚇飛行，但
在雪山坑溪上空
投下第二顆爆彈
時墜機
（42）預定於雪
山坑溪各所霰彈
投下、シウヤキ
レウ溪威嚇，但
行經彰化附近時
因機械故障而返
航

1920.10.06

中島式（22）

爆擊飛行

（22、42）鹿港

◎飛行偵查結果

（鹿港）

中島式（42）

◎41 號機駕駛遠

著陸場→雪山坑

確認：牛欄坑溪

藤市郎墜機後遭

溪方面威嚇、マ

上游蕃屋及大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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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人「獵頭」

ビルハ社蕃避難

桶一帶耕作地

地爆擊與霰彈投
下
1920.10.07

中島式（22）

（鹿港）

中島式（42）

爆擊飛行

（22）大湖桶上
空爆彈投下一個
→觀音山至マビ
ルハ社上空爆彈
投下三個
（42）觀音山、
ジンムイ山上空
投下霰彈

1920.10.09

中島式（22）

（鹿港）

中島式（42）

爆擊飛行

（22、42）マビ
ルハ社避難地及
ロ－ブゴ－社避
難地上空爆彈投
下（ロ－ブゴ－
社 2 發、南坑溪
上游 1 發、マビ
ルハ社 1 發、雪
坑山溪第 41 號機
遭難地 1 發）

1920.10.10

中島式（22）

（鹿港）

中島式（42）

爆擊飛行

（22、42）大湖

◎總務長官下村

桶マビルハ社實

宏等人一行前往

施爆擊

牛欄坑溪駐在所
觀察爆擊飛行之
狀況
◎東勢蕃歸順、
遠藤市郎首級歸
還
◎蕃社內謠傳獵
取乘坐大鳥之神
首級（遠藤市郎）
的兩蕃人因莫名
因素而發狂

1921.1 月中旬

中島式（？）

偵察飛行

（屏東）

隘寮溪、同南溪
→チヤボカン社
→コチヤボカン
社→ラツクス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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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人銃器提出

上游至マンタウ
ラン社上空
1921.06.03

中島式（42）

爆擊飛行

（鹿港）

東勢牛稠坑→遠

◎原定另一機至

藤警戒所、天狗

雪山坑溪及マビ

鼻→雪坑山溪右

ルハ溪一帶實施

岸陵線爆彈 1 發

爆彈投下，但因

→マビルハ溪左

居住在雪山坑溪

岸爆彈 2 發、右

一帶的ブヨン社

岸 1 發→天狗鼻

線外脫出蕃歸

上空因發動機不

順，威嚇飛行乃

順返航→鹿港著

停止

陸場迫降
1921.06.06

中島式（68）

爆擊飛行

（鹿港）

東勢、牛稠坑久

◎雪坑山溪溪谷

保山→マビルハ

內蕃屋 23 棟發現

上空至天狗鼻方
面爆彈投下→二
本松上空至マナ
バン社上空→ト
－ラン
1922.08.22－

モ式（？）

09.01

中島式（？）

蕃地飛行

六龜方面蕃地警
備線上飛行

（屏東）
1922.11.09

サ式（523）

（屏東）

サ式（524）

威嚇飛行

（523）屏東→沿

◎內本鹿社多處

六龜警備線至ガ

未踏明地確認

ニ上空→右折至
關山南方經內本
鹿至台東街→內
本鹿社及マンタ
ウラン社
（524）沿荖濃溪
北上→南面山至
關山北方→沿中
央山脈東側南下
→經內本鹿社→
マンタウラン社
1922.11.10

中島式（119）

威嚇飛行

（屏東）

起飛後 800 米因
機件故障迫降於
距屏東飛行場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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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20 米之甘蔗田
1922.11.11

サ式（523）

（屏東）

サ式（524）

威嚇飛行

（523、524）沿
六龜警備線東方
→ラツクス溪→
關山西方

1922.11.14

サ式（524）

蕃地飛行

（屏東）

關山至南面山方
面之蕃地

T.11.11.15

サ式（523）

蕃地飛行

（523、524）六

◎創下飛機橫越

（屏東）

サ式（524）

◎飛越新高山主

龜方面警備線外

新高山新之記錄

峰

多處迴旋飛行→

◎サ式飛行機性

北進越新高山主

能之確認

峰→至八通關上

◎中央山脈橫斷

空歸航→再越新

飛行證明

高山主峰→六龜

◎アリマンシケ

方面警備戒外

ン大頭目發出豪
語：
「飛機來的話
我一發鐵砲就可
將其射落」

1922.11.16

サ式（523）

（屏東）

サ式（524）

蕃地飛行

（523）濁口溪方
面→關山→マガ
社附近
（524）六龜警備
線外→溯ラツク
ス溪→南雙頭山
迴旋→新高山通
過→八通關及大
水窟間迴旋→關
山→新武路溪上
游至小關山、左
見卑南主山→內
本鹿社上空低空
飛行

1922.11.17

サ式（523）

（屏東）

サ式（524）

蕃地飛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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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524）鳳

◎以往六龜線外

山→六龜線外→

及台東廳下內本

新高山山頂→大

鹿社、磐據在新

水窟附近歸航→

武路溪流域各蕃

經新武路溪上游

社、花蓮港廳奧

→內本鹿社上空

蕃、大水窟方面

進行數回 50 米低

各蕃社總以其居

空迴旋飛行

於天險之地而有
恃無恐；今回飛
行讓蕃人產生極
度恐懼與不安

1923.05.11
（台東）

サ式（5）

威嚇飛行

（523）新武路

サ式（523）

◎臺東、花蓮港

溪、內本鹿方面

廳下大部份高砂

一帶蕃地飛行

族尚不知飛機的

（5）大武山方面

存在，此次之飛

一帶蕃地飛行

行旨在親眼讓他
們感受飛機之威
力
◎蕃地地形偵查
資料之搜集
1923.05.12

サ式（5）

偵察飛行

（台東）

海岸山脈一帶至
コワリツ
能高、奇萊、バ

◎奇萊主山積雪

（花蓮港廳カレ

トラン方面一帶

報告

ワン臨時著陸

之蕃地飛行

1923.05.15

サ式（5）

蕃地飛行

場）
1923.05.16

サ式（5）

（花蓮港廳カレ
ワン臨時著陸
場）

サ式（523）

長時間威嚇飛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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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玉里及タ－
フン、大水窟方
面飛行→中央山
脈→經バトラ
ン、內タロコ→
濁水溪→通過溪
頭蕃地→台北州
羅東街上空→蘇
澳方面至南澳蕃
地（總飛行時間
共三小時）
（523）海岸山脈
→大港口

◎破除玉里支廳
下蕃人認為飛機
架駛為清國人之
說
◎臺東廳下蕃人
對飛行員產生極
高之敬畏
◎此次飛行對台
東廳下新武路溪
流域蕃人影響最
大
◎泰雅族某人之
感想：以前只在
「映畫」上看過
飛機，但一直報
著半信半疑的態
度；坐飛機的都
是警察，警察都
是偉人，飛機是
神物；爆彈非常
恐怖；飛機如果
用於搬運一定非
常便利

1923.08.12
（台北練兵場）

サ式（523）

1923.08.13
（台北練兵場）

サ式（523）

1923.08.14
（台北練兵場）

サ式（5）

1923.08.15
（台北練兵場）

サ式（523）

サ式（524）

偵查及威嚇飛行
◎臺中州能高郡
以北之各州管內
蕃情險惡、蕃地
警備配置不足
◎防範對蕃人銃
器收押時之反抗
氣勢

蕃地飛行

サ式（524）
威嚇飛行

サ式（524）

威嚇飛行

サ式（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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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次高山方
向前進→カオガ
ン、キナジ－蕃
社→越大霸尖山
→桃山、南湖大
山、中央尖山橫
切→次高山橫越
→シヤカロ蕃社
上空→アリコワ
ン、カオガン蕃
社上空迴旋 40 次
（524）溯淡水河
→右見大溪→角
板山→カオガ
ン、アリコワン
蕃社上空迴旋
（523、524）角
板山→カオガン
社→ララ山
（523）目標朝李 ◎蕃屋 4 戶以及
棟山前進→アリ 約 14 至 15 甲之
コワン威嚇→シ 耕作地確認
ヤカロ上空迴旋
數次→機件故障
返航
（5）シヤカロ上
空→テントン附
近迴旋數次→沿
警戒線之避難地
入台中州二本
松、ロ－ブゴ－、
埋伏坪→八仙山
上空→通過遠藤
警戒所→再至避
難地上空迴旋數
次
（524）タコナン
上空發動機故障
返航
（523）插天山北
方溯大嵙崁溪→
至アリコワン右
折→桃山東嶺→
ビヤナン鞍部→
大甲溪上游之サ
ラマオ蕃地及ラ
マオ避難蕃地一
帶→遠藤、雪山
坑、埋伏坪各分
遣所上空→南進
至東勢庄返航→
象鼻、東洗水山、
鹿場大山、油羅

1923.08.16
（台北練兵場）

サ式（523）

長時間威嚇飛行

1923.08..20
（宜蘭）

サ式（523）

高等飛行

1923.08..21
（宜蘭）

サ式（523）

威嚇飛行
◎應台北州及新
竹州之請至ロン
ピヤ及附近蕃社
進行威嚇飛行，
望能對此區域在
銃器收押政策上
產生效果

1923.09.25－26
（屏東）

サ式（523）

サ式（524）

サ式（524）

爆擊飛行
◎高雄州屏東郡
六龜警備線外之
高砂族對飛機之
威力產生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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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右見李棟山
→台北
朝台中州下出發
→次高山、桃山
→サラマオ→ハ
ツク大山→霧
社、日月潭、埔
里→東勢郡→鹿
場大山→沿警備
線歸航（總飛行
時間共三小時六
分）
台北州蕃地寒溪
及羅東、宜蘭一
帶
（523）溯新店溪
→松羅溪上空進
行 5 次迴旋→員
山、ボンボン、
ロンピヤ社上空
（524）朝ロンピ
ヤ及附近蕃社與
新竹州カオガン
蕃地出發→原訂
前往ロンピヤ
社，因天後因素
改至カオガン社
（523、524）ラ
ツクス方面至ラ
ツクス溪與荖濃
溪之合流點附近
開始→關山溪左
岸蕃屋（2 日 2
機共 24 發爆彈投
下）

◎爆擊飛行一帶
蕃人疑念掃除
◎玉里支廳タ－
フン社勢力者ビ
オンブクン在マ
ホ社附近的開墾
地體驗到飛機及
爆彈的恐怖威力
◎原トミヨ社サ
クラクラン方舉
行粟祭招待，ア
リマンシケン之
一族也來赴宴；
此時飛機在出現
並進行爆彈投
下，眾人恐懼而
倉皇歸社
◎覺得日本人是
神，並且認為自
從他們殺害日本
人後，米粟多空
穗之因乃日本人
之亡靈作祟；今
後應不得再「獵
頭」

1924.05.10
（台東）

サ式（608）

1924.05.11
（台東）

サ式（608）

威嚇飛行
◎去年對台東、
花蓮港廳下之高
砂族進行威嚇飛
行雖成效良好，
但蕃人腦海中對
飛機之恐怖印象
已有漸弱之傾
向；所以乃藉此
次威嚇飛行的再
實施能夠收到預
期的效果
蕃地飛行

1924.5.12
（台東）

サ式（608）

蕃地飛行

1924.5.13
（台東）

サ式（608）

サ式（609）

サ式（609）

爆擊飛行

サ式（609）

（608、609）對
新武路溪上游之
蕃地及內本鹿蕃
社上空進行威嚇
飛行

內本鹿、新武路
溪上游
（608）內本鹿、
サクサク等蕃地
飛行
（609）大武支廳
下一帶蕃地飛行
（608）新港支廳
下一帶上空飛行
（609）新武路溪
上游→ハビ社附
近之耕作地爆彈
4 發投下

◎使往年以掠奪
為習的里壠支廳
下「ハビ社」之
「兇蕃マキレ」
心生恐懼，並將
所持有之銃器四
挺提出二挺及豬
隻一頭，以表誠
意
◎「未歸順蕃カ
イモス社」頭目
之態度也漸有化
歸順之意

1924.05.23
（花蓮港廳）

サ式（608）

1924.05.26
（花蓮港廳）

サ式（608）

1924.10.21
（屏東）

サ式（141）

蕃地飛行

サ式（609）
威嚇飛行

サ式（609）

サ式（608）

威嚇飛行
◎因對官憲所提
出之歸順條件產
生猶豫遲疑，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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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609）內
タロコ及バトラ
ン方面蕃地飛行
（608）瑞穗→溯
タビラ溪→タ－
フン社上空迴旋
→ラクラク溪→
玉里
（609）玉里庄→
シンカン山南面
右轉→タ－フン
社上空迴旋→ラ
クラク溪→ 大
庄
（141、608）屏
東→越中央山脈
→新武路溪上游
之ハビ社投下 6

◎ハジ蕃歸順
（豬一頭及銃器
一挺提出）

再次對ハビ社進
行威嚇飛行及爆
彈投下
威嚇飛行

枚爆彈

威嚇飛行
◎屏東郡下蕃地
威嚇實施
威嚇飛行

（141、608）コ
ツアボガン社附
近爆彈 3 枚投下
（609）大津分遣
所→トナ社爆彈
4 發投下→返航
至屏東→南隘寮
溪岸各蕃社之地
形觀察→北隘寮
溪タマラカオ方
面至カウ社方面
偵察
（141）バリサン
社爆彈全數投下
（608）マンタウ
ラン社爆彈 4 發
投下→北進至バ
リサン社上空迴
旋
（609）溯木瓜溪
→バトラン中心
數次迴旋→內タ
ロコ上空→タウ
サイ溪→新城
（104）新城→ブ
セガン上空因發
動機運轉問題返
航
（609）向玉里蕃
地出發→沿八通
關道路線上飛行
（609）「中仙道
筋」南下→馬太
鞍上空→玉里南
側→ラクラク溪
→タ－フン迴旋
（地形偵察）
（140）カレワン
→至台北州境一
帶→內タロコ→
南下越過能高→
バトラン社上空
（609）沿タツキ
リ溪→三角推山

1924.10.24
（屏東）

サ式（141）

1924.11.15
（屏東）

サ式（141）

1924.11.16
（屏東）

サ式（141）
サ式（608）
サ式（609）

1925.05.02
（花蓮港廳）

サ式（609）
サ式（140）

1925.05.03
（花蓮港廳）

サ式（609）

1925.05.05
（花蓮港廳）

サ式（609）

偵查飛行

1925.05.06
（花蓮港廳）

サ式（140）
サ式（609）

蕃地飛行

サ式（608）

サ式（608）

威嚇飛行
◎花蓮港廳下及
台北州下一部之
蕃地威嚇飛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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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08）由
屏東出發，至蕃
地上空時因天候
因素降落台東著
陸場

◎ハビ社的マキ
レ提供 2 頭豬以
表謝罪之意
◎リト社、大崙
社前往新武路駐
在所表歸順之意

◎此次對各蕃社
所進行的爆擊行
動讓コツアボガ
ン社及マンタウ
ラン社感受到極
大震撼
◎南蕃各社因相
互仇敵之因，在
防衛上多以集團
方式居住，此點
對蕃地爆擊來說
反而容易產生強
大的破壞力

1925.05.12
（宜蘭）

サ式（609）
サ式（140）

蕃地飛行

1925.05.13
（宜蘭）

サ式（609）
サ式（140）

蕃地飛行

1925.06.29
（屏東）

サ式（609）
サ式（140）

威嚇飛行
◎對コチヤボガ
ン社進行再次威
嚇

1925.06.30
（屏東）

サ式（609）
サ式（140）

威嚇飛行

1925.07.01
（屏東）

サ式（609）

威嚇飛行
◎コチヤボガン
社態度改變；一
早，其頭目及勢
力者 14 名至マヌ
ル駐在所表謝罪
之意；雖然如此
威嚇飛行也有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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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タロコ→バ
トラン社
（609）宜蘭原野
→至蘇澳南進→
大南澳溪南岸→
ブタ－→シキク
ン上空→濁水溪
（140）溯濁水溪
左岸→松羅、圓
山、ボンボン各
社上空迴旋→シ
キクン→ピヤナ
ン→ピヤナン鞍
部的警戒所→沿
濁水溪右岸經三
星
（140）沿鐵道線
路至蘇澳→東澳
嶺→奧澳迴旋→
南下至州境的大
濁水溪→南澳蕃
社集團上空飛行
（山櫻、旭、大
和等各蕃社）ブ
タ－社→經寒溪
歸航
（609）烏來社上
空附近蕃社→台
北街→台灣神社
上空參拜
（609）コチヤボ
ガン社上空數十
次迴旋
（140）沿隘寮溪
入蕃社→サンテ
イモン社上空發
動機迴轉不順返
航
（609）コチヤボ
ガン社上空低空
迴旋數次
（140）コチヤボ
ガン社上空迴旋
數次→マヌル社
上空
（609）コチヤボ
ガン社上空迴旋
數次→マヌル社
上空迴旋數次

◎此次飛行效果
呈現良好，最兇
暴的コチヤボガ
ン社也因為害怕
而出來歸降

◎コチヤボガン
社因恐懼爆彈威
力，收拾家當前
往蕃社後方山中
避難
◎午後頭目及勢
力者為表誠意提
出現金 16 圓及蕃

續的必要

1925.09.17
（屏東）

サ式（609）
サ式（140）

威嚇飛行
◎新望嶺事件
◎バリサン、ラ
ツクス兩社威嚇
飛行

1925.09.18
（屏東）

サ式（609）
サ式（610）

威嚇飛行

1925.09.21
（屏東）

サ式（609）
サ式（610）

威嚇飛行

1925.09.24
（屏東）

サ式（610）
サ式（140）

威嚇飛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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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27 枚
◎7 月 13 日コチ
ヤボガン社勢力
者イタフ外 4 名
至トクブン駐在
所說明マヌル社
蕃人殺害事件為
其社蕃丁カスプ
ランカン外一名
所為，並提出今
後頭目及勢力者
必需充分取締行
兇者之誓
（609）マンタウ
ラン上空飛行一
周→バリサン社
迴旋數回左折至
ラツクス→新高
山頂上迴旋一周
（140）由濁口溪
入蕃地時因發動
機故障而返航
（609）沿濁口溪
左岸至マンタウ
ラン上空飛行一
周→バリサン社
→ラツクス社→
關山→新高山
（610）溯荖濃溪
至ラツクス社上
空迴旋→經バリ
サン、マンタウ
ラン兩地返航
（609）マンタウ
ラン、バリサン、
ラツクス各社上
空飛行→溯荖濃
溪至新高山南麓
アリマンシケン
之逃竄地迴旋數
次→經バリサン
至六龜
（610）沿荖濃溪
至ラツクス社上
空迴旋後至バリ
サン社低空威嚇
飛行→經マンタ
ウラン社返航
（140）濁口溪左
岸→バリサン、
經ガニ至ラツク
ス迴旋→北進至
關山→原路返航

1926.01.19
（屏東）

サ式（611）

1926.01.20
（屏東）

サ式（611）
サ式（140）

威嚇飛行

1926.01.21
（屏東）

サ式（611）
サ式（140）

威嚇飛行

モ式（501）

威嚇飛行
◎屏東郡蕃地最
內部方面前年秋
季以來，陸續有
來自各地遁避的
不良蕃人前往，
且有集團化的傾
向，附近各社的
高砂族也因為受
其煽動而有動搖
之勢
◎自 1 月 19 日開
始連續三日對ア
リマンシケン之
居住地爆彈投下
外，也對マンタ
ウラン、バリサ
ン、下パイワン
各社威嚇飛行

サ式（501）

1926.02.15
（鹿港）

サ式（501）
サ式（611）

威嚇飛行
◎以台中州鹿港
為根據地實施威
嚇飛行；2 月 15
日 501 號及 611
號由屏東出發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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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與 140 號
機同路達ラツク
ス
（611、501）バ
リサン線外方面
→ラツクス奧蕃
附近→新高山一
周返航→ラクイ
ン溪岸アリマン
シケン居住地兩
機個四發爆彈投
下→ラツクス至
上寶來警戒所→
バリサン社→マ
ンタウラン、ト
ナ兩社上空低空
飛行

（611、140）經
バリサン→對ア
リマンシケン居
住地投下四枚爆
彈及低空迴旋飛
行
（140）コチヤボ
ガン社附近一帶
蕃社飛行
（611）アリマン
シケン居住地投
下四枚爆彈後返
航
（501）ウハノシ
ン山東方迂迴→
アリマンシケン
居住地上空數回
迴旋威嚇→經由
ラツクス、ガニ、
バリサン、トナ
各社返航

◎屏東郡ピハユ
ウ蕃社的タハイ
ラン外數名至ラ
ツクス分遣所對
此次威嚇飛行的
感想：
「自己的蕃
社現在正處於農
忙時期，飛機待
在這邊飛來飛去
使得我們無法工
作，這一次的飛
行對タマホ社的
ラホアレ進行爆
彈投下」
◎此次飛行結
果，台東廳下兇
蕃ラマタセンセ
ン歸順

鹿港根據地
◎611 號（千枝四
郎）於 15 日台中
訪問飛行時墜機
身亡，蕃地威嚇
飛行延期
威嚇飛行
◎サラマオ蕃避
難之避難地威嚇
飛行

1926.02.25
（鹿港）

サ式（501）

1926.02.28
（鹿港）

サ式（501）

蕃地飛行

1926.09.17
（台北）

サ式（501）

蕃地飛行

サ式（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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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沿大甲溪
流域進入蕃地→
サラマオ避難蕃
上空二次迴旋→
シカセウ蕃社上
空迴旋→大雪山
及ハツタ大山→
出八仙山北方至
北斗
二水→經竹山、
鹿谷→經ナマカ
バ、タマホ、マ
シサルン等地至
イバホ上空數次
迴旋→シシホ
ア、タクトラン
→丹大、カネト
ワン→バクラ
ス、社兒、集集、
大山、中寮→至
草屯經彰化歸著
→歸著後約一小
時燃料補給後再
次蕃地飛行→豐
原至東勢→通過
埋伏坪→經新竹
州マビルハサ上
空→大溪蕃界→
竹南至海岸線返
航
（523）文山郡新
店至烏來的上空
因發動機故障返
航→約 20 分後再
度離陸→文山郡
蕃地ラハウ上空
→出宜蘭平原上
空經ルモフン→
シキクン→出寒
溪經蘇澳、羅東、
宜蘭返航
（501）因僚機故
障同時返航→約
30 分後再度離陸
→至松羅沿濁水
溪迴旋→ビヤナ

◎各蕃地低空飛
行使得高砂族心
驚膽寒；警戒所
的職員卻高興地
拿著旗子揮舞向
飛機打信號
◎此次飛行確認
了暫時不明之地
及サラマオ避難
蕃之所在地

1926.09.18
（台北）

サ式（523）

1926.09.19
（台北）

サ式（523）

蕃地飛行

サ式（501）

蕃地飛行

サ式（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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ン鞍部→南澳蕃
社→經蘇澳、羅
東返航
（523）角板山上
空一迴旋→溯淡
水河掠插天山出
ビヤナン鞍部→
サラマオ、シカ
セウ兩蕃社上空
迴旋→至北港溪
上游守城大山之
北方迂迴至埔里
街→日月潭上空
北進→再過埔里
街西方上空→達
八仙山右岸溯大
甲溪→大雪山麓
サラマオ未歸順
蕃社上空迴旋數
次→東勢庄北轉
→右見鹿場大山
嶺右折→シヤカ
ロ蕃上空、キナ
ジ－山迂迴→出
淡水河上游經李
棟山、角板山
（501）與僚機
523 號至角板山
→過插天山越タ
マン山→ビヤナ
ン鞍部、サラマ
オ蕃社→經北東
眼山→轉至埔里
街上西方→東勢
庄→大湖庄、竹
東庄、大溪街
（523）出宜蘭街
上空沿濁水溪上
空至タボ－的上
空→南澳蕃社上
空低空迴旋數次
→濁水溪上游→
飛越ビヤナン鞍
部經サラマオ蕃
社→大甲溪→出
サラマオ未歸順
蕃社掠東卯山北
嶺出大安溪中游
→大湖庄、西見
竹東庄一直線北
進歸著
（501）與 523 號
同路徑

1926.09.20
（台北）

サ式（523）

1926.09.21
（台北）

サ式（501）

蕃地飛行

サ式（501）

蕃地飛行

（523、501）新
店至リモガン→
バロン山→ガオ
ガン、アリコワ
ン、キナジ－→
サカヤチン上空
迴旋飛行（此處
兩機分飛）
（523）バスコラ
ワン、カラパイ、
馬武督經大溪歸
北
（501）サカヤチ
ン→新竹郡大湖
→シヤカロ、北
勢、象鼻→二本
松、高能峠的分
水嶺→竹東郡下
→シ－ガオ、馬
武督、八結、角
板山歸著
三星→濁水溪上
游→シキクン→
南澳、東澳、蘇
澳、羅東、ソモ
ガン
（526、656）花
蓮港街→沿海岸
山脈至台東廳境
迂迴→玉里→至
林田村東方的ピ
カレン溪時發動
機故障墜機

◎因五月東部一
帶氣候多雨，使
得台東、花蓮港
兩廳及台北州下
蕃地無法順利按
照計劃進行
◎5 月 16 日台東
花蓮港間飛行；6
月 1 日花蓮港宜
蘭間飛行；6 月
16 日宜蘭屏東間
空中輸送兼運航
空郵件，此為航
空班飛行的一新
記錄（環島一周）
192710.22
◎因國防需要設置陸軍屏東飛行第八聯隊，同時廢除警察航空班編制
◎10 月 22 日於屏東公園內舉行惜別會
資料來源：1.《台灣日日新報》，1920 至 1927 年。
2.大竹文輔，
《台灣航空發達史》
（臺北：台灣國防義會航空部，1939 年）
，頁 66－192。
3.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一冊（台北：台灣總督府警務
局，1933 年），頁 289－352。
4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航空班，《班務概況》（高雄州屏東街，1927 年）。
5.台灣警察協會編，《台灣警察協會雜誌》
，1920 年至 1927 年。
6.野口昂，《蕃地飛行》（東京：新興亞社，1942 年）。
1927.05.17
（花蓮港）

サ式（526）
サ式（656）

蕃地飛行
◎東部海岸蕃地
飛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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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推薦認定：圖書目錄」中「航空教育」相關之圖書簡表
（1932－1943）

年度
1932 年

書名
飛行機と航空船

適用科目及程度
◎理科

備註
◎航空科學知識相關

◎小公學校中學年以上
＊子供のための

◎軍事

◎海軍飛機介紹、軍人生

軍艦の話

◎小公六學年以上、中學校及青年

活及國防涵養方面知識

＊我らの陸軍

◎軍事

◎陸軍歷史及現狀介紹

◎小公高學年及青年

◎陸軍兵器介紹
◎列國陸軍介紹

1933 年

＊われらの陸海

◎軍事

軍

◎小公六學年以上、中等學校及青年

＊飛行家物語：

◎歷史

空飛ぶ巨人

◎小公高學年及青年

少年空軍と空中

◎軍事

◎日本空軍為中心介紹

戰の話

◎小公高學年及青年

◎航空及防空知識普及

小學生の讀む航

◎軍事

◎飛行機的歷史、記錄、

空讀本

◎小公高學年

用途及軍用機介紹

＊少年航空讀本

◎軍事

◎附錄為少年航空兵之

◎小公高學年及青年

介紹

◎地理．紀行

◎1931 年法政大學航空

◎小公高學年、中學校及青年

研究會及日本學生航空

征空一萬三千粁

◎三軍種兵器介紹

◎世界知名飛行家介紹

聯盟訪歐飛行記錄
1935 年

われらの國防

青空に微笑む

1936 年

見えない飛行機

◎軍事

◎問答體方式介紹國防

◎小公高學年

與陸海空三軍種

◎童話．小說

◎三宅島出身之少年航

◎小公高學年以上青年

空冒險小說

◎童話．小說

◎飛機知識入門書

◎小公高學年
少年科學未來戰

＊空の王者

1937 年

飛行機

◎軍事

◎最新兵器、科學戰術的

◎小公高學年

介紹

◎軍事

◎航空智識的普及

◎小公高等科、中等學校及青年

◎少年航空兵志願案內

◎理科、數學

◎航空科學繪本

◎小公中學年
＊われ等の空軍

◎軍事

◎空軍現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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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異の科學

1938 年

少年航空讀本

◎小公中學年、中學校及青年

◎少年航空兵介紹

◎理科、數學

◎包含航空科技在內之

◎小公高等科、中等學校

未來科技介紹

◎理科、數學

◎飛機原理介紹

◎小公高學年
＊海の荒鷲奮戰

◎歷史、傳記

◎中日戰爭以來的空中

記

◎小公高學年以上、中等學校及青年

戰鬪事蹟介紹

南京城總攻擊

◎歷史、傳記

◎陸海空部隊南京城總

◎青年

攻擊之經過

◎童話．小說

◎講述柳井剛一由小學

◎小公高學年以上

到少年航空兵經歷事蹟

少年航空兵

◎卷末刊載少年航空兵
制度及入學方法介紹
1939 年

浮ぶ飛行島

◎童話．小說

◎航空母艦之介紹

◎小公高學年
陸の若鷲

◎軍事

◎陸軍少年航空兵介紹

◎小公高學年以上、青年
無敵海の荒鷲

◎歷史、傳記

◎上海上空最初的空中

◎小公高學年以上、青年

戰至南京城戰役海軍航
空隊介紹

＊國の護り

1940 年

◎軍事

◎陸海空三軍之內容及

◎小公高學年以上、青年

精神介紹

＊少年航空兵の

◎歷史、傳記

◎少年航空兵出身者的

手記

◎小公高等科、中等學校及青年

實戰手記

航空少年讀本

◎軍事

◎航空知識介紹

◎小公六學年以上、中等學校下學年
空の少年兵

1941 年

大空の凱歌

◎軍事

◎霞ケ浦海軍航空隊少

◎小公六學年以上、中等學校下學年

年航空兵訓練生活介紹

◎童話‧小說

◎陸軍爆擊隊實戰小說

◎國民學校初等科第五學年以上
＊海の若鷲

◎軍事

◎海軍少年航空兵介紹

◎國民學校初等科第六學年以上、中
等學校下學年
空中戰の科學

◎軍事

◎空中戰與飛機科學

◎國民學校初等科第五學年以上、中
等學校下學年
僕の兵器學

◎軍事

◎包含航空兵器之介紹

◎國民學校初等科第六學年以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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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學校下學年
1942 年

少年航空小說：

◎軍事

◎航空軍事文學

日本の翼

◎國民學校初等科第五、六學年

僕等の模型航空

◎理科

機

◎國民學校初等科第六學年以上

航空の驚異

◎理科

◎模型航空機製作介紹

◎航空知識介紹

◎國民學校初等科第五、六學年、高
等科、青年、中學校低學年用
航空の知識

◎理科

◎著者為陸軍航空技師

◎國民學校高等科、青年、中學校低

◎飛行理論、構造、特性

學年用

介紹

＊われ等の新兵

◎軍事

◎空軍新兵器介紹

器

◎國民學校高等科、青年、中學校低
學年用

少年よ大志を抱

◎理科

◎航空機發明歷史介

け

◎國民學校高等科、青年、中學校低

紹、理論、列國空軍之現

學年用

勢及戰記介紹
◎少年航空兵制度說明

模型工作航空機

◎理科

◎各種模型航空機之工

の發明

◎國民學校初等科第六學年以上中等

作指導

學校用
1943 年

九軍神の少年時

◎歷史傳記

◎珍珠港事件殉職之九

代

◎國民學校初等科第五、六學年

位海軍軍官之事蹟

＊軍神加藤少將

◎歷史傳記

◎緬甸戰線飛行 64 戰隊

◎國民學校初等科第五、六學年、高

隊長加藤建夫之事蹟

等科
少國民のための

◎軍事

◎空降部隊訓練之介紹

落下傘部隊

◎國民學校初等科第五學年以上

＊少年國民航空

◎理科

◎航空知識介紹

科學

◎國民學校初等科第五、六學年

◎少年飛行兵介紹

わが落下傘部隊

◎軍事

◎空降部隊之大東亞戰

◎國民學校初等科第五、六學年、高

記

等科、青年、中等低學年
＊勝ち拔く僕等

◎修身

◎航空思想海洋思想之

◎國民學校初等科第五、六學年、高

養成

等科、青年、中等低學年

◎海軍及航空之訓練及
精神介紹

空征く少年兵

◎童話．小說

◎三位少年飛行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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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と發現

◎高等科、青年、中等低學年

◎少年航空兵志願指南

◎理科

◎飛機介紹

◎國民學校初等科第六學年以上、青年
戰車部隊

◎軍事

◎內含「荒鷲猛擊」之戰

◎國民學校初等科第五、六學年、高

爭物語

等科、青年、中等低學年
＊空の軍神

◎歷史傳記

◎緬甸戰線飛行 64 戰隊

◎高等科以上、中等學校

隊長加藤建夫之事蹟

＊我等の航空母

◎軍事

◎航空母艦之介紹

艦

◎高等科、青年、中等低學年

＊無敵荒鷲魂

◎軍事

◎航空兵之介紹

◎高等科、青年、中等低學年
＊海軍の航空

◎軍事

◎航空隊介紹

◎高等科、青年、中等低學年

◎少年飛行兵出身者之
實際故事

＊空の中隊

◎軍事

◎飛行場見學、飛機同乘

◎國民學校初等科第三、四學年

之經驗介紹

資料來源：1.台灣教育會，
《推薦認定：圖書目錄》1932 年至 1933 年（台北：台灣教育會）。
2.台灣圖書館協會，《推薦認定：圖書目錄》1935 年至 1936 年（台北：台灣圖書館
協會）。
3.台灣總督府圖書館，《推薦認定：圖書目錄》1937 年至 1943 年（台北：台灣總督
府圖書館）。
註：1. 以上所整理之《推薦認定：圖書目錄》，目前缺佚 1934 年版。
2.（＊）表台灣教育會、台灣圖書館協會及台灣總督府圖書館「推薦」之必讀圖書；其他
代表「認定」之圖書為圖書館、青年文庫、兒童文庫中必須具備。

210

附件五

日治時期台灣獻納飛行機統計表（1920－1927）
陸軍「愛國」號
機型

獻納時間

獻納單位 / 獻納式地點

類別

25 台灣號

八八輕爆

1932.07.10

台灣全島民（屏東飛行場）

D

26 台灣號

八八輕爆

1932.07.10

台灣全島民（屏東飛行場）

D

101 精糖號

九三單輕爆

1934.03.10

台灣精糖會社（東京代々木

A

號碼 / 名稱

練兵場）
102 精糖號

九三單輕爆

1934.03.10

台灣精糖會社（東京代々木

A

練兵場）
103 精糖號

九三單輕爆

1934.03.10

台灣精糖會社（東京代々木

A

練兵場）
104 精糖號

九三單輕爆

1934.06.21

台灣精糖會社（台北）

A

105 精糖號

九三單輕爆

1934.06.21

台灣精糖會社（台北）

A

116 台灣學校號

九三單輕爆

1934.06.21

台灣學校職員學生（台北）

F

台灣國防義會航空部主催
119 台中青果號（バナナ

九三双輕爆

1934.08.18

號）

台中州青果同業組合

A

（東京羽田）

122 台灣保甲號

九三双輕爆

1935.11

台灣保甲壯丁團

D

123 台灣壯丁號

九三双輕爆

1935.11

台灣保甲壯丁團

D

254 台中號

九五式戰闘機

1939

台中州民有志時局懇談會

C

255 大甲號

戰闘機

1939

大甲郡下本島有志團体

C

274 北門號

九五式戰闘機

1939

台南州北門郡民風作興委員

C

會及北門郡役所
九七戰闘機

1939

608 愛婦台灣號

偵察機

609 愛婦台灣號

329 台南州職員報國會號

846 台中州米榖號

台南州職員報國會

E

1941.08

愛國婦人會台灣本部

B

戰鬪機

1941.08

愛國婦人會台灣本部

B

─

1942

台中州米榖移出或移入同業

A

組合
1121 竹南號

九九双輕爆

1942

新竹州竹南郡下居民

C

1145 新竹郡保甲號

九九双輕爆

1942

台灣新竹州新竹郡保甲

E

─

1943.05.29

台北信用組合外三百五十六

A

1318 台灣產業組合號

產業組合
1547 台北水利號
2536 台北州學校號
（1680－1685）

─

1943.08.31

台北州各郡水利組合

A

二式單戰

1943.12.08

台北州下學校職員生徒兒童

F

台南州保甲團

E

戰鬪機（六架） 1943.09.20

台南保甲號（一至六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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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2 台北實業一號

─

1943.12.14

台北實業組合

A

1733 台北實業二號

─

1943.12.14

台北實業組合

A

2051 台北專賣一號

─

1943.12.14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

A

2052 台北專賣二號

─

1943.12.14

台灣總督府專賣局

A

（編號不明）台北州學

─

1944

台北州下生徒、兒童、教職

F

徒號
2354 玉里號
（編號不明）羅東號
2689 日婦台南州支部號

員及教育關係之州市郡職員
戰鬪機

1944.01.24

玉里郡下居民

C

─

1944.04

羅東郡下居民

C

二式單戰

1944.07.23

大日本婦人會台南州支部

B

海軍「報國」號
號碼 / 名稱
45 第一製糖號

機型

獻納時間

獻納單位 / 獻納式地點

艦上戰闘機

1933.10.21

台灣製糖外十四製糖會社

類別
A

（東京遞信省飛行場）
46 第二製糖號

艦上戰闘機

1933.10.21

台灣製糖外十四製糖會社

A

（東京遞信省飛行場）
47 第三製糖號

艦上戰闘機

1933.10.21

台灣製糖外十四製糖會社

A

（東京遞信省飛行場）
51 第四製糖號

水上偵察機

1933.12.23

台灣製糖外十一製糖會社

A

（高雄港第九號碼頭）
52 第五製糖號

水上偵察機

1933.12.23

台灣製糖外十一製糖會社

A

（高雄港第九號碼頭）
145 台灣學校號

九六陸攻

1937

台灣全島公小學校

F

202 第一高雄號

九六陸攻

1938.05.09

高雄州民

C

203 第二高雄號

艦上攻撃機

1938.05.09

高雄州民

C

204 全台灣號

艦上攻撃機

1938.05.09

台灣島民

D

209 台灣礦業號

水上偵察機

1939

台灣礦業株式會社

A

220 台灣電力號

水上偵察機

1939

台灣電力株式會社

A

499 第一愛婦台灣號

艦上戰闘機

1941.09.20

愛婦台灣支部（福岡第一飛

B

行場「雁ノ巣」）
500 第二愛婦台灣號

艦上戰闘機

1941.09.20

愛婦台灣支部（福岡第一飛

B

行場「雁ノ巣」）
501 第三愛婦台灣號

艦上戰闘機

1941.9.20

愛婦台灣支部（福岡第一飛

B

行場「雁ノ巣」）
857 台灣合同鳳梨號
（編號不明）中壢郡下

艦上戰闘機

1942

─

1942.08.20

婦人團號

台灣合同鳳梨株式會社

A

中壢郡下婦人團（新竹州立

B

高等女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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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不明）台灣織布號

─

1942.08.29

（編號不明）員林郡號

─

1943

員林郡下居民

C

（編號不明）台北州學

─

1944

台北州下生徒、兒童、教職

F

徒號

─

A

員及教育關係之州市郡職員

（編號不明）東勢一號

艦上戰鬪機

1944.03.12

東勢郡下居民

C

（編號不明）東勢二號

艦上戰鬪機

1944.03.12

東勢郡下居民

C

─

1944.04

羅東郡下居民

C

艦上戰鬪機

1945

台中州立一中

F

（編號不明）羅東號
（編號不明）台中一中號

無法判定陸海軍機者
號碼 / 名稱

獻納時間

獻納單位 / 獻納式地點

類別

（編號不明）苗栗保甲號

1943

新竹州苗栗郡保甲

E

（編號不明）潮州號

1944

高雄州潮州郡下居民

C

（編號不明）北投號

1944

台北州七星郡北投庄民

C

（編號不明）徵兵號

1944

台灣島民

D

（編號不明）高雄青果號

1944

高雄青果同業組合解散記念獻納

A

（編號不明）虎尾郡號

1944

虎尾郡下居民及皇奉虎尾郡支會臨

C

時役員會
（編號不明）台灣議員號

─

─

（編號不明）台灣青年號

─

全島青年團

D

（編號不明）豐原號

─

豐原郡下居民

C

（編號不明）台灣醫師會號

─

全台灣醫師

E

（編號不明）基隆郡號

─

基隆郡下居民

C

（編號不明）新營郡號

─

新營郡下居民

C

（編號不明）出征軍人遺族號

─

（編號不明）桃園婦人號

─

大日本婦人聯合會桃園街分會

B

（編號不明）彰化市號

─

彰化市居民

C

（編號不明）台東號

─

台東郡下居民

C

（編號不明）嘉義市號

─

嘉義市居民

C

（編號不明）土庫街號

─

土庫街下居民

C

（編號不明）傷痍軍人號

─

（編號不明）羅東決戰號

─

羅東郡下居民

C

（編號不明）西螺號

─

西螺街下居民

C

（編號不明）宜蘭保甲號

─

宜蘭郡保甲

E

（編號不明）樺山號

─

台北市樺山町區會

C

（編號不明）台北州號

─

台北州下居民

C

─

─

台灣國防義會航空部獻納機（航空教育專用機）

213

E

E

E

機型

獻納時間

獻納單位 / 獻納式地點

類別

千鳥號四人

1934.09.11

台灣專賣事業關係者（台北

A

號碼 / 名稱
台灣義勇專賣號

座輕旅客機
台灣義勇學校第一號

千鳥號四人

練兵場）
1934.10.11

座輕旅客機
（J-DABA）台南第一號

千鳥式二型

全島 40 多萬學校職員、學

F

生、生徒、兒童
台南州防義會航空團

F

1938

全島公小校學生

F

1941

全島公小校學生

F

1937.12.23

（K.R.2）
（J-DAAH）台灣義勇學校

T.R.1 六人

新高號

座旅客機

（J-DAAJ）台灣義勇學校

T.R.2 六人

第二號

座旅客機

資料來源：1.《台灣日日新報》，1934 年至 1944 年。
2.防空知識普及會編，《航空大寫真帖》（東京：研文書院，1934 年），頁 52─57。

3.林金田總編，《烽火歲月：戰時體制下的台灣史料特展圖錄》（南投：國史館台灣文
獻館，2003 年）。
註：1.獻納給陸軍的飛機稱為「愛國號」
；海軍則稱為「報國號」。
2.類別：
（A）產業相關類（24 架）
；
（B）婦人團體類（8 架）
；
（C）州廳地方類（26 架）
；
（D）
全島民類（7 架）；
（E）機關團體類（14 架）；（F）學校學生類（10 架），共計 89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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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日治時期台灣相關航線定期航空案內（1936─1939）

一、日本航空輸送株式會社定期航空案內（1936 年 4 月至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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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217

218

219

220

二、日本航空輸送株式會社定期航空案內（1936 年 10 月至 1937 年 3 月）

221

222

223

224

225

三、日本航空輸送株式會社定期航空案內（1937 年 10 月至 1938 年 3 月）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四、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定期航空案內（1937 年 10 月至 1938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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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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