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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民乙未抗日探秘
北白川宮親王死於戰地之謎

今係甲午戰爭120周年，清廷戰敗割

臺，臺人英勇抗日，眾所周知；然時隔

雖僅百餘年，史料雖多，但仍有若干謎

團似值探討，尤其攻臺主力之「近衛師

團」指揮官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如何死於

戰地，眾說紛云，迄今仍難有結論。

臺人抗日，決不拱手讓臺

「馬關條約」在煙臺換約後，清

廷割讓臺灣，事已難挽。甲午後一年，

1895年歲次乙未；5月15日，巡撫唐景崧

與臺灣士紳密談後發表《臺民布告》，

呼籲日本：「臺灣土地政令，非他人所

能干預。設以干戈從事，臺民惟集萬衆

禦之。願人人戰死而失臺，決不願拱手

而讓臺。」

▓柯博文

日方雖預料據臺會遭抗拒，但未

料抵抗會如此之全面，反擊會如此之激

烈。

日軍先澎湖後基隆，再由北而南，

歷時七月，「乙未之戰」方能結束。臺

民的武器裝備、人員訓練，均遠遜日

軍，卻給日軍巨大威脅，出乎日方之想

像，也難免為遮掩戰損而諱言真相，留

給後人不少探討空間。

1895年5月29日，日本派海軍上將樺

山資紀擔任「臺灣派遣團隊總司令」，

登陸澳底，攻佔三貂角。

樺山資紀指揮的三個陸上作戰部

隊是：攻澎湖的比志島混成支隊、攻本

島的近衛師團和第二師團，兵力初為

37,000餘人，後來增至76,049人、馬9434
匹、軍伕26,000餘人。

「近衛師團」指揮官北白川宮能

久親王10月28日死在台灣，由於他身分

特殊，為明治天皇叔叔，又是前敵指揮

官，死於戰地，自然眾所矚目。日本軍

方為恐有損士氣，乃密不發喪，7日之後

才說他罹疾返東京死於自宅。但臺灣民

間，多認為他死於義軍伏擊，至於遭擊

地點及何方義軍所為，則莫衷一是。

隱瞞死訊，謊稱薨於自宅

1895年10月28日午後9時40分，近

衛師團的角田少將，自臺灣發電報給東

京西鄉從道海軍大臣：「近衛師團長

殿下，西京丸御乘艦，軍艦吉野護衛，

二十九日午前十時，安平橫須賀直航，

御著艦來月三日或四日。」文中清楚

交代北白川之離臺和預計抵達日本的時

間，但未提他因何故返日。

11月4日，宮內大臣土方久元伯爵發

通知給西鄉從道：「能久親王殿下橫須

賀御著艦，本日午後十時五十分同所御

發車，明五日午前零時四十五分新橋御

著。」

次日，日本「宮內省告示」第十四

號文發表《近衛師團長能久親王殿下薨

去ノ儀》，公布他11月5日死於自宅，遺

體運至豐島岡墓地，於11月11日舉行國

葬。

根據日本明治16年至42年「國葬

期日一覽表」，右起第五行，載：「北

白川宮能久親王」，薨去日為：二十八

年（1895）十一月五日，國葬決定日：

二十八年十一月五日，葬儀日：二十八

年十一月十一日，薨去日與葬儀日間

隔：六日。

北白川的《墓誌銘》也說他死於

11月5日：「十月二十二日疾病，尚進

入臺南府，二十八日航就歸途，十一月

一日賞以菊花章頸飾，又敘功三級，授

金鵄勳章，四日拜大將，五日歸東京，

遂薨。」（註：台大圖書館典藏伊能嘉

矩手稿）《墓誌銘》由川田剛撰寫。川

田為東宮太子（日後之大正天皇）「侍

候」，文學博士。

北白川宮家的顧問高崎五六，寫給

樞密院議長黑田清隆的公文也說：能久

親王於「今五日午前七時薨去。」

日本官方當時的態度非常清楚，不

承認他在10月28日死於戰地。其目的就

是要製造他死於自宅的假象。

終焉之地，死因撲朔迷離

日本據台後陸續出現的官文書，則

透漏出北白川於10月28日攻占台南後，

即罹病而死於當地豪族吳汝祥宅邸。與

先前的紀錄比對，互相矛盾，而日方在

台的舉措，亦證實先前的說法是在說

謊。

北白川死後，日本人把他神格化，

吳汝祥宅邸定為他的「終焉之地」，並

興建「臺南神社」，又以10月28日為其

「薨去」之日，定為臺灣神社的「例祭

日」。如果他生前乘船返日，在橫須賀

上岸，回到東京才死於自宅，豈會在臺

南搞什麼「終焉之地」。

攻台日軍的軍醫總監石黑忠悳及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坐沙發者)登陸澳底後

留影。

▲台大圖書館典藏伊能嘉矩手稿北白川墓誌
銘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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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坂惟寛，曾在北白川病危時治療他，

對於「殿下」有病歷紀載：「殿下今

朝來衰弱大增，熱三十八度七分，脉

百二十，呼吸三十，肺部水泡音全肺，

咳痰不少，食慾乏，漸漸滋養物強進

奉，三日來便秘，尿無異，但已晝夜不

能分，令人擔心。」又有「十月二十七

日午后六時三十分臺南  石坂軍醫總監」

等字樣，時、地和記錄人都很清楚。

該紀錄之後，還有石黑忠悳的附

記，大意說因為通往台北的海底電線斷

信，他昨夜接手後，到今天才弄清病

情。

較合理的推測，是石坂一人搞不定

了，向台北求援，石黑趕到台南，但是

事前不瞭解病情，花了一夜的時間，才

知道病況之嚴重。

若這些紀錄屬實，確能證明「殿

下」生病，但究係何病，瘧疾？霍亂？

抑或受傷？或者此「殿下」並非北白

川，而係他人瓜代？疑點頗多。

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第五

任館長山中樵，於1935年12月出刊〈北

白川宮能久親王御遺跡考〉一文，根據

台南鄉土史研究者王建成的翻譯，文中

說：「10月18日，能久親王 … 上午3時
左右開始，覺得有腰痛、惡寒，但並未

介意，就早早出發。可是抵安溪寮後，

由木村軍醫部長診察，量體溫為38.4度

C，再觀察其他症狀，斷定是罹患正在

流行的瘧疾，請能久親王靜臥休息。」

以後逐日有病情考據：「10月22日，能

久親王坐木製擔架，於7時30分從大目降

（註：新化）出發，下午5時30分抵台南 
… 此夜，殿下發燒更升至40.2度，脈搏

111，發生口渴、食慾減退、脾臟顯著腫

大現象。」顯見業已惡化。「28日清晨3
時30分，呼吸次數增加，脈搏顯得不正

常，趨於微弱。5時許，體溫上昇至39.6
度，脈搏微弱136次，呼吸45，四肢漸

涼，冷汗直冒，不省人事。7時15分病重

已臻最危篤，終告不治辭世。」

他死後的處理情形，山中樵也有考

據：「29日上午6時，步兵少佐佐本壽人

率一隊人，奉親王柩發自台南，表面稱

因病危歸京，在安平載上西京丸，軍艦

吉野護航之。」

「表面稱因病危歸京」，當然是隱

瞞死訊。40年後，山中樵雖揭露北白川

死於戰地的經過，但民間仍有異見。

皇子出家，捲入新舊戰爭

北白川的身世頗為奇特。

他是日本伏見宮邦家親王第九王

子，1847年生於京都，幼名「満宮」，

安政5年（1858年）10月，仁孝天皇指

定他為「猶子」，封為親王，賜名「能

久」。

「猶子」是指定繼承人，仁孝天皇

和他並無血緣。「猶子」非養子，不必

改姓，但卻享有繼承權，北白川因此是

明治天皇的叔叔。

次年11月，日本佛教「天台宗」

輪王寺宮慈性入道親王又收他為「附

弟」，不久就剃渡出家，法名「公

現」，成為「公現入道親王」。1867年5
月，他進入徳川將軍家廟修行，師父退

隱後繼承衣缽，20歲就成為「天台宗」

領袖。

明治元年（1868）改朝換代，他受

幕府委託，斡旋新舊之爭，希望明治政

府赦免舊幕府大將軍德川慶喜，但卻捲

入「戊辰戰爭」，而且被江戶幕府和奧

羽越列藩同盟推為東武天皇，成為「朝

敵」；朝廷的敵人。

明治的維新政府打敗幕府勢力後，

北白川為首逆，被擒送京都當和尚，原

以為要處死他。

明治3年（1870）10月，明治以其年

幼無知，赦他還俗，並復其「伏見宮」

身分，還派他前往普魯士軍校留學。兩

年後，他的弟弟北白川宮智成親王病

死，遺言要他繼承北白川宮家，乃成為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當時他24歲。

據說他在普魯士鬧過一段誹聞，有

損日本皇室聲譽，被政府要求回國，並

進入日本陸軍服務。明治17年（1884）
擔任大阪師團長，8年後，調升「近衛師

團」中將指揮官，1895年成為攻臺主力

要角。

北白川這一生，身世顯赫，曾為

出家人，曾為維新政府的主要敵人，後

來又深獲明治的信任，成為日本天皇御

林軍的指揮官，48歲正當壯年，卻糊里

糊塗的死在台灣，不能不說他的身世離

奇。

身分特殊，官方刻意避諱

「近衛師團」是御林軍，更是精

英部隊，如果說他是戰死於臺灣，那對

日本軍方打擊極大，日軍的反應，自然

不會即時公布真相，甚至在內部公文書

中，也盡可能避諱而有虛託，直到他死

了七日以後，臺南反抗勢力消失，臺灣

局勢較穩定時，才公布其死訊。

由於真相不明，臺人又普遍不信日

本官方信息，所以對北白川的死因，就

有種種說法，一般相信他是戰死，而非

罹疾。

臺灣氣候炎熱，當時的衛生條件

較日本差，攻臺日軍難以適應，作戰後

期，感染瘧疾或霍亂的人數的確甚多，

罹病致死者遠多於作戰而死者。

根據日隨軍記者的《攻臺見聞》和

其軍方的《攻臺戰記》等紀錄，乙未之

戰時，攻臺日軍負傷約515人，戰死約

164人，而罹病住院者計有26,094人，其

中4,642人不治。

日據時代任「臺北帝國大學」醫學

部教授小田俊郎，曾著《臺灣醫學五十

年》，書中有〈風土病之概說〉，對當

時人體寄生蟲及瘧疾、霍亂之流行，有

詳細描述。日本官方說北白川死於瘧

疾，有其可信度。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遺跡考〉

記：「28年10月19日 … 前衛司令官少

將阪井重季，右縱隊司令官少將川村井

明，亦均罹瘧疾，而坐在轎上進行指

揮。第三聯隊長亦生病，利用擔架前

進，宮見其狀，亦給予安慰。」可見瘧

疾在軍中傳染之廣。

有人質疑病死之人數。日軍統計之

病死者幾達戰死者30倍之多，認為有可

能把不少戰場重傷而死者，一併列入病

患名單，以遮掩戰損。

這也就難免當時多相信日軍為遮掩

北白川戰死，而謊稱其罹病。

義軍伏擊，親王中彈落馬？

2008年獲得「客家貢獻獎」的黃榮

洛，在《渡台悲歌 : 臺灣的開拓與抗爭

史話》98-107頁〈替身大將軍─日本親

王北白川宮陣亡於新竹牛埔山上〉，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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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北白川是戰死而非病死。

黃榮洛認為北白川在1985年的7月29
日率軍南下，31日部隊開到新竹，住進

臺灣四大名園之一的潛園「爽吟閣」，

8月8日發動攻擊牛埔山（註：今稱客雅

山）上「新楚軍」楊再雲部隊，卻遭義

軍伏擊，中彈落馬而死。

《新竹縣志》卷九《人物志》載

「新楚軍」為臺灣府知府黎昌嵩為抗日

而臨時組織的軍隊，楊再雲為副將，屬

新楚軍管兵統領。日軍於佔領新竹後，

新楚軍與新竹義民軍隊在牛埔山聯合抵

抗，以阻日軍南下。黃榮洛亦著有〈楊

再雲和楊大人廟〉，刊於民國79年9月發

行的《臺北文獻》，詳述其事蹟。

《人物志》又載：「兵未至新竹，

而新竹已為日軍所佔。楊統領遂紮營於

距新竹城不遠處，急與駐水仙崙、二重

埔等處義軍統領姜紹祖、徐泰新、鍾石

妹等取得連絡，更與頭份之吳湯興、徐

驤，安平鎮之胡阿錦、黃娘盛等約相呼

應。遂於七月十日反攻新竹城，因日軍

早有準備，反攻失敗，姜紹祖被捕，鍾

石妹敗回大山背。」

另有一說，北白川是遭義軍姜紹祖

等人殺死，但姜紹祖7月10日即被被日

軍俘虜，11日服毒自盡，時間上並不可

能。

姜紹祖，新竹北埔人，與吳湯興、

徐驤合稱「客家三傑」，家境富裕，為

「棟軍」都司，日本攻臺時組織義勇軍

抗日，殉難時僅19歲。

掩飾真相，狸貓換了太子？

黃榮洛又考證，北白川在新竹牛

埔山中彈，樺山資紀獲悉後決定保密。

此時，北白川的弟弟伏見宮貞愛親王，

率領第四混成旅團前來支援，樺山乃率

領伏見的部隊，趕到新竹牛埔山，聲稱

督戰，暗地裡卻唱了一齣「狸貓換太

子」，以伏見做為北白川的替身，繼續

率軍南下。伏見駐軍嘉義時，遭伏擊，

義軍用長柄採檳榔鐮刀，勾其頸落馬受

傷，被抬往臺南。

 黃榮洛認為，身為親王的北白川被

殺，其弟又被刺重傷，樺山顏面盡失，

乃要伏見繼續以北白川的身份，由臺南

用擔架抬至安平港上船，讓臺南的民眾

以為北白川重病回國，籍以掩飾真相。

 1896年，新竹支廳長松村雄之，在

牛埔山樹立「御露營紀念碑」，正面刻

「故近衛師團長陸軍大將北白川宮能久

親王殿下露營御遺蹟」文，背面還有長

碑文，最後一句：「下馬而顧望，必見

江山之蒼涼」，黃榮洛考證這種紀念碑

和別處不同，造型如同墓地。

1901年以後，北白川的家人與皇室

成員，曾多次到牛埔山祭拜。1903年，

北白川的嫡子成久王前來祭拜父親時，

曾種植兩株松樹，因此牛埔山東部又被

稱為「松嶺」。

1923年4月19日，日本皇太子昭和以

「攝政」身份來臺時，還特派侍從土屋

正直，到「新竹神社」祭拜北白川。

1918年，新竹廳在紀念碑處建新

竹神社，臺灣光復後神社被毀，現址是

「移民署新竹收容所」，又稱「新竹靖

廬」。

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

雖然鍾肇政等台灣著名文史作家

相信黃榮洛，但亦有很多人不認同，理

由是按照日本軍隊的運作，一位親王指

揮官，不可能身臨火線，而當時臺灣義

勇軍的裝備，無法攻擊到他，更何況伏

擊北白川後，又連續刺傷其弟伏見宮親

王，日軍不可能如此疏於防範。

再說，按照當時軍醫所記的病歷，

近衛師團罹疾者眾，北白川並非唯一一

人，因而相信他病死無誤。

至於北白川的家屬，以及當時的皇

太子昭和，前往牛埔山「新竹神社」祭

拜，也不能說有特殊意義，因為日本神

格化北白川後，臺灣各地都有祭祀他的

神社，而其家人則是到各地見到神社就

祭拜。昭和之所以祭拜，因為北白川是

他的親長，在他旅臺時，遇到北白川神

社也都派員祭拜，並非牛埔山一處。

不認同北白川遭襲而死的另一堅強

理由是，迄今找不到有力的歷史資料證

明北白川並非病死，雖然日方在處理過

程中有所避諱和隱瞞，甚至互相矛盾，

但這只能說明是基於戰事考量，並不能

證明北白川死於義軍伏擊。

但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就像

陳水扁槍擊案一樣。

相信黃榮洛考證者還有一說，可用

來結尾。

西方習俗，騎馬銅像之馬匹造型，

有不同的意涵，如果馬的兩前肢離地，

表示馬上的騎士戰死沙場，如果馬一前

肢離地，表示騎士死於戰爭傷害，如果

四肢皆着地，表示騎士自然死亡。

北白川在東京千代田区北の丸公園

内的銅像，馬是一前肢離地。（作者為

本會會員）

▲客家貢獻獎得主黃榮洛。
▼南庄鄉楊再雲石爺神牌。

。

▲新竹潛園爽吟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