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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阿伯，你住哪裡？ 

阿伯：四川啦！靠海邊那裡。 

醫生：四川哪有靠海呢？ 

阿伯：就是台東市四川路啦！那條路一直通到海邊呀！ 

 

前言 

所謂地名權，即是命取地名的權利。最早為土地命名的是原住民或開拓者，他們以母語

為地方命名，地名乃成為一個地方的自然生態或歷史文化之表徵。因此，唯有自古以來與土

地擁抱在一起的人民，才有命取地名之權。後來的外者，理論上要服從原有的地名，然而歷

史上的外來者，卻常是征服者，以權威、禮教的牧民心態或主觀意識重新命名。原住民族或

人民被迫接受一個與自己未曾關聯過的新地名、新族名、新人名，乃至新語言。（莊萬壽 

1996 ：48-49） 

命取地名的權利如同使用母語的權利，蔚為世界民主潮流浩浩蕩蕩不可遏阻的方向。如

史大林去世後，蘇聯以「史大林」為名的十一個都市和一座山，便在地圖上消失了。戈巴契

夫上台，以政治人物為名的地名幾乎都恢復舊名。（莊萬壽 1996 ：55） 

在有關地名權的法規中，許多是放在語言權法規中的。如 1970年代，「世界語言權宣言」

確認語言權，包括在公、私領域的使用權和命名權。「保護少數族群架構協定」第 10、11、

14 條中規定使用母語的權利，以及用母語命名的權利。對於以少數族群語言的語言標示地

名街道名稱，也有相關規定。又 1990年代，歐洲各國簽定關於地區性或少數民族語言的歐

洲憲章，其中第三篇第 10 條，強調行政當局或公共服務適合使用之措施「以地區性或少數

民族語言使用或採用傳統及正確的地名形式，並於必要情況時與官方名稱並列。」（施正鋒

編 2002：67、79） 

世界民主潮流如此，那麼台灣的情形呢？清代、日本時代，統治台灣的政府，還用漢字

或日文片假名的諧音來稱呼原住民族的地名、部落名、與人名。然而戰後全島地名不斷更易，

且大小都市、鄉鎮的行政區、街道名，不是用中國省市地名，就是用政治意識、道德教化的

條目來命名；且硬把漢人姓名強加於各族人民，張冠李戴，亂取一通。這是民主國家少見的

現象，說明當局不知多元民族與多元語言文化為何物，以為全國各地都有南京路、中正路、

中山路、仁愛鄉、三民村，就天下一統，四海歸心了。（莊萬壽 1996 ：54-55）這除了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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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自我存在的價值外，千百年來原住民、閩、客人民用血汗在山河大地所書寫的歷史，在

數十年間被無情的政治機器全面磨刮殆盡。（莊萬壽 1996 ：65-66） 

1987年，台灣解嚴之後，台灣人民開始勇於表達意見，即使軍事管制嚴格的馬祖人民

亦同。馬祖軍方曾為了「紀念蔣經國恩澤」，要把福沃村改為經澤村，結果招致村民反對，

大肆抨擊軍方心態。這意味著國人已懂得去維護自己的地名了。（莊萬壽 1996 ：48） 

最近高雄市台聯市議會黨團推動「台灣正名從高雄出發」，從該市的中國街道名稱進行

改名出發，第一階段希望將「中正」、「中山」、「中華」等路改為符合台灣本土的道路名稱，

如中山路有一段稱為「美麗島大道」，故建議市政府乾脆將中山路全程改為「美麗島大道」。

（台灣日報 2004） 

高雄市單單以中國地名命名的道路就有 110 條之多，因為原有的「高雄市道路命名及門

牌編訂自制條例」第 2條有關道路命名原則包括：以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宣傳三民主義；紀

念國家元首、元勳及偉大人物或以省份、大都市、名山、大川為原則。日前高雄市議會已通

過將第 2條修正為：可彰顯當地人文特色；延續該地區道路現有序列；適合當地地理或習慣

且具有意義為原則。但如何改街道名呢？高雄市府表示由設籍當地的居民連署過半數同意，

才能著手進行道路改名。市府多年前成立道路命名小組，只要民意連署過半，市府將邀集專

家、學者討論，並與當地里長召開道路改名協調會，經考慮周詳後，改為符合實際民情的用

名。（台灣日報 2004） 

二十一世紀台灣的中央政府，開始反省過去獨尊華語的謬誤，目前在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提供的『語言公平法』草案中，提出命名權是語言權利的一環；文建會以文化保存和傳承為

主軸的『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也將命名權規範其中。台東大學語教系碩士班黃昭惠同學，

最近針對全國六所大學 600 多位大學生，做「台灣大學生對語言權利態度調查」，其中針使

用族語為街道、部落命名的題目顯示：贊成的比例高達八成。（黃昭惠 2004） 

為地方、街道正名將是台灣民主的潮流，台東縣市的政府、地方人士是否已經體會地名

權的時代已經來臨，準備進入正名的行列了呢？基於對居住地的關切，筆者乃以台東市為

例，來探討該市地名權的歷史地理面向，以作為台東市未來替街道正名的參考。 

貳、清代、日本時代台東街的發展 

台東舊名卑南，是卑南族和馬蘭阿美的生活領域。清同治 13年（1874）恆春半島發生

牡丹社事件，清政府依沈葆楨建議，才解除恆春半島和花東兩地長達 150 餘年的封山禁令。

光緒元年（1875）6 月，清政府移駐南路理番同知於卑南，俗稱卑南廳，這是台東設官治理

的開始。光緒 14年 5 月 19 日，卑南廳改為台東直隸州。光緒 21年（1895）3 月 23 日，清

日簽訂「馬關合約」，台灣因而割讓給日本政府。 

清政府治理台東二十年，除了原住民的部落之外，在廳署僅有少數漢人居住的街庄：（1）

寶桑庄－18 戶，90 人；（2）新興街－90 戶，370-380 人，多店舖、手藝工匠人等；（3）馬蘭

坳街－70 餘戶，270-280，商販居小半，各營勇眷口居其大半。（胡傳 1993：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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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 28年（1895）5 月 31 日，日軍在澳底灣鹽寮登陸，一路掃蕩抗日的台灣兵勇，等

到西部平定，日軍登陸台東時，已是隔年的 5月 25 日。6 月初，日軍結合卑南社、馬蘭社、

雷公火社等原住民，打敗流竄到縱谷地區的劉德杓兵勇，從此，日本政府才正式展開台灣東

部的經略（施添福 2001：173、181-182）。   

明治 41年（1908），台東廳政府合併馬蘭街、卑南街和新街，形成新的卑南街。（施添

福 2002：57）大正 8年（1919），卑南街改稱台東街，並分為北町、新町、寶町、榮町、南

町。（台東廳報第 154 號） 

台東街，在縣廳級方面可分為 1.台南縣時期（1895-1897）；2.大台東廳時期（1897-1909），

此時領域包括花蓮在內；3. 台東廳時期（1909-1945）。在支廳級方面，先後隸屬台東支廳、

台東出張所、卑南辨務署、卑南出張所、廳直轄、台東郡等。（表一）然而當時台東街的範

疇不出：東靠海，西至今博愛路，北起卑南大溪，南到今太平溪之間。（見圖一）昭和 17

年（1942），都市計畫圖才顯示台東街將向西北馬蘭社方向發展。 

 

表一：日本時代台東街所屬的行政區劃 

設立時間 台灣的行政區劃 縣廳級名稱 支廳級名稱 

眀治 28.06.28 三縣一廳 台南縣 台東支廳 

眀治 28.08.24 一縣一廳二民政支部 台南民政支部 台東出張所 

眀治 29.04.01 三縣一廳 台南縣 台東支廳 

眀治 30.06.10 六縣三廳 台東廳 卑南辨務署 

眀治 31.06.20 三縣三廳 台東廳 卑南辨務署 

眀治 33.05.03 三縣三廳 台東廳 卑南出張所 

眀治 34.05.01 三縣四廳 台東廳 卑南出張所 

眀治 34.11.11 二十廳 台東廳 廳直轄 

眀治 42.10.25 十二廳 台東廳 廳直轄 

大正 09.09.01 五州二廳 台東廳 台東支廳 

大正 15.07.01 五州三廳 台東廳 台東支廳 

昭和 12.10.01 五州三廳 台東廳 台東郡 

資料來源：1.施添福 2002《關山鎮志 下冊》頁 45-72 關山鎮公所； 2.廖秋娥 2001《台東縣

大武地區的區域形成與轉變》頁 4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系博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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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昭和 7年台東市街略圖



 

參、戰後台東市的街道發展 

戰後，台東鎮原轄 16里； 56年增 5里，成 21里；59年增 10里，成 31里。63年，將

原卑南鄉的南榮、豐田、岩灣、南王、富岡、岩灣、新園、建和、建興、知本村劃入，成

41里。64年再新增 5里，成為 46里。65年 1 月 1 日，升格為縣轄市。各里的沿革、發展如

表二所示。 

 

表二：台東鎮 16里的沿革與發展 

光緒 20年

（1894） 

昭和 12年

（1937） 

民國 35年 民國 56年 民國 59年 民國 64年 

寶桑庄 北町 文化里  民族里 自強 

寶桑庄 寶町 

北町 

中華里  建國里  

寶桑庄 北町 

新町 

寶桑里 四維里 民權里 

民生里 

 

寶桑庄 

 

寶町 

新町 

中山里 鐵花里 東海里 

興國里 

 

寶桑庄 寶町 中正里    

寶桑庄 寶町 仁愛里  強國里  

寶桑庄 寶町 

榮町 

大同里    

新興街 南町 復興里 新興里 復國里  

新興街 南町 成功里    

馬蘭坳社 馬蘭 光明里    

馬蘭坳社 馬蘭 新生里    

馬蘭坳社 馬蘭 中心里  馬蘭里  

 旭 豐里里 豐榮里  豐谷里 

 旭‧橘 豐源里    

 旭‧敷島 康樂里 永樂里 豐樂里  

 旭‧白井 豐年里    

資料來源：1.林玉茹 1999〈緒論〉《台灣地名辭書 卷三台東縣》頁 11 台灣省文獻會； 

2.柯芝群 1999〈台東市〉《台灣地名辭書 卷三台東》頁 229-256 台灣省文獻會 

 

到民國 65年時，台東市 46 個里的里名如下所見： 

文化里、民族里、自強里、豐榮里、豐谷里、馬蘭里、新生里、南榮里、豐田里、岩灣

里、中正里、中山里、復國里、復興里、大同里、強國里、中華里、仁愛里、成功里、建國

里、東海里、新興里、民權里、四維里、豐里里、豐源里、永樂里、康樂里、光明里、中心

里、豐樂里、豐年里、鐵花里、興國里、民生里、寶桑里、卑南里、南王里、富岡里、富豐

里、新園里、建和里、建興里、建業里、知本里、建農里 

這些里名中採用舊有地名或者與當地有關的，只有馬蘭、岩灣、鐵花、寶桑、卑南、知

本 6個里。其他如中華、中正、中山、民族、民權、民生、建國、興國、自強、強國、復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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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興、大同、仁愛、四維等至少有 15 個里名充滿了政治教化的內涵。有如筆者在 1994-1995

年從事基隆市的地名調查後，在結論一章發出的慨嘆： 

由政府所命的行政區名、路名、橋名、河名等，自日治時代即常帶有政治教化目的，尤

其是民國時代以後，這種情形更加普遍，使我們所能作的解釋，亦僅限於「政治教化目的」

或「中華文化涵意」的說詞而已。這樣的地名與該地的土地和人民無關，又如何能引發人們

對該地的認識、探究和珍惜呢？亦有些地名，政府雖曾發布更改，但人們幾乎是一無所知，

讓我們不能了解這樣的更改有何目的與意義？如田寮港改稱博愛河，旭川改稱明德河，有多

少人知道？又有何意義呢？放著使用一、二百年的地名不用，卻使用不具地方特色與意義的

名稱，只顯示出政府對當地歷史、文化的漠視而已。（廖秋娥 1996：287） 

台東市的里名如此遠離土地與人民，街道名稱也不可能貼近在地的聲音。我們將目前台

東市的街道名稱加以初步的統計和分析，結果如表三所見。台東市共計有 140 條街道名稱：

有 32 條街道名稱來自里名，但其中有 8條屬政治教化目的或屬中華文化意涵； 48 條街道

名稱直接取自中國的省名和城市名；25 條是帶有政治教化目的或屬中華文化意涵的。初計

台東市 140 條街道名稱中，具中國政治、文化意識者有 81 條，佔近六成的比例。 

表三：民國 93年台東市街道名稱分類表 

台東市里名 

（32 個） 

豐榮路、豐谷路、新生路、豐田路、岩灣路、中正路、中山路、復興路、

大同路、強國街、中華路、仁愛街、四維路、成功路、新興路、豐里街、

豐源街、光明路、豐樂路、豐年路、鐵花路、寶桑路、南王東街、南王西

街、富岡街、新園路、建興一街、建興二街、建興三街、建興四街、知本

路、建農路 

本地相關的人事

物（8個） 

傳廣路、馬亨亨大道、東糖街、志航路、新站路、新站一街、新站二街、

新站三街 

中國省名 

（13 個） 

福建路、廣東路、雲南路、貴州街、浙江路、山西路、四川路、西康路、

青海路、綏遠路、興安路、松江路、吉林路 

中國城市名 

（35 個） 

廣州街、桂林路、昆明街、貴陽街、梧州街、北平街、天津街、南京路、

上海街、杭州街、寧波街、青島街、濟南街、臨潼街、泰安街、長沙街、

武昌街、漢口街、衡陽路、漢陽路、漢中街、開封街、鄭州街、徐州街、

長安街、洛陽街、咸陽街、蘭州街、太原路、康定街、成都路、重慶路、

錦州街、西昌街、安慶街 

政治教化或中華

文化意涵 

（25 個） 

仁德街、和平街、信義路、博愛路、五權路、仁一街、仁二街、仁三街、

仁五街、仁六街、仁七街、仁八街、大道路、大忠路、大孝路、大勇路、

大德路、仁和街、仁義路、仁昌街、國泰街、光復路、中興路、精誠路、

大仁路、 

其他 

（27 個） 

新社街、更生路、大業路、南海路、平等路、正氣路、勝利街、甘泉街、

文化街、南清街、文昌路、永安街、南平街、南一街、南二街、新城街、

新展街、豐裕路、華泰路、文心街、北安路、同安街、常德路、永福路、

興盛路、大正路、光榮街、 

資料來源：1馬路灣總主編 1996《台灣三十個都會街道圖》戶外生活圖書公司 p160-161 

2 台東縣台東市公所 1991《台東市行政區域圖》 

3金蘋企業有限公司 2004 《台東市街道圖》 

 

此外，台東市雖然是一個縣轄市，但也是一個族群多元的地方，姑且不論閩、客族群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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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中國意識的街道名稱有何感受。第一個應該問的是原住民的感受是什麼呢？台東市的原

住民的部落－阿美族有馬蘭、石川、加路蘭部落；卑南族有南王、知本、建和部落；排灣族

有新園部落，這些部落有的已失去原部落名，並且穿過這些部落的街道名稱竟也是北平街、

天津街、開封街、徐州街、濟南街、漢口街、吉林路、松江路、青海路等的中國地名。對原

住民地名的失去，有兩位原住民學者從自己族群的研究出發，做出沉痛地陳述。一位泰雅族

的人類學者說： 

今日，原來對 Vai Beinox 具有意義的名稱已全數改為當代都不甚了解其意的地名，出

入此地的外人，一般也都很難從地名知悉這裡是泰雅人所居住的地方，泰雅人本身亦失去了

舊地名的口傳，如此失去的將不只是地名，恐怕歷史的記憶、祖先的奮鬥、美麗而感人的口

傳都將流失在二十一世紀，豈能不哀！  

地名是土地的名字，對地名的追查與查究無非是讓我們了解歷史時間的空間格局，也讓

我們還原歷史地理的原景觀。透過了解自身居住生存的空間以往曾經流動哪些歷史事件、感

人事蹟，不正是對自我認同的一個開端與啟蒙；相對於一個民族而言，鑑往今來的地名正是

找出民族存在的位置，恢復舊地名一如台灣原住民族的「正名運動」，有其正當性、正義性，

漢人之幫援地名的「正名運動」亦表達了公義性。讓土地回到原來的名字，也許是我們貼近

台灣脈搏的開始，也許是我們重新認識每一個族群的開端，我相信，也確信如此。（瓦歷斯．

諾幹 1997：334） 

 

另一位鄒族的地理學者也一再地發出呼籲： 

1980年代以來原住民社會運動之發生，以正名運動居首要。因此，排灣族人莫那能呼

籲還給原住民姓名，同時也可適用在原住民地名上。如果說恢復姓名為原住民社會重振之

首，則恢復地名便為空間領域復原之始。更多台灣原住民地名出現，使得多元文化真正落實

到實際生活空間，地表充滿各種符號意義，提供對地景不同角度的解讀。 

 恢復地名、恢復生活空間與社會之生態關係的重要性，同於社會文化語言之復振。恢

復地名亦可說是恢復鄒族語言之空間閱讀，在母語教育的語彙中，是必定要包括鄒族的地名

的。 

如果不希望原住民消失於台灣，那麼就先從恢復其地名開始。對原住民而言，真正的目

的只有一個，即求生存，生存之條件無他，唯有空間地、社會地存在，地名之保存、恢復，

是復原空間的開始，只有主體消失，空間得以釋出。否則，主體存在，任意替換其地名，違

反了地名倫理。 

 對內在弱勢之族群而言，地名之意義更為深刻，要之，地名是領域主權之指標，地名

是生態哲學，是生活空間與社會組織之鎖鏈，是人與地之對話形式，地名是空間和社會結構，

所以地名是人的名字，還我姓名，也即還我地名，反之亦然。（汪明輝 1997：1-3、17-19） 

今天我們強調多元族群、多元文化之相互尊重、相互欣賞，然而若不能改正各族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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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中被扭曲的地名、街道名，將如何落實族群的自尊、自主？又如何侈談原住民族自治呢？ 

肆、結論與建議 

本文由地名權的意義說起，地名權也可以說是語言權的表徵之一，且世界各國之思潮亦

已走向「還我地名權」了。台灣戰後，中國國民黨把統治者的意識形態強加在台灣的鄉鎮、

村里、街道、建物等名稱之上，用來做為個人崇拜以及文化控制的工具，乃是對語言人權的

踐踏。尤其對原住民而言，以「在地音原則」重建語言景觀，對其語言文化保存有積極正面

的作用，是語言計劃者和語言運動者不可忽視的重要面向。（張學謙 1999：164、168） 

1980年代之後，在台灣，不論是漢人或原住民學者都已要求地名、街道名必須貼近在

地人的歷史與地理。但普羅大眾還欠缺廣泛、深入的行動力，去要求中央和地方的政府、民

意代表，正視台灣地表被中國蔓澤蘭式的地名所覆蓋，而引起的生存危機！ 

每一項改革若由在地人自主性的開始，或許能引起更大的波濤，深化改革的力道。本文

因此從檢討台東市的街道名開始，希望拋出的第一塊磚，引起更多在地人的討論與重視，作

為台東市地名、街道名變革的起點。本文發現台東市和台灣其他都市一樣，最嚴重的是中國

式地名的覆蓋，彷彿我們就住在歷史中國之中，在這種地名、街道名的沉浸、麻醉之下，正

增強了中國國民黨長達五十年媒體與學校的洗腦教育，讓人們以為本地是中國的一部分，中

國是我們遲早要回歸的祖國。這是都可怕的意識啊！台灣人是否忘了中華人民共和國不折不

扣是台灣的敵國呢？他們以近千顆的飛彈對著我們，並且隨時不忘在國際上打壓、羞辱，以

及威脅我們。所以，不論是愛台灣、愛台東，還是愛原住民族，我們都必須從正名開始！現

在是台東人要求地名、街道名變革的時刻了！ 

參考高雄市的做法，台東縣市政府與民意代表，首先應修改或制定地名與街道名稱的條

例，讓此條例能貼近在地人的意見。其次，組成地名審查小組，納入在地人士參與討論，並

舉行座談會以傾聽大眾的聲音。如果有必要，則舉行公民投票來決定為地名、街道名的選擇。 

在地的媒體、文化和教育工作者，可對台東縣市的地名、街道名作更深入的探討與研究；

或以問卷、訪談的方式了解庶民對地名的看法；或介紹更多國家、城市積極正名的做法，以

為借鏡。...這些研究與調查，一方面是政府、民意機關的參考依據，一方面也是教育當地民

眾、學童認識鄉土最好的素材。希望數年之後，在台東縣市的地名、街道名變革之後，呈現

出來的是多族群交響的樂音！如此，所謂尊重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政策，才能說獲得初步

地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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