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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來美 *

苗栗頭份饒忠山家族來臺第六代後裔饒永昌，於明治 39 年（1906）以日本「賀

田組」組員身分遠赴花蓮港，開始承包日人開拓東臺灣的公共工程，憑藉的是與日

人的良好關係，是饒家移民花東的先驅。

3 年後，日本殖民政府於明治 42 年（1909）之後辦理總督府的官營移民，與

臺東製糖的私營移民，在花東設了多個日本移民村，急需農工，帶動了「島內移民

潮」，饒家後裔移民花東也絡繹於途，現任臺東縣長饒慶鈴的祖父饒維芳也從頭份

移民到今花蓮鳳林，先擔任日本農場工頭，再轉往今臺東卑南初鹿落戶。

卑南是原住民卑南族的大本營，閩、客漢人移居後，因與原住民信仰不同，各

建了一座媽祖廟，饒維芳兄弟發起興建的「讚天宮」，供奉媽祖、五穀爺等神祇，

現已成為當地客家移民後裔的信仰中心。

頭份饒家因移民花蓮、臺東甚早，政經實力雄厚，饒永昌日治時期擔任過鳳林

區長，臺灣光復後饒維芳的五弟饒維霈也當選鳳林鎮長、花蓮農田水利會會長，饒

維芳的長子饒穎奇連任 8 屆立法委員，並當選立法院第 4 屆副院長，如今饒穎奇的

長女饒慶鈴也擔任臺東縣長。

卑南鄉的原住民除了卑南族外，還有阿美族與魯凱族，陳建年是臺東縣首位卑

南族縣長，當年參選縣長曾獲饒穎奇大力支持。

清末花東漢人仍極少

〈走在山上一來，我們一起去花蓮〉一文（邱花妹、李桂芬 2000：35）指出，

日本人於光緒 21 年（1895）來臺，隔年（1986）人口調查東臺灣的漢人不過 3,300
人，但到昭和 15 年（1940）已經有近 8 萬人。

臺灣後山在清政府時代有如化外之地，漢人極少，幾是原住民，清光緒 21 年

（1895）日人來臺 14 年後開辦官營移民，鼓勵日人移民到臺灣花東地區，這些日

本移民開闢農場，主要種植甘蔗、咖啡、可口、香料等經濟作物，急需臺灣農工幫

忙，也帶動了臺灣西部的「島內移民潮」，而移民閩、客皆有。

* 文史工作者

客家移民花東的族群、政經關係：

以苗栗頭份饒姓家族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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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896 至 1940 短短 44 年，花東閩、客漢人足足增加了 24 倍，人口明顯超過

原住民，主要是受了島內移民潮的影響。

饒家祖先來自閩西

客家人咬薑啜醋，煞猛打拚，那裡適合生存就往那裡移居，饒家祖先從福建武

平渡黑水溝來臺，在頭份開枝散葉，日治初期有批宗親再往花東拓墾，已無退

路，因再退就是太平洋了。

饒穎奇的來臺祖饒忠山是 15 世，世居福建汀州府武平縣岩前鎮，那是定光佛

的祖地。１清乾隆 9 年（1744），饒忠山與哥哥饒忠榮、弟弟饒忠先、饒忠漢渡海

來臺，在苗栗頭份耕佃；後饒忠山與饒忠先決定在頭份落地生根，成為饒氏來臺祖；

饒忠榮、饒忠漢則回大陸原鄉。

饒穎奇說，忠山、忠先公子孫在臺繁衍已 278 年，但兩房後裔以前在臺疏於連

絡，直到民國 104 年（2015）12 月 20 日成立饒氏宗親會，他被推選為創會理事長，

兩房後裔交往始熱絡起來，也凝聚了宗親團結。

來臺祖饒忠山是 15 世，繁衍至 20 世饒永昌率先移民後山，算是來臺第六代。

饒穎奇的曾祖父饒永海也是 20 世，與饒永昌是堂兄弟，傳到祖父饒昌麟 21 世，父

親饒維芳 22 世，到他是 23 世，算是來臺第九代。

饒永昌承建公共工程

饒永昌於清光緒 21 年（1895）之後勤學日語，明治 31 年（1898）被選任為新

竹廳陸軍補給廠通譯，後加入日人賀田金三郎的「賀田組」，「賀田組」壟斷花蓮

的樟腦、運輸、郵遞、金融、製糖等事業。

明治 39 年（1906）饒永昌以「賀田組」組員身分赴花蓮港，開始承包日人開

拓東臺灣的鑿隧道、鋪鐵軌等公共工程致富，後再取得「製腦許可證」，從事採樟

製腦事業，並娶日籍花蓮港廳長江口氏的表妹為妻，成為人人稱羡的「東臺灣王」。

日本來臺第11年，饒永昌就移居花蓮，以「賀田組」組員身分到後山花東發展，

並開創出一番事業，憑藉的是與日本良好的政商人脈關係。

1 定光佛又稱定光古佛，俗名鄭自嚴（924-1015），泉州府同安人，是宋初高僧，11 歲在福建汀州武

平岩前鎮獅岩結庵（現均慶院）出家，他生前除蛟伏虎，為民消災解惑，82 歲圓寂，成為閩西客家

人的守護神。臺灣有兩座定光佛廟，一是淡水鄞山寺，另一是彰化定光佛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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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1 年（1912）東部鐵路開通至鳳林，大正 6 年（1917）饒永昌被任命為鳳

林區長，4 年後（1921），在淡水行醫的張七郎，在大哥張采香的引領下，始舉家

從新竹湖口到花蓮鳳林開設仁壽醫院，懸壺濟世。

大正 12 年（1923）昭和皇太子來臺，在臺北設宴，饒永昌獲召見並賜宴殊榮，

使他晉升為全臺名人。當時鳳林有句俚諺：「饒永昌的勢頭，石水伯的湯頭，阿本

嫂的蓬頭，接樹伯的褲頭。」饒永昌在花蓮地區樟腦寮、工人多，他常騎馬巡視，

也賺了很多錢，真的很有「勢頭」（陳運棟等 2002：1405-1406）。

殖民政府辦官營移民

臺灣總督府為穩固殖民統治，於明治 42 年（1909）開始辦理「官營移民」，

在花蓮規劃日本移民村，分座落在吉野村（今吉安鄉西側）、豐田村（現豐山、豐

裡、豐坪村、簡稱豐田三村）與林田村（現鳳林鎮大榮、北林里），移民主要來自

熊本、宮城等地（邱花妹、李桂芬 2000：33）。

臺東亦設有數個移民村，分別是官營移民敷島村（現康樂）、私營移民村旭村

（現豐榮里）、鹿野村（現鹿野龍田臺、鹿野村），移民分別來自日本滋賀與新潟

縣等。

大正 15 年（昭和 1 年，1926）花蓮港至臺東的鐵路，全長 173 公里開闢完成，

昭和 6 年（1931）蘇花公路完工通車，使得西部移民到花東更為方便。

帶動島內移民潮

大正 9 年到昭和 6 年（1920–1931）掀起一陣「島內移民潮」，閩南、客家人

都有，到 1940 年已經有近 8 萬人。

日本花東移民最多時多達 4、5 萬人，種植菸草、香茅、甘蔗、苧麻、咖啡等

經濟作物，需要大量農工，這些西部移民正好派上用場。

除了鳳林區長饒永昌外，甘蔗工頭林泉安也是頭份人，他們回鄉召募農工，帶

動了頭份移民潮，致當時鳳林亦有「小頭份」之稱。

花蓮明義國小前校長廖高仁於昭和 12 年（1937）隨宜蘭農校畢業的父親廖阿

亮，從苗栗三灣移民到花蓮瑞穗，那年他 5 歲，父親在日人經營的杉原農場擔任場

長，深受倚重，農場工人很多也是客家移民（何來美 201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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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移民潮到鳳林

祖父饒昌麟 51 歲過世，沒到過花東，祖母彭珠妹則跟著叔伯們到後山落腳；

我在頭份出生，5 歲隨父母饒維芳、饒傅滿妹先到鳳林落腳，再移居臺東卑

南初鹿。

饒穎奇於昭和 13 年（1938）跟隨父母從頭份移民到鳳林，對家鄉幾無印象。

祖父饒昌麟是曾祖父饒永海的四子，在頭份私塾教漢文，娶祖母彭珠妹為妻，生養

有 6 男 5 女，6 男依序是維衡、維芳、維德、維霖、維霈、維潛。

饒穎奇說，當時父母帶著他及兩位姊姊北上尋找出路，先到臺北投靠姨丈與姨

媽，姨丈夫婦在西門町八角樓（現紅樓附近）開餐飲店，生意興隆，但父親過不慣

寄人籬下生活，再遷徙到花蓮港街，因一時找不到工作，先到五叔饒維霈住的鳳林

郡歇腳，再轉往玉里郡富里庄，最後在臺東廳卑南庄初鹿堡落腳（圖 1）。

圖 1   饒維芳移民花東在卑南初鹿落腳，長子饒穎奇在初鹿建了傳統三合院別

墅（何來美攝影）

到日人農場當工頭

饒維霈次子饒裕奇說，昭和 12 年（1937）父親才 17 歲，單槍匹馬到花東闖天

下，先到臺東幫日本官廳清洗宿舍門板，跟日人混熟後，得知日人要種咖啡，爭取

當工頭雇工整地，一甲地整地費 80 圓，算是不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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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彭珠妹跟父親同住，鼓勵父親多跟日本人交際，祖母還將過年家裡蒸的

甜粄（年糕），煎後請父親拿給日本人吃，日本人覺得好吃，父親也順利當

了工頭。

饒裕奇認為父親饒維霈在鳳林能打下基業，祖母亦助一臂之力，但後來與母親

溫順妹談婚嫁，住在臺東的外公卻「硬敲」了1,000圓聘金，致父親非得「煞猛打拚」

不可，對高額聘金也耿耿於懷（圖 2）。

圖 2   饒維霈（左）在六兄弟中最早移民鳳林，與老母彭珠妹（中）等人合影

（饒裕奇提供）

回頭份召募工人

饒維霈當了咖啡農場工頭，在初鹿落腳的二哥饒維芳，得知日人經營的蘇門答

臘（SUMATRA）興業株式會社在初鹿成立咖啡試驗所，也前往應徵，參與咖啡農

場整地，試驗所主任加藤對他工作表現深表肯定，升他為工頭，他亦建議加藤，農

場的整地可採承包，不但較有效率，也可節省經費。

饒穎奇說，父親畢業於臺中商校，在農場算是知識分子，精於成本分析，深得

加藤賞識，而隨著咖啡種植面積擴大，需工越多，父親也回頭份家鄉召募宗親、鄉

親前來幫忙，最多時帶領的工人多達 2、300 人。母親饒傅滿妹人稱「阿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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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照顧工人妻小，也養豬、養雞、養鴨，在父母胼手胝足下，在初鹿開始購地置產，

種植茶葉，自製自銷，累積了財富。

饒維芳身為工頭，與日人及地方名流都有交情，家裡常高朋滿坐，致饒穎奇的

童年雖有一、兩年顛沛，但到日治末期家境已算小康。

饒維芳六兄弟陸續移民到花東後，他與大哥饒維衡、三弟饒維德在臺東初鹿落

腳﹔四弟饒維霖、五弟饒維霈、六弟饒維潛則在花蓮鳳林發展，母親彭珠妹也在六

子家「來來去去」，幸福安定。

移民花東絡繹於途

除了饒永昌、饒維芳家族外，頭份饒氏宗親移民花東的還很多，饒榮昌曾任花

蓮港街協議會員、花蓮港街壯丁團團長、鳳林區長。

前臺電鳳林管理處經理饒毓麟，入贅前苗栗縣長林為恭的堂妹林幸妹為夫，所

生長子名叫「林望饒」。據他的外孫瑞穗溫泉飯店老闆張東俊說，以前入贅抽「豬

母稅」，第一胎男孩給女方，致他大舅取名「林望饒」有雙重意義︰一是林家香火

靠饒家，二是饒家希望再生男孩傳香火。生大舅後，外婆再生饒維輝、饒維昌，饒

家亦有香火，故他稱大舅是「阿望舅」，不是「阿饒舅」。

曾任花蓮縣 1、2 屆縣議員的饒維爐，亦在昭和年間移民後山，在瑞穗當甘蔗

原料的採收工頭，他大饒維芳 5 歲，雖不同房派，但情同手足。

饒維爐次子饒欣奇說，饒穎奇臺東高中畢業後，父親介紹他到花蓮農田水利會

瑞穗工作站擔任巡水員，在他家住了近 1 年，與他父母及兄弟姊妹，亦親如家人。

饒穎奇非常感念堂伯，他人生第一份工作是饒維爐介紹的，兩人還同房睡，並

與「維爐伯」兒女打成一片，感情維繫至今，後來他參選立法委員，都成為他最佳

助選員。

饒氏宗親會東部連絡人饒維倉的父親饒銅麟，也於昭和 13 年（1938）移居鳳

林，他則是擔任甘蔗包甲整地施肥的工頭。

以上只是饒家幾個移民例子，而頭份饒家在日治大正、昭和年間移民後山，不

僅絡繹於途，對花東政治、經濟也有一定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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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家發起興建讚天宮

日治時期的島內二次移民，也帶著西部奉祀的神祇到花東，落地生根後建廟，

成為信仰中心。以客家族群來說，來自苗栗的移民大都帶著公館五鶴山五穀爺、苗

栗市玉清宮的「三恩主」香火；來自新竹的移民則大都帶著新埔義民爺的香火，致

花東很多客庄廟宇是五穀爺、義民爺同祀。

饒維芳後在臺東縣卑南鄉初鹿落腳，這一帶閩、客漢人、卑南族、阿美族、

魯凱族原住民混居，閩、客漢人在初鹿各建了一座媽祖廟，其中有座離饒家才 2、
300 公尺遠，是饒維芳兄弟發起興建，供奉媽祖、五穀爺等神祇，命名「讚天宮」，

現是當地客家後裔的信仰中心。

饒穎奇中興大學社會系畢業進入臺北市兵役科服務，民國 55 年（1966）12 月

被無黨籍臺北市長高玉樹延攬為機要秘書，高玉樹得知饒穎奇父親在初鹿興建媽祖

廟，也題了「讚天宮」匾額掛在廟堂（圖 3）。

              

圖 3    饒維芳兄弟發起興建的媽祖廟，饒穎奇請已故臺北市長高玉樹提「讚天宮」 
匾額掛在廟堂（何來美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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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穎奇在卑南初鹿長大，這是卑南族的大本營，昭和 17 年（1942）他進入初

鹿國校（國民學校）就學，因平地原住民念蕃人公學校（後去「蕃人」二字，在

1941 年同樣改為國民學校，簡稱國校），山區原住民則念蕃童教育所，２致他班上

的同學主要仍是漢人，閩南人最多，再來是客家人，卑南族原住民只有 1、2 位，

他記憶中有位原住民同學名叫胡漢，長得壯碩、豪邁，歌聲嘹亮。

花東族群與政治生態

臺東縣、花蓮縣是全臺原住民人口所佔比率最高的縣，依兩縣政府民國 110 年

（2021）12 月底的人口統計資料，臺東縣全縣人口 213,386 人，原住民 78,313 人，

占 36.70％；花蓮縣人口 321,358 人，原住民 93,458 人，占 29.08％。

另據民國 100 年（2011）客家委員會的調查，臺東縣的客家人占 19.9%，約 4
萬 6 千人；花蓮縣的客家人占 31.7％，約 10 萬 7 千人。

花東兩縣也是全臺四大族群人口最接近，以閩南族群人口最多，其次是客家、

原住民人口相當，再來是外省族群，但近十餘年來受原住民族群福利越來越好的影

響，爭取原住民身分者愈來愈多，致原住民人口所佔比率逐年增加，已有超越客家

族群趨勢。

因原住民的參政權，從過去的省議員到現在的立委選舉，與區域選區分開，致

過去的政治生態，花蓮縣出現閩客分政（縣長、省議員一閩一客輪流），臺東縣則

是吳、黃派輪政，而第 1、2 屆縣長吳金玉、3、4 屆縣長黃拓榮皆是客家人，但吳

金玉、黃拓榮卸任後，直到第 18 屆縣長始由客家籍的饒慶鈴接任。

花東兩縣自實施地方自治以來，縣長主要還是閩、客兩大族群所掌控，外省籍

當選縣長者只有第 3 屆花蓮縣長胡子萍、第 14 屆臺東縣長徐慶元；原住民當選縣

長者更只有第 12、13 屆的臺東縣長陳建年，他是卑南族。

 2 日治殖民時期教育實施差別待遇，日本人念小學校，漢人念公學校，平地及山地較「進化」的原住

民念蕃人公學校（後來去掉「蕃人」二字，亦稱公學校），一般山地原住民則念蕃童教育所，直到

昭和 16 年（1941）4 月 1 日，日本政府配合皇民化政策，將小學校與公學校都改為國民學校。民

國 34 年 10 月 25 日臺灣光復，蕃童教育所也改為國民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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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家後裔積極參政

頭份饒忠山後裔於日治時期饒永昌擔任

過鳳林區長，饒榮昌曾任花蓮港街協議會員、

花蓮港街壯丁團團長、鳳林區長。臺灣光復

後，在花東最先參政的是饒維爐，他擔任花蓮

農田水利會代表，並當選第 1、2 屆花蓮縣議

會議員。

饒維爐的屘子饒欣奇說，花蓮縣首屆縣

長選舉，是楊仲鯨與林茂盛的閩、客之爭，父

親饒維爐支持林茂盛，第 1 屆閩南籍的楊仲

鯨當選，第 2 屆林茂盛擊敗楊仲鯨當上縣長，

開啟花蓮縣閩客輪政（圖 4）。

饒維芳昆仲以五弟饒維霈最早移民花東，

也最早從政，日治末期他考入花蓮港廳警務科

擔任巡佐，光復後轉入水利會發展，後被鳳林

鎮長林阿谷延攬為鄉公所秘書，林阿谷卸任後

他接棒當選第 5、6 屆鳳林鎮長，卸任後擔任

花蓮農田水利會總幹事，再當選第 6、7 屆會

長。

饒穎奇認為五叔饒維霈會參政，主要受花

蓮縣農田水利會前會長方建基及林阿谷影響；而

農會、水利會是經營人脈的重要管道，饒穎奇曾

任宜蘭縣長陳進東、臺北市長高玉樹的機要秘

書，他決定回鄉參政後也曾爭取臺東農田水利會

長、臺東縣農會總幹事，可惜在地方派系攪局下

都失敗（圖 5）。

圖 4   饒維爐曾任花蓮縣第 1、2 屆

縣議員，首屆花蓮縣長選舉

他支持客家籍的林茂盛（饒

欣奇提供）

圖 5    饒維霈曾任鳳林鎮長與花蓮

農田水利會長（饒裕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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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維霈次子饒裕奇說，民國 36年（1947）4月 4日晚，鳳林發生慘絕人寰的「張

七郎父子慘案」，同是醫師的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父子，遭來臺鎮壓「二二八

事件」的 21 師部隊殺害，棄屍荒郊，父親身為警察，看了心寒，對國民黨情治單

位下令要抓的人，不但未抓，反私下通風報信叫他們逃，這些父親曾幫過的人，後

來父親參選，都是死忠支持者。

饒家花東人脈強

饒穎奇從民國 69 年（1980）起開始當選立委，連任了 8 屆，第 7 次連任時還

當選立法院副院長。他前 3次參選立委，花東同屬一個選區，除第 3次是同額選舉，

前兩次饒姓宗親與許多客家鄉親都全力幫他抬轎，致他曾開玩笑說：「若花東大選

區不變，我當立委可以當到死。」

饒穎奇說，民國 69 年（1980）、72 年（1983）的增額立委選舉，國民黨在花

蓮縣提郭榮宗、臺東縣提名他，在花蓮幫他輔選的總操盤手是他的五叔饒維霈；因

臺東縣選民數少於花蓮縣，第 1次得票數他得 40,772票，少於郭榮宗（57,402票），

第 2 次他卻得了 52,264 票，贏了郭榮宗（47,851 票），雖然都同時當選，但從第 2
次得票數來看，證明花蓮客家鄉親與饒姓宗親對他支持的力道。

饒穎奇的五弟饒達奇受大哥影響也參政，當選第 11、12 屆縣議員後，參選卑

南鄉長敗給張卓然，惜不幸英年早逝。

卑南族縣長陳建年

民國 82 年（1993）第 12 屆縣長選舉，李登輝總統兼任國民黨主席，認為臺灣

是四大族群的國家，卻沒有原住民當縣長說不過去，為了臺灣族群的融合與多

元尊重，指示我這次臺東縣長選舉務必要提名陳建年，讓臺灣出現首位原住民

縣長。

饒穎奇那時兼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也是立法院國民黨大黨鞭，全力貫

徹李登輝的理念，與陳建年爭縣長提名的是已連任 4 屆省議員的高崇熙，陳建年也

是平地山胞省議員，是兩位省議員在爭，結果陳建年獲得提名。

第 12 屆臺東縣長選舉，國民黨提名陳建年後，民進黨未推出人選，臺東地區

農會總幹事陳益南、唐明超雖參選，但陳建年仍以 68.57％得票率（67,674 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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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當選。民國 86年（1997）底第 13屆縣長選舉，陳建年再獲國民黨提名競選連任，

省議員徐慶元爭取提名失敗後，以無黨籍參選，結果陳建年以些微票數之差驚險

連任，陳建年得 47.64％（48,365 票）、徐慶元得 46.63％（47,340 票），民進黨

提名的黃昭輝僅得 5.73％（5,818 票）。

陳建年回憶說，徐慶元是末代（第 10 屆）省議員，是宋楚瑜愛將，宋楚瑜表

面上跟他說會勸退，實際上臺東縣不少省府機關，都受到上級指示要支持徐慶元，

利用省府龐大資源助選，致他連任驚險，雖只贏了 1,025 票，但贏就是贏（圖 6）。

結論

臺灣後山花東，日人來臺前閩、客漢人極少，只有 3 千餘人，1895 年後，為

開發後山，並穩定臺灣的殖民統治，於 1909 年之後辦理總督府的官營移民及臺東

製糖的私營移民，在花東規劃了多處日本移民村，開設農場，急需農工，帶動了

西部移民潮，結果到 1940 年時漢人已達 8 萬人。

在日本開辦官營移民前 3 年，來自苗栗頭份的饒忠山後裔饒永昌，就以日本

「賀田組」組員身分移民花蓮，承包日人的公共工程致富，憑藉的是他與日人的

良好政商關係。後來他也出任鳳林區長，隨著島內移民潮，也吸引大量頭份客家

鄉親、饒姓宗親移民花東，致花蓮鳳林亦有「小頭份」之稱。

圖 6    陳建年（右）是臺東縣首位原住民縣長，他參選時獲得饒穎奇（左）大力支持，

兩人在陳宅合影（何來美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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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立法院副院長饒穎奇的父親饒維芳，追隨叔公饒永昌的腳步，6 兄弟也先後

移居花東，先在日本農場當工頭，後分在花東落戶。因頭份饒家移民花東早，移民

宗親多，在花東地區也形成綿密的政經人脈，致在花東政壇從日治時期至今，仍舉

足輕重，如饒穎奇、饒慶鈴父女在臺東縣政壇的影響力。

因閩、客族群與原住民信仰不一樣，移民也從西部帶來神祇，如饒維芳兄弟就

在卑南初鹿興建了「讚天宮」，奉祀媽祖、五穀爺。

花東是臺灣四大族群人口最接近的地方，但地方政治生態長期以來卻是閩、客

族群在把持，甚至形成閩、客分政局面，原住民、外省族群主政者並不多；但隨著

民主意識的高漲，原住民人口比率的逐年增加，預料未來花東的族群意識形態將越

來越淡化，選舉政黨、政見、候選人取向，也將會超越族群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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