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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早期之交通工具和技術 
 

劉昭民、劉有台 

（本會會員） 

 

摘要 台灣的原住民在清初大致可分為居住在高山地帶的高山族和居住在平地地帶的

平埔族，他們雖然不曾發明文字，將他們的創造和活動記錄下來，但是清朝的官員和文

人曾經根據他們考察和觀察所得結果，記載在一些文獻中留傳下來。 

根據《台灣府志》、《台海使槎錄》、《番社采風圖考》、《東寧政事集》等文獻之記載，

台灣早期的原住民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在陸地上為板輪牛車，渡河時利用竹筏和獨木

舟，在跨越天險時，利用藤橋，本文作者將引經據典，一一加以說明。 

 

關鍵詞：原住民、高山族、平埔族、板輪牛車、竹筏、艋舺、藤橋。 

 

一、前言 

由於台灣原住民沒有創造文字，所以後人無從確定台灣原住民的起源問題，多年來

一直有西來說和南來說之爭論，但是明末，西班牙人和荷蘭人來到台灣的時候，就已經

和平埔族人有來往，接著鄭成功和大批漢人也來到台灣，清初康熙年間，閩粵發生饑荒，

更有大批閩南人和客家人移民台灣，他（她）們本著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精神開墾荒

地，台灣原住民和漢人也開始有密切的接觸和交流，雖然台灣原住民沒有文字記載，但

是清廷官員和漢人曾經將台灣原住民的食衣住行資料加以記載，並留傳下來，分析研究

這些文獻資料，吾人就可以大致了解台灣原住民當時的科學技術發展情形。 

茲將清初《台灣府志》、《台海使槎錄》、《番社采風圖考》、《東寧政事集》等文獻中

有關原住民所創造和使用的交通工具，即有關板輪牛車、竹筏和獨木舟、藤橋等之文獻

和資料，分析如下。 

 

二、台灣早期文獻中有關原住民交通工具和技術之記載 

台灣早期原住民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和技術，在平地上有板輪牛車，在山地和平地渡

河的時候，使用竹筏和獨木舟，在高山地帶要橫越山高谷深的天塹時，就使用藤橋，茲

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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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番社采風圖考》中所

繪的遊車。 

 

圖二：康熙年間最早創用的一牛兩輪牛車

（引自 2013 年楊龢之） 

 

（一）板輪牛車 

明末清初，福建的閩南人（福佬人）和廣東東部的客家人大批地向台灣移民，也帶

來耕田用的水牛，台灣的平地原住民（平埔族）和高山地區的原住民（高山族）以及移

民來台的漢人就利用水牛和板輪牛車來運載糧食、貨物、甘蔗。板輪牛車最大的特徵是

使用兩個大木板輪子，由兩塊或整塊木板製成（木輪易損壞，所以到清末日據時代初期，

改用有輻及鐵皮，兩輪也改用四輪）。當時它不僅用以載物，也用以乘人，不論原住民

或漢人，政府官員和平民，要引重致遠，都使用牛車。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高拱乾

在《台灣府志》卷七〈風土志〉（土番風俗）篇中說： 

「出入皆乘牛車，遇山路陡絕處必循藤而過，遇溪深濶處，則跳石而過。」1 

說明台灣原住民出入都坐牛車，遇山路陡絕處，

就循藤而過，遇溪流深濶處，就跳石而過。 

清高宗乾隆九年（1744 年），滿族官員六十七氏

在《番社采風圖考》（遊車）條中說：「番無年歲，不

辨四時，以刺桐花開為一度。每當花紅草綠之時，整

潔牛車；番女梳洗，盛妝飾，登車往鄰社遊觀，麻達

執鞭為之驅。途中親戚相遇，擲果為戲。若行人有目

送之而稱其豔冶者，則男女均悅以為快。」2並附遊車

圖（見圖一），（圖說─台郡各社民番貿易以及來往番

男女俱用牛車）。 

可見當時原住民以牛車為出遊之交通工具，和漢

人沒有什麼差別。 

清初，政府官員在剿捕原住民時，有文

書記載當時的牛車說，「查稍社喳吶兩社去府

一千五百里，當遇霖雨水漲，牛車不能驅策。」 

「諸羅以北，皆屬番社，山林盤曲，溪

河阻隔，番民牛車量載輕，……」3 

這是康熙年間，諸羅知縣季麒光撰《東

寧政事集》時，提到台灣原住民使用牛車的

記載，說明清初牛車的使用相當普遍，當時

到處都有製車店，也有專賣牛隻的「牛販

子」，以及交易場所的「牛墟」4。可見當時

作為交通工具的牛車相當盛行，也相當普

遍。圖二就是康熙年間所使用的兩輪牛車。

                                                      
1高拱乾，1694：《台灣府志》，共十卷。清康熙三十三年撰。 
2六十七氏，1744：《番社采風圖考》，全書僅一卷，附圖多。台灣歷史文獻叢刊第九十種。清高

宗乾隆九年撰。 
3季麒光，1687：《東寧政事集》，在《台灣文獻滙刊》第四輯第二冊。清康熙二十三年撰。 
4簡榮聰，1999：《民俗文物意義及其功能性與價值性》，在《台灣文物風華大展專輯》中，台灣

省政府文化處出版，第 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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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896 年，日人據台第二年，四牛牛車運載甘蔗圖。（引自台灣高鐵刊物

《TLife》 2014 年 5 月號，53期，P.28） 

 

圖三、圖四就是道光年間至日人來台前，台灣平地原住民普遍使用的兩牛、三牛或四牛

拖拉雙板輪牛車。科技史家楊龢之還提到清乾隆年間，漢人稱牛車叫做笨車5。他是根

據乾隆 18 年（1753 年）《海東札記》所載：「南北路任載及人乘者，均用牛車，編竹為

箱，名曰笨車。」而稱它為笨車。 

 

圖三：清朝末年，1871年所見之兩牛拖拉雙板輪牛車（引自 2013年楊龢之） 

 

 

 

 

 

（二）竹筏和獨木舟 

清高宗乾隆九年（1744 年），滿族官員六十七氏在《番社采風圖考》〈渡溪〉條中說：

「台地南北大溪數十，寬廣無梁；經冬淺涸可徒涉，夏秋水泛，洶湧湍激。土目、通事

有事經涉，乘竹筏，令番浮水繞筏扳援而行。更有虎尾溪，其沙陷人足，人誤踐之則溺，

                                                      
5楊龢之，2013：〈談台灣特有的笨車〉，《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十八期，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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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番社采風圖考》中之渡溪圖。 

必令番試探，插標以示行人……。」6 

說明台灣冬季為旱季雨少，河涸可徒涉，夏秋多雨，河水洶湧湍急，高山族（原住

民）官員和平民乘竹筏渡溪，更有插圖─渡溪圖（圖五）說，「諸邑目加溜灣、麻豆等社

土目通事，遇霖雨過溪，眾番浮水乘筏而

渡。」並補充說明：「渡溪。熟番居處山外，

溪無舟楫；水漲時，腰挾葫蘆浮水徑渡。

惟官長、兵弁至社，番人結木為筏，數十

人擎扶而過。」 

按這是說原住民單獨個人則腰挾葫

蘆，浮水而渡，人多時，則結木為筏，數

十人就可以很快渡過溪流。至於日月潭一

帶的原住民則製作獨木舟。清高宗乾隆元

年（1736 年），黃叔璥在《台海使槎錄》卷

六〈番俗六考〉說： 

「彰化水沙連社（日月潭一帶）背山

環水，水廣數里，深不可測。番以獨木鑿

其中為舟，名曰艋舺，非本社番不能用也。

郁永河有詩云：莽葛元（原）來是小舠（形

如刀的小船），刳將獨木似浮瓢。月明海澨

（水涯）歌如沸，知是番兒夜弄潮。」（一

百年後，《噶瑪蘭廳志》再引述此事說：番

渡水小舟名曰蟒甲，即艋舺也，作蟒葛。

其制以獨木挖空，兩邊翼以木板，用藤繫之，又無油灰可艌，水易溢入，彼則以杓時時

挹之，恰受兩三人而已。） 

「自上淡水乘蟒甲（艋舺）從西徂東返，而自北而南，溯溪而進，匝月方到。……」 

「蛤仔難以南有猴社云：一二日便至其地，多生番，漢人不敢入各社，夏秋划蟒甲

（獨木舟）載鹿脯……漢人亦用蟒甲載貨以入……。」7 

可見艋舺不僅見於日月潭一帶，其他各地溪流上也用。雍正元年（1723 年）後，台

北市萬華一帶多閩南人聚居，平地原住民（平埔族）以獨木舟自淡水河上游載運農產品

到萬華一帶和閩南人交易，平埔族人稱獨木舟為艋舺，並以該地地名稱為艋舺。後來的

文獻也稱獨木舟為艋舺。艋舺地名也改為萬華。圖六是 1920 年日人所攝之日月潭獨木

舟。圖七和圖八就是今人所刻製的當年獨木舟情景8。 

                                                      
6同註 2。 
7黃叔璥，1736：《台海使槎錄》卷六〈番俗六考〉。清高宗乾隆元年撰。 
8圖六取自《台灣高鐵 Tlife》，2014 年 6 月，54 期，P.26。圖七見 2011 年 8 月 20 日《人間福報》

B5 版劉萬光〈湖光山色日月潭〉一文。圖八見民國八十八年（1999 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國時報

記者陳錫明撰〈傳統樟木獨木舟重現日月潭〉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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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1920 年，日本作家佐藤春夫所攝之日月潭獨木舟。（取自 2014 年 6月號台灣高鐵

刊物 54期） 

 

 

圖七：今人重現的日月潭當年獨木舟。 

 

圖八：1999 年日月潭邵族老師傅所刻製的獨木

舟（艋舺）。 

 

（三）藤橋 

清高宗乾隆九年（1744 年），滿族官員六十七氏在《番社采風圖考》〈藤橋〉條中說： 

「諸羅有內遊八社，其第五社曰藤社。高山對峙中夾大溪，深數千仞，番剖大藤為

經，繫於兩麓大木上，以小藤為緯，翼以扶闌，行則搖曳如欲墜然。過者股慄目眩，不

敢俯睇（視），番以頭頂物，往來如飛。」9 

這是指台灣西南部深山中的藤社原住民使用大藤橫跨深溪，繫於兩麓，並使用小藤

                                                      
9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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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織如網，作成藤橋的情形。極類似明代雲南西部的原住民――獨龍族在騰沖北部，龍

川江支流東江上建造藤橋之情形。 

 

三、結論 

由本文之敘述和分析，可知明末清初至清末日人據台之前，台灣原住民雖然還沒有

使用文字記載他們的科學技術工藝情形，但是經過漢人和清朝的官員巡視考察以後，真

相才大白，無論陸上交通工具和河湖上交通工具，都有不錯的創造，分析《台灣府志》、

《台海使槎錄》、《番社采風圖考》、《東寧政事集》等文獻之記載，我們可以得知他（她）

們使用板輪牛車、竹筏、獨木舟、藤橋的詳細情形，值得吾人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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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arly Period Tools and Technic of Transportation in 

Taiwan Minorities 

 

Zhao-Min Liu and Yu-Tai Liu 

(Member of CAHS) 

 

Abstract  The ancient minorities in Taiwan hav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construct ox cart, 

bamboo raft, dugout, vine bridge, etc..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make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se knowledge concerning traffic tools and traffic technic. 

 

Keywords: construct ox cart, bamboo raft, dugout, vine bri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