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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治前期，西阿里關仍處於蠻荒的狀態，卻成為江定抗日軍活動的秘密基地。礁吧哖事件沉寂多年之後，
開始有少數人遷入西阿里關短暫定居，至 1934 年始有戶籍資料。日治末期，有人發現西阿里關是無人居
住的世外桃源，於是呼親引朋遷入開墾，成為最早永久定居的村民，而西阿里關聚落於焉形成。台灣光
復之後西阿里關已具完整的村落規模，到了民國 50 年代遷入接近停頓。南化水庫帶給西阿里關很大的影
響，包含淹沒區的拆遷、交通的改道以及集水區環境保育的問題等等，對里民帶來利益也帶來限制。近
年來水庫回饋金補助的實施對西阿里關雖然是一項福音，但水庫加高工程計畫成案與否卻關係西阿里關
未來的存廢問題，所有的里民都很關注，但卻很無助，只能靜待政府政策的發展。

關鍵詞：西阿里關、後堀仔、關山里、南化區、江定、南化水庫

The Formation and Changes of West Alikuan Settlement in
Nanhua District, T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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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West Alikuan Village still in the wild state, became Jiang-Din’s
anti-Japanese activists’ secret base. Some years passed after the Tapani event, a small group of farmers began to
move into the valley, briefly settled and reclaimed, household data in West Alikuan were established as late as
1934. After the retrocession of Taiwan, West Alikuan had become a full-scale village. In the late of 1980s, the
construction of Nanhua Dam caused great impacts to the village, including the demolition in the reservoir
inundation area, the changing of traffic routes, as well as the issu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atchment
area, etc. There are some benefits to the villagers, and also imposed certain restrictions. In recent yea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servoir feedback subsidies for the villagers is a gospel. However, whether the dam
heightening project will be implemented, it will decide the future fate of the village. All the villagers are
concerned about this issue, but it is helpless and can only wai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overnmen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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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南市南化區關山里是台南市最偏遠的地區，也是開發最晚的角落；行政區上正式的名稱是
「關山里」，可是在戶籍資料上記載的是「關山里西阿里關」，而長期以來官方核發的門牌卻是
「西阿里關」；這到底怎麼回事？
原來，台南、高雄兩市交界的大烏山山脈東西兩側各有一個「關山里」，東側是高雄市甲仙
區的「關山里」，而西側則是台南市南化區的「關山里」。日治後期，甲仙區的「關山里」名為
「東阿里關」
，而南化區的「關山里」則稱「西阿里關」
。光復之後，兩地都改為「關山村」
，而
為了避免混淆，戶政單位特意維持「西阿里關」的舊名作為南化區「關山里」的副名。
筆者於民國 48 年初隨父母自南投縣鹿谷鄉南遷進入西阿里關定居，當時筆者年紀尚幼，對
於遷家的過程與初到深山荒地生活的情景記憶模糊。雖然在山村度過無甲子的快樂童年，但筆
者外出唸國中時，常被同學指稱「後堀仔囝仔」
，當時這是對山區孩子的歧視。升高中與大學時，
筆者村莊的交通依然處於原始的狀態，只能在寒暑假期間回家。
小時候，筆者常聽村裏的長輩談論村中的過往塵事，當時只當作故事聽，並未有特別的感觸
與心得。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對故鄉的情感與回憶與日俱增，頗思重新貼近故鄉以探索西
阿里關聚落發展之歷史軌跡。基於這個動念，筆者決定為自己的故鄉聚落的形成與變遷撰寫一
篇論文。於是我利用暑假期間返鄉進行鄉土田野調查，遍訪村里耆老，紀錄村里的過往陳事。
這些往事，有些是耆老們在成長過程中的親身經驗，有些是得自於先祖輩的口傳。由於年代久
遠，對同一件史事，每個人的記憶片段與陳述重點常有出入，必須進一步比對、查證以研判真
偽。此外，透過南化區戶政事務所的協助，筆者得以查閱西阿里關日治時期的戶籍檔案，找尋
早期遷移人口的概況。同時得到西阿里關里長與里幹事的協助，提供村里住戶的基本資料，並
陪同筆者進行訪談與調查工作。
南化區關山里，舊名「西阿里關」，而當地及附近居民仍習慣以土名「後堀仔」稱之，形成
一地三名之情形。本文探討的內容跨越不同的時空，故在不同的時間與場域，三個地名混合使
用，實則為同一地。

貳、台南市的後花園
原名「西阿里關」的關山里本來是阿猴廳所轄，也就是今高雄市甲仙區的範圍，直到日治時
期大正 9 年（1920）才劃給台南州南化庄，也就是今日台南市南化區所轄。因此，本文先就南
化地區的開發過程與行政區劃的演變談起，從而瞭解西阿里關的行政區劃與聚落形成的關係。
南化區於台南市東部，東接高雄市那瑪夏、甲仙、杉林、內門四區，西臨楠西、玉井二區，
南邊為左鎮區，北邊與嘉義縣大埔鄉接鄰。南化區境地形大部分為山地與丘陵地，土地面積雖
然高居台南市各區第二，但人口密度卻是各區之末，可謂地廣人稀 1。
西阿里關（關山里）位於南化區的北端，全境位於曾文溪主要支流後堀溪的中上游狹長的河
谷地帶，呈南北縱向的走勢，居民住屋散布在河谷兩岸的狹小台地上，依山傍水。關山里面積
1

南化區面積 171.52 平方公里，在台南市 37 個區位排名第二，僅次於南區。人口 8,939 人（2015 年 5
月），居台南市各區第 34 位，僅多於山上、左鎮、龍崎三區。人口密度 52.12 人/平方公里，居台南
市各區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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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79 平方公里，占南化區總面積的 52%；戶籍人口 1,004 人（民國 104 年 8 月底統計資料），
人口密度 10.98/平方公里，為南化區面積最大但人口密度最低的里。
關山里東側為大烏山山脈，係阿里山山脈主脈的南段，為台南、高雄二市的交界線，山脊線
平均高度約 300 公尺至 1,000 公尺 2；西側為阿里山山脈南段的餘脈，為南化區與楠西區的交界
線，主要山峰為竹仔尖山（1,109 公尺）與梅峰（1,059 公尺）。北邊為南化區與嘉義縣大埔鄉交
界的三腳南山（1,186 公尺） 3，係後堀溪發源之地；南端在南化水庫大壩附近毗鄰玉山里。
由知可見，關山里不僅是台南市最偏遠的地區，在地形上亦屬於「高山峻嶺、山川阻隔」之
地帶，為今台南市移墾最晚、開發最低度的村里，可喻為「台南市的後花園」！

參、南化區與關山里行政區劃的變遷
一、明鄭時期
1624 年荷蘭占領台灣 38 年期間，實際統治的區域很小，大約只有今台南市老市區及新市、
佳里、新化與麻豆等區境一帶，所統治的人民主要為西拉雅族群，以新港社、蕭壠社、麻豆社、
目加溜灣四社為最大。當時的漢人很少 4，所以荷治時期並未依土地範圍劃分行政區域；今南化
區境在當時必然是無名的化外蠻荒之地。
明鄭時期，今南化區境隸屬於天興縣「新化里」，為明鄭始設的四坊二十四里之一 5。到清
康熙 57 年，新化里改隸諸羅縣，並分成「新化里東保」與「新化里西保 6」；今南化區菜寮溪
流域為「新化里東保」所轄，但當時的方志對本區域語焉不詳，當與朝廷有效統治地區及漢人
開墾區域尚未到達有關。康熙 61 年，巡台御史黃叔璥著《台海使槎錄》所載諸羅縣東南角的平
埔族社已與漢人往來，故列為熟番（即「四社熟番 7」）。然而與此四社相鄰之近山地區，即在
今玉井、楠西二區境內的大武壟社系的平埔族當時仍被視為生番；至於在此二區之東的今南化
區，地處偏遠，必然仍是漢人足跡未至的荒野之地。

二、清朝時期
受到康熙末年朱一貴之役的衝擊，雍正 12 年（1734）重訂行政區域時，今南化區分屬台灣
2

大烏山山脈主要山峰由北而南有西阿里關山（973 公尺）、圓山（853 公尺）及六義山（又名鹿鳴山，
784 公）。
3
台南市轄區的山第一高峰是關仔嶺大凍山，海拔標高 1,234 公尺，第二高峰是南化區與大埔鄉交界的三
腳南山，海拔標高 1,186 公尺，而第三高峰則屬梅嶺的竹仔尖山，海拔標高 1,109 公尺。
4
荷蘭治台初期漢人大約只有三千人，後來荷蘭官方為發展農業（稻米與蔗糖），鼓勵福建沿海漢人移入
台灣，所以後期漢人人口增加到大約一萬人。
5
「 明 鄭 時 期 台 灣 行 政 疆 域 圖 」 ， 中 央 研 究 院 「 台 灣 歷 史 文 化 」 網 站 ，
http://thcts.ascc.net/themes/rb02.php
6
周鍾瑄，《諸羅縣志》，卷二〈規制志〉〈坊里〉，台北市：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2 ，頁 29-30。
7
「四社熟番」包含大傑巔（今高雄市阿蓮區）、大武壟（今大內區頭社）、噍吧哖（今玉井區玉井里）
以及木岡（今左鎮區岡仔林）四社。見：黃叔璥（清），《台海使槎錄》，「台灣文獻叢刊」第 4 種，
卷五、番俗六考/北路諸羅番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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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諸羅二縣治理 8。原諸羅縣所轄的「新化里東保」改歸台灣縣，並更名為「新化里 9」，其範
圍包含今南化區菜寮溪流域

10

的中坑、北平、小崙、南化、東和、西埔等六個里。至於南化區

後堀溪流域，即北寮、玉山、關山三里仍歸諸羅縣管轄，屬於「善化里西保」的範圍 11。
乾隆時期，古籍上記載今南化一帶為「天梯石棧，蠻雲瘴霧之中，人跡罕到

12

」，西拉雅族

群之一的大武壟支族，早期主要分佈在玉井盆地一帶，就是現今玉井、南化、楠西、左鎮附近。
主要部落有大武壟社（頭社、二社）
、霄里社、芒仔芒社、茄拔社等四社，過去被稱為「四社熟
番」
。清乾隆年間，因受漢人開墾擴張的壓迫，部分族人往內山東遷至楠梓仙溪河谷地帶，即今
日的高雄荖濃、甲仙、六龜、小林、阿里關，甚至有部分族人翻山越嶺到台東、花蓮及六重溪
定居。而楠梓仙溪流域原有的南鄒族也因受迫而逐漸向北退入深山地區

13

（今高雄市那瑪夏、

桃源等區）
。
到了嘉慶以後，南化一帶已有相當的開發，地方志籍對該地區山川民情的記載亦較前詳盡。
嘉慶 12 年（1807）謝金鑾初修、道光元年鄭兼才增補的《續修台灣縣志》卷一「地志山水」節
即記載：
「內山悉墾闢，村庄壚落，所在基布，輪蹄屐跡，暮往朝來 14。」可見，19 世紀初期之
後，南化區境已為漢人及熟番墾殖的地區。
由於漢人移民不斷遷入，清同治年間將新化里再區分為東、西、南、北四個里，原屬於新化
里的南化區境歸入「新化南里」。而原屬諸羅縣所轄的善化里西保也再細分，今後堀溪流域的
北寮、玉山、關山三里改歸台灣縣「善化里西保內中股大武壠里」所轄 15。
「新化南里」轄庄三十二，範圍含括今新市、山上、左鎮及南化四區；在今南化區境者有十
三庄，均在菜寮溪流域區內：中坑、芋園二庄屬「中坑里」
，半平橋、尖山、瓊仔埔三庄屬「北
平里」
，七苓、北庄仔、小崙尾三庄屬「小崙里」
，南庄街為「南化里」
，苦苓腳、潯仔寮在「東
和里」
，青埔寮、鳥只埔在「西埔里」 16。
「善化里西保內中股大武壟里」下轄三十七庄，範圍含括今台南市大內、玉井、楠西、南化
以及今高雄市甲仙與杉林區境。在今南化區境為四埔、南寮街、北寮（今北寮里）、竹頭崎（今
玉山里）四庄。在今高雄區共十一庄，與今關山里有關的為「后堀仔防里山社寮」與「阿里關」
二庄 17，位於六義山與西阿里關山所屬大烏山山脈東西側地帶。
從菜寮溪流域六里隸屬新化南里，而後堀溪流域三里屬善化里西保內中股大武壠事觀之，極
可能與南化區早期西拉雅平埔族群的分布有關，菜寮溪流域以新港社群為主，而後堀溪流域則
以大武壠社群為主。
由此可知，後堀溪中上游一帶，即自今南化水庫大壩所在的溪東地區（水庫淹沒）以上到今
8

（清）劉良璧，《重修福建台灣府志》，卷五城池/坊里（附），「台灣文獻叢刊」，第 74 種，頁 78。
林聖欽等，《台灣地名辭書卷七：台南縣》，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編印， 2002 年，頁 3。
10
菜寮溪為台南市左鎮區的主要溪流，主要發源於南化鄉烏山嶺，經南化、中坑、三角潭、至內庄村。
另一發源於草山之草山溪頂經岡子林，至內庄村二溪匯合，流經左鎮菜寮石子崎，故名菜寮溪，為曾
文溪之上游。
11
周鍾瑄，《諸羅縣志》，卷二〈規制志〉〈坊里〉，台北市：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2 ，頁 29-30。
12
謝金鑾（清），《續修台灣縣志》，卷一「地志山水」，「台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頁 20。
13
黃文博，《南瀛歷史與風土》，台北市：常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頁 48-58。
14
同前，頁 19-21。
15
林聖欽等，《台灣地名辭書卷七：台南縣》，頁 7。
9

16

不著撰人（清），《台灣府輿圖纂要》，「坊里」節，台灣文獻叢刊，第 181 種。

17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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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山里全境，在清朝晚期屬於台灣縣（光緒 20 年改為安平縣）「善化里西保內中股大武壠」所
轄；溪東地區歸「后堀仔防里山社寮」，今關山里則屬於「阿里關」的範圍。
值得注意的是，南化區關山里的土名為「後堀仔 18」，至今本地人及附近居民大多仍習用此
名，而「後堀仔」之名，極可能源自於「后堀仔防里山社寮」。
同治 13 年（1875）清廷應沈葆楨之奏請全面取消渡台禁令之後，移入台灣的漢人大量增加，
對於近山地區的開墾也日益擴大，今南化區境的開發與漢人大量入遷主要也是在同治末年至光
緒年間。因此，新化南里與善化西里內中股大武壠二里的轄境亦較前時擴大。
於是，光緒 13 年台灣建省之後，新化南里再劃分為內外二里，今南化區菜寮溪流域六個里
，亦分為東、西二里；後堀仔溪
歸「內新化南里」所轄 19。善化西里內中股改設「楠梓仙溪里」
流域屬於「楠梓仙溪東里」，均為台灣縣所轄（光緒 20 年改為安平縣）。

三、日治時期
日治時期前十年（明治 29-39 年，1896-1906）
，台灣的縣廳行政區劃經過多次調整 20，
至 1909 年「十二廳」時期，今南化區分屬於台南廳「內新化南里」與「楠梓仙溪西里」
以及阿猴廳「楠梓仙溪東里」各一部份：
1. 「內新化南里」轄今南化大部分區境的南庄、中坑、菁埔寮三庄；菜寮溪流域各村社均
在此範圍。
2. 「楠梓仙溪西里」共轄十四庄：含括今台南市大內、玉井、楠西、南化四區之一部分，
在今南化區境者為竹頭崎、北寮二庄。
3. 「楠梓仙溪東里」共轄十庄：包含今高雄市杉林、六龜二區境內的八庄，以及今甲仙區
及南化區境內的「阿里關」與「大丘園 21」二庄。
「阿里關」（Alikuan）係清末西拉雅平埔族大武壠社群的地名，原意為「阿立祖神之地」。
日治初期沿用清末舊名，其範圍橫跨大烏山山脈東西兩側，包含今高雄市甲仙區的關山里（原
東阿里關），以及今南化區關山里（原西阿里關）全境。至於「大丘園」包含清末的「后堀仔
防里山社寮」即今溪東地區（南化水庫大壩淹沒區）、上歸林以及今甲仙區的大丘園一帶。
在日本統治的前半期，「西阿里關」與「西大丘園」二庄尚未成庄，仍為「阿里關」與「大
丘園」二庄所轄。在楠梓仙溪東里轄區內後來設立的西大丘園庄，當時僅出現平林一地名，並
無房舍。顯然，後堀溪中上游區域（今南化水庫集水區及關山里全境）到日治初期依然是人跡
罕至的蠻荒之地。或因為如此，在 1915 年（日本大正 4 年）噍吧哖事件時，余清芳與江定兵敗，
藏匿在後堀溪山谷叢林中，結果遭致日軍入山追剿，血染山河 22。

18

「堀」，同「窟」，洞穴之意，西阿里關之地形為高山河谷，宛如叢林洞穴，故而有此名。
《台灣地名辭書卷七：台南縣》.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編印，2002，頁 8。
20
1896 年日本接收台灣之後，將原本台灣、台南與台北三府改為三縣，下轄支廳；1897 年將全台改劃為
六縣三廳，1898 年將六縣減併為三縣；1901 年底廢縣改為廳制，全台設二十廳，下轄支廳；1909 年再
將二十廳整併為十二廳。
21
《說文解字》：「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謂之「丘」，「坵」為「丘」之俗字，亦有用「邱」者。
台灣俗稱一塊地為「一丘」，因此台灣以「大丘園」、「大丘田」為地名者甚多。
22
石萬壽，〈南化鄉的平埔族的村社〉，「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網站，
http://www.ianthro.tw/p/10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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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9 年（1920）8 月 1 日，台灣總督府推動地方官制大改革，廢除廳制，實施州郡街庄制，
今南化區與關山里的行政區域正式完整呈現：
1. 內新化南里菜寮溪流域南庄、中坑、菁埔寮三庄，楠梓仙溪西里北寮、竹頭崎二庄，以
及大烏山脈西側後堀溪流域的「西阿里關」、「西大丘園」二庄合併成為「南化庄 23」，
隸屬於台南州新化郡。
2. 南化庄下設南庄、菁埔寮、中坑、北寮、竹頭崎、西大丘園、西阿里關七大字 24，或稱
七小庄，略稱七庄。

四、「西阿里關」庄名的由來
由上文可知，「西阿里關」與「西大丘園」二庄係在 1920 年地方官制大改革時增設的。原
屬於阿猴廳楠梓仙溪東里的「阿里關」與「大丘園」二庄，以大烏山山嶺為界分設東西二庄，
西庄劃歸台南州、東庄屬於高雄州。
1. 「阿里關」分設「東阿里關」與「西阿里關」二庄，前者為今高雄市甲仙區關山里，後
者為台南市南化區關山里；是故，今高雄市與台南市轄區內各有一個「關山里 25」。此
乃「西阿里關」庄名的由來，係今關山里最初設庄最重要的里程碑。既然設庄，即表示
至遲在 1920 年之前，西阿里關即有居民，惟戶籍資料的建立則在往後幾年。
2. 「大丘園庄」劃分「東大丘園」與「西大丘園」二庄；前者為今高雄市甲仙區大丘園，
即台 20 線（南橫公路）與台 29 線交會一帶，後者為後堀溪中游的溪東等地區，因南化
水庫的興建而廢庄 26。

五、台灣光復後行政區的變革
1945 年台灣光復後，沿襲日本的行政區劃，南化庄改名為「南化鄉」，南庄分設南化、小崙
二村，菁埔寮設西埔、東和二村，中坑設中坑、北平二村，北寮設北寮村，而竹頭崎、西大丘
園、西阿里關三大字則合設玉山村，共八村，人口合計 7,779 人。
不久，因感於玉山村轄境過大，占南化鄉總面積的三分之二以上，加上西阿里關交通不便，
行政運作困難，乃於民國 45 年 5 月 4 日將原西阿里關庄獨立設村為「關山村」，南化鄉合計九
村。
民國 99 年（2010）12 月 25 日，台南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稱「台南市」；計轄 37 個區，

23

24

25

26

「南庄」為南化之舊名，因漢人移墾漸多，約在清同治年間形成「南庄街」。1920 年地方官制大改革，
取「南庄街」及「新化南里」之名，併稱為「南化」，設置「南化庄」。
「大字」為日本在明治時代開始使用的區劃單位，日治時期 1920 年地方官至大改革時也使用過大字和
小字的區劃，直到 1945 年台灣光復。將原本的許多村庄合併為轄區更大的新制村庄，而原本的村庄名，
就改成為大字，而原本村庄之下更小的行政區單位，便成為小字。
台灣以關山為地名的有多處：台南市南化區關山里（西阿里關）、高雄市甲仙區關山里（東阿里關）、
台東縣關山鎮；此外，位於恆春半島西南方之旅遊景點有「關山夕照」，南橫公路 147K 處有「大關山
隧道」。
楠仔仙東里所轄的西大丘園，包含九寮、風櫃嘴、芋匏寮、豬哥池仔、石厝和溪東等，位於今南化水
庫大壩及其鄰近的淹沒區內而廢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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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化鄉改稱「南化區」，「關山村」更名為「關山里」，但仍保持副名「西阿里關」；全村共
分九鄰（以上內容請參考表 1）。
由於台灣光復後西阿里關的行政區多次調整，所以門牌號碼也跟著改變，例如黃立後代（黃
庭記、黃瑞珍父子）住家的門牌，民國 35 年 10 月初次設籍時為玉山村 17 鄰 169 號；46 年 3 月
關山村獨立後更改為西阿里關 21 號；民國 65 年 10 月再度變更為關山村（西阿里關）89 號 27
表 1.南化區與關山里行政區化沿革簡表

年

代

南化菜寮溪流域
（今南化等六里）

南化後堀仔溪流域
（今關山等三里）

明鄭時期
（1661-1683）

天興縣（州）
新化里

康熙 57 年

諸羅縣
新化里東保

雍正 12 年

台灣縣
新化里

諸羅縣
善化里西保
台灣縣

同治年間

善化里西保內
中股大武壟里

新化南里
光緒 13 年
（1887）
光緒 20 年
（1894）
日明治 29 年
（1896）
日明治 42 年
（1909）
日大正 9 年
（1920）

民國 34 年
（1945）

台灣縣
內新化南里
安平縣
內新化南里

楠梓仙溪東里
台南縣

內新化南里

楠梓仙溪東里

台南廳
內新化南里
楠梓仙溪西里

阿猴廳
楠梓仙溪東里
阿里關
台南州
南化庄

南庄等三大字

西阿里關等四大字
台南縣
南化鄉

南化等六村

民國 45 年
（1956）

27

楠梓仙溪東里

依據黃瑞珍先生提供之戶籍資料。

玉山（含西阿里關）等二
村
台南縣
南化鄉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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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化等六村
民國 99 年
（2010）

關山等三村
台南市
南化區

南化等六里

關山等三里

肆、西阿里關早期的開發
一、江定與後堀仔
在噍吧哖事件之前 15 年、也就是 1900 年（日明治 33 年）之前，當時隸屬於阿里關轄區的
後堀仔仍是無人居住的荒山野地。關於這一點，石萬壽教授的研究可以證實；他指出，在噍吧
哖事件時期，屬於大丘園範圍的溪東地區尚無人住，所以無任何戶籍資料。而位於溪東更偏遠、
更深峻的後堀仔山區，在江定抗日軍於 1901 年入山之前，自然更是杳無人煙的蠻荒之地了，既
無漢人遷入，亦無南鄒族與布農族或西拉雅平埔族人建立部落。
1901 年（明治 34 年）
，江定因殺人遭日警通緝而率隨從數十人遁入後堀仔河谷深山結寨，從
事抗日游擊並參與噍吧哖之役，直至 1916 年 8 月投降為止，藏匿在後堀仔及附近山區長達 15
年。江定抗日軍人數少時數十人，多時高達二百餘人，他們既是「抗日義民」
、
「亡命之徒」
，也
是日本當局眼中的「土匪」，如同築寨於梁山泊與官方對抗的「綠林好漢」。他們既是為了躲避
日警通緝以及打游擊對抗日本當局，所以他們不像一般的移民墾戶致力於開山闢地、打造新家
園。他們的糧食主要仰賴竹頭崎鄉民的秘密供給，藏身的場所是簡陋的結廬草寨或天然石穴 28。
江定抗日軍既因亡命而遁匿在後堀仔山區，不能視為最初的遷入者，對早期關山的開發亦無
直接的貢獻；但因江定以後堀仔作為抗日活動的基地，在噍吧哖事件落幕之後，江定與後堀仔
「人與地」的聲名與故事遠播且廣泛傳頌，打開了後堀仔的知名度，對於日後外界居民遷入西
阿里關開墾，必然有很大的影響。
噍吧哖之役後，日本當局出動大批軍警深入後堀溪搜捕江定和余清芳，踏遍尋群山與溪谷，
搗毀抗日軍躲藏的寨寮與設施。經過日本軍警徹底的掃蕩與清鄉之後，後堀仔遂成為「千山鳥
飛絕、萬徑人蹤滅」的空山幽谷。所以，江定與噍吧哖事件使得後堀仔成為敏感之地。在噍吧
哖事件落幕之後，日本當局曾將後堀仔列為禁地，禁止外人遷入。1920 年（大正 9 年）地方行
政改制，噍吧哖更名為玉井，而將原屬於阿里關的後堀仔劃出另設「西阿里關」
。可見，噍吧哖
事件經過數年的沉澱與復原之後，大約在 1920 年前後開始有外地人進入西阿里關開墾，進而呼
親引伴舉家遷入定居，西阿里關聚落乃逐漸形成。

二、後堀仔的前門—溪東地區的開墾

28

「江定／後堀仔山的抗日義軍總教頭」，南瀛抗日人物誌；「西來庵事件研究-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數」，
http://thcts.sinica.edu.tw/themes/rd101-5.php；維基百科，「西來庵事件」；郭弘斌，《台灣人
的台灣史》，「西來庵革命事件 民族英雄余清芳、羅俊、江定」，
http://www.taiwanus.net/history/4/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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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慶之後，漢人開始進入南化區境墾居；到晚清的同治與光緒時期，南化區已成漢人為主
的區域，大部分的平埔族被漢人同化，原本西拉雅族新港社群與大武二大武壠社群之間的區分
越來越模糊了。南化地區戶籍資料的建立始於明治 39 年（1906），內有種族一欄填寫居民的祖
籍，常見者有福、廣、熟、生、內、中六種，其中填「熟」字者為熟番，即為平埔族人。不過，
依據南化戶政事務所收藏的戶籍資料中，註明「熟」字者為數並不多

29

，此即表示平埔族在清

末時期漢化的程度極深了。
不過，在今南化區境內關山里的墾殖與開發則有很大的不同。清朝前期，因漢人墾地的擴大，
迫使原居住玉井盆地一帶的大武壠平埔族大量向東邊山區遷移，多數部落移至楠梓仙溪流域，
少數則定居在後堀仔溪流域的今北寮里與玉山里。唯獨後堀仔溪中上游河谷流域包含溪東（現
已被南化水庫淹沒）與關山里全境，在清朝時期不僅無平埔族部落，亦無漢人聚落。在清朝末
期可能僅有極少數平埔族或漢人進入該區域打獵或放牧，或作季節性短暫的居住 30。
溪東位於為今南化水庫壩址前方後堀仔溪沖刷而成的河階台地，右岸較左岸寬廣許多，此處
毗鄰西阿里關，為南化水庫興建之前進出西阿里關的主要孔道，可稱為「後堀仔的前門」。在
地理位置上，溪東是後堀溪高山峻谷的前庭，此地的開發與聚落的形成必然早先於西阿里關。
在日治初期，溪東屬於阿猴廳甲仙埔支廳楠梓仙溪東里大坵園的範圍，大正 9 年（1920）地方
行政改制時才劃分出西大丘園，並改隸台南州新化郡南化庄。溪東雖非西阿里關所轄範圍，但
因地處西阿里關的村庄口；因此，該地的開發與聚落的形成與西阿里關的開發有很大關聯。
依據石萬壽教授的研究，日治初期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於明治 37 年（1904）繪製、大正 11
年 9 月由台灣日日新報社出版發行二萬分之一的地圖中，在今南化區有關的楠梓東里西大丘園
庄，僅有平林一處地名，但無房舍。至於當時自阿里關劃分出來的西阿里關，則仍為山林茂密、
人煙罕至的蠻荒之地。明治 39 年（1906）南化地區建立戶籍資料時，內新化南里的南庄、中坑、
菁埔寮三庄，楠梓仙溪西里的北寮、竹頭崎二庄均已建立，目前在戶政事務所仍可查到建檔的
檔案。唯當時屬於阿猴廳楠梓仙溪東里大丘園與阿里關二庄的戶籍資料，始於大正六年
31
（1917） 。

可見在戶籍建檔之初，二庄可能尚無人住，或可能住戶甚少且地處偏遠，戶籍建檔較晚。西
大丘園、西阿里關二庄是在噍吧哖事件之後，大正九年地方行政改制時才從阿猴廳楠梓仙溪東
里大坵園與阿里關劃分出來的，並改隸台南州新化郡南化庄。所以石萬壽教授在〈南化鄉平埔
族的村社〉文中指出，「在大正四年八月噍吧哖事件時，各庄除戶者甚多，獨無西大丘園、西
阿里關二庄之除戶者 32」，就是這個緣故。
石萬壽教授從南化戶籍檔案資料發現，最早遷入西大坵園溪東地區的住戶是大正 6 年（1917）
的黃進才、徐福金、李容三戶漢人（徐妻為平埔族），亦即在噍吧哖事件後的第一年。此三戶
墾殖的地點，為今南化水庫壩址前方寬廣的河階台地，即後來的溪東部落所在，戶籍登記編號
為 224 番地。惟當時可能草萊未開，無法適應，此三戶於第二年即遷返原居地。大正 8 年（1919）
29

石萬壽，〈南化鄉的平埔族的村社〉，「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網站，
http://www.ianthro.tw/p/103
30

南化區公所網站：鄰里資訊/鄰里簡介

http://www.tainan.gov.tw/nanhuadistrict/page.asp?nsub=B1A0A9
31
32

石萬壽，前揭文。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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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自外地移入溪東者漸增，包含漢人與平埔族人，但除了劉王一家之外，其他均未久居。
劉王為甲仙埔阿里關平埔族人，大正 8 年 10 月率家屬共 11 人由東阿里關入墾溪東，為溪東部
落正式形成的開始 33。

三、西阿里關最早的戶籍資料
至於位於溪東後方更深遠山區的西阿里關庄，雖然設庄始於大正 9 年（1920），但直到昭和
9 年（1934）才有第一位住戶的戶籍資料，較之溪東地區，足足晚了十七年。依據南化區戶政事
務所戶籍資料舊檔案，西阿里關最早設籍的資料如下表：
表 2. 西阿里關最初設籍住戶資料表

戶籍地址

世帶主 34

西阿里關六番戶 36

吳増双

西阿里關六番戶

劉炳盛

西阿里關六番戶

張阿北

西阿里關警第二號

溫成貴

西阿里關警第二號

徐阿華

西阿里關警第二號

賴 組

西阿里關警第二號

范阿木

寄留 35時間

遷出時間

昭和 9 年

昭和 10 年

（1934）

（1935）

昭和 9 年

昭和 10 年

（1934）

（1935）

昭和 9 年

昭和 10 年

（1934）

（1935）

昭和 11 年

昭和 11 年

（1936）

（1936）

昭和 11 年

昭和 11 年

（1936）

（1936）

昭和 12 年

昭和 12 年

（1937）

（1937）

昭和 12 年

昭和 13 年

（1937）

（1938）

遷出原因
轉寄留 37東阿里關
轉寄留東阿里關
轉寄留東阿里關
行衛（蹤）不明
轉寄留東阿里關
行衛（蹤）不明
行衛（蹤）不明

從本表來看，西阿里關最早有戶籍登記的住戶是昭和九年（1934）年三戶、昭和 11 年（1936）
二戶、昭和 12 年（1937）二戶，四年之間共計七戶。不過，如同最初遷入溪東的居民，這七戶
都只做短暫的居留，溫成貴、徐阿華、賴組三戶寄留時間不滿一年，遷入與遷出均在同一年。
其他四戶遷入之後，隔年即遷出。
其次，這些最早遷入西阿里關的居民，是平埔族人或是漢人？本表並未載明祖籍，但從其遷
出原因欄上記載三戶為「行蹤不明」，其餘四戶都是「轉寄留東阿里關」。由此間接判斷，因地
33

同前註。
「世帶主」：日治時期戶籍資料用語，指共同生活之寄籍戶長，即今日戶主。
35
「寄留」：日治時期戶籍資料用語，於本籍外，在一定場所有住所或居所者。
36
「番戶」：日治時期為戶籍管理上便利，將戶籍配合地番號，稱為「番地」，相當於現今之門牌；在
未登錄之土地上設有戶籍者，則設「番戶」管理之。
34

37

「轉寄留」：日治時期戶籍資料用語，本籍人口在遷徒地再遷徒，保留本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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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關係，這些早遷戶居民極可能全部、至少大多數為甲仙埔及東阿里關一帶的西拉雅大武壠平
埔族人，與溪東地區遷入居民的情形是相符的。

四、
「西阿里關六番戶」與「西阿里關警第二號」
以上最早入籍的七戶村民當中，前三戶的戶籍地址記載同為「西阿里關六番戶」；依據日治
時期戶籍登記用語，為戶籍管理上便利，將戶籍配合地番號而稱「番地」
，相當於現今之門牌；
而在未登錄之土地上設有戶籍者，則設「番戶」管理之。
西阿里關地出處偏遠的山區，日治中期之前，可能地籍建檔尚未完成，土地尚未登錄，當時
在這些土地上設立戶籍者，權以「西阿里關〇番戶」登載戶籍地址。可能的原因是，當時地政
單位將西阿里關未登錄的多筆土地暫時以「〇番」區分，而這三戶遷入居住的地點位於第「六
番」的土地上，所以這幾戶都編為「西阿里關六番戶」
。至於「西阿里關六番戶」這三家居住的
確切地點則無從考證。
昭和 11-12 年（1936-37）入籍西阿里關的溫成貴、許阿華、賴組及范阿木四戶的戶籍地址都
是「西阿里關警第二號」
。日治時期西阿里關的戶籍地址，只有最初昭和 9 年（1934）登錄的三
戶編號為「西阿里關六番戶」
；之後的遷入戶，自昭和 11 年（1936）到治台結束，均編為「西
阿里關警第〇號」，共區分為四個區號（相當於現今四個鄰），從「西阿里關警第一號」至「西
阿里關警第四號」
。
「警第一號」的住戶大致上為今關山里第三、四鄰的範圍，
「警第三號」的住
戶約略為關山里第五鄰（合水到灣丘）
，而「警第四號」則為關山里第六鄰（木瓜坑）的區域。
以上編號的住戶都是在昭和 14 年（1939）以後入籍的，而且都在西阿里關長久居住，絕大
多數住戶的後代至今依然長住或設籍在關山里，獨缺「西阿里關警第二號」這四戶。當時這四
戶居住的位置究竟在何處？西阿里關警第一、三、四號住戶的分布，已經涵蓋了西阿里關的精
華地段，而且西阿里關警第一、三號是連接的地段，在這兩個地號當中，並無「西阿里關警第
二號」存在的空間。比較可能的地段是平坑地區，從平坑溪與後堀溪會合處起延伸到「出火仔」。
「出火仔」是西阿里關最偏遠的地區，位於平坑溪上游大烏山山麓，早期當地的居民沿著一
條山徑，越過西阿里關山可下達東阿里關的小林村，後人稱之為「小林古道」
。或有可能昭和 11-12
年（1936-37）遷入、戶籍編號為「西阿里關警第二號」的四戶，係由東阿里關翻越大烏山到出
火仔或平坑溪谷狹窄之台地居住。也因此，這四戶人家入籍時間雖與張元到西阿里關放牧及圈
占土地的時間大約相同，但雙方並無衝突，因張元所圈占的土地並不包含平坑地區。惟因平坑
地區位於西阿里關邊陲地區，荒山野谷，生活困難，這四戶在短暫居留之後即相繼退去。

五、
「後堀仔城」的興廢
南化區戶政事務所保存日治時期西阿里關的戶籍檔案，最早的只見昭和 9 年（1934）的三戶
資料，更早之前並無資料可查，或許西阿里關戶籍資料建立確實始於昭和 9 年（1934）。不過，
實際遷入西阿里關開墾與居住的時間應該在戶籍資料開始建檔之前若干年。
在日治初期之前，後堀仔是一片蠻荒的處女地，地處大烏山山脈與阿里山山脈南段餘脈兩山
脈之間，後堀仔溪蜿蜒流經其間。由於山勢陡峭、河谷台地狹小，所以自古以來不論是高山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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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平埔族均未進入此間建立部落。依據關山里耆老的訪談，早期常見高山番（布農族與南鄒族）
獵人結隊通過後堀仔。可見，在後堀仔大量開墾之前，此地只是布農族與南鄒族原住民的獵場。
明治 34 年（1901）
，江定因殺人遭日警通緝而率隨從數十人遁入後堀仔河谷深山結寨、游擊
抗日，並參與 1915 年噍吧哖之役，直至 1916 年 8 月投降為止，藏匿在後堀仔及附近山區前後
達十五年之久。這一群「綠林好漢」雖然最早集體進入後堀仔的人（包含漢人與平埔族）
，但他
們是躲避日警通緝以及游擊對抗日本當局的亡命之徒，並非以長久生活與居住為目的墾戶；因
此，不能視為後堀仔最早的遷入的定居戶。
而在江定從事抗日游擊活動以及噍吧哖事件期間，後堀仔被日本憲警視為「土匪窟」或「賊
仔窟」
，自然無人敢甘冒危險遷入開墾居住。因此，最早遷入後堀仔開墾並定居的人是在礁吧哖
事件之後的若干年。
依據關山里耆老們以及世居南化區北寮里廖西仁先生（曾任南化鄉長、台南縣議員）的訪談：
日治時期，西阿里關尚未開發之前，台中州埔里街的張元（張錦昌之父）受雇於北寮庄富紳廖
掌

38

進入西阿里關放牛，他發現西阿里關大片土地皆為無主地，因此到處鋸樹為記號圈占土地

（台語俗稱「號地」）。當時，西阿里關內有一座廢棄的「城」，所以後來稱該地為「城仔內」。
這座私人的城是以石頭堆砌約半個多人高的亂石牆，牆寬約 60 公分，石牆外側密植刺竹，外觀
略呈圓形，並有東西南北四個城門，城內土地面積約有一甲

39

。依據張元親族入籍西阿里關的

時間來推算，張元最初到西阿里關放牧及圈占土地時，大約日治後期昭和 11-13 年（1936-38），
也就是噍吧哖事件之後 20 年左右。
有趣的是，西阿里關「城仔內」所發現的石牆刺竹城究竟是何人以及何時興建的？後來為何
棄城離開西阿里關？
依據關山里幾位耆老的訪談，他們得自於父祖輩的口傳，雖然故事的內容有些歧異，但重點
大同小異，可信度相當高。原來這座「後堀仔城」係早期遷入西阿里關的平埔族人（應是西拉
雅大武壟社群）興建的。早經漢化的平埔族人生活習慣與漢人無異，春節過年期間連日喝酒作
樂。但每逢過年期間，附近的高山番（可能是布農族或鄒族）便結夥到後堀仔城向平埔族人討
酒喝、要肉吃，平埔族人懷恨在心。有一年過年，高山番又來喝霸王酒，平埔族人趁番仔酒醉
之後，用舂米用的丁字型木杵重擊番仔的頭部，除了兩個番仔逃走之外，其餘人都被打死。不
過，平埔族人很擔心這兩個逃走的番仔返回部落後一定會帶引其族人前來報仇，於是所有人趕
40
緊離開西阿里關，留下這座荒廢的「後堀仔城 」。

刺竹是台灣早期普遍用來作為防衛家園的植物，因為刺竹質地堅硬，全株布滿長莿，支幹高
直且密聚叢生，因此早期農家民宅，普遍種刺竹為籬。清朝初期，朝廷禁止台灣築磚石城牆，
許多城池也都利用刺竹代替城牆。例如，台南府城、諸羅縣城、鳳山縣城及彰化縣城等等，最
初都是用刺竹與木柵圍起來的。並且在東西南北四個方位，設立了四個城門，做為人車的出入
通道，這是就是台灣早期特有的「刺竹城」
。
38

北寮人廖掌（1881-?），號家珍，住台南州新化郡南化庄北寮 239 番，為日治時期官方授予的士紳，曾
任保正、庄協議會員、玉井製糖所原料委員等職，其子為廖乾定醫師，為前衛生署長李明亮之岳父，曾
任兩屆台南議會議長（1958-1964）。資料來源：台灣新民報，《台灣人士鑑》，1937/09/25. P.431；
楊建成，「日治時期台灣人士紳圖文鑑」（網站）；廖西仁（北寮人，曾任南化鄉長、台南縣議員）訪
談記錄，2015.9.3。
39
蔡王碧霞、蔡也珠、張有議、楊忠雄訪談記錄，2015.8.15。
40
蔡王碧霞、張有議訪談記錄，201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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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後堀仔城」建於何時？由於年代久遠，缺乏紀錄，沒有人能說得準。不過，從西阿里
關的開墾過程推估，在 1916（大正 5 年）噍吧哖事件落幕之後約十年的可能性較大。
1915 年（大正 4 年）8 月初，噍吧哖虎頭山之役失敗後，抗日軍副降江定率領殘兵再度遁入
後堀仔山區，而主將余清芳逃亡期間也曾進入後堀仔，所以日本軍警將後堀仔視為「土匪窟」、
「賊仔窟」
，不斷深入山區掃蕩，血染山河。噍吧哖事件之後，日本憲警將後堀仔劃為禁止居住
區 41，所以在事件之後的幾年當中，後堀仔又恢復「荒山野谷」的蠻荒狀態。1920 年（大正 9
年）地方行政改制，原為阿猴廳甲仙支廳阿里關所轄的後堀仔另設「西阿里關」
，改隸台南州新
化郡南化庄。噍吧哖慘案大約經過十年的沉寂與淡化之後，日本警察對於西阿里關放寬管制。
大約在此期間，一批西拉雅平埔族人遷入今關山里「城仔內」的一處河階台地上（位於 179 號
道路 12 號橋過橋處）定居。因當時西阿里關處於草萊荒野之地，為防範入山打獵的高山番侵擾，
乃以半身亂石牆與刺竹興建「後堀仔城」。
後堀仔城建造的年代，是以張元進入西阿里關放牧與圈占土地的時間，以及刺竹生長的時間
估算出來的。刺竹是採用分株無性繁植法種植幼苗，栽種之後需經過十年左右才能長大到理想
的圍籬階段。
張元到西阿里關放牧圈占土地之後，引介其堂兄弟張清火及親家黃立（黃立之次女嫁張元子
錦昌為妻）
，以及黃萬生結夥入山開墾。張清火、黃萬生、黃立三家入籍西阿里關是在 1939 年
（昭和 14 年）
，而實際上入墾時間應該再往前推 2-3 年，大約 1936-38 年（昭和 11-13 年）
。因此，
推估張元入山的時間大約是 1935-37 年（昭和 10-12 年）之間；由於張元入山時，後堀城四周的
42
刺竹已十分高大茂密 。由此推估，後堀城的興建時間大約為 1926 年（昭和元年）前後，即噍

吧哖事件之後十年左右。

伍、永久性聚落的形成與人口的外移
一、日治末期：永久性定居
從戶籍資料登記的時間來看，西阿里關大量遷入的時間始於 1939 年（昭和 14 年）初，該年
遷入的有張清火、黃萬生、黃立三家。張清火、黃萬生與張元為同為台中州埔里街人，而黃立
則是雲林虎尾人，彼此間具有親戚關係。他們三戶都是張元引介來的，是長久定居最早遷入的
第一批住戶。張元應該比這三戶更早些，或是同一時間遷入的；然而，張元的戶籍遲至 1946 年
（昭和 21 年）元月才遷入 43。由此可見，以前遷入西阿里關的村民幾乎都經過一段「試住」時
間，短者幾個月長者一、二年以上才正式辦理戶籍異動登記，而張元經過六、七年之後才辦理
戶籍遷入，應該是特例。據關山里耆老說，張元是西阿里關第一位保正，與日本當局關係良好，
是當時村內最富有、最有權勢的人。可能是憑藉這層關係，所以遲遲未辦理戶籍異動。
當時，西阿里關從「火燒社寮」到「木瓜坑」較理想的土地幾乎都被張元占有了，所以張清
火等三戶遷入時向張元購買土地。只是他們之間具有親戚關係，在售價上必然會特別優待。
張元遷入西阿里關時，「後堀仔城」早已人去城空，但他捨去這一座完好的空城不住，反而
41
42
43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重修台灣省通誌》，〈卷二：地志地形篇〉，南投市，1996，頁 216。
張溪木（張元之孫）訪談紀錄，2015 年 8 月 29 日。
西阿里關戶籍檔案，南化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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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在「草人仔坑」與「阿美仔坑」之間的土地上建屋居住。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後堀仔
城」曾發生平埔族人集體殺害高山族人的慘案，被視為不祥之地，無人願意住進這座荒廢的刺
竹城內。二是草人仔坑與阿美仔坑之間的土地，從山腳下延伸到後堀溪岸，地勢寬廣而平坦，
是西阿里關面積較大的河階台地。張元與張清元同在這處日後被稱為「公田」的土地上築屋定
居，而黃萬生與黃立兩戶則在距離公田不遠的「石臼仔」建立家園。
隔一年（1940 年 3 月、昭和 15 年）入籍西里關的是陳為秋，戶籍編號為「西阿里關警第 1
44

。他帶著兩個兒子長總與長利，從台南州嘉義郡後大埔庄大茅埔（今嘉義縣大埔鄉茄苳村
號 」
大茅埔）遷入。1939 年出生的陳長總接受筆者訪談時指出，他家剛來後堀仔時土地是向一位叫
「吳琴」的人買的。此人後來離開後堀仔，行蹤不明。當筆者問到「彭瑞等」這個人時，陳長
總說：彭瑞等是黃立的親戚，來後堀仔做工。他的手藝很好，在戰爭時期，有一天，一架美國
軍機摔落在石臼仔河邊的樹林，彭瑞等拆下飛機的金屬製做成湯匙及鍋子等物品 45。
1941 年（昭和 16 年）8 月入籍西阿里關為李春福，他的父親李奈、母親穆氏甘，原是高雄
州旗山郡杉林庄的西拉雅平埔族。李春福先後娶羅氏番與潘氏桃為妻，遷來後堀仔「平頂」開
墾，戶籍編號「西阿里關警第 3 號 46」。
1942-45 年（昭和 17-19 年）入籍西阿里關的戶數大量增加，包含下列十戶：
(1) 許故田、許仲兄弟：1942 年 8 月，西阿里關警第 4 號，自新化郡南化庄遷入木瓜坑。
(2) 謝添來：1942 年 7 月，西阿里關警第 1 號，祖籍台南州嘉義郡小梅庄（今梅山鄉）；添
來之子金裁、金榜、金田、春雄，即現任里長謝國男之祖父。
(3) 陳鉗：1942 年 7 月，西阿里關警第 3 號，祖籍台中州大屯郡霧峰庄，住灣丘；子為樹木、
樹煌。
(4) 林水文：1942 年 9 月，西阿里關警第 1 號，原居甲仙埔東阿里關，係林清山之父。
(5) 楊慶發：1942 年 9 月，西阿里關警第 1 號，原居高雄甲仙埔，係楊忠雄之父。
(6) 彭瑞等：1943 年 5 月，西阿里關警第 1 號，祖籍嘉義小梅庄，父親：彭保。
(7) 謝添雨：1943 年 8 月，西阿里關警第 3 號，祖籍嘉義小梅庄；謝秀麗之祖父。
(8) 陳良再：1943 年，故鄉在台南州斗六郡古坑庄草嶺坪，同來的尚有其兄弟二人。
(9) 鄭李仙桃：1944 年 8 月，西阿里關警第 1 號，祖籍台中州大甲街，原嫁鄭姓丈夫被日本
人打死，乃改嫁甲仙埔人蔡秀後遷來西阿里關，向張元購買今「城仔內」土地，將荒廢
的「後堀仔城」摧毀。蔡平協之妻蔡張金妹係張元之女、張錦昌之妹。
(10) 王阿圳：1944 年寄留徐邱增戶內轉出，1945 年 1 月入籍，西阿里關警第 3 號，祖籍台中
州新高郡集集庄。

二、光復初期－遷入的高峰
到了這個階段，已經確定西阿里關永久性聚落穩固形成了。民國 34 年（1945）10 月 25 日
台灣光復後的十年間，遷入西阿里關的人數達到高峰，如劉金獅（41 年 47）、黃利（35 年）、張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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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阿里關戶籍資料，南化區戶政事務所。
陳長總訪談記錄，2015 年 8 月 15 日。
西阿里關戶籍資料，南化區戶政事務所。錄，2015 年 8 月 15 日。
劉金獅係南投縣鹿谷鄉人，民國 41 年遷入關山村，但三年之後再返回原居地，至 56 年再遷回關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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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35 年）
、鄒川（37 年）
、林水連（38 年）
、林仙保（40 年）
、涂定（42 年）
、涂水順（42 年）、
張有木（43 年）
、江天降（43 年）、邱成（44 年）、趙櫃（44 年）、劉耍（44 年）等人，都在此
期間遷入；當時全村大約有一半人數都是在這個時期遷入的。
其中，與張元關係較密切的是張海。張海之孫張鴻志接受訪談時說：
「我阿公張海日據時代
在故鄉彰化田尾故鄉是在武館教人打拳、練功夫。因張錦昌家族剛到關山時，怕被欺負，要找
有功夫的人來保護（當打手）
，所以就找到我阿公，就這樣改變一生。」張海是張元的遠方親戚，
於民國 36 年 6 月正式入籍後堀仔，一年之後再帶家人，包含張清秀與張特意兩兄弟來，起初替
張元當「長工」
，婚後才獨立生活 48。
邱成，祖籍桃園八塊厝，九歲遷到嘉義街（今嘉義市），經友人介紹，民國 44 年秋季來後
堀仔以 13,000 元向管區警員黃權裕 49買地，第二年農正月 23 日正式遷入關山 50。
民國 40 年代後期遷入西阿里關的人數減緩了，主因是自從張元等初遷入村後的 20 年之間，
全村的戶數已達百餘戶，人數約有四五百人，村中河階台地已普遍開墾，土地出售情形減少，
因此影響外地人遷入。這個時期遷入的幾戶包含：
(1) 張鎮義：民國 48 年 2 月遷入，以新台幣兩萬元向黃庭記購買「雙冬仔」的土地，祖籍南
投縣鹿谷鄉清水村。
(2) 賴運埕：民國 48 年 12 月遷入，祖籍嘉義梅山鄉瑞峰村；原借住黃庭粟舊厝，之後到大
牛林半山腰建屋；次子賴坤德目前在山上經營苦茶園。
(3) 游金來、游金育兄弟：民國 49 年遷入，祖籍嘉義番路鄉公田村。金來與金育遷入平坑，
曾是關山里的麻竹筍大王。陳良平：約民國 49-50 年遷入龜仔頭，原籍嘉義番路鄉隙頂
村，向陳樹煌購地。
(4) 許文曲：民國 49 年遷入木瓜坑，原籍雲林縣古坑鄉草嶺村，向許故田與許仲兄弟購買土
地。
(5) 許永華：民國 50 年遷入木瓜坑，原籍嘉義縣番路鄉小公田，向許仲購買土地。
民國 50 年代遷入的住戶更少，游萬發是其中之一。萬發是嘉義番路鄉公田村人，繼兄長游
金來、游金育之後，於民國 54 年遷入關山村，向江天降購買楓仔崙的土地，成為劉耍的鄰居。
在民國 50 年代為止，當時關山村的戶數大約有 200 戶，人口大約 1,000 人，是歷來最多的時
51
候。在關山分校升格獨立之前，小學生的人數最多時約有 130 人 。

三、遷入戶的原籍
日治時期擔任過西阿里關保正的張元是當時台中州能高郡埔里街人，由他引介遷入的幾家都
與他有親戚關係

52

。黃立是台南州虎尾街人，張海是台中州田尾庄人，也是張元的遠親。第二

是來自高雄甲仙埔一帶，如李春福、林水文、楊慶發以及蔡秀（蔡平協養父）
，在日治時期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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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鴻志訪談記錄，2015 年 8 月 25 日；邱聰正訪談記錄，2015 年 8 月 26 日。
黃權裕黃是關山村前村長黃朝舜（住檨仔坑）之子，日治末期任職巡查，台灣光復後擔任關山村管區
警察，後來辭職，由張達接任。
邱聰正訪談記錄，2015 年 8 月 26 日。
南化戶政事務所及瑞峰國小資料。
黃立是張元的親家，張清火與張元係堂兄弟，張元之子錦水過繼給黃萬生，同住在台中州埔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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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區是西拉雅平埔族大武壟社群的大本營。
這段時期，從阿里山地區下山遷入的村民為數最多。例如：謝添來及謝添雨兄弟、彭瑞等、
陳良再、林水連、許文曲、許永華、陳良平，以及游金來、金育、萬發三兄弟，原都是住在阿
里山中海拔地區，包含雲林縣古坑鄉的草嶺、嘉義縣梅山鄉的瑞峰、番路鄉的公田、隙頂等地。
這一帶的山區在早期，交通十分不便，生活艱苦，只要有機會便會拉親結伴遷到外地尋求更好
的生活。至於從草嶺村遷下山的村民多數與 1941 年中埔大地震受災有關。
依據史料記載，中埔大地震發生於 1941 年（昭和 16 年）12 月 17 日上午 3 時 19 分，震央位
於今天台灣嘉義縣中埔鄉龍山腳附近，該地震又名為「嘉義大地震」，芮氏規模 7.1，造成台南
州（約今雲林、嘉義、台南縣）360 人死亡，729 人受傷，住家全倒塌 4,481 戶，半倒則有 6,787
戶。流經草嶺的清水溪河段，在當年的大地震中因地滑（走山）
，山泥傾瀉堵塞水流產生堰塞湖，
被稱為「草嶺潭 53」。導致許多居民家園毀滅，所以在大地震之後，搬遷到外地的居民很多。
住在龜仔頭、民國 22 年出生的陳良再談到他家從草嶺遷來後堀仔時說道：
「我的故鄉在古坑
鄉草嶺坪，1941 大地震走山（地滑），形成草嶺潭，我家被土石壓壞，所以離開，當時我才 10
歲，唸國小二年級。」民國 26 年次、家住木瓜坑的許永曲也說：
「我在草嶺出生，四、五歲時，
大地震走山，河水堵住成為草嶺潭，我家的田地與房屋都毀了，家人才搬到大埔。我 22 歲退伍，
24 歲獨自遷來後堀仔。」民國 22 年次（屬雞）、
「關山商號」負責人林培逐也回憶說，他們原
來也是草嶺人，同樣因大地震土石堵塞住清水溪形成草嶺潭，家園受損。父親林水連乃舉家遷
到嘉義後大埔，於民國 38 年再遷來後堀仔，林培逐與陳良再同在草嶺國小唸到二年級即因搬家
而輟學 54。

四、遷移的路線
在遷居的路線方面，遷入西阿里關的居民，除了早期少數由東阿里關及小林村一帶主要循「小
林古道」翻越大烏山山脈到出火仔或平坑之外，其餘都是從村庄前路或後路入村的。大體上，
從故鄉離開搭乘火車南下到玉井的人，都走村庄前方進來。例如，原籍在南投縣鹿谷鄉清水村
的張鎮義，雖然在日治時期受過不錯的教育，但台灣光復初期，謀職無門，生活困難，在姑丈
劉金獅的引介下，於民國 48 年 2 月遷來後堀仔。當時走的路線是：
第一天早上，從鹿谷清水徒步一個多小時，橫越濁水溪至集集，然後搭乘集集線小火車到彰
化二水，從二水搭乘台鐵縱貫線普通車到台南善化站，改搭台糖五分車到玉井。這時已近黃昏
時刻，必須在玉井過夜（通常住太平旅社或華春客棧）。
第二天早上從玉井搭乘興南客運第一班車到北寮（當時北寮與玉山之間越過後堀溪僅靠人行
的吊橋）
。此後開始步行，經過竹頭崎、茅埔之後，開始沿著後堀溪谷與河床走五個多小時，渡
過十八次溪水，大約下午兩三點才到達。遷家時，大包小包行李，背負或肩挑，十分勞累，所
幸村民很能發揮熱心助人的精神前往竹頭崎等候，協助挑行李或揹小孩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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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經草嶺的清水溪河段曾因地震而數次產生堰塞湖之現象，被稱為「草嶺潭」。最早紀錄在 1941 年中
埔大地震發生，1951 年因不堪豪雨而潰堤。1999 年發生的 921 大地震使草嶺潭再現，稱為新草嶺潭，
後因颱風造成潭水宣洩而消失。《維基百科》，「草嶺」與「中埔大地震」條。
林培逐訪談記錄，2015 年 7 月 3 日；陳良再訪談記錄、許文曲再訪談記錄，2015 年 8 月 16 日。
張柯疎女士（張鎮義之妻）訪談紀錄，2015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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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現在的道路交通，從南化區北寮走省道台 20 線轉 179 號公路到關山的中點瑞峰國小為 30.7
公里，民國 50 年代之前走的山徑河道大約 26 公里。這條羊腸鳥道多半走在山谷與河床上，且
不時要忽左忽右地過河，一趟路下來，至少要費時五小時。由於這條路是順著後堀溪谷而上，
所以必須遷入後堀仔必須選在乾季河水少的時候。
從阿里山方面遷來的村民多從村庄後方走山路進來的。雖然故鄉距離後堀仔較近，但因缺乏
交通工具，從山上下山到後堀仔主要靠長時間的步行，過程相當辛苦。例如灣丘的黃新興（黃
，約民國 35 年我
文灶之子）說道:「我家的故鄉在嘉義小梅庄哈里味甘仔宅（今梅山鄉太和村）
阿公帶我的父親與叔叔遷來後堀仔。從梅山走到畚箕湖，經過石卓到「達娜伊谷」
，再到大埔，
最後走到後堀仔，總共要花 12-13 個小時。」
38 年次、住在木瓜坑的許永華也說：
「我的家鄉在嘉義番路鄉小公田，13 歲（約民國 50 年）
搬到後堀仔，從中埔鄉澐水走路過來，要花 13 個小時。」較年長的陳良再搬家的過程更辛苦，

「我們搬家時，花了七天時間才到後堀仔。起初從阿里山搭火車到嘉義，改搭公車到中埔
他說：
鄉澐水村，當時的公車還是用手搖的方法發動引擎。從澐水到大埔沒車可搭了，改為走路，走
到後埔後再經坪林才到後堀仔。」
省道台 3 線上經過中埔鄉澐水村，早期為山間的羊腸小道，直到民國 74 年才完成路面拓寬
並鋪設高級柏油路面。以現在的路況，澐水經大埔鄉到關山木瓜坑 57 公里、到灣丘 60 公里。
如步行每小時以 5 公里計算，再加上休息時間，澐水走山路到灣丘花費 13 小時，稱得上是「勇
腳仔」了。

五、人口的外移
在民國 40 年代後期選擇「自謀生活」方式退伍的外省籍老兵，趁著體力尚佳時，許多人結
伴到偏遠的山區找塊地生活下來。在那個時期，到西阿里關謀生的退伍老兵大約有十幾位，成
為村民口中的「外省仔」
。不過，由於這批外省籍老兵多數單身，無所依靠，所以在民國 50 年
代後期即陸續遷離。例如，待人很和善的魏修德（老魏ㄟ）
，與老鄉李靜秋同住在楓仔崙的一個
屋簷下，過著山林隱士般的日子。幾年之後，他倆將土地出售給張輝隆與張輝振兄弟之後，便
離開關山養老去了。其他跟進的外省老兵，如高水坑的何國仁、國小工友雷三再、曾任鄉民代
表的賈麟、老崔、綽號的張光明（空軍仔）
、李靜秋、丁玲及錢龍（錢仔）等人。而在關山分校
任教多年的張靜一與黃端禮兩位老師也在此時期請調外地；經營雜貨店近十年之久的歐陽賢隨
後亦離開了。
到了民國 60 年代，台灣社會進入轉型期，工商業逐漸發達，都市就業機會增加，遷入內山
的情形幾近停頓，反而有遷出的情形。例如 1942 年（昭和 17 年）遷入西阿里關的許故田與許
仲兄弟，係木瓜坑最早期的居民。木瓜坑是位於後堀仔溪上游，為關山里最北方的地方，與嘉
義縣大埔鄉茄冬村坪林為界，地勢起伏，河階台地十分狹小，當地較佳的土地多為許氏兄弟取
得，成為木瓜坑的「首富」
。目前仍住在木瓜坑、民國 26 年次的許文曲談到，民國 50 年代多數
家庭都還用人工舂米的時候，許氏兄弟即購置了柴油碾米機以及水力舂米設備。民國 60 幾年，
56
許氏兄弟將土地及房屋以 157 萬元轉賣給許文曲後遷離西阿里關 。

56

許文曲訪談紀錄，2015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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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0 年代以後，十大建設完成後帶動經濟起飛，工商業蓬勃發展，人民生活水準大幅提
升，農村人口逐漸外流，西阿里關外移的人口明顯增加了。其中以年輕人居多，有些人升學，
受到較好的教育之後，便留在市區工作；有些人不願留在鄉下種田，乃外出到都市找事做。有
些人為了讓小孩有較好的教育環境，遷到外地，其中到玉井購屋或租屋的情形居多。也有些人
因年紀增長，下一代又不願留在內山，也跟著離開。

陸、南化水庫興建的影響
一、水庫淹沒區的拆遷
南化水庫，原命名為「後堀水庫」，後省府以名稱不雅而以水庫所在之南化鄉為名。於民國
75 年（1986）由行政院核定興建，77 年 12 月開工，82 年（1993）11 月全部完工，集水面積 104
平方公里，總蓄水量 1 億 5805 萬立方公尺，為台灣公共給水單一目標的水庫之最大者，主要為
供應台南、高雄地區之公共用水。因水庫上游山區降雨較少，乃於 1994 年 6 月進行第二期工程，
於高雄市甲仙大橋上游約 450 公尺處設甲仙堰取水，以輸水隧道將旗山溪豐水期多餘之水量引
入南化水庫運用，提高南化水庫之供水量，於 1999 年 6 月通水運轉 57。
南化水庫之興建對西阿里關影響最大的是淹沒區的拆遷，受影響而必須拆遷的區域包含今玉
山里第 14、15 鄰的溪東地區，以及關山里第 1、2 鄰，由於這些地區的土地均未放領之國有地
及山林地，台灣自來水公司乃依民國 76 年《南化水庫淹沒區地上物補償標準》進行拆遷戶地上
物之補償。溪東地區多數為西拉雅平埔族原住民，水庫壩址位於溪東的入口處（原關山舊產業
道路第一號橋）
，水庫興建後溪東部落幾乎全部淹沒在水庫底下，所以溪東地區原住戶絕大部分
均遷到外地，只剩下少數幾戶上移至較高處未淹沒的台地（關山 179 號道路起點約 1.5K 處左轉
下方水庫邊）。
越過溪東，即為關山里第一鄰，聚落集中在石璧寮，原有住家及農作土地全數遭水庫淹沒，
原有不到十戶的住家全部遷出，僅有一戶仍保留戶籍。第二鄰原來的地段大約自關山舊產業道
路第四號橋至第九號橋，住家主要分布番仔坑口（大地谷附近）及火燒社寮，原來的十餘戶大
多數遷出外地，少數幾戶遷移到山腰上或 179 號道路旁，目前設籍戶數雖有 23 戶 58，但多數為
非常住人口。

二、水庫加高與遷村問題
台灣省水利局南部水資源工程處為增加南化水庫之蓄水容量，以供應高雄、台南地區之公共
用水，民國 86 年（1997）開始進行加高工程之研究，計畫加高 20 公尺擴增一倍之蓄水量，作
為美濃水庫無法興建的替代方案。後因 921 大地震後，地方因擔心水庫安全而反彈，目前此計

57

58

「南化水庫」，《維基百科》網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8C%96%E6%B0%B4%E5%BA%AB#cite_note-1ChromeHTML
\Shell\Open\Command
資料提供：南化戶政事務所及南化區公所關山里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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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暫時擱置 59。
不過，高雄與台南地區的用水經常吃緊。美濃水庫阻力過大無法興建，而才興建二十多年的
南化水庫淤積已高達 38%以上

60

，嚴重影響水庫的蓄水量。因此，除了加強清淤以延長水庫壽

命之外，南化水庫的加高工程並不排除有復活的可能性。此計畫一旦通過，水庫加高 20 公尺之
後，水庫淹沒的區域至少向上延伸到關山里第五鄰以上，關山里 80%以上的居住區會被淹沒，
屆時關山里將面臨廢里的命運。
事實上，在民國 98 年莫拉克颱風重創關山村之後，遷村之議一時甚囂塵上，村民也人心惶
惶；雖然台南縣長蘇煥智也於當年 8 月 28 日親赴關山與村民舉行座談會 61。但由於遷村涉及範
圍甚廣，最後仍不了了之。不過，水庫加高議題始終在里民口耳之間傳聞，多數住戶相信水庫
加高計畫在不久的將來會成為事實。因此，關山里的居民對生活幾十年的家園的未來頗感茫然。
雖然管理芒果園十分辛苦，收成豐歉全看老天的眼色，但他們都不願輕易將栽種 20 幾年的果樹
廢除改種其他作物，為的是萬一政府決定遷村，能獲得較高額的地上物補償費。

三、水庫回饋金與人口的回流
本來民國 70 年代到 90 年代是關山里人口外流最多的時期，加上少子化的結果 62，使得里內
常居人口明顯漸少。但從 100 年起至 104 年 10 止，每年的設籍的戶數與人口均呈正成長。民國
99 年年終共有 262 戶、人口數 709 人，到了 104 年 10，戶數增加為 291 63，人口首度突破一千人
達 1,007；不到五年的時間，關山里的人口數成長高達 32%（詳見下表）。

表 3. 關山里戶籍與人口異動統計表（2007-2015 64）

59

60

61

62

63

64

年 月

戶數

96 年 12 月

人 口 數
男

女

合計

285

497

430

927

97 年 12 月

284

504

438

933

98 年 12 月

287

504

438

938

99 年 12 月

262

402

307

709

100 年 12 月

263

422

338

760

備

註

南化水庫回饋金開始實施

民國 88 年 921 大地震後，地方擔心水庫安全而反彈，台南縣議長吳健保與十多位議員不滿南化水庫加
高，於 92 年 11 月集體跳水庫，誓死抗議水庫加高，才迫使這項計畫擱置。（《中華民國資深記者協
會》網站: http://srnews.com.tw/news_r.asp?id=86&xid=633&cid=117）
〈水庫變「土庫」再過十五年淤滿〉，《新新聞》網站
http://www.new7.com.tw/NewsView.aspx?i=TXT2014111916560336L
「南化鄉關山村遷村座談會」，台南縣政府新聞處網站，
http://ifo.tainan.gov.tw/News_Detail.aspx?ID=2999
關山里國小學生人數最多時約在民國 60 年左右，當時 1-6 年級各一班，每班人數約 20-25 人，全校學
生人數約 130 人；之後學生人數遞減，到 104 年，瑞峰國小學生人數（不含幼稚園）只有 11 人，到 105
年度更減為 10 人，而教師員額卻有 16 人（參考台南市立瑞峰國小網站）。
關山里共 290 戶（2015 年 8 月底統計），各鄰分布情形如下：第 1 鄰 1 戶、第 2 鄰 23 戶、第 3 鄰 55
戶、第 4 鄰 69 戶、地 5 鄰 23 戶、第 6 鄰 35 戶、第 7 鄰 13 戶、第 8 鄰 62 戶（平坑）、第 9 鄰 9 戶（出
火）。資料來源：南化區戶政事務所。
資料來源：南化區戶政事務所網站，「人口統計」，本表為筆者依統計資料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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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12 月

262

432

354

786

102 年 12 月

281

486

413

899

103 年 12 月

287

527

461

988

104 年 10 月

291

536

471

1,007

這份表格的戶數與人口係依據南化區戶政事務所官網各里的「人口統計」資料製作；比較值
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 98 年到 99 年，戶數減少 25 戶，人口減少超過 200 人，主要原因是民國
97 年 7 月卡玫基颱風以及 98 年 8 月莫拉克颱風連續兩年的暴雨重創關山里，受災嚴重的住戶獲
得分配免費永久屋而遷出，其餘戶籍遷出的多數為第一、二鄰水庫淹沒區有戶籍無住家的人口。
其次，自民國 100 年起連續五年關山里的人口數顯著成長，從下表「南化區 104 年 10 人口
所得出的每戶平均人口數及以可看出對照的情形。南化區全區的每戶平均人數為 3.11，
統計表 65」
，而關山里為 3.46 人，
明顯高出相鄰的三區（左鎮區 2.56 人、楠西區 2.84 人、玉井區 2.81 人 66）
不僅獨占南化區鰲頭，亦居四區之冠。其主要的原因是從 100 年起開始實施「南化水庫保護區
回饋金補助」措施，誘使原來遷出的村民選擇將戶籍再遷回來，以便享受回饋金補助的福利。

表 4. 台南市南化區 104 年 10 人口統計表
里別

鄰數

戶數

小崙里

12

中坑里

人口

每戶平均人數

男

女

合計

284

519

399

918

3.23

10

162

280

227

507

3.13

北平里

9

218

343

289

632

2.90

北寮里

14

435

737

642

1,379

3.17

玉山里

15

364

619

553

1,172

3.22

西埔里

16

287

507

413

920

3.21

東和里

12

244

428

345

773

3.17

南化里

16

579

852

757

1,609

2.78

關山里

9

291

532

472

1,007

3.46

113

2,864

4,821

4,096

8,917

3.11

合

計

莫拉克風災過後，立法院通過《南化水庫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法案，自民
國 100 年起開始相關執行計劃 67，每年大約編列七千萬元 68，補助對象為關山里全里以及玉山里
65

66
67

68

南化區戶政事務所網站，「村里鄰人口數」
http://www.tainan.gov.tw/nanhua/population.asp?nSub=C0A000
資料來源：台南市左鎮區、楠西區、玉井區戶政事務所人口統計。
「台南市議員資訊網」，問政彙編
http://www.tncc.gov.tw/tnccp2/ccp_02a.asp?mainid=%7BC42E0603-E45B-4A6B-8FCD-9CA47EFDDD5
D%7D&CName=%AAL%BFP%AF%AC
以 103、104 年度為例，103 年度編列 74,161,000 元，104 年度編列 73,875,000 元。資料來源：南化
區公所網站，「水庫回饋金專區」，
http://www.tainan.gov.tw/nanhuadistrict/page.asp?id={B8287274-6BBD-4F94-BE5A-FD0C0E6C07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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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 鄰水源保護區居民。補助的項目繁多，區分為第一優先與第二優先兩大類。第一優先包含
以下項目：
1.

生活補助津貼：水費、電費。

2.

老人三節（春節、端午節、中秋節）津貼發放，每人 30,000 元。

3.

喪葬補助，每人 153,000 元。

4.

生育補助，每人 36,000 元。

5.

傷殘補助：輕度 20,000 元、中度 30,000 元、重度以上 40,000 元。

6.

健保及醫療支出補助。

7.

關山里瑞峰國小及幼稚園營養餐費補助。

8.

保護區中型巴士之居民交通車。

9.

居民意外險。

10.

環境整治綠美化等各項相關業務。

11.

補助水保及生態保育之設施設備。

12.

推動有機栽培植樹保林農地停耕所須之獎勵費用。

13.

在學學生之獎學金。

14.

水資源保育相關宣導活動。

15.

補助關山里巡守隊相關費用。

16.

補助宗教民俗活動（耀靈宮）
。

17.

道路路面填補改善費用。

窮鄉僻壤的關山里，經濟條件差，里民多屬社會弱勢族群，水庫回饋金方案執行之後，對於
關山里民不啻是一大福利。尤其是水費、電費、健保、喪葬、生育、傷殘、國小與幼稚園營養
午餐等項目補助，老人三節津貼，以及居民免費交通車的提供等項目，都與家庭或個人有直接
的利益。因此，受到這項回饋金福利的引誘，自民國 100 年起，不少已遷出的原關山里居民紛
紛回流將戶籍遷返。
截至民國 104 年 10 月底的戶籍統計資料，關山里共有 29 戶、1,007，但實際上如以「家庭」
69
，實際上常住人口只有 220 人左右 70，大約只占戶籍人數的 22%。
數計算，全里大約 95-100「家 」

柒、結語
台灣史僅僅四百年，但地方的行政區劃屢經改變，反映出台灣早期移墾社會的特性。今日的
西阿里關（關山里）是台南市南化區的轄區，但在清朝前期到日治初期長達將近兩百年的期間，
西阿里關所屬的後堀溪流域並非今南化區的範圍，而是與楠梓仙溪流域的阿里關、甲仙與大丘
園同屬一個行政區。清朝初期之後，漢人移民不斷增加以及墾地地的擴大，迫使原住在南化以
西的西拉雅平埔族向東遷移到大烏山山脈以東的楠梓仙溪流域建立部落，但也有部分平埔族人
選擇在大烏山山脈西側的南化區境定居，與漢人移民共同在此區域生活。學者透過田野調查以
及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發現南化區菜寮溪流域的平埔族為四大社系的新港社群，而後堀溪流
69

70

本資料係依據筆者於民國 104 年 8-9 月親自到關山里走訪調查所得，因有少數房舍位居偏遠山上而未
到訪，估計誤差率約正負 5（家）。
依據關山里長謝國男及里幹事陳欣微提供之資料，20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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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平埔族則為大武壠系 71。
不過，夾在大烏山山脈與阿里山山脈南段餘脈之間狹窄河谷地帶的西阿里關，在近代的移墾
與聚絡的形成過程中卻顯得與眾不同。西阿里關雖然地處偏遠，與大武壠社系主要分布的楠梓
仙溪流域只有大烏山山脈之隔，西拉雅平埔族並未在此建立部絡，亦未有長期居住的跡象。顯
然西阿里關河谷間地狹窄，出入極為不便，未能得到原住民的青睞。所以早期除了作為南鄒族
與布農族兩個高山族的獵場之外，西阿里關的開發與聚落的形成相對較附近地區晚得許多。
從江定抗日活動、後堀仔城的興廢，以及張元圈占土地三件事，足可看出西阿里關聚落的形
成的軌跡。清朝末年，台灣各地大致上都已達到充分的開發，但西阿里關依然是處於杳無人煙
的荒山野谷。日治初期，由於日本人的高壓統治，有些作奸犯科之徒或不滿日本統治的抗日分
子，藏匿到後堀溪中上游的山谷林間以躲避日警的追緝，從西阿里關的耆老得自先祖們的口傳
故事，或親眼目睹在山林谷間所留多處前人生活過的遺跡，在在證實早期確有若干亡命之徒匿
居在此間。這些日本人口中的「土匪」或「賊仔」的亡命之徒以江定為首的抗日分子最具代表
性，他們的人數眾多，藏匿在後堀仔的時間前後長達 15 年之久。不過，江定抗日軍對後堀仔的
開發並無直接的貢獻，所以不能視為西阿里關的早期移墾居民。即便與江定反抗軍同時期有少
數人在西阿里關從事開墾，在噍吧哖事件日本軍警在清鄉掃蕩的過程中，在後堀仔的人全部被
清空，再度成為了無人跡的地帶。
噍吧哖事件經過幾年的沉寂之後，一批可能來自楠梓仙溪流域的大武壠平埔族人進入後堀仔
定居開墾，並在今關山里的中點地帶以半石牆和刺竹圍成一座「後堀仔城」以防禦高山族的侵
犯。大概基於這個事實，1920 年（大正 9 年）台灣地方行政大改革時後堀仔才脫離阿里關正式
設立「西阿里關」庄。然而未經多年，
「後堀仔城」的平埔族與外來的高山族發生流血衝突，生
怕遭到高山族的報復而全數撤離。幾年之後，1934-1937 年四年之間陸續有來自甲仙埔與阿里關
地區的平埔族人遷入西阿里關，這一批共有七戶的早期遷入戶是西阿里關最早有戶籍資料的居
民。不過，這七戶都未在西阿里關長久定居下來，短暫居住一、二年之後即相繼退去；西阿里
關第二度恢復荒山野谷的狀態，從 1938 年左右進入西阿里關牧牛的張元圈占土地之事可以印
證。
張元進入西阿里關時，發現當地「人去村空」，全是無主土地，乃以十分原始的方法圈占土
地，進而呼朋引親遷入定居開墾，成為西阿里關最早長久居住的遷入戶，而西阿里關的聚落遂
正式形成。這也說明何以地處偏遠山區且與楠梓仙溪流域的平埔族僅一山之隔的西阿里關，並
未形成平埔族人部落的原因。
張元主要為了占有土地的利益而遷入西阿里關，其後遷入的住戶主要都是由於生活壓力所致，
而且清一色都是農人。在民國 60 年代以前，臺灣仍處於傳統的農業社會，許多農民在原故鄉缺
乏土地，或耕作土地面積過小，為增加耕作面積，以解決基本生活問題，只要有機會，許多人
不惜離鄉背井到外地尋找新天地。大多數遷入西阿里關的故籍幾乎都來自中部以南到嘉南地區
貧窮農民，而來自阿里山地區 1941 年大地震的受災戶最具代表性。不論由村前或村後遷入，都
須花費五、六個小時到十幾小時步行才能到達目的地。由此可見早期的居民為改善生活，不辭
千辛萬苦遷入窮鄉僻壤的西阿里關，接著更要劈荊斬棘、開山闢地，以開創新家園，為的只是
讓全家人三餐得到溫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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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光復後到民國 40 年代末期是西阿里關遷入人口數最多的時期，此期間尚有一些自謀生
活退伍的外省籍榮民進入村內定居開墾。不過，這些「外省仔」有如逐水草而居的飄泊者，民
國 50 年代末期之後都陸續離開西阿里關到外地去了。
民國 70 年代之後，由於台灣經濟的轉型，都市的就業機會快速增加，西阿里關與各地的農
村一樣，年輕人口大量外移，導致勞動人口逐年老化。近年來加上少子化的影響，使得西阿里
關的人口逐年減少，尤其在民國 98 年莫拉克颱風過後的次年，人口遷出更加明顯。不過，民國
100 年起南化水庫回饋金開始執行，西阿里關的人口逐年回流，戶籍人數創下歷年來最高，但實
際的常住人口幾占二成強。
未來西阿里關的命運決定於南化水庫加高工程計劃是否執行，雖然水庫加高的安全問題爭議
依然存在，但關山里居民相信不久的將來一定會被迫遷村問題，對於在山村歷經三、四代生活
的里民而言，不論命運好壞，在心理與情感上將是一大衝擊，尤其是老一輩的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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