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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落臺南城》這本書是我撰寫1895乙未抗日的第三部曲。原預計
2011農曆年前出版，惟收集的資料尚未覺得詳盡豐富，且這幾年也被一
些雜務纏身，無法專心投入。最近，才利用幾個月的時間完成它。書名訂

「日落臺南城」，意謂日本人所稱的日清戰爭，即「甲午戰爭」的延續─

臺灣征討戰爭，在日軍完成三路包圍臺南時，不但窮兵黷武到達極限，也

已臻至窮途末日、日落西山的境界，正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但不幸

的是，日本靠中國鉅額的賠款又起死回生，把它幾乎都投在軍備上面。

1904年打敗俄羅斯，成為世界列強之一。之後又將矛頭指向中國。甚至
挑起太平洋戰爭，直到無條件投降為止。另一方面，此書也呈現現今一片

綠地的南臺灣，在當時抗日志士劉永福於臺南的領導下，如何和日本強權

長期抗戰。本書最後也為劉永福遭受質疑的抗日決心翻案，以讓臺灣緬懷

紀念這位先賢。

  此書出版前夕適逢兩岸紀念「七七事變」77週年，也將屆中日「甲
午戰爭」正式宣戰的120週年紀念，即兩甲子。它是我們中國老祖先的傳
統紀念方式，和西方用代表一百年的世紀來紀念是大相逕庭的。而明年又

是乙未羊年，即臺灣乙未抗日120週年。在1995的100周年紀念，臺灣曾
舉辦一些紀念活動，惟在當時尚未引起臺日和大陸方面的共鳴。今年的甲

午馬年，適逢中國大陸經濟和軍事方面的崛起，日本也加緊擴充軍備，推

動修改和平憲法，開始作起它的「甲午迷夢」。原為臺灣附屬島嶼的釣魚

臺，在中日兩強權之間的紛爭也逐漸白熱化，尤其於近日，在美國授意

下，日本解禁了集體自衛權，即日本將來可向海外派兵。此時，臺灣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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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書在日據之前用清朝年號， 之後用日本年號 ， 括號附西元。

西元年份、陽曆以阿拉伯數字表示；農曆以國字表示。

  二、本書除引用文獻原註為【 】；（）為筆者加註。

  三、本書內容不以章節作區分。而是分成單元， 再來就是大、中、

小標題。

  四、文章中小數字為注釋，在每個單元後面。

  五、本書在書後所附的戰鬥地圖， 有圖中日軍各兵種代號及番號的

解讀，請參考第278頁。

  六、古戰場地名的相關位置除了隨內文附插地圖外，讀者也可以以書

後〈專有名詞索引〉找到相關圖片和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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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的角色是如何呢?試提供下列拙見。

  臺灣原來是中國的一體，120年來先是和日本侵略者展開慘烈的武裝

鬥爭。

  隨後，歷經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中國再藉由國民政府領導的八年
抗戰打敗日本、收復臺灣。然後又歷經國共內戰，臺灣成為國民政府反共

復國的基地，但也淪為美蘇強權之間的冷戰背後的一著活棋。直到近十年

前國共和解，2008年馬英九總統上任後，兩岸三通交流頻繁。惟早期國
民黨的反共教育，加上前總統李登輝將自蔣介石以來國民黨「親日反共」

的政策發揚光大，轉變為「親日反中」，如此深植於不算少數的臺灣老百

姓腦海裡。尤其在2011年日本「三一一震災」時，在馬英九帶頭捐款下，
臺灣人竟慷慨捐出73.64億元新臺幣（約200億日圓或2.52億元美金）給日
本，捐助總金額為捐款國家和地區中金額最多者。如果說是人道救援，把

這些大量款項弄到臺灣自己內部兒童的營養午餐等社會福利就可以了。不

需拿此去恢復日本的國力號來繼續霸佔我臺灣所有的釣魚臺、然後驅趕至

附近海面作業的我漁民。

  日本如此欺侮臺灣其來有自，它在120年前的甲午戰爭打敗中國領有
臺灣後，第一要務便是想辦法趕走臺灣人 好讓日本移民到這一片樂土(可
參見郭譽孚《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於是便放縱日軍到處
殺人放火，強姦婦女。當時臺北三市街及鄰近的市鎮，十室九空。而在筆

者的故鄉─嘉義大林，竟發生日本軍酋要求本地歸順者獻兩百名婦女供日

軍姦淫的荒唐行徑。這些在日本國內安分守己的日軍，為何到了海外便展

現人性暴虐的一面?主要就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作祟。

  既然現今臺灣大多數人都把日本當作是朋友，所謂「三人行必有我
師」，曾深受日本軍國主義荼毒的臺灣應勇敢地促使日本像德國一樣，向

戰爭的受害者道歉並反省罪行。因加害者和受害者一樣不能得到善終，所

以，日本國內在二戰後不斷反對日本走向軍國主義老路的聲音，例如，在

臺灣一播再播的日本電視劇─《阿信》，就是一個反戰的典型例子。《阿

信》是日本放送協會（NHK）國營電視臺開播30周年紀念電視劇，可看
到劇中的人物不斷傳達來自中國的儒家思想。今年夏，臺灣的國立故宮博

物院在日本東京舉行「神品至寶展」時，NHK用心製作一個詳盡介紹故
宮收藏文物在中國歷史上的沿革的節目，讓人想到日本在明治維新(1867-
1911)之前長期受到中華文化薰陶的盛況。所以，臺灣身為中華文化圈的
一份子，要讓日本重新回到大東亞的懷抱。

  「仇恨可以放下，歷史卻不容遺忘、也不容竄改」。臺灣不須像中國
大陸一樣抱持反日、仇日  的情緒，而是要以「知日」的態度促使日本回
歸和平，脫離窮兵黷武的美國控制，需知美國在二戰後參與不少戰爭，更

在近十年前發動一場師出無名的伊拉克戰爭，不但給當地人民帶來災難，

也給當地文明造成一場劫難。近日，要拉攏日本等東亞國家制衡中國大

陸，臺灣必須避免成為美日對抗中國大陸的馬前卒，避免成為美日中角力

的戰爭受難者。

  然而，臺灣卻有日本統治遺留下的「皇民」，鼓勵日本右翼好戰分子
重新發動對外戰爭。這些人的思想比日本更加傾右，已變成日本軍國主義

復辟的幫兇。像日本此次解禁集體自衛權便受到李登輝的肯定。他認為，

這會讓美國很安心，強化美日同盟關係；他也希望，日本制訂臺灣關係

法。這樣一來，「中共會比較乖」。這種思想對臺灣來說是相當危險的。

因面對中國大陸這種擁有核子武器、且坐擁十三億人口的甦醒巨人，如果

過份刺激他們的民族情緒，日本不但將再度成為核子武器的實驗地，臺灣

也會淪為大規模毀滅武器的戰場。

  再論，臺灣經過李登輝及陳水扁前總統，二十年間所主導的「去中國
化」教育。哈日崇日幾乎已變成臺灣人的主流，從對日本食品的趨之若

鶩，到各種日本文化的盲目崇拜，也連帶被煽動反中的情緒，造就了今

年所謂佔領立法院的三一八學運，連《KANO》電影監製魏德聖也來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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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因這部電影過分歌頌日本殖民統治，正帶有「去中國化」的思維。孰

不知《KANO》棒球隊隊長吳明捷因當年日本侵臺時殺了不少臺灣人，故
終身不入日本籍，去靖國神社參拜其胞兄時，也不會去正殿拜殺死祖先的

日本軍人。他正是一個反對日本軍國主義道地的臺灣人(以上見吳明捷的
外甥鍾醫師和我合著之《乙未戰爭研究》一書)。

  另外，此次北捷殺人案兇嫌鄭捷，行兇的主要原因是迷戀於日本的殺
人文化，他高中時迷上的日本小說《大逃殺》，描述在一個虛構的「大東

亞共和國」，專制政府為了訓練可以貢獻國家的年輕學子，每年進行秘密

計劃，從全國4萬多班中學3年級中，隨機挑選1班，將全班學生帶到封閉
荒島「限時自相殘殺」。 他還嚮往日本「電車殺人事件」。當電視上不
斷呈現他在捷運行兇的情景時，我在他身上看到當年在甲午戰爭的旅順大

屠殺、第二次中日戰爭的南京大屠殺，甚至在玩殺人比賽的日軍影子。

  類似鄭捷這樣劊子手的行為，在日本也一再發生，於是出現日本教育
需要反省的聲音。如近十年前有一部日劇《女王的教室》，女王老師告誡

和鄭捷剛好是同年的小學生「為甚麼不能殺人?」記得台詞是「大家都是
和自己一樣活生生的人，不管是誰，都有你所不知道的了不起的人生。每

個人都擁有的家庭、愛、夢想、希望、回憶、友情、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剝

奪。反之，誰都沒有權力給予他人苦難、痛楚、悲傷，所以不能殺人」。

女王老師此話也隱約透露日本在過去發動海外戰爭，鼓勵殺人是不對的。

  綜上種種臺灣人崇日媚日的行為，遂造就一些日本人在臺灣驕縱放
蕩的行為，如前年藝人MAKIO等毆打腳踹計程車司機的事件；到最近，
臺南的日籍悍婦過站發飆用腳猛踹公車司機；還有因多帶1個打火機被安
檢，日籍男不滿打傷安檢員。日本人如此踐踏臺灣人尊嚴的行為在臺灣發

生太多次了，這就是臺灣過分親媚日的遺毒，才助長他們囂張的氣焰。在

崇日的同時，有些人也相對地表露出仇中的情緒，如臺南的國父孫中山銅

像遭獨派拉倒；獨派媒體前一陣子有一「尾大不掉」的鄉土劇，終以426
集結束，似乎透露「死阿陸」仇中情緒；前一陣子大陸藝人於西門町廣場

舉辦簽唱會，卻遭少數人嗆「中國藝人滾出去」；再如前新聞局秘書郭冠

英，在網路以「鬼島」比喻臺灣在李扁體制下，搞得烏煙瘴氣。卻招來某

棒球主播嗆：「郭冠英如爽退，號召拒投國民黨」孰不知這體育主播在

煽動球迷情緒的同時，卻忘了「說釣魚臺是日本領土」李登輝也在領退

休俸，怎麼不號召拒投李登輝創立的「臺聯」呢? 這些過分親日反中的行
為，讓臺灣變成幾乎快沒有是非的地方。特別是在野黨一向親日，當前安

倍的反中立場，與其不謀而合。所以才在最近這一兩年，不斷杯葛對岸所

釋出和臺灣經濟發展相關的法案。

  在親日反中的心態上，無論是想建立「臺灣國」臺獨份子，或是企圖
在「中華民國」的政權下反對統一的獨臺人士，其抱持的心理無非有回歸

日本統治，或是能被納入美國的一州。這和近120年前以抗日名義組織的
臺灣民主國是大相逕庭的。當時的當政者雖有如鄭成功一樣建立海上扶餘

國的心思，但也不忘心向中國，「遙為屏藩」。和現在的情勢是大相逕庭

的，故對岸也要多多體諒臺灣人覺得當年被祖國拋棄而另建國家的心理，

不要見到臺灣民主國和Formosa等和臺灣獨立有關的字眼就眼紅，它可是
當年清代臺灣商務局(Formosa Trading Company)的英文名稱；也是臺灣民
主國郵戳上的標誌─「臺灣民主國‧臺南」(Formosan Republic Tainan)。
臺灣也需體諒中國大陸的崛起，是基於從鴉片戰爭割讓香港到日本瘋狂侵

略中國這170餘年來的國恥，崛起為的是要維護世界和平，制止美國再以
「世界警察」之偽善的名義，在全世界獨霸。更要知道中國大陸自兩岸分

治以來，並無侵占臺灣的一寸領土，反而是日本霸佔臺灣所屬的釣魚臺還

理直氣壯地說原來就是它的。所以，臺灣不需和美日唱和，聯合抗中。兩

岸可在和平發展的前提下，相互交流，以保臺灣的長治久安。

  在兩岸紀念今年「七七事變」77週年、「甲午戰爭」120週年、明年
抗戰勝利70週年時，臺灣當局也將今年光復69週年，與臺北建城130週
年列為重要的歷史紀念時刻，馬英九還宣示「力保抗戰史實明年擴大紀

念」。但似乎遺忘，或是有意避談明年也是臺灣乙未抗日兩甲子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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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聞對岸有意在8年抗戰精神象徵的上海四行倉庫建抗日紀念館。但，全
世界最早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臺灣，卻是迄今唯一還沒有成立抗日

紀念館的地方，臺灣抗日志士親屬也多次呼籲政府希望成立臺灣抗日紀

念館。臺灣迄今不但沒有對臺灣有建設貢獻的清朝大員─丁日昌（設電

線）、岑毓英（整治大甲溪）、曹瑾（建曹公圳）、沈葆楨、劉銘傳…等

設館，更沒有為抗日先賢先烈設完整紀念館，所以，臺灣人才會有日本在

統治殖民臺灣時期有重大貢獻的錯覺。

  至於臺灣抗日紀念館設立地點，有人主張在日據時代控制臺灣錢、
權、司法3大機構，也就是現今臺北的臺灣銀行總行、「總統府」、「司
法院」，設立抗日紀念館。依愚見，可選擇圓山已停業的「昨日世界」原

址設立。因這裡鄰近當年率領日軍殺死無數臺灣人的北白川能久親王被奉

祀的臺灣神社遺址─圓山大飯店。而圓山公園內原有設立埋葬數千日本軍

人戰死遺骨的陸軍墓地，即今天的花博園區之一。還有供奉穿軍裝之北白

川宮尊像，及和其同樣殉忠之七千名餘名將兵之英靈的忠魂堂。後來，原

在臺北市中山堂原址的欽差行臺衙門一部分轉移到圓山動物園裡面後，忠

魂堂也搬到該衙門建築內，當局的目地是除了讓小朋友逛動物園的同時，

可以緬懷日軍征臺的辛苦，也可作為休憩所。今雖已不存，但原址的「昨

日世界」卻有和衙門一樣類似的仿閩南、粵東的傳統建築。是建立臺灣抗

日紀念館的不錯地點，相關單位也可將附近圓山史前遺址等規畫成一個圓

山文化園區，讓陸客來臺，不再只去東區的臺北101大樓。而在臺北的植
物園，還保留上述的欽差行臺衙門一部分的建築，這裡曾作為臺灣民主國

的籌防局，及日據時期鎮壓臺灣人反抗的日本總督府所在，也可和附近日

據時期日方所建祭拜治臺有功的人士的建功神社，即今日南海學園小天壇

展場，作為臺灣抗日史蹟的解說。

  至於，明年的臺灣乙未抗日120周年也建議當局比照「抗戰勝利暨臺
灣光復紀念特展」舉辦相關紀念活動。該特展的地點，臺北市政府是選擇

抗戰勝利後，臺灣地區受降典禮地點—臺北市中山堂。既然標榜臺灣光

復，就不能忘記臺灣先民於1895年的武裝抗日運動，即對岸所稱的「乙
未年反割臺鬥爭」。前臺灣文獻會採集組長陳漢光在《臺灣抗日史》謂：

中日第一次戰爭，通常謂有清光緒二十一年（1894年）甲午之役。…
查閱中日戰史，除「七七」抗戰外，犧牲大而時間較長者，應數清光緒

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臺灣抗日之役。

  另據乙未當時日本隨軍記者的報導，臺灣的軍隊的表現，比中國大陸
的清兵還勇敢許多。這是當時在抗日領袖劉永福整合所有族群，尤其是客

家人，所凝聚之共識。所以臺灣當局比照八年抗戰紀念乙未抗日是很必要

的。也可在乙未抗日古戰場及日方為北白川宮停留過的地方設紀念碑的遺

址上設立「臺灣抗日軍民殉國紀念碑」。以啟發並開導臺灣人的民族意

識。

  另外，我在臺灣陸續出版之乙未戰爭三部曲《乙未戰爭研究》
(2009)、《乙未割台憶舊路》(2010)、《日落台南城》(2014)。於不久的
將來，也預計會在大陸出版，以作為大陸人士到臺自由行的參考，因對

岸已故的毛澤東主席有「流過血的土地才會令人熱愛」之說法。在2009
年，我就有乙未抗日古戰場深度旅遊的構想，並且在《乙未戰爭研究》的

後記提出在故鄉嘉義大林成立「乙未陸戰紀念館開發芻議」，以呼應對岸

山東省威海衛的甲午海戰紀念館。除了架設相關網站：

  http://talin5814.web.fc2.com/ 

  並且在〈兩岸合拍電影〉的建議上，提出兩岸合拍乙未戰爭相關電影
並建立具有清代臺灣建築特色之影視城的建議，如臺南、臺北古城及其他

市鎮的老街等。雖然這些都還在紙上談兵的階段，但試想臺灣如果有像對

岸的浙江橫店一樣規模的影視城，要拍嚴謹的清代古裝歷史劇，就不必跨

海越洋到大陸拍攝，臨時演員也不必假手他人，等於給本地人製造更多工

作機會。

  今年日本政府已打出「觀光立國」口號，要招攬千萬觀光客上門。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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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觀光業也可藉由明年「乙未抗日」的主題，爭取大陸及國際人士的青

睞。到時可從北串聯到南，由臺北帶動北臺灣一路至南臺灣的臺南、高

雄，如《日落台南城》書中所介紹南臺灣的古戰場及相關地點。提供一個

臺灣轉型為觀光產業的機會。也可讓因教改政策使大學窄門大開，造成年

輕人崇尚服務業及白領階級的工作，而卻只能領22K的窘境得到解決。也
可使目前在臺灣佔大多數的工業用電逐漸減少，解除核能危機。

  臺灣可學習並參考日本及南韓保留傳統文化的方式。以府城臺南及鹿
港所發展出超過120年的小吃、技藝及古蹟作為強打，並盡力保存乙未戰
火倖存的臺南鹽水和鐵線橋、彰化鹿港等清代老街建築。建議曾經說過

2014甲午年會有大事發生的企業主郭臺銘可參與上述的投資，也可藉由
對岸資金也完成上述構想。畢竟兩岸「合則利，分則弊」在對等尊嚴及合

作雙贏下，對促進國內休閒、觀光及發展臺灣經濟產業上有極其重要的指

標。而獨派份子也不要「逢中必反」，甚至否認中華民國政府的存在，如

果沒有該政府在大陸艱苦的八年抗日、收復臺灣，那來今日你們的吃香喝

辣。

  最後，要感謝家人的支持，輪速李小姐的用心排版，各地鄉親的參
與。還有辛苦耕耘的農夫以及其他堅守工作崗位人員，讓我能完成這一本

作品。

  回顧120年的甲午戰爭，中國敗給日本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軍隊「徒具
形式，沒有精神的內容。」。今日臺灣的情形，未嘗不是如此！所以，今

年甲午年才引爆一連串的公安意外，國人應該引以為鑑！ 

  

  寫於中日「甲午戰爭」正式宣戰的120週年紀念前夕

XIX

日落台
南
城



  乙未割臺前後劉永福黑旗軍的駐守高屏…………………… 73

  黑旗軍軍紀嚴肅……………………………………………… 81

三、臺灣主歷史舞臺中的臺南

  前言…………………………………………………………… 93

  荷據時期……………………………………………………… 95

  鄭成功收復後………………………………………………… 99

  清治時期……………………………………………………… 101

  對外開港通商後……………………………………………… 110

  1895年前夕臺南安平的佈防………………………………… 125

四、劉永福坐鎮抗日大後方─臺南

  坐鎮臺南……………………………………………………… 147

  籌措抗日糧餉………………………………………………… 152

五、日落臺南城

  劉永福拒絕日本樺山總督的招降…………………………… 170

  日本南進軍的編成…………………………………………… 172

  布袋鹽水的淪陷……………………………………………… 179

  日軍逼近曾文溪……………………………………………… 197

  枋寮東港的淪陷……………………………………………… 202

  打狗鳳山的淪陷……………………………………………… 212

  臺南的淪陷…………………………………………………… 226

六、劉永福的抗日決心

  劉永福抗日的初衷…………………………………………… 243

  劉永福並未向日軍投降……………………………………… 251

  劉永福的內渡及對後世的影響……………………………… 265

  七、乙未抗日古戰場相關地圖和照片…………… 278

目 
 
 
 

錄

XIIIXII

日落台
南
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