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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的臺灣航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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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航空肇始與「理蕃」政策
日本明治維新後，即本著富國強兵之

宗旨，開始對西方新式科技產生興趣，除

開始藉由國內統一與對外戰爭的機會，將

航空科技運用於軍事方面外，同時也在往

後展開一連串相關的學習與研發計畫。因

此，日本近代航空科技的肇始與發展，可

說是與歐美各國的情形相去不遠，皆與軍

事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1895 年日本領有

第一個殖民地臺灣後，因臺灣特殊的地理

環境與人文風俗，使得總督府當局為貫行

殖民政策，而開始將所謂的「文明利器」

用於臺灣，這其中就包含了航空器的利

用。因此，臺灣的航空肇始與發展，可說

是與「理蕃政策」有著直接的關係。

在飛機尚未傳入臺灣之前，因臺灣山

地的險峻地形，殖民政府乃透過軍方開始

將氣球利用於「理蕃」事業上，並開始規

劃一連串的「理蕃航空計畫」，包含相關

技術的研發、調查，甚至聘任

具有航空專長的人才，擔任「理

蕃單位」相關的職務與主管。

因此，若由明治末期總督府對

於航空科技的重視程度，以及

與殖民政策的關係來看，即可

了解日本與臺灣的航空肇始雖

然皆與軍事相關，但是兩者往

後的發展卻有微妙的不同。最

明顯的例子，莫過於 1910 年日

本本土完成首次飛機飛行試驗

後，新式的飛機很快的就取代

原有在臺灣使用的氣球與相關發展計畫，

成為此時期殖民地臺灣航空發展的唯一選

項。其主要原因，或許是因為身為殖民地

的臺灣並非航空技術的術創造者及研發

者，而是技術的接受者或實驗者。因此，

臺灣的氣球發展並沒有如同日本一樣，找

到自身所屬的位置與功能，而是在氣球相

關技術的發

展尚未進入

軌道前，隨

即因「功效

考量」而被

新式的飛機

所取代，並

消失在臺灣

航空發展的

歷史軌跡。

此時期

臺灣航空的

發展，除利用飛機對原住民進行威嚇外，

則充滿了濃厚文明展示及教化的味道。舉

凡明治末期開始的「蕃人觀光」，以及大

正初期日、美民間飛行士相繼來臺進行的

多場飛行表演，皆讓臺灣民眾藉由接觸近

代科技進而認同殖民統治，同時也可藉由

原住民參觀後的所產生的畏懼心理，達到

不錯的「理蕃」效果。特別是 1917 年日本

陸軍航空隊來臺進行「耐熱飛行」後，則

讓總督府當局更加確認航空科技作為殖民

統治工具的重要性。因此，檢視明治末期

氣球相關技術在臺灣的發展，以及首位搭

乘航空器的臺灣人為原住民來看，或許即

說明了臺灣的殖民地性格，以及日本對臺

灣殖民政策的真正本質與目的。

而為了徹底執行「理蕃政策」，1919

年總督府乃成立臺灣第一個正式航空機構

「警察航空班」，這也是日本帝國圈內第

一個「空中警察」機關。該班成立的目的

與宗旨，雖然與「理蕃」相關，但其實是

為往後臺灣的空防與航空事業而預先準

備。因此，該班的成立，除具有開創性的

地位，給予臺灣一個發展航空科技的新

場域外，也影響著往後臺灣航空發展的

方向。而也因為該班為臺灣第一個航空機

構，故其成立之初的相關技術轉移、人員

培訓，以及後勤設備之補給，皆仰賴日本

陸軍航空單位支援，可說是一個純然由陸

軍航空單位所主導的「警察部門」。而該

班於山林地區執行的「蕃地飛行」，除可

使「未歸順」的原住民心生恐懼，減少因

「出草」而死傷的人數外，也提供包含航

空科技在內的氣象測候，以及蕃地踏查繪

測方面，不少寶貴的經驗與貢獻。同時，

1930 年底「霧社事件」發生時，也使飛機

能夠成功持續發揮嚇阻效力。因此，警察

航空班的存在，可以說是當時臺灣島內最

具有威嚇與教化性質的「理蕃單位」之一，

並間接帶動了其他科技的引進與發展。

二、軍事航空的發展
在軍事航空的發展方面，1927 年陸軍

飛行第八聯隊移防至屏東後，乃揭開軍方

航空部隊駐防臺灣的新頁。而該聯隊移防

臺灣的原因，主要則與 1921 年「華盛頓海

軍軍縮」，以及 1930 年「倫敦海軍軍縮」

有著相當直接的關係。因為第一次世界大

戰後的這兩次「軍縮」，除限定日本海軍

與英美海軍主力艦的比例外，特別是在於

條約生效後，則規定各締約國海軍的佈防

「應維持在本條約簽訂時之現況」，因此

自 1922 年至 1936 年日本退出軍縮條約

期間，基本上海軍並無法在臺灣增設航空▲ 1930 年代臺灣的航空戰略位置。

▲ 1930 年代的屏東陸軍飛行第八聯隊。 ▲1937年高雄海軍航空隊飛行場建設地。

▲ 1920 年代警察航空班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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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隊，故也限定了海軍航空部隊在臺灣的

發展。

另外，為因應 1922 年俄國革命後與

「華盛頓海軍軍縮條約」簽訂後所形成的

國際情勢，該年的「大正十二年帝國國防

方針」，即將美國設定為第一假想敵國，

並訂定「陸軍應協同海軍盡速對呂宋島進

行攻略」之用兵綱領。因此，為確保能夠

以殖民地為軍事出擊的基地，殖民地駐留

軍事力量的確立是必要的方針之一，故臺

灣的軍備乃由以往防禦性質，轉向具有進

攻性質的性格。也因為前述之考量，陸軍

才有將 1925 年新設的航空部隊移駐臺灣之

計畫，並在 1927 年「警察航空班」撤廢

時，於原地新設屏東陸軍飛行第八聯隊。

因此，1927 年至 1936 年間，迄至 1938 年

海軍駐臺航空部隊「第十一航空艦隊」編

成前，基本上主導臺灣空防的則以陸軍航

空部隊為主。

海軍航空部隊在臺灣的發展，雖因第

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兩次「海軍軍縮」而有

所限制，但是自明治末年起，迄至 1937 年

中日戰爭前，其對於臺灣的影響，特別是

對於影響臺灣民用航空發展甚多的「南進

航空計畫」之規劃與推動，以及南方區域

的熱帶航空試驗與調查，則有著舉足輕重

的地位。

1938 年後，海軍開始籌劃興建高雄左

營海軍軍港（1940 年正式動工），1941 年

10 月又於高雄岡山設置「海軍第六十一航

空廠」，以供應戰時後勤維修所需。同時，

1941 年 1 月完成以高雄海軍基地為主的航

空戰力「第十一航空艦隊」（基地航空部

隊）之編成，成為太平洋戰爭前後日本海

軍的主要陸基航空兵力。該航空艦隊主要

的任務有二：第一、「在太平洋戰爭初期

對確保菲律賓方面之制空權（以擊滅駐菲

律賓美軍航空戰力為目標），以及支援登

陸作戰」；第二、「確保馬來半島方面之

制空、海權（以擊滅駐新加坡之英國東洋

艦隊及航空戰力為目標），以及支援地面

部隊作戰」。

而由「第十一航空艦隊」的主要任務

來看，海軍所屬的航空部隊與駐臺陸軍航

空部隊相同，已將攻擊方向轉南方。加上

1941 年 4 月由七艘航空母艦所組成的海上

航空主力「第一航空艦隊」（航空母艦部

隊）編成完畢，同時配合基地航空部隊與

海上航空母艦部隊的作戰，即可迅速將敵

軍牽制於外海，並予以痛擊。由此可知，

太平洋戰爭期間，因海軍航空之主力「第

十一航空艦隊」與「第一航空艦隊」的相

繼編成，都使得臺灣成為海軍航空部隊的

主要基地，並且扮演支援南方作戰，以及

殲敵於外海的重要角色。

因此，中日戰爭以前，陸海軍航空部

隊在臺活動的性質，可以說因兩次「海軍

軍縮」之影響，有著不同的任務與發展方

向。而中日戰爭爆發後，陸海軍航空部隊

在臺的任務與發展方向，則因「對華‧南

方作戰」展開，才算是有了性質上的合流，

並朝向構築戰時南方航空軍力中心基地的

方向發展。

三、民用航空的發展
臺灣民用航空的發展方面，隨著第一

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民用航空事業的開啟，

以及遞信省的航線開設計畫，也同時開啟

了連結臺灣與日本的曙光。不過，臺灣相

關的航線計畫卻因為相關的預算、航空技

術問題，以及「北先南後」航線的開設順

序，遲至 1930 年中期才逐漸實現。雖然

「內臺航線」的開設頻頻受阻，但是總督

府當局並沒有為此而放棄，反而自 1930 年

開始展開一連串的航空調查事業與飛行試

驗，並且召開「臨時產業調查會」，對往

後臺灣民航發展進行初步的規劃。而 1935

年「內臺航線」確定開設後，總督府當局

乃召開「熱帶產業調查會」，除了計畫國

際航線的開設外，主要的目的則是著眼於

建立臺灣在「南支南洋」航線的主導地位，

以及將來帝國南方航空圈一旦建立時臺灣

的中心位置。

因此，自 1936 年以後，伴隨著臺灣

於「南進航空」中心地位之確立，也使得

臺灣的航空相關建設逐漸增多，例如因

「外南洋」航線開設而擴建的「臺北飛行

場」，以及因「內南洋」航線開設而興建

的「淡水水上飛行場」。所以，1936 年至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期間，可以說

是戰前臺灣民用航空發展的高峰期。

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為了因

應時局的發展，以及將臺灣規劃為具有軍

事及南進基地化的角色，1941 年 10 月由

總督府所召開的「臨時臺灣經濟審議會」

則強化了戰時臺灣的民用航空發展，並在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民用航空全數轉為軍

用時，將臺灣推向戰時「帝國南方航空

圈」的中心位置。因此，1930年以來，迄至

1945 年臺灣的民用航空發展，除了日本本

土航空政策的因素外，就臺灣本身來說，

付予其南進航空色彩，以及影響其發展方

向的主要因素，可以說與前述「三大經濟

會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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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 年代末臺北飛行場一景。

▲ 1945 年 9 月淡水水上機場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