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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1786年臺灣中部爆發的林爽文事件係清代臺灣最大規模的抗官事件
，不僅臺灣西半部的主要聚落都捲入了這起事件，也讓乾隆皇帝將
平定這起事件的過程，視為畢生「十大武功」之一。由於目前對於
這起事件的研究，普遍集中於官逼民反的原因分析、會黨組織的形
成等議題，且將民變與械鬥分開討論，故較為忽略事件前夕臺灣中
部即已出現大規模械鬥事件的影響（謝笑案）。所以本計畫將從歷
史連續性發展的角度，針對18世紀晚期臺灣中部的械鬥事件進行研
究，探討此時期械鬥事件的發展與影響，重新觀察十八世紀晚期社
會動亂事件的歷史意義。相較於過往從原鄉祖籍的分類方式來探討
械鬥形成與蔓延的原因，本計畫則以械鬥前後的社會變化為主要課
題，說明18世紀晚期臺灣中部連續爆發大規模械鬥與抗官事件的過
程。具體討論的重點如下：（一）土地開墾與經濟活動。探討土地
開發的展開及其經濟活動，說明械鬥前的社會樣貌。（二）地緣關
係的梳理。透過史料整理與田野調查，並以GIS繪製地圖來呈現械鬥
事件各方勢力的地緣關係。（三）地方行政與社會變遷。探討械鬥
事件後地方行政的規劃與運作，並針對地方社會於事件後轉建立開
漳聖王信仰的過程進行討論。預計藉由以上三點討論，說明械鬥事
件的發展及其影響。

中文關鍵詞： 械鬥、謝笑、臺灣中部、土地開發、地方行政、開漳聖王

英 文 摘 要 ： The Eve Before Lin Shuangwen Rebellion: the Armed
Confrontations in the Middle Taiwan
The Lin Shuangwen rebellion that occurred in the middle
Taiwan at the year 1786 was widely  being considered as a
civil strife in the biggest scale. Its massive scale was
not only shown through a quantitive aspect that all the
major clans in Western Taiwan were involved in, but was
also demonstrated by Emperor Qianlong’s historiography,
including such an event into his “Ten Great Campaigns”.
The past studies had focused mainly on the nature of the
rebellion, suggesting the revolt derived from a typical
reaction of the mass who were enslaved by the government.
What followed up were the enthusiastic discussions over the
structure within the rebellious groups, also the military
defensing strategies of Qing court. As those studies
arbitrarily treated the mass uprising similar as armed
confrontation, the large scaled confrontations occurred
before Lin Shuangwen rebellion in the middle Taiwan, such
as the Xiexiao rebellion, were frequently ignored. This
paper treats Lin Shuangwen rebellion not as an isolated
event, but manages to put it back into a larger historical
context, by enlarging the focu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s of the important armed confrontations throughout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lso, differed from those who
classified the confrontations by the participators’
ancestral hometown in order to trace how the rebellions
were able to spread, this study is going to focus on the



social change before and after the rebellion. To do so,
several  key issues are required to be concerned: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behavior (shown from land
reclamation) and the armed confrontations; (2) a
geograph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rebellions by mapping their locations; (3) the
social impacts after the rebellion, which were pushed
through the local government’s plans, especially
interpret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confrontation into
religion field related to the “Sacred Prince, Developer of
Zhangzhou”.

英文關鍵詞： Ethnic Feud, Xiexiao, Middle Taiwan, Land Reclamation,
Local Government,
Sacred Prince Developer of Z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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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1786年臺灣中部爆發的林爽文事件係清代臺灣最大規模的抗官事件，不僅臺灣西半部的主要聚落都捲
入了這起事件，也讓乾隆皇帝將平定這起事件的過程，視為畢生「十大武功」之一。由於目前對於這起事

件的研究，普遍集中於官逼民反的原因分析、會黨組織的形成等議題，且將民變與械鬥分開討論，故較為

忽略事件前夕臺灣中部即已出現大規模械鬥事件的影響（謝笑案）。所以本計畫將從歷史連續性發展的角

度，針對 18世紀晚期臺灣中部的械鬥事件進行研究，探討此時期械鬥事件的發展與影響，重新觀察十八
世紀晚期社會動亂事件的歷史意義。相較於過往從原鄉祖籍的分類方式來探討械鬥形成與蔓延的原因，

本計畫則以械鬥前後的社會變化為主要課題，說明 18 世紀晚期臺灣中部連續爆發大規模械鬥與抗官事件
的過程。具體討論的重點如下：（一）土地開墾與經濟活動。探討土地開發的展開及其經濟活動，說明械

鬥前的社會樣貌。（二）地緣關係的梳理。透過史料整理與田野調查，並以GIS繪製地圖來呈現械鬥事件
各方勢力的地緣關係。（三）地方行政與社會變遷。探討械鬥事件後地方行政的規劃與運作，並針對地方

社會於事件後轉建立開漳聖王信仰的過程進行討論。預計藉由以上三點討論，說明械鬥事件的發展及其影

響。 
 
關鍵字：械鬥、謝笑、臺灣中部、土地開發、地方行政、開漳聖王 
 

英文摘要 

The Lin Shuangwen rebellion that occurred in the middle Taiwan at the year 1786 was widely  being 
considered as a civil strife in the biggest scale. Its massive scale was not only shown through a quantitive 
aspect that all the major clans in Western Taiwan were involved in, but was also demonstrated by Emperor 
Qianlong’s historiography, including such an event into his “Ten Great Campaigns”. The past studies had 
focused mainly on the nature of the rebellion, suggesting the revolt derived from a typical reaction of the 
mass who were enslaved by the government. What followed up were the enthusiastic discussions over the 
structure within the rebellious groups, also the military defensing strategies of Qing court. As those studies 
arbitrarily treated the mass uprising similar as armed confrontation, the large scaled confrontations occurred 
before Lin Shuangwen rebellion in the middle Taiwan, such as the Xiexiao rebellion, were frequently 
ignored. This paper treats Lin Shuangwen rebellion not as an isolated event, but manages to put it back into a 
larger historical context, by enlarging the focu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s of the important armed 
confrontations throughout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lso, differed from those who classified the confrontations 
by the participators’ ancestral hometown in order to trace how the rebellions were able to spread, this study 
is going to focus on the social change before and after the rebellion. To do so, several  key issues are 
required to be concerned: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behavior (shown from land reclamation) 
and the armed confrontations; (2) a geograph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rebellions by mapping their locations; (3) the social impacts after the rebellion, which were pushed through 
the local government’s plans, especially interpret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confrontation into religion field 
related to the “Sacred Prince, Developer of Zhangzhou”. 
 

Keyword: Ethnic Feud, Xiexiao, Middle Taiwan, Land Reclamation, Local Government, Sacred Prince 
Developer of Z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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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成果報告內容 

 

一、前言 

過去對於清代臺灣社會動亂事件的研究，多依衝突類型分為民變與械鬥，分別探討抗官原因與人

群分類。1然而，民變與械鬥之間常有時間與空間上的連續性，特別是十八世紀晚期臺灣中部爆發的械

鬥案，不僅時間點與林爽文抗官事件十分接近，地點亦涉及林爽文起事的大里杙（約今臺中市大里區）

等地，兩者顯有連續性的脈絡可循。從這點來想，清代臺灣社會動亂事件除了依照衝突類型進行討論

外，應可由時間與空間的連續性來觀察事件前後的社會變化。據此，本計畫即是以乾隆 47 年（1782
年）臺灣中部爆發的械鬥案—謝笑案為起點，探討此案爆發前後地方社會的變化，並從歷史連續性的
角度來觀察十八世紀晚期臺灣社會動亂事件的影響。 
 

二、研究目的 

乾隆 47 年（1782 年）的謝笑案係所謂的漳、泉械鬥，初係彰化縣莿桐腳三塊厝（約今彰化市一
帶）有漳籍黃添與泉籍廖老因賭博紛爭而糾眾互鬥，旋引起中部地區漳、泉籍人士的不安與猜忌，各

地頻傳漳、泉雙方爆發的械鬥衝突，清廷遂令福建水師提督黃仕簡來臺鎮壓，遭就地正法者計有 293
名。2由於此案牽動臺灣中部的彰化、諸羅二縣，如翁雲寬案即屬此案的連帶效應，而後續於乾隆 51
年（1786年）爆發且導致全臺陷入動亂的林爽文事件，亦與此案有相當密切的地緣關係，可見謝笑案
應可作為十八世紀晚期臺灣中部連續性動亂事件的觀察起點。 
 
 

三、文獻探討 

目前有關清代臺灣社會動亂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民變與械鬥兩個課題。這兩個課題在清代的文獻

記載中，通常不會特別分開記載，例如十九世紀的《彰化縣志》與《淡水廳志》皆於兵燹篇章書寫民

變與械鬥的記錄。3到了日治時期，研究者開始將抗官民變與分類械鬥進行區分，例如伊能嘉矩以類似

清代方志體系編寫的《臺灣文化志》中，先以「匪亂」的篇章來書寫過去的民變，再以「分類械鬥」

的篇章書寫臺灣械鬥多依據移民祖籍的分類而展開。4這種稍異於清代方志的編寫方法，正好反映日治

時期的研究者多將械鬥視為臺灣特殊社會現象的想法，這種分類架構也影響了後續對於社會動亂的研

究。為了方便整理先行研究的成果，本計畫亦先沿用日治時期的分類架構，依照民變與械鬥兩點，扼

                                                
1 關於社會動亂研究成果的分類，可參見陳世榮，〈近年來國內學者對「械鬥」問題之研究：兼論清代桃園地區械鬥與區域

發展之關係〉，《史匯》3（1999.04），頁 1-34；林玉茹、李毓中（編著），《戰後以來臺灣地區臺灣史研究的回顧（1945-2000）》

（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4），頁 53-54。 
2 林偉盛，〈乾隆四十七年漳泉分類械鬥的個案分析〉，收入《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論文集》（高雄：臺灣史蹟研究

中心，1987），頁 173-193。 
3 周璽（總纂），《彰化縣志》（臺北：行政院文建會，遠流出版有限公司，2006〔1836 原刊〕）；陳培桂（輯），《淡水廳志》

（臺北：行政院文建會，遠流出版有限公司，2006〔1871 原刊〕）。 
4 伊能嘉矩（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譯），陳偉智（審訂），《臺灣文化志》（臺北：大家出版社，2017），頁 674-697、803-820。

若以伊能頻繁引用的《續修臺灣府志》來做對照，不難理解《臺灣文化志》的章節架構頗有仿效清代方志編寫的意味。參

見余文儀（主修），《續修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建會，遠流出版有限公司，2006〔1774 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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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明相關研究對於社會動亂的討論。 

第一，民變事件的相關研究。戰後約自 1950年代以來，已有許多從民族革命的觀點探討民變事件
的研究，但研究者很快意識到臺灣的民變事件，無法單以民族主義來作為解釋，其中，又以張菼的研

究較具代表性。例如，張菼在〈臺灣反清事件的不同性質及其分類〉一文中，透過全面性整理各次臺

灣民變事件的生成，指出民變有政治性與社會性的不同類型。51980年代以後，研究者較不受到民族主
義的影響，多透過詳盡的檔案整理，逐步梳理清代臺灣民變事件的面貌。例如，劉妮玲〈清代臺灣的

民變研究〉一文，首先系統性整理歷次民變的梗概，成為後續民變研究的重要基礎。6同時，劉妮玲的

〈游民與清代臺灣民變〉一文，也指出游民為民變事件中的主要力量，顯見民變的社會性高於政治性。
7到了 1990 年代，有關臺灣民變事件的研究成果更為豐富，如翁仕杰〈清代臺灣漢人民變的理念型分
析〉與《臺灣民變的轉型》，說明官府統治失序對於民變的影響。8許達然的〈清朝臺灣民變探討〉與

〈十八及十九世紀臺灣民變和社會結構〉，說明多次民變並未影響清廷對臺的消極統治，反而加深起事

者與協助官府平亂者雙方的對立，導致社會結構更不穩定。9 

除了概觀分析臺灣民變事件以外，1990年代的研究重心開始轉向個案事件的討論，例如，謝國興
的《官逼民反—清代臺灣三大民變》從移墾社會的浮動層面，說明朱一貴、林爽文與戴潮春三次民變
事件的出現。10簡炯仁的〈清初治臺政策的確立及臺灣民變的社會性格—朱一貴事件初探〉，從治臺政
策的問題，探討朱一貴事件起事的原因。11在林爽文事件的研究上，有劉妮玲的《臺灣的社會動亂—林
爽文事件》，從吏治不良與游民問題，探討林爽事件的爆發，並將此一事件視為臺灣民變的典型。12王

大為（David Ownby）的 Brotherhood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early and mid-Qing China : the formation of a 
tradition一書，跳脫官逼民反的敘事角度，試圖從兄弟會與秘密結社的問題，探討社會底層的集結方式
與林爽文事件的爆發。13許文雄（許達然）的〈林爽文起事和臺灣歷史發展〉，則認為此一事件激化往

後的分類械鬥。14羅士傑的〈清代臺灣的地方菁英與地方社會：以同治年間的戴潮春事件為討論中心

（1862-1868）〉，從地方菁英的崛起、競合關係等，探討地方菁英在戴潮春事件過程中的影響力。15這

些特定個案事件的研究，更清楚的揭示社會動亂對於臺灣社會的秩序帶來了顯著的衝擊。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直接針對民變事件進行研究的成果相對較少，反倒逐漸轉向與民變相關課題

的研究。例如許毓良的〈臺灣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乾隆朝林爽文事件臨陣人數的討論〉等多篇文章，
便對於林爽文事件的軍事佈防有許多的深入討論。16這些相關課題的討論中，又以「義民」課題的討論

                                                
5 張菼，〈臺灣反清事件的不同性質及其分類（上）、（下）〉，《臺灣文獻》26:2（1975.06）、26:3（1975.09），頁 83-102、4-13。 
6 劉妮玲，〈清代臺灣的民變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82）。 
7 劉妮玲，〈游民與清代臺灣民變（上）、（下）〉，《臺灣風物》32:1（1982.03）、32:2（1982.06），頁 1-22、15-44。 
8 翁仕杰，〈清代臺灣漢人民變的理念型分析〉，《臺灣風物》40:1（1990.03），頁 1-24；同氏著，《臺灣民變的轉型》（臺北：

自立晚報社，1994）。 
9 許達然，〈清朝臺灣民變探討〉，收入《史學與國民意識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9），頁 67-108；同氏著，〈十八

及十九世紀臺灣民變和社會結構〉，《臺灣文獻》51:2（2000.06），頁 57-133。 
10 謝國興，《官逼民反—清代臺灣三大民變》（臺北：自立晚報社，1993）。 
11 簡炯仁，〈清初治臺政策的確立及臺灣民變的社會性格—朱一貴事件初探〉，《高雄文獻》13（1993.11），頁 59-76。 
12 劉妮玲，《臺灣的社會動亂—林爽文事件》（臺北：久大，1989）。 
13 David Ownby, Brotherhood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early and mid-Qing China : the formation of a tradition(Stanford, Calif. :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 許文雄，〈林爽文起事和臺灣歷史發展〉，《故宮學術季刊》19:1（2001），頁 95-150。 
15 羅士傑，〈清代臺灣的地方菁英與地方社會：以同治年間的戴潮春事件為討論中心（1862-1868）〉，（新竹：國立清華大學

歷史所碩士論文，1999）。 
16 許毓良，〈攻防之戰─林爽文事件中三場在諸羅縣的重要戰役〉，《嘉義市文獻》16（2000.12），頁 413-435；同氏著，〈清

代臺灣的社會控制─以購線為例〉，《臺灣風物》54:3（2004.09），頁 17-57；同氏著，〈臺灣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乾隆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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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具新意。過去對於「義民」的研究，雖已有劉妮玲的〈清代臺灣民變事件中的義民問題〉一文，說

明民變過程中的義民多與忠君愛國無關，多為保障自身利益而起，且有其強烈的地緣關係。17莊英章的

〈新竹枋寮義民廟的建立及其社會文化意義〉，也從民間信仰的層面，探討義民信仰的形成與區域連

結。18但是近年來李文良的〈從「客仔」到「義民」：清初南臺灣的移民開發與社會動亂(1680-1790)〉、
〈立大清旗，奉萬歲牌：朱一貴事件時的「皇上萬歲聖旨牌」與地方社會〉、〈清代臺灣朱一貴事件後

的義民議敘〉等關於朱一貴事件後的「義民」研究，則針對身分、土地控制、文化建構等層面的進行

討論，更深入說明民變事件對於社會的影響。19由此來看，有關民變的研究自 1990年代以後雖逐漸走
向個案研究的討論方式，但並未因此縮小討論的層面，反倒更深層的發掘了清代臺灣社會的面貌。 

第二，械鬥案的相關研究。械鬥的議題在日治時期因被視為臺灣社會的特殊現象，故有不少研究

者皆撰文討論械鬥與人群分類的關係。例如東嘉生的〈臺灣に於ける分類械鬥〉、平山薰的〈臺灣社會

史に於ける分類械鬥〉、中村哲的〈分類械鬥と復讎〉等研究，皆曾分別討論分類械鬥的事件。20戰後

對於械鬥的研究成果，起初並未延續日治時期的討論脈絡，多將民變與械鬥議題合併，探討清代臺灣

社會動亂事件的發生原因及其類型，例如戴炎輝的〈清代臺灣鄉村社會的考察〉，認為械鬥發生原因在於

經濟利益的爭奪等，張菼的〈清代臺灣分類械鬥頻繁之主因〉等多篇文章，不僅探討各地械鬥情形，

同時指出分類械鬥實來自清廷族群政治的分化所致。21相對於日治時期將分類械鬥視為臺灣社會特殊情

形的見解，藍厚里（H. J. Lamely）的〈Sub-ethnic Rivalry in the Ch’ing Period〉一文，則認為臺灣械鬥
有宗族、宗教參與，應與中國原鄉相同。22 

1970年代後，樊信源的〈清代臺灣民間械鬥之研究〉以及黃秀政的〈清代臺灣分類械鬥事件之探
討〉，則重新說明械鬥的意涵，並注意到械鬥事件後官方與民間弭平衝突的作為。23前述的研究較日治

時期的研究更細緻的整理械鬥類型及其現象，並關注到械鬥與社會之間的關聯，但受限於史料的限制，

尚未能全面梳理械鬥過程及其變化。 

到了 1980年代後，林偉盛的〈清代臺灣社會與分類械鬥〉等多篇文章，不僅重新定義分類械鬥的
特色，同時綿密的利用清宮檔案說明分類械鬥的生成原因，並具體釐清了兩個問題：（1）械鬥具有顯
著的區域性特色，故械鬥跨區域的擴散，並非參與者跨區域的活動，而是「感染式」的擴散。（2）械
鬥導致的「同質交換」，不利於不同祖籍的融合。24這些研究成果，亦為後續有關械鬥議題研究提供了

                                                                                                                                                                            
爽文事件臨陣人數的討論〉，《兩岸發展史研究》1（2006.08）頁 21-65。 
17 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事件中的義民問題〉，《臺灣風物》32:3（1982.09），頁 3-21。 
18 莊英章，〈新竹枋寮義民廟的建立及其社會文化意義〉，收入《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民俗與文化組）》

（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9），頁 223-239。 
19 李文良，〈從「客仔」到「義民」：清初南臺灣的移民開發與社會動亂(1680-1790)〉，《歷史人類學刊》5:2（2007.10），頁

1-38；同氏著，〈立大清旗，奉萬歲牌：朱一貴事件時的「皇上萬歲聖旨牌」與地方社會〉，《臺灣史研究》19:2（2012.06），

頁 1-29；同氏著，〈清代臺灣朱一貴事件後的義民議敘〉，《臺大歷史學報》51（2013.06），頁 81-117。 
20 平山薰，〈臺湾社会史に於ける分類械闘〉，《臺湾社会経済史全集（第二冊）》，臺北：臺湾社会経済史学会，1935），頁

57-68；東嘉生，〈臺灣に於ける分類械鬥〉，《臺灣時報》208 號（1938），頁 42-48；中村哲，〈分類械鬥と復讎〉，《民俗臺

湾》4;4（1944），頁 2。 
21 戴炎輝，〈清代臺灣鄉村社會的考察〉，《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79），頁 287-319；張菼，

〈清代臺灣分類械鬥頻繁之主因〉，《臺灣風物》24:4（1974.12），頁 75-85。 
22 H. J. Lamely, “Sub-ethnic Rivalry in the Ch’ing Period” in Emily Martin Ahern and Hill Gates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Taiwanese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pp282-317. 
23 樊信源，〈清代臺灣民間械鬥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黃秀政，〈清代臺灣分類械

鬥事件之檢討〉，《臺灣文獻》27:4（1976.12），頁 78-86。 
24 林偉盛的相關研究分別有：林偉盛，〈乾隆四十七年漳泉分類械鬥的個案分析〉，收入《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論

文集》（高雄：臺灣史蹟研究中心，1987），頁 173-194；同氏著，〈分類械鬪蔓延全臺的分析〉，《臺灣風物》38:3（1988.09），

頁 27-51；同氏著，〈清代臺灣分類械鬥的研究介紹〉，《臺北文獻》直字 98 期（1991.12），頁 221-235；同氏著，〈清代臺灣

分類械鬥發生的原因〉，收入於張炎憲、李筱峯、戴寶村（編），《臺灣史論文精選》（臺北：玉山社，1996），頁 26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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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重要的基礎。除了林偉盛的研究以外，同時期也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械鬥對於臺灣社會的影響，

其中，許達然的〈械鬥與臺灣社會〉亦頗具代表性。其研究一方面透過量化分析的方式，全面檢視臺

灣械鬥事件的爆發頻率，另一方面也具體透過各地與械鬥相關的儀式（如「投石戰」等），說明社會在

械鬥結束後逐步走向族群融合的過程。25 

此外，此時械鬥研究也開始轉向區域個案的研究。例如，王大為（David Ownby）對於謝笑案的研
究〈The Enthnic Feud in Qing Taiwan: What Is This Violence Business, Anywa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1782 Zhang-Quan Xiedou〉，強調該案非地方頭人主動領導的械鬥事件，而是社會邊緣人惟利是圖所導
致的衝突，這個看法與藍厚里（H. J. Lamely）認為械鬥多由地方頭人所支持的見解稍有不同。26陳世

榮的〈近年來國內學者對「械鬥」問題之研究：兼論清代桃園地區械鬥與區域發展之關係〉，詳細說明

過去有關械鬥的研究，並以桃園地區為例來說明地方菁英的影響力。例如，地方菁英常因土地開發的

問題引發械鬥，也常於械鬥後參與地方公廟的建立。林正慧的《六堆客家與清代屏東平原》注意到清

代南臺灣粵民為了保莊所建立的六堆組織，有時也捲了閩粵械鬥的衝突。27林偉盛的〈清代淡水廳的分

類械鬥〉一文，則具體注意到張昂等多起分類械鬥案件，說明地方頭人在械鬥案中的影響力，往往有

其明顯的區域差異性。28相較於民變的研究成果而言，械鬥案的研究雖也開始注意到地方菁英與地方社

會的議題，但或許是受限材料缺乏的限制，21世紀後相關的研究不僅數量較少，也缺乏其他延續性的
討論。 

透過上述對於先行研究成果的整理，可以說明目前有關社會動亂的研究已從概論性的討論方式，

轉向具體的個案研究，同時將民變與械鬥兩個議題分開討論。但就筆者淺見，前述的研究雖已累積相

當豐富的成果，卻仍可在以下三個部分有更多的討論：（1）歷史連續性。由於民變與械鬥常分開討論，
所以兩者之間的歷史連續性常容易遭到低估。例如，王大為（David Ownby）雖已細緻的利用檔案，分
別針對乾隆 47 年（1782）的械鬥案與乾隆 51 年（1786）的林爽文事件進行研究，但其研究大抵將兩
者分開討論，以械鬥案作為地方擦槍走火的個案，而將林爽文事件視為有系統的秘密結社。所以儘管

兩起事件有明顯的地緣關係，王大為卻未能有進一步的連結與討論。（2）社會動亂的觀察視角。同樣
以王大為的研究來看，儘管他試圖跳脫過去單純從治臺政策或浮動社會的角度來討論社會動亂，轉由

底層社會的秘密結社過程來探討動亂事件，但這些動亂事件是否真與秘密結社有關，早有學者提出反

思。29換言之，王大為對於底層社會的觀察角度，或許並未能有效說明十八世紀晚期社會動亂的變化。

相對來說，陳世榮提出由地方菁英參與經濟活動、民間信仰的層面，來探討械鬥案的影響，或許反而

比較能藉由具體掌握社會結構的基礎，進而建立對社會動亂的動態觀察。只是陳世榮提出的討論方式，

目前似仍未進一步落實於相關研究之中。（3）社會動亂的影響。過去對於社會動亂的研究，雖早已注
意到動亂後的社會對立與分化，但目前僅止有「義民」的課題受到較多的關注，其他相關的民間信仰

或歷史傳說以及地方行政的變化，仍未有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例如，許達然的研究已注意到乾隆 47
年（1782）的械鬥案後，不僅留下如「投石戰」之類的相關活動，官府抄封涉案士紳翁雲寬的田產，

                                                
25 Hsu Wen-Hsiung, “Frontier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Disorder in Ch’ing Taiwan”, in Rolald Knapp ed., China’s Island 
Frontier: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aiw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0), pp89-106；許達然，〈械鬥

和清朝臺灣社會〉，《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3（1996.07），頁 1-81；許達然，〈清朝臺灣社會動亂〉，收入古鴻廷、黃書林（編），

《臺灣歷史與文化論文集（第一集）》（臺北：稻鄉，2000），頁 27-80。 
26 David Ownby, “The Enthnic Feud in Qing Taiwan: What Is This Violence Business, Anywa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1782 
Zhang-Quan Xiedou ” Later Imperial China 11:1 (1990.06), pp75-98. 
27 林正慧，《六堆客家與清代屏東平原》（臺北：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8）。 
28 林偉盛，〈清代淡水廳的分類械鬥〉，《臺灣風物》52:2（2002.06），頁 17-56。 
29 David Faure, “Review: Brotherhood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early and mid-Qing China: the formation of a tradit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8:1 (1998.06), pp. 269-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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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對後續的社會發展帶來影響，但這些歷史線索目前仍未有更深入的討論。30 

總的來說，目前有關社會動亂的研究，雖已有不少豐富且翔實的成果，但基本上仍是從官方的檔

案與論述來探討社會動亂的歷史，接下來應可將討論再深入推進至地方社會的層面，於前人基礎上展

開更多的討論。為了具體探討械鬥案前後的社會變化，本計畫預計將從以下三點進行討論：（1）土地
開墾與經濟活動。由於清代漢人移民進入臺灣後，其經濟活動以土地開墾為主，為了理解械鬥區域的

發展脈絡，所以本計畫先由土地開墾著手，說明械鬥案中各方勢力的組成背景。（2）械鬥案的地緣關
係。由於十八世紀晚期臺灣中部的械鬥案牽連甚廣，範圍涉及今日臺中、彰化、嘉義、南投等地，所

以本計畫將透過史料與田野調查，先以地理資訊系統（GIS）呈現械鬥案的地理位置及其環境，再根據
史料說明各方勢力的地緣關係，探討械鬥的發展過程（參見下圖一、二）。（3）械鬥案前後的地方行政
與地方社會。由於械鬥案最終在官府鎮壓下告終，所以本計畫將針對案件前後地方官府的行政措施進

行討論，說明官府對於土地開墾、經濟活動與人群管理的調整。同時，本計畫也將從民間信仰的層面，

探討地方社會因械鬥案而出現的信仰變化，特別是今南投縣草屯鎮陳府將軍廟的口述資料曾提及，乾

隆 50年該廟成立時所祭祀的並非開漳聖王陳元光，而是陳墨章。31就時間點來推想，此一陳墨章很可

能正是謝笑案後草屯地方被捕的洪墨與陳姓、張姓地方頭人的集合，械鬥案對於地方社會的影響，到

了今日或許仍留下許多歷史的線索尚待發掘。 
 

四、研究方法 

由於本計畫係於先行研究的成果上，重新探討十八世紀晚期臺灣中部地區出現的社會動亂，所以

針對研究方法、進行步驟與執行進度的部份，筆者將分為以下三點，分別說明預期使用的新史料及相

關研究方法。 

第一、新史料的運用。目前有關十八世紀晚期臺灣中部地區社會動亂的研究，大抵集中於二十世

紀前的研究，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的研究較少，故有不少新史料尚未被用於社會動亂的研究。具體來

說，有三類史料值得重新注意：（1）清宮奏摺檔案。儘管 1980年代以來的研究已大量使用典藏於故宮
的奏摺檔案，但是近年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出版《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讓相關奏摺檔案更為完

備，也有助於討論十八世紀晚期臺灣中部地區的社會動亂。初步檢視《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可知

這套史料集在乾隆 47至 50年（1782-1785）間共收錄 70份奏摺，這些奏摺中有幾份值得注意的檔案，
例如，乾隆 48 年初福建陸路提督常青奏報有關謝笑的審訊，進一步說明謝笑原於鹿港開設染坊等背
景。32或者，這段期間彰化、諸羅等縣多起刑案記錄的奏摺，也有助於觀察械鬥案前後的社會變化。（2）
地圖史料。近年來有不少新發掘的清代臺灣地圖史料受到重視，例如以番界為主題的地圖，便有〈乾

隆 23 年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乾隆 49 年臺灣臺灣分別墾禁圖說〉、〈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等。
這些地圖雖係以番界作為主題，但由於其中前兩張地圖皆對於中部地區的土地開發與管理，留下許多

詳盡的資訊，仍可以用於說明區域發展及官府的行政構想。33（3）地方文獻。由於近年來各學術單位

                                                
30 近年來已有研究者透過新發掘史料探討翁雲寬家族的發展，但可惜並未進一步探討「抄封叛產」的問題。參見吳俊蔚，

〈番界與諸羅山區的開發—以翁雲寬家族為例〉，（嘉義：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碩士論文，2009）。 
31 目前對於南投陳府將軍廟的考證，亦有認為此一開漳聖王為道光年間參與械鬥的陳新喜之轉化，但從相關資料來看，這

座成立於乾隆 50 年且建廟傳說係紀念地方士紳因誣告而遭處死，其傳說型態似與乾隆 47 年的謝笑案有關。參見簡榮聰，〈陳

府將軍廟信仰神的傳說探討〉，《臺灣源流》22（2001），頁 64-80。林文龍，〈南埔「陳府將軍」是誰？—一項歷史爭議的新

發現〉，《臺灣風物》47:1（1997.03），頁 111-120。 
32 〈為挐獲臺灣聚眾在逃犯首恭摺奏聞事（乾隆 48 年 1 月 12 日）〉，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

匯編》68 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頁 252-255。 
33 關於這三張地圖可以參見：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編），《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臺北：中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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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投入契約文書等的整理與出版，所以 21世紀以後可以利用的地方文獻，越較過去要來得多，例如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的抄錄契約（約有一萬五千餘件），便是 20世紀的研究者尚未能使用的文獻。34

其他，與械鬥案直接相關的地方文獻，尚有《草屯地區古文書專輯》、《笨港古文書選輯》等，以及尚

未出版的翁雲寬家族文書等。35這些新近出版的地方文獻，也有助於從地方社會的層面，探討十八世紀

晚期的社會動亂及其影響。 

第二、歷史地理資訊系統的應用。相較過去的研究來說，近年來由於歷史地理資訊系統（GIS）的
應用漸為普及，地圖繪製也較過去更為精確，同時可於地圖中呈現聚落、路線、人群甚至今日行政區

畫的對照等訊息，人對於呈現動態歷史事件甚有助益，過去已大量應用於族群關係與土地開發的研究。

筆者過去也曾利用 GIS 系統繪製淺山地區開發的相關地圖，以此呈現研究範圍的地理形勢及其人文景
觀的變化，故本計畫也透過此一系統的應用，呈現十八世紀晚期社會動亂的情勢。初步的繪製情形如

下圖一、二所示。 

 

 
圖一  今日烏溪南岸的行政區劃與地理環境（筆者自繪） 
資料來源：臨時臺灣土地測量局，《臺灣堡圖》（台北：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6〔1904原刊〕） 

 

                                                                                                                                                                            
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葉高華（編著），《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台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南天書局，2017）；陳

志豪，〈清乾隆時期臺灣的番界清釐與地圖繪製：以中國蘭州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為例〉，《臺

灣史研究》24:4（2017 年 12 月），審查通過排版中。 
34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台灣總督府檔案抄錄契約文書》（台北：遠流出版有限公司，2005）。 
35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草屯地區古文書專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國史館（編），《笨港古文書選輯》

（台北：國史館，2001）；吳俊蔚，〈番界與諸羅山區的開發—以翁雲寬家族為例〉，（嘉義：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碩士論

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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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乾隆 47年烏溪中游南岸的械鬥路線 
資料來源：臨時臺灣土地測量局，《臺灣堡圖》（台北：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6〔1904原刊〕） 

 

第三、田野調查的進行。就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械鬥的相關研究雖已注意到地方社會的層面，

但具體透過田野調查進行史料蒐集與觀察，似乎仍較為缺少，或有可以努力的空間。例如，許達然的

研究中已藉由過去的調查成果，指出臺灣尚存許多與械鬥相關的習俗或儀式；又如簡榮聰採集的口述

資料中，曾提及南投陳府將軍廟的歷史，似乎也與謝笑案的後續發展有關。這些線索雖僅止於片段的

口述資料，但若能進一步追尋，應可深入了解社會動亂帶來的影響。不僅如此，近年來的研究也顯示，

田野調查的進行對於史料蒐集也有一定程度的幫助，例如吳俊蔚針對翁雲寬家族的研究，即採集不少

過去未見的史料，可見田野調查的進行，對於探討十八世紀晚期社會動亂的變化，應有一定的助益。

透過前述三個部分，本計畫預期可以重新釐清械鬥區域的歷史發展，建立間動態發展的地緣關係，同

時較前人更進一步釐清械鬥案前後的社會變化與影響，探討清代移墾社會的定著。 
 
 

五、結果與討論 

計畫主持人在執行計畫期間共計發表一篇期刊論文：〈清代臺灣北部的三官大地信仰源流小考：以

新竹縣新埔鎮的大茅埔三元宮為例〉，刊登於《臺師大臺灣史學報》。同時，有兩篇研討會論文，分別

為：〈乾隆時期「侯氏圖」的繪製及其母圖問題〉（與陳宗仁合著），探討清代臺灣地圖史料並從中觀察

臺灣中部的歷史變遷；〈地價、水圳與社會動亂：清代烏溪流域的械鬥與民變〉，探討臺灣中部的動亂、

畫界、水利建設與地價變化，說明械鬥事件前後的歷史變遷。同時，透過事件前後的歷史變遷，進一

步觀察十八世紀的臺灣社會。上述兩篇會議論文，分別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明清研究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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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主辦的「帝國、邊區與流動：18、19世紀臺灣沿山社會秩序」國際學術研
討會。以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9年臺灣經濟史研究工作坊」。其成果，請見以下附件一、
二、三。 

此外，由於執行研究計畫另一個主要目的，在於培養和訓練學生。因此，我在執行計畫的過程中，

聘任二名碩士班研究生參與研究計畫，分別是臺灣師範大學臺史所的席名彥、范皓然兩位學生。其中，

席名彥甫完成碩士論文，取得碩士學位，范皓然仍為二年級研究生。席名彥在參與計畫過程中，因隨

主持人進行田野調查之故，故另撰〈「土牛」作為一個車站〉討論台中石崗土牛車站的歷史變遷，說明

「土牛」從清代的番界地名轉為近代的車站地名。這篇文章發表於《臺師大臺灣史學報》。范皓然則於

執行計畫期間，參與客庄村史撰寫計畫，目前仍以桃園地區的歷史為題進行研究。同時，在執行計畫

期間，主持人亦會同臺灣大學歷史系李文良教授，共同帶領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兩校的碩士班研

究生十數名，前往烏溪中游進行兩天一夜的田野考察，對於後續臺灣史研究的訓練，應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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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清代北臺灣鳳山溪流域的三官大帝信仰源流小考 

─以新竹縣新埔鎮的大茅埔三元宮為例 

陳志豪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臺灣的三官大帝信仰盛行於北部丘陵地區，特別是今日被視為主要由客家族群開墾的新竹縣，三

官大帝信仰的分布數量與密度更是高於全臺。這個現象曾讓部分學者將三官大帝視同三山國王，歸類

為客家移民的祖籍神。然而，翻閱清代廣東與福建的地方志後，卻發現廣東一帶幾乎沒有三官大帝的

信仰紀錄，反而是福建一帶的方志紀錄中，可以找到三官廟宇的紀錄。即使在今日，臺北縣一帶的三

官大帝信徒，也曾於今年七月前往福建漳浦地區的三官大帝廟參拜，將該廟視為臺灣三官大帝廟宇的

祖廟。由此可知，客家地區的三官大帝信仰與發展，實值得重新討論。 

就筆者實地考察新竹鳳山溪流域的三官大帝廟宇，發現各廟幾乎無法與中國原鄉的廟宇連結，顯

然此一信仰在新竹客家地區的發展，應當與臺灣自身的歷史發展過程有關，而非僅僅是原鄉的因素。

因此，本文主要問題的出發點，就是重新考察臺灣本地的歷史發展與三官信仰的關聯，找出客家地區

的三官信仰源流。本文回答此一問題的辦法，就是透過區域研究的觀察，以具體個案廟宇為例，說明

在臺灣歷史的脈絡下，客家地區的三官信仰如何發展。 

本文的選擇的研究個案，是新竹縣新埔鎮內的大茅埔三元官。此一個案的考量，在於大茅埔三元

宮不僅是鳳山溪流域最早出現的三官大帝廟宇，也是少數清楚記載三官信仰傳入過程的廟宇。在相對

缺乏文字資料的情況下，本文認為透此一個案，應可將三官信仰與地方社會談的更加具體，也更加清

楚。因此，本文選擇以大茅埔三元宮為出發點，一方面從現有的歷史文獻討論臺灣的三官信仰發展，

另一方面結合地方社會的實證考察，釐清三官信仰與客家族群移墾活動之間的關聯性，進而思考三官

信仰對於客家社會的歷史意義。 

 

 

關鍵字：三官大帝、漳州、水圳、大茅埔、楊林福、客家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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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新竹地區考察民間向仰的發展，可以發現被視為由客家族群開墾的新竹縣淺山丘陵地區，出現

了很多的三官大帝廟宇，且這些廟宇往往是當地聚落的中心公廟。例如，橫山鄉的三元宮、關西鎮的

太和宮等，都是聚落中最重要的地方公廟。若以新竹市（福佬人為主）完全見不到三官大帝廟宇的現

象來推想，那麼，三官大帝就很容易被想成是與三山國王一樣，同為客家族群的祖籍神。36 

不過，仔細檢視廣東地區的方志，卻很難見到以三官大帝為主祀神的廟宇記錄，反而是在福建的

方志中，可以見到福州、漳州、廈門等地皆有以三官大帝為主祀神的廟宇。甚至，近年來還有台北縣

的三官大帝信徒聯誼會，在 2010年 7月返回漳州的祖廟祭祀的新聞。從這些線索看來，三官大帝在客
家地區的發展，顯然不會單純是原鄉祖籍的傳播。 

事實上，大部分的學者同樣也不認為三官大帝信仰是客家移民的祖籍神，例如王世慶研究樹林地

區的廣濟宮的信仰網絡時，便指出樹林地區的三官大帝信仰，本是屬於漳州人的信仰對象，後才跨越

祖籍成為泉州與漳州人共同接受的地方神明。37姜義鎮對於臺灣地方神明的討論，也曾指出廣東原鄉幾

乎見不到三官大帝的情況，只不過他懷疑這可能是因為原鄉的三官信仰已趨衰微之故。38 

當然，黎志添對於廣東道教的研究，說明珠江三角洲流域確實是有三官大帝信仰的存在，其中最

著名的廟宇即是廣州的三元宮。39根據黎志添的研究，廣州三元宮的前身是名為「越崗院」的道觀，明

代以後因官員介入才開始改祀三官大帝，到了 18世紀晚期以後香火漸趨鼎盛。而其他以珠江三角洲為
區域的研究成果中，亦指出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廟宇，不乏有陪祀三官大帝的情況。40但即使如此，還是

沒有辦法在一向被視為是臺灣客家原鄉的粵東地區，找到祭祀三官大帝的明確線索。最多只能說，清

代福建省常見的三官大帝信仰，對於廣東省的居民(特別是珠江流域)來說，不是太過於陌生的神明。 

近年來，田金昌對於臺灣客家地區的三官大帝信仰發展，提出了另一解釋。田金昌指出，客家移

民在 19世紀開始崇祀三官大帝，主要是因社會由最初的移墾社會逐漸轉型，故鄉村祭祀神明亦從祖籍
神，開始轉變成為全國性的神明，如媽祖、關公以及三官大帝等。41至於新竹鳳山溪流域盛行的三官信

仰，田金昌與另一研究者范明煥，皆認為此一流域係屬客家族群與平埔族合作開墾，不適合選擇祖籍

神色彩強烈的三山國王為祭祀神明，故最後變通選擇以三官大帝為主祀神。42 

田金昌等人的解釋雖然看似有些說服力，但筆者認為仍然不足以弄清楚三官大帝信仰與地方歷史

之間的關係。因為，最重要的問題還是沒有回答：為什麼是選三官大帝而不是其他神明？要釐清這個

問題，就得重新觀察三官大帝信仰在臺灣北部的發展，然後更細緻的從地方歷史著手，才有可能了解

鳳山溪流域出現許多三官大帝廟宇的歷史過程。也才能進一步思考，三官信仰對於北臺灣客家移民的

歷史意義。 

 

                                                
36 有不少學者同意三官大帝的信仰是客家的祖籍神。如傅寶玉，《古圳：南桃園水圳空間與文化》(新竹：客委會臺灣客家

文化中心籌備處，2007)，頁 70。 
37 王世慶，〈民間信仰在不同祖籍移民的鄉村之歷史〉，收入同氏著，《清代臺灣社會經濟》(台北：聯經，1994)，頁 326-327。 
38 姜義鎮，《臺灣的鄉土神明》(台北：台原出版社，1995)。 
39 黎志添，《廣東地方道教研究：道觀、道士及科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 
40 Faure, David,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99. 
41 田金昌，〈臺灣三官大帝信仰–以桃園地區為中心(1683~1945)〉，(桃園：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5)，頁 51-52；58。 
42 范明煥，〈台灣客家三官大帝信仰文化〉，《臺灣史學雜誌》，第一期(2005.08)，頁 6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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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北部最早的三官大帝廟宇源流 

根據清代地方志的記載，可以確定三官信仰不只出現於臺灣北部，在中部、南部甚至澎湖等地，

都曾出現三官大帝的廟宇。例如，在清代曾引起爭議的臺南三官堂，本來是臺灣府知府蔣元樞的生祠，

但因朝廷反對臺地士紳替官員立生祠，故該祠在乾隆 42年(1777)變轉成以三官大帝為主神的三官堂。43

這些線索再次證明，三官大帝不獨流行於臺灣北部，也不限於所謂的客家地區，在中、南部等地其實

都見到三官大帝的信仰活動。 

至於臺灣北部最早的三官大帝信仰起於何時，目前沒有清楚的資料可證，但根據同治年間編纂的

《淡水廳志》，可以推知最早建立以三官大帝為主神的廟宇，應該是位於霄裡庄的三元宮。也就是今日

桃園縣八德市長興路一帶的「霄裡玉元宮」。關於「霄裡玉元宮」的興建沿革，在《淡水廳志》中曾簡

短提及：「乾隆三十八年歲歉，黃燕禮等祈安建設」。但有意思的地方，是《淡水廳志》在這段文字的

後方，提到另一間修建於嘉慶 8年(1803)的三元宮，座落於八塊厝庄。這間三元宮，則是位於今日的八
德市中山路，一般咸稱為「八德三元宮」的廟宇。44這兩間廟之間，僅距 2.5公里。 

假設上述方志的記錄無誤，那麼，今日八德市的這個區域範圍，即使不一定是臺灣北部三官大帝

信仰最早的起源地，但是三官信仰對於以霄裡庄、八塊厝為核心的這個區域來說，一定有很重要的歷

史意義。 

1900年臺灣總督府開始進行的祖籍別調查，反映出這個區域的人群祖籍分布，是漳州、粵籍交錯
並存的。例如，根據調查資料，霄裡庄內的 250戶住戶中，有 6戶屬於泉州籍，54戶漳州籍，190戶
粵籍(廣東籍)。而八塊厝庄則有 301戶，其中 290戶為漳州籍，11戶為粵籍(廣東籍)。這個數據說明了
乾隆 38 年建立三官大帝廟宇的霄裡庄，到了 20 世紀初期已經是個有 76%為粵籍住民，但也有 21.6%
為漳州籍住民的聚落。45而稍晚在八塊厝建立起來的三元宮，則是一個完全是一個以漳州籍為住民祖籍

認同的聚落。 

大約完成於 1920-1930年間的《寺廟調查書》，又提供另一個與祖籍有關的線索。位於八塊厝的那
間三元宮，除了祭祀三官大帝之外，同時也祭祀開漳聖王；至於位於霄裡庄的三元宮，不僅沒有祭祀

開漳聖王，且 1915年間，還因增祀玉皇大帝而特意改稱「玉元宮」。46筆者認為從兩份日治時期的調查

紀錄，很快的可以聯想到王世慶在樹林地區的觀察，那就是三官大帝是漳州人的神明。 

雖然三官大帝的廟宇最早是出現在以粵籍為主的霄裡庄，但是到了 20世紀以後，這些以粵籍為主
要認同的住民，便早以其他神明來取代三官大帝在廟宇中的中心地位。反而是鄰近的漳州籍聚落，不

僅在嘉慶 8 年另建了一座三元宮，祭祀三官大帝，且將開漳聖王也納入了的祭祀神明，直到今日都沒
有改變。 

由此可見，《淡水廳志》那段三元宮建廟沿革：「乾隆三十八年歲歉，黃燕禮等祈安建設」的真正

意思，應該是指霄裡庄本來是沒有三官大帝信仰的，或者是雖然有，但不是那麼重要。可是乾隆 38年

                                                
43 鄭兼才，《六亭文選》(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為請撥廢祠租粟以資正祠祀典事〉，頁 38。 
44 陳培桂輯，《淡水廳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6)，典禮志，頁 152；玉元宮管理委員會編，〈霄裡玉元宮沿革

史〉，編者自印，2008。田金昌的研究，因未察玉元宮轉變的歷史過程與地理位置，所以誤將中山路的八德三元宮視為成立

於乾隆 38 年的三元宮。 
45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發達ニ關スル沿革調查ノ件（各縣廳、二冊ノ一）〉，781 冊，戶籍人事門，

永久保存，1902-01-01。 
46 桃園廳，《寺廟調查書(桃園廳)》，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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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3)的旱災，使得地方頭人必須積極推動這個信仰，好應付缺乏水源的問題。 

熟悉霄裡庄地方歷史的人一定會知道，霄裡庄在清代最為著名也最為重要的建設，就是用來灌溉

桃園盆地的霄裡圳。此一水圳分為東、西、北三圳，總計灌溉田地多達兩百餘甲。更重要的是，根據

1906年出版的《桃園廳志》所載，正式完工於乾隆 50年(1785)的霄裡圳，後續管理的經費就是來自於
霄裡庄的「三官祀(也就是三官大帝神明會)」。47所以，霄裡庄在乾隆 38年新建三官大帝廟宇的原因，
想來是為了解決水利資源的問題。 

三官大帝的信仰對於漳州籍的人來說，肯定是比較側重於水利神明的象徵。今日在樹林地區的漳

州人聚落中，仍舊可以聽到：「圳頭三界公，圳尾土地公」這樣的俚語。48三官大帝強烈的水利神色彩，

在桃園台地也看得很清楚。傅寶玉針對南桃園水圳的研究中，同樣指出水圳的開鑿與三官大帝有著密

切關係，使得今日有關水圳的祭祀活動，仍圍繞著三官大帝。19 世紀末編纂的《新竹縣志初稿》，特
別提到三官大帝為下元時節的主要祭祀神明(寄祀三官之一的水官)，正好說明三官大帝的水利神形象，
自 19世紀以來已深植於北臺灣各籍居民的心中。49 

由此推想，乾隆 38年(1773)霄裡庄正式建立三官大帝的廟宇，背後反映出的歷史現象，應該是霄
裡庄的粵籍人士為了對抗 18 世紀中葉爆發的旱災，遂於乾隆 38 年後大舉與漳籍人士結盟，展開霄裡
圳的修建工程。同時，這群因水利建設而重新整合起來的跨祖籍人群，也同意以普遍為漳州人視為水

利神的三官大帝作為主祀神，建立起三官祀與三官祠，共同經營水利建設。由於王世慶研究樹林地區

時，也曾指出泉州人因與漳州人合作水利建設，故接納了原本主要由漳州人信奉的三官大帝，並以三

界祀的神明會形態，由各庄輪流每年的祭祀活動。所以霄裡庄的情況當不是特例，這個區域的粵籍居

民基於水圳建設與地方社會整合的實際需要，最終接納了以三官大帝作為村廟之主祀神。 

 

三、19世紀初期三官大帝信仰的擴散 

透過上述的討論，可以確認今日桃園縣八德市一帶從 18世紀晚期開始，陸續出現了以三官大帝為
主神的廟宇。但根據日治時期《寺廟調查書》的記錄，臺灣北部的其他三官廟宇，卻幾乎都是在道光

年間(1820-1850)才出現的，且大部分的廟宇沿革，都指向道光年間天然災害的影響，才修建三官廟來
祈求風調雨順。茲將北部各三官廟宇的建廟年代與祖籍分布情形，整理如下表一、二。 

 

表一  清代桃園縣內的三官大帝廟宇分布情形 

廟宇名稱 今日地點 建廟年代 備註 

三元宮(玉元宮) 桃園縣八德市(霄裡) 乾隆 38年 另有聖母祀、中元祀、大塚會等 

三元宮 桃園縣八德市(八塊厝) 嘉慶 8年 另有保安尊王祀、開漳聖王祀等 

永和宮 桃園縣龍潭鄉(大坪) 道光 8年 道光 10年因祈雨增祀三官大帝 

                                                
47 桃園廳，《桃園廳志》(桃園：桃園廳，1906)，頁 166-167。 
48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北縣鄉土史料(上冊)》(南投：省文獻會，1997)，頁 334。 
49 鄭鵬雲、曾逢辰編纂，《新竹縣志初稿》(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卷五‧風俗〉，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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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福宮 桃園縣楊梅鎮(楊梅壢) 道光 12年 大正 3年(1911)改築 

元聖宮 桃園縣八德市(茄冬溪) 道光 20年  

三元宮 桃園縣龍潭鄉(銅鑼圈) 道光 28年  

永福宮 桃園縣龍潭鄉(三坑仔) 道光年間 為防流行病及祈求米榖豐收所建 

三元宮 桃園縣龍潭鄉(三洽水) 道光年間 道光 14年已有三界福德嘗會 

三元宮 桃園縣大溪鎮(員樹林) 同治 11年 	  

三元宮 桃園縣楊梅鎮(頭重溪) 光緒 13年  

資料來源：桃園廳，《寺廟調查書(桃園廳)》，編者自印，1906，無頁碼；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土地申告書》，台北：編

者自印，1903。 

 

表二  20世紀初期桃園三官廟座落地點及其祖籍別分布 

廟宇地點 泉州 漳州 廣東 熟番 總戶數 

霄裡庄 6戶 54戶 190戶 … 250戶 

八塊厝 … 190戶 11戶 … 301戶 

大坪庄 … 1戶 138戶 … 139戶 

楊梅壢街 1戶 … 36戶 … 37戶 

茄苳溪庄 … 182戶 … … 182戶 

銅鑼圈庄 26戶 49戶 332戶 5戶 412戶 

三坑仔庄 2戶 2戶 205戶 … 209戶 

三洽水庄 … … 15戶 … 15戶 

員樹林庄 6戶 183戶 5戶 … 194戶 

頭重溪庄 1戶 … 21戶 … 22戶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發達ニ關スル沿革調查ノ件（各縣廳、二冊ノ一）〉，781冊，戶籍

人事門，永久保存，1902年 

 

從表一的內容來看，可以知道 18世紀晚期八德市一帶的三官廟宇建立後，並沒有很快的擴散到周
圍的地區，三官大帝廟宇的大量出現，大致上是在道光年間以後。而根據表二的祖籍別資料顯示，後

續三官廟宇的出現，並非全然與當地居住人群的祖籍有關，儘管茄苳溪庄、員樹林庄等地，皆為漳州

人的聚落。但楊梅壢、大坪庄等地的三官廟宇，顯然就與祖籍問題無關。由此看來，三官信仰到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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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以後，其傳播及發展基本上已經超越了祖籍別的因素。 

祖籍的分布情況另外也凸顯一個現象，即漳籍聚落以外，以粵籍為主要認同的聚落，顯然也可以

接受以三官大帝來作為村落公廟的主祀神。尤其是以桃園台地的三官大帝信仰發展，更有此一趨勢。

除了最早期的霄裡庄三元宮以外，建於道光 8年(1828)的大坪庄永和宮，其廟宇沿革便提到建廟之初並
非以三官大帝為主祀神，到了道光 10年後，才因祈雨增祀三官大帝。筆者相信類似霄裡庄、大坪庄等
地的模式，在桃園的客家地區肯定也不是特例。 

三官信仰在鳳山溪流域的發展趨勢，看起來與桃園地區的情況相仿，惟建廟的時間可能稍早於桃

園地區。若以《寺廟調查書》以及地方志的紀錄為依據，可再將鳳山溪流域的三官信仰分布情況，整

理成下表三、四以及圖一來做說明。 

 

表三  清代鳳山溪流域的三官大帝廟宇分布情形 

廟宇名稱 今日地點 建廟年代 備註 

太和宮 新竹縣關西鎮(鹹菜甕) 嘉慶、道光年間 一說為嘉慶 17年 

三元宮 新竹縣新埔鎮(大茅埔) 嘉慶 25年 楊林福傳入 

三元宮 新竹縣橫山鄉(大平地) 道光年間 一說為道光 6年 

元聖宮 新竹縣新埔鎮(汶水坑) 道光 25年 陳九定創建 

三元宮 新竹縣新埔鎮(內立) 道光 30年  

元和宮 新竹縣關西鎮 道光、咸豐年間  

資料來源：桃園廳，《寺廟調查書(桃園廳)》，編者自印，無頁碼；新竹廳，《寺廟調查書(新竹廳)》，編者自印，無頁碼；新

埔鎮誌編輯委員會，《新埔鎮誌》(新竹：新埔鎮公所，1997)，頁 399-401；關西鎮誌編輯委員會，《關西鎮誌(稿本)》，頁

199。 

 

表四  20世紀初期鳳山溪流域的三官廟座落地點及其祖籍別分布 

廟宇地點 泉州 漳州 廣東 熟番 總戶數 

鹹菜甕街 3戶 4戶 182戶 … 189戶 

大茅鋪庄 3戶 … 126戶 … 129戶 

大平地庄 2戶 … 49戶 … 51戶 

汶水坑庄 … … 156戶 … 156戶 

內立庄 … … 132戶 … 132戶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發達ニ關スル沿革調查ノ件（各縣廳、二冊ノ一）〉，781冊，戶籍

人事門，永久保存，1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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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清代桃園地區及鳳山溪流域的三官廟宇分布圖 

 

圖一特別將桃園地區與鳳山溪流域的三官廟宇位置合併呈現，有三個原因：第一、今日的桃園地

區是清代方志中最早出現三官廟宇之處，所以透過整個桃園地區的三官信仰廟宇觀察，可以推知三官

信仰最初雖是以漳籍人士為主，但 19世紀以後已為粵籍人士普遍接受的歷史事實。第二、從地理位置
上來看，清代三官廟宇的位置，大抵皆座落於所謂的石門古沖積扇範圍。這就意味著，古石門沖積扇

上的這些聚落，在 19世紀開始建立三官廟宇的同時，正好面臨著某種共同性的問題。例如，水源的取
得等。的三、鳳山溪流域的三官信仰，與桃園地區的發展是有些關聯性的。例如，鳳山溪中上游的鹹

菜甕庄，其三官信仰就是來自於桃園台地的影響。 

鹹菜甕庄的太和宮，是鳳山溪流域最早出現的三官大帝廟宇之一，也是鳳山溪流域最大的三官廟。

目前最早提到這間廟宇的文字記錄，分別是兩份道光 16年的契約。其中，第一份契約是庄內的頭人們
協議，將一塊土地交給負責修建廟宇的工匠；第二份契約則是頭人們在討論水圳的水份買賣時，彼此

言明若有違約者，須繳納一筆錢至太和宮，做為祭祀之用。從這兩份契約的內容看來，道光年間已成

地方公廟的太和宮，與霄裡玉元宮類似之處，在於廟宇對於水利建設的維護，皆具有相當重要的象徵

地位。 

更值得注意的線索是，在第二份有關太和宮的契約中，有一位名為鄭成柳的地方頭人，與八德地

區頗有淵源。根據鄭成柳家族的族譜所載，鄭成柳原居於宜蘭，擁有不少的資本，但是他在 18、19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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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之際舉家遷移到了八德地區，隨後又轉遷至鹹菜甕庄。50其家族成員後續也曾擔任鹹菜甕庄的墾戶，

並參與義倉、文昌祠等公共建設的興建，對於鹹菜甕庄的影響甚鉅。51所以，推測鹹菜甕庄的三官信仰，

就是因為鄭成柳將八德地區的水利建設與三官信仰，同步帶到了鹹菜甕庄，才使得這個在 18世紀末建
立的聚落，開始轉以三官大帝為中心信仰，並由頭人們共同捐地建公廟以為祭祀之用。 

無論如何，水圳建設與三官信仰之間的緊密結合，在桃園地區以及鳳山溪流域，都是看得十分清

楚的。除了霄裡庄與鹹菜甕庄的案例以外，在大茅埔、楊梅壢、三坑仔、太平地等庄，亦可見到水利

建設修築後，三官大帝信仰隨之出現的情況。甚至，在這些有正式建廟的地區以外，南桃園地區還有

以神明會(或嘗會)輪祀的形式，祭祀三官大帝的香爐。根據傅寶玉的調查報告，南桃園的新屋、平鎮、
龍潭等地的水圳灌溉範圍，儘管沒有興建三官廟宇，但同樣都有以爐主輪祀三官大帝的現象。例如社

子溪的三七圳灌溉範圍，早於 18世紀中葉水圳修建後，就開始利用輪祀香爐的辦法祭祀三官大帝，並
延續至今。52在材料的限制下，上述沒有建廟卻有三官信仰的區域，目前無法做比較深入的回答，但這

些嘗會的出現，對於三官信仰的擴張必定有其影響。例如，楊梅壢出現的錫福宮，很可能就是受到三

七圳一帶輪祀三官大帝的傳統所影響。 

上述這些案例的討論，再次說明水利建設與三官信仰的緊密關係，因此古石門沖積扇上出現的三

官信仰，應是反映這個區域在 19世紀為了進行水田化，而開始引入水圳修築的技術，並將過往桃園台
地用來維持水利建設的三官信仰，帶入了這個地區。 

 

四、大茅埔三元宮的建立與地方社會 

前述簡短的利用鹹菜甕庄的太和宮為例，說明三官大帝信仰的發展，應當與水利建設以及八德地

區的人群移動有比較深的關聯。這個討論一方面是反駁過去以鹹菜甕庄的「粵番」合作開墾模式，指

出鳳山溪流域係因族群問題，而發展出三官大帝信仰的說法。另一方面則是要強調，19世紀三官信仰
的出現與發展，背後反映出的現象，應當是地方社會在這個時間點上，出現了某種轉折，例如水利建

設的擴張等。所以，接下來本文將要聚焦於大茅埔三元宮這個區域個案，嘗試弄清楚三官信仰在鳳山

溪流域的發展及其歷史過程。下圖二即為新竹新埔鎮的大茅埔位置圖。 

 

                                                
50 我們懷疑，鄭成柳的遷移是類似「技術移民」的，他的多次遷移顯然不只是因為投資土地，比較大的可能是，鹹菜甕庄

透過他引進了更大規模的水圳開鑿技術。 
51 陳志豪，《機會之庄：19、20 世紀之際新竹關西地區之歷史變遷》(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10)，頁 125-131。 
52 傅寶玉，《古圳：南桃園水圳空間與文化》，頁 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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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新竹縣新埔鎮的大茅埔地區 

 

首先可以注意到的是，大茅埔三元宮在 2006年於廟前立一沿革碑記，其內容對於建廟沿革有以下
這段記錄： 

 

大茅埔三元宮，建於嘉慶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二○年)，本為鹿鳴坑庄楊林福二次渡台時，由原鄉
廣東惠州攜來之三官大帝神位，以為祈求身家平安及拓墾順利之用，附近庄民皆來祭拜，後來

信徒日增，楊林福便邀集土地施主吳慶榮、廖舒秀等，共同創建成立，為三元宮之緣起。53 

 

考究這段話的來源，可以知道大抵是依據日治初期的《新竹廳志》以及戰後的《新竹文獻會通訊》

的採集記錄。唯一不同的是，這次的沿革更詳細的指明，三官大帝的神位，係楊林福二次渡台時帶來

的。這樣看來，楊林福從原鄉帶來三官大帝神位的說法，很可能不是建廟初期的傳說，而是到了 20世
紀後才慢慢被說出來的。 

有幾項證據支持這種看法：第一、日治時期的資料皆無出現此一說法，且楊家於 1933年編抄的族
譜，雖提到嘉慶 25年楊林福二次渡台一事，但卻只記載楊林福帶來柑橘苗種，而無神位一事。54第二、

2006年撰寫這個碑記的，是一位受過學院訓練的研究者，所以撰寫者或受訪者很可能已接受了學院長
期以來對於三官信仰的想法，於是在史料之外，增加了原鄉神位的論述。當然，本文真正的目的不是

                                                
53 〈大茅埔三元宮沿革誌〉，2006 年。 
54 〈弘農四知堂楊氏族譜〉，1933 年，猶他州微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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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要論證此一說法是否屬實，而是想說明楊林福二次渡台這件事情，對於地方社會來說，是個很重

要的歷史記憶。這件事情代表的，可能是整個社會的一個轉變。 

楊家族譜中特別指明楊林福二次渡台帶來柑橘苗種一事，在 1920年代也被認為是新竹丘陵地區廣
植柑橘的起源。關於新竹丘陵地區(特別是新埔、關西一帶)種植柑橘的起源，最早是 20世紀初《桃園
聽志》記載嘉慶 8年(1803)老焿寮(位於大茅埔東南側)有一劉姓漢人從原鄉帶入。55但隨著 20世紀新埔
地區柑橘產業的日益發達，於是當地又出現了另一種說法，即柑橘係由楊林福二次渡台時傳入的。此

一說法自 1923年首見於當時的《日日新報》，後其他官方紀錄或調查資料，也以此為主要說法。56 

楊林福與柑橘起源的傳說，意味著嘉慶 25年對於大茅埔地區的居民有個很重要的歷史意義，就是
居民們在楊林福的影響下，開始從事柑橘的栽種，整個社會的農業生產方向，在這個時間點出現了轉

變。因為這個轉變帶來的歷史記憶，深植於居民心中，所以與楊林福家族有密切關係的大茅埔三元宮，

就被視為是嘉慶 25年因楊林福而建立的。 

從廟宇沿革的紀錄還可以讀到一個現象，不論楊林福是否帶來三官大帝神位，在這個聚落形成之

初，包括楊林福在內的居民們，其實並非一開始以信奉三官大帝為主的。沿革記錄說得很清楚，大茅

埔、照門、鹿鳴坑、打鐵坑這四庄的區域，是受到鹿鳴坑的楊林福家族影響，才發展出以三官大帝為

主祀神的情況。所以必須重新考慮早在嘉慶 25年以前，三官信仰已被帶入這個地區，只是尚未受到廣
泛的重視。 

根據文獻資料顯示，大茅埔這四庄的區域，大約是在 19世紀初期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遷入，並從
事農業生產的工作。57這四庄的人群，在嘉慶 17 年間(1812)，曾同時修築了了鹿鳴坑圳、黃梨園圳、
北打鐵坑圳、小茅埔圳共四條水圳，合計灌溉百餘甲的田地。58若由桃園台地的歷史經驗來推測，則這

次大規模修築的水利建設，很可能才是三官信仰進入此區的起始點。可是嘉慶 25年楊林福等人為了推
動農業轉型，需要重新分配水利資源，所以重新推動與水圳建設有關的三官大帝信仰，讓地方社會在

接納三官信仰的同時，也接受農業轉型與水資源重新分配。 

此外，大茅埔地區的三官信仰，應該是從霄裡溪上游的三洽水一地傳入的。根據現存的契約顯示，

三洽水在乾隆年間已有來自桃園平鎮的葉奕明家族，進入當地墾闢，嘉慶年間三洽水地區的農業生產

已有相當的成果。59所以，推測由平鎮等地遷往三洽水地區的人群，很可能隨著水利建設而將三官信仰

從桃園台地帶入了霄裡溪中下游的大茅埔地區。這種推測的另一個原因，是大茅埔地區的柑橘栽種很

可能也受到了三洽水地區的影響，在道光 8年(1828)三洽水地區的土地契約中，已能發現當地有柑橘園
的記載，所以三洽水、大茅埔這兩個分別位於霄裡溪中上游，且同樣經營柑橘產業的區域，當有深切

的關係。甚至，霄裡溪與鳳山溪交會的內立庄，即是受到來自霄裡溪流域的三官信仰影響，故於同治

年間建立起三官廟。從這點來看，或可想見鳳山溪流域的三官信仰發展，受到了桃園台地的粵籍聚落

在 18世紀中葉以後的歷史經驗所影響。 

 

                                                
55 桃園廳編，《桃園聽志》，頁。 
56 編者不詳，《弘農四知楊氏世系永祀族譜》，手抄本，1933 年，猶他州學會微卷；《臺灣日日新報》，〈島に冠たる新竹州

下の柑〉1923 年 2 月 5 日，日刊，5 版。 
57 〈嘉慶 15 年廖荖萊湘江杜賣盡根洗田契字〉，《大租調查書》。 
58 新埔鎮誌編輯委員會，《新埔鎮誌》，頁 272。 
59 陳志豪，〈歷史資料庫的應用與省思：19 世紀熟番「社域」問題的檢討〉，臺灣大學數位典藏中心主辦，「第二屆數位人

文學術研討會」，2010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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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本文對於三官信仰的討論，大抵可以提出三點觀察： 

(一)19 世紀客家地區的三官大帝信仰發展，與祖籍、族群問題較無關聯，反倒是與水利建設的傳
播與開鑿，有著比較密切的關係。 

(二)鳳山溪流域的三官信仰，起源多與桃園台地的歷史經驗有關。如鹹菜甕庄的三官廟宇，受到八
德地區的影響；大茅埔庄的三官廟宇，則受到平鎮地區的影響。足見 18世紀中葉粵人與漳人在桃園台
地合作水圳的歷史經驗，正是 19世紀三官大帝信仰得以在客家地區傳播的重要因素。 

(三)新竹地區的三官信仰集中於鳳山溪流域，本文提出兩個看法：第一、鳳山溪中上游一帶，在地
理形勢上與桃園台地同屬古石門沖積扇，其取水較為不易，須仰賴埤圳建設，始可支應農業生產所需

的水源。故同一地理形勢的鳳山溪流域在水利建設上，一方面繼受了來自桃園台地的技術與歷史經驗，

一方面也接納了桃園台地發展出來的三官信仰。第二、頭前溪中上游的開墾者，如姜秀鑾家族，早於

乾隆年間取得水利技術，並曾投入大安溪的水利建設，所以頭前溪中上游地區在 19世紀發展農業經營
時，並未接納來自桃園台地的水利技術，也未大量出現如桃園台地的三官大帝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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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乾隆時期「侯氏圖」的繪製及其母圖問題 

陳宗仁、 * 陳志豪 ** 

摘	 要 

「侯氏圖」係繪製於乾隆晚期的紅藍線番界界址圖，原圖由侯錦郎先生收藏，2017年由臺灣歷史博物
館複製出版時，稱之為「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圖中所載番界為乾隆 15年（1750）與 26年（1761）分別
劃定的紅、藍線番界，故其內容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典藏的紅藍線番界界址圖（民番界址圖，本文簡

稱「史語所圖」）相近。但是，若將兩個不同藏本的紅藍線番界圖進行比對，可以發現「侯氏圖」的內容有

兩個重點：（一）彰化縣藍線番界的位置不同。「侯氏圖」在阿罩霧與萬丹坑兩處的番界標示上，顯較「史

語所圖」更往西內縮，並將阿罩霧庄、萬丹坑隘等地畫出界外，此係乾隆 26年藍線番界定界前的規劃。（二）
鳳山縣番界有土牛、關隘等邊防設施，而這些設施是乾隆 40年代官方所修建。由這兩點來看，這幅圖的內
容非屬同一時期。據此，本文將比對「侯氏圖」與其他番界主題圖的差異，釐清「侯氏圖」所反映的歷史

背景及其母圖問題。 

關鍵詞：藍線番界、古地圖、母圖、彰化縣、鳳山縣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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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7年底出版的《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紅藍線界址圖侯氏藏本，本文簡稱侯氏圖）因詳細繪出紅、藍

線番界及其周圍邊防設施等，可知其內容與乾隆中葉的《民番界址圖》（紅藍線界址圖史語所藏本，本文簡稱

史語所圖）相近。但是，將兩者對照後，可以發現「侯氏圖」的藍線番界係將彰化縣阿罩霧、萬丹坑（今臺

中市霧峰區、南投縣民間鄉）等地畫出界外，「史語所圖」的藍線番界則是將上述地區畫入界內。從這個差異

來看，「侯氏圖」對於番界的呈現，顯然與其他紅、藍線番界圖有所差異。 

由於乾隆 49 年繪製的《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本文稱「紫線圖」），將上述兩種不同版本的藍線番

界，同時並存於地圖中。60 正好可說明「侯氏圖」中標示的藍線番界並非畫錯，而是反映另一種藍線番界

的方案。不僅如此，「侯氏圖」在鳳山縣的隘寮、汛塘形制、土牛等邊防設施的繪製上，又與「史語所圖」、

「紫線圖」明顯不同，可見鳳山縣的繪製圖資另有不同來源。換言之，「侯氏圖」雖以紅藍線番界界址作為

主題，但其圖資內容相當多元，對於紅、藍線的呈現也與其他番界圖不同。因此，本文將進一步探討該圖繪

製內容的差異與變化，藉此說明該圖反映的歷史意義。 

有關「侯氏圖」的繪製及其沿革，葉高華在《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一書中已有相當

詳盡、完整的說明。61 該書不僅將各處番界位置，利用歷史地理資訊系統（GIS），將番界、聚落等地圖資

訊，標示於今日的地圖，同時也注意到鳳山縣的繪製圖資，可能來自乾隆晚期知府蔣元樞編纂的《重修臺郡

各建築圖說》一書，故判斷「侯氏圖」約成圖於乾隆 46至 52年間（1781-1787）。 

在葉高華等人的研究基礎上，本文將「侯氏圖」與其他番界主題圖比對後，發現乾隆晚期的「侯氏圖」，

其地圖所顯示的訊息，可分為乾隆二十年代與乾隆四十年代兩類。乾隆二十年代的訊息，說明「侯氏圖」的

母圖與「史語所圖」等番界圖不同，應係反映更早期的藍線番界規劃；至於乾隆四十年代的訊息，則說明「侯

氏圖」係於此時其重新繪製，惟其圖資恐非源自《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 

為了進一步討論「侯氏圖」反映的不同年代及其意涵，本文將以同為紅藍線番界圖的「史語所圖」，以

及蘭州西北師範大學藏的「蘭州圖」（原稱「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圖」，本文簡稱「蘭州圖」，較「史語所圖」

更早繪製）為對照，考察「侯氏圖」繪製的年代及其歷史意義。62  

二、「侯氏圖」的母圖分析 

由於乾隆 49 年（1784）「紫線圖」在標示彰化縣的藍線番界時，於阿罩霧、萬丹坑兩處繪製兩條並存

的藍線番界，一條將阿罩霧等地畫出界外，另一條與「蘭州圖」、「史語所圖」相同，皆將阿罩霧等處畫入界

                                                
60 關於這點可參見蘇峯楠，〈清治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22:3（2015.09），頁

19-26。 
61 葉高華，《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 
62 關於「蘭州圖」的說明，參見陳志豪，〈清乾隆時期臺灣的番界清釐與地圖繪製：以中國蘭州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釐臺屬漢番邊
界地圖」為例〉，《臺灣史研究》24:4（2017.12），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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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由此可知，「侯氏圖」將阿罩霧等地畫出藍線番界外，顯與「蘭州圖」、「史語所圖」所載的藍線番界方

案不同，可見「侯氏圖」的母圖應與其他番界主題圖稍有不同。為了考察「侯氏圖」的母圖年代，本文將分

別從該圖的地圖訊息與藍線番界的變化進行說明。 

（一）乾隆二十年代的地圖訊息 

「侯氏圖」雖繪於乾隆晚期，但地圖中仍留有許多乾隆二十年代的圖資，本文茲以淡水廳的八里坌巡

檢署、淡水營以及鳳山縣的枋寮隘、巡司、萬丹縣丞等設施，考察其地圖訊息的年代。 

1.八里坌巡檢署與淡水營 

八里坌巡檢設於雍正 9年（1731），隨同淡水同知的設立而增置。巡司署最初設於八里坌，即淡水河口

西側面海處。乾隆 15年（1750）因風災損壞巡司署房屋，八里坌巡檢遂移至新庄街公館辦公，並於乾隆 32

年（1767）奉文正式移駐。63 本圖八里坌巡檢尚位於八里坌，故知是乾隆 32年以前之狀態。 

至於淡水營，雍正 5年（1727）移駐南岸之八里坌，並於乾隆 24年（1759）移駐艋舺渡頭，本圖淡水

營尚在八里坌，故知是乾隆 24年以前之狀態。64  

2.鳳山縣的枋藔隘 

本圖於鳳山縣境南端繪有「枋藔隘」，並有說明文字：「枋藔隘望按〔應為樓字之誤〕，南離加洛堂禁界

五里，北離糞箕湖隘十里，隔坑一道，撥放 社番十名把守」。但「紫線圖」與「侯氏圖」中的「枋藔隘」

圖像應是一歷史殘跡，因為說明文字謂「北離糞箕湖隘十里」，但實際上，在乾隆四十年代糞箕湖隘以南已

有埔姜林隘，因此枋藔隘的說明文字應敘述與埔姜林隘之距離而非糞箕湖隘。而且枋藔隘若存在於乾隆四十

年代，則鳳山縣將有十一座關隘，此與蔣元樞所述不合。65  

「侯氏圖」的說明文字與「史語所圖」相比，除了錯字（樓字）、地名異寫（加洛堂）外，其文句、里

程基本相同。因此「侯氏圖」對「枋藔隘」的描繪是參考自更早期的地圖。 

3.鳳山縣巡司與萬丹縣丞 

淡水巡檢司署原設於下淡水東港，據說因「水土毒惡，歷任皆卒於官，甚至闔家無一生還」，康熙五十

一年移建於「下淡水赤山之巔」，66 雍正九年時改在大崑麓建立司署，但因年久傾圮，又移至港東里嵌頂街

建立公館，遷移之年代不詳，乾隆二十七年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中提及「今賃公館在港東里嵌頂街」，

故移至嵌頂街之時間大致在乾隆二十七年之前。67 本圖之淡水巡檢司署繪於大崑麓，顯示是雍正九年至乾

隆二十年代之狀態。 

本圖在萬丹汛（誤作萬州汛）之旁有一「縣丞衙」，即萬丹縣丞，但乾隆二十六年（1761）萬丹縣丞裁

撤，改設阿里港縣丞，本圖縣丞衙尚在萬丹，亦顯示是乾隆二十年代之狀態。 

                                                
63 余文儀（纂修），《續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121種，1962），頁 67中提及「八里坌巡檢司：在八
里坌莊。雍正十一年建。乾隆十五年風災圮，今移駐新莊公館」。 

64 余文儀（纂修），《續修臺灣府志》，頁 386載：「淡水都司：舊在八里坌，乾隆二十四年都司吳順移駐艋舺渡頭」。 
65 參見陳宗仁，〈大英圖書館藏「臺灣輿圖」之研究：兼論鳳山縣關隘的描繪〉，《臺灣史研究》25:1（2018.01），頁 1-38。 
66 李丕煜（修）、陳文達（纂），《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124種，1961），頁 12。 
67 余文儀（修）、王瑛曾（纂），《重修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49種，1957），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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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侯氏圖」的藍線番界方案 

關於「侯氏圖」的藍線番界與其他紅藍線番界圖不同之處，蘇峯楠已有說明與討論。68 根據他的觀察，

乾隆二十年代彰化縣的藍線番界可能有三個階段的方案，而這三個方案的主事者及其對於彰化縣番界的規

劃，如表一所述： 

表一  乾隆中葉彰化縣藍線番界變化的研究觀點 

時間 主事者 阿罩霧的規劃 萬丹坑的規劃 
乾隆 22年（1757） 臺灣府知府鍾德 

北路協副將楊普 
畫入界內 畫入界內 

乾隆 23-24年 
（1758-1759） 

臺灣總兵馬龍圖 
臺灣道楊景素 

畫出界外 畫出界外 

乾隆 25年（1760） 閩浙總督楊廷璋 畫入界內 畫入界內 

資料來源：蘇峯楠，〈清治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臺灣史研究》22:3（2015.09），頁 19-26。 

從表一可知，蘇峯楠認為最初臺灣府知府鍾德等原定的番界方案，係大幅放寬番界，將阿罩霧等處納

入界內，但隔年又在總兵馬龍圖等的修正下往內縮，改將阿罩霧等處畫出界外。最後，乾隆 25 年閩浙總督

再度調整回到最初的方案，進一步放寬彰化縣的番界。蘇峯楠的觀點，係來自於「蘭州圖」的阿罩霧圖說內

容，其內容如下： 

阿罩霧隘以山根為界：該地離內山生番約五、六十里，原議以水溝為界，今請展至山根為界，案經

兩司會詳。界內田園房屋，仍令現佃住耕、納租，應請仍照鍾前府原議。何象春已用重價售買，非

社丁賀循等私行占墾者可比，應即令烏加臘、何象春同為業主輸課。69  

蘇峯楠認為這段圖說中的「原議」，應係乾隆 24年（1759）馬龍圖、楊景素釐定的番界方案，至於「今

請展至山根為界」，則係乾隆 25年（1760）楊廷璋「指示駁斥」後的修正方案。理由是，楊廷璋曾於修正方

案中，明白提及乾隆 24年（1759）的方案中，有「太過，不及」之處，故推測乾隆 24年的方案應為楊廷璋

所謂的「不及」，於是做出修正將番界擴張至山根。 

不過，筆者對於上述圖說的解釋，則有不同的看法。由於該圖說提及「應請仍照鍾前府原議」，故筆者

認為就行文來看，上述圖說中的「原議」，應皆同指鍾德的方案，並非稍後馬龍圖等人的方案。又，筆者認

為「蘭州圖」應係乾隆 23-24年（1758-1759）馬龍圖等人所繪，故圖說提及的「今請展至山根為界」，可能

是馬龍圖進一步擴張了鍾德原擬的方案。 

萬丹坑一帶，「蘭州圖」亦有三段圖說提及「原議」，條列如下： 

萬丹坑以山根為界：該地離內山社仔社〔按：水沙連社〕約陸拾里。原議以舊溪為界，今請展至山

根為界，向係社丁賀循等違禁私墾，應請禁逐退為水沙連社番管耕輸課。 

葫蘆肚：該地離內山社仔社番約陸拾餘里，係張城等私墾頂耕，請歸南投社番收租完課。 

中州仔以山根為界：該地離內山埔裡社約五拾里，原議以新溪為界，今請展至山根為界，向係鄧雲、

                                                
68 蘇峯楠，〈清治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頁 19-26。 

69 〈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圖〉，蘭州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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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君從等前後違禁私墾，應請禁逐，退為南投社番管耕輸課。70  

從阿罩霧與萬丹的圖說文字來看，由於阿罩霧既曾提及「鍾前府原議」，故推測這四處圖說的「原議」，

可能皆指乾隆 22年（1757）臺灣府知府鍾德規劃的藍線番界方案。也就是說，阿罩霧、萬丹坑應於乾隆 22

年被官員畫出界外，乾隆 23-24年（1758-1759）後始改畫入界內。 

另一個支持這項推論的證據，來自於日治時期抄錄的公文檔案。1913 年萬丹坑一帶陳日移等人提出的

〈不服申立書〉中，抄錄了一份嘉慶 16年（1811）彰化知縣楊桂森的諭示，這份諭示提到： 

嘉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蒙陸前縣尊鏡〔陳鏡〕檄發存縣檔案一宗，係乾隆二十四年前憲覺羅飭，前

縣張世珍詳覆，前憲勘辦，批彰民番至此內卷按司詳憲，仰次萬載，萬丹坑係界約〔內〕官佃課業，

其截出界外埔地退荒，水〔永〕等禁民人，不許私給等語。71 

從這段記載來看，萬丹坑已於乾隆 24年（1759）畫入界內，其界內歸官佃課業，亦即由官佃負責耕種

納賦。由此可見，若「原議」係指乾隆 23年總兵馬龍圖所勘之番界，則萬丹坑不可能提早於乾隆 24年畫入

界內，歸官佃墾種，顯然，「原議」之藍線番界方案，應為乾隆 22年（1757）知府鍾德所擬方案。到了乾隆

23 年馬龍圖執行番界清釐後，將阿罩霧、萬丹坑等地改畫入界內，並主張將萬丹坑歸水沙連社管耕，始成

為另一藍線番界的規劃方案。隔年，知府覺羅四明等人即於新的藍線番界方案基礎下，將萬丹坑界內墾地改

歸官佃開墾。據此，本文認為乾隆 22至 25年藍線番界三個方案的變化，應如表二所示：  

表二  乾隆中葉彰化縣藍線番界的規劃方案 

時間 主事者 阿罩霧的規劃 萬丹坑的規劃 
乾隆 22年 
（1757） 

臺灣府知府鍾德 
北路協副將楊普 

畫出界外 畫出界外 

乾隆 23-24年 
（1758-1759） 

臺灣總兵馬龍圖 
臺灣道楊景素 

畫入界內 
原有漢佃管耕 

畫入界內 
歸水沙連等社管耕 

乾隆 25年 
（1760） 

閩浙總督楊廷璋 畫入界內 畫入界內 
歸官佃墾耕 

資料來源：〈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圖〉，蘭州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不服申立書申立人陳日移外一名、管理人陳甘立外十七名〉，收入《臺

灣總督府及其附屬機構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09907卷第 13案。 

經由上述說明，可知乾隆 22年（1757）知府鍾德規劃的「原議」方案，係將彰化縣的阿罩霧與萬丹坑

等畫出界外，儘管後續藍線番界的方案有所調整，但舊的方案資料仍留存於官府的檔案之中。因此，乾隆

49 年繪製「紫線圖」時，同時繪出「原議」的藍線番界以及「請展」之後藍線番界位置。至於「侯氏圖」

對於彰化縣藍線番界的標示，則是完整反映出乾隆 22年知府鍾德規劃的方案。 

「侯氏圖」在彰化縣番界界址的標示上，與「蘭州圖」、「史語所圖」在紅、藍線的標示明顯有所不同。

除了將阿罩霧、萬丹坑等處畫出藍線番界的界外，在紅線番界的標示上，「蘭州圖」、「史語所圖」僅繪至內、

外新庄一帶，而「侯氏圖」則是將紅線番界完整延伸至淡水廳、彰化縣交界處的大甲溪。由此可見，在知府

鍾德的認定中，乾隆 15 年（1750）的紅線番界僅有淡水廳未曾明確定界，彰化縣的部份實已有完整定界。

後續不同藏本的番界圖，僅將紅線番界繪至內、外新庄一帶，可能是為了強調紅線番界的定界不清。 

                                                
70 〈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圖〉，蘭州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71 〈不服申立書申立人陳日移外一名、管理人陳甘立外十七名〉，收入《臺灣總督府及其附屬機構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

灣文獻館），09907卷第 13案。因原文錯漏字甚多，本文所錄之引文係轉引李文良整理後之內容。參見李文良，〈契約文書與臺灣史
研究—以清代彰化縣萬丹坑隘的成立為例〉，《臺灣古文書學會會刊》第五期（2009.10），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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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由於「侯氏圖」在紅、藍線的番界上，皆與其他番界主題圖不同，且藍線番界的定界界址，係

採用乾隆 22 年（1757）知府鍾德造冊繪圖的圖資，故可知「侯氏圖」雖繪於乾隆晚期，但其母圖應為較早

繪製的紅藍線番界界址圖。 

三、「侯氏圖」與「蘭州圖」的比較 

由於「侯氏圖」的母圖係乾隆 22年（1757）繪製的番界圖，故其繪製內容與乾隆 23年繪製「蘭州圖」

有差異，而這些差異也反映乾隆中葉的番界清釐變化。對此，本文將以「侯氏圖」與「蘭州圖」進行比較，

說明兩者在描繪番界與邊區時，對於自然與人文環境的呈現也有差異，而這些差異應與番界清釐的過程有

關，以下分兩點說明： 

（一）山川與番界 

1.彰化縣 

「侯氏圖」與「蘭州圖」在彰化縣的自然環境描繪大致相同，但是在河川及相關水文的標示，「侯氏圖」

較「蘭州圖」來得簡略，僅繪出河川等水文，卻未以文字標記加以說明。例如，彰化縣的南勢坑、萬丹大溪、

大小黃竹坑、牛担坑、小旱坑、大坑口旱溝、阿拔溝，甚至是北投圳、茄老圳等，皆僅有圖無文。「蘭州圖」

則是於上述水文中，以文字標記來說明。這點顯示「侯氏圖」與「蘭州圖」的母圖可能為同樣的來源，只是

這兩張地圖依據母圖重繪時，另外做了不同的呈現與標示。 

那麼，「侯氏圖」與「蘭州圖」文字標記的差異，主要在於「蘭州圖」繪製目的是為了說明乾隆 23-24

年藍線番界的清釐與定界，故其文字標記用於定界的說明。例如，「蘭州圖」在大坑口旱溝上，標記「校栗

林以北以此旱溝為界」；於牛担坑、小黃竹坑、小旱坑的文字標記，則是為了說明藍線番界以兩條溪流中間

的水圳為界。例如，萬斗六大溪與小旱坑間，即有「萬斗六以北水圳為界」的標記。儘管「侯氏圖」與「蘭

州圖」在上述區域的藍線番界位置皆一致，但「蘭州圖」特別以文字來標記水文資訊，顯然是為了具體說明

水文作為界址的依據（如圖一）。 

除了作為界址外，「蘭州圖」特別將「侯氏圖」已繪出但未以文字標記的北投圳、茄老圳，加上文字的

標記，顯示「蘭州圖」可能更重視水文對於邊區土地開墾的影響，故兩條水圳雖與定界無關，卻因為與邊區

土地開墾有關而被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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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蘭州圖」的彰化縣番界與水文標記 

資料來源：〈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圖〉，蘭州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2.淡水廳 

相較於彰化縣，「侯氏圖」在淡水廳的描繪則顯得更為簡略，不僅水文標記較少，山丘的標記亦有闕漏。

例如，淡水廳的霧裡薛溪、秀朗溪、石頭溪、大溪墘溪、枋寮溪、後壠溪、貓孟溪、宛裡溪、房裡溪、大安

溪以及霧裡薛山、熬酒桶山、龜山、相挨山、猴眉山、銀錠山等，「侯氏圖」不僅未以文字標記，甚至未繪

出霧裡薛山。「蘭州圖」除了以文字標記山川外，更以圖說文字來說明周遭開墾情形。 

整體來說，淡水廳的水文標記多半與番界的定界無關，「蘭州圖」所標示的水文中，僅霧裡薛溪、秀朗

溪曾作為定界依據，其餘河川因屬東西向，故幾乎都未能作為定界的界址。儘管如此，「蘭州圖」在水文的

文字標註上，可能還注意到河流的運輸功能。例如，竹塹城以北的河流，出現「侯氏圖」並未標記的「霄裡

港仔」、「紅毛港仔」等，這些港仔的標記應反映河流的航運功能，而非指出海口的港口。由此推想，「蘭州

圖」對於淡水廳的水文資訊的標記，除了定界的考量以外，可能也有意強調河流與界內、界外的人文環境關

聯性。 

山丘的部份，「蘭州圖」標示的熬酒桶山、龜山、猴眉山、銀錠山等，多與定界有關，如銀錠山處另有

標記「自銀錠山內入界至猴眉山以北以山根為界」。但整體來說，淡水廳利用山川作為界址的情況相對較少，

故「蘭州圖」於淡水廳內共標記 13處土牛溝（彰化縣僅 2處），作為藍線番界的定界界址。72  

「侯氏圖」並未繪出的霧裡薛山，因與藍線番界的清釐關係甚深，故「蘭州圖」在繪製時，不僅標記

霧裡薛山，也詳載霧裡薛山周遭的南港仔庄、內湖庄、興福庄、萬盛庄、五塊厝、七張犁等地的租稅變化。

由此可見，乾隆 23 年繪製「蘭州圖」時，繪圖者為了執行番界清釐，故需特別標示霧裡薛山來說明周遭地

理情勢。但是，乾隆晚期繪製「侯氏圖」時，因藍線番界早已定界多年，故繪圖者便逕行忽略與定界相關的

重要指標，僅約略描繪山川形勢而未考慮自然環境與番界清釐的關連性。 

                                                
72 陳志豪，〈清乾隆時期臺灣的番界清釐與地圖繪製：以中國蘭州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為例〉，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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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蘭州圖」對於霧裡薛山週圍墾庄的租稅標記 

資料來源：〈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圖〉，蘭州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二）聚落與界外埔地 

1.彰化縣 

由於「侯氏圖」的繪製應為藍線番界定界以後，內容似未特別考慮藍線番界的清釐與定界過程。故「侯

氏圖」與「蘭州圖」在彰化縣的界內聚落標示上雖大致相同，但在界外的埔地標記上，「侯氏圖」顯然更為

簡略。「侯氏圖」除了阿罩霧、萬丹兩處畫出界外，與「蘭州圖」的標示有所不同，在濁水溪上游地區集集

埔等地的描繪，顯然也有別於「蘭州圖」，情形如圖三所示。 

  

圖三  濁水溪上游的描繪差異（右為「蘭州圖」、左為「侯氏圖」） 

資料來源：葉高華，《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年；〈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圖〉，蘭州西北
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從圖三可知兩張地圖對於濁水溪上游的呈現方式不同，「蘭州圖」以橫式呈現集集埔緊鄰濁水溪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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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同時將八娘坑、清水溝等山川間的埔地繪出，並以文字說明這些埔地的開墾狀態與畫出界外後的規劃。

「侯氏圖」則以直式呈現集集埔位於山內的位置，但對周遭埔地則簡化為山丘，未能呈現其過往的開墾狀態。

這也顯示，在相同母圖的基礎上，「侯氏圖」與「蘭州圖」的繪圖者，各有不同的時代重點，儘管「侯氏圖」

意外的繪出更早的藍線番界，但「侯氏圖」因成圖於乾隆晚期，故「侯氏圖」在邊區資訊的描繪上，反而相

對要來得少。 

2.淡水廳 

如同彰化縣的情形，「侯氏圖」在淡水廳的描繪上，也刻意忽略番界周遭以及界外埔地的部分。其中，

特別是打哪吧溪上游的頭湖、二湖、三湖以及後壠溪上游的蛤仔埔等地，「侯氏圖」中完全未見標示與描繪，

僅於山川間留下空白。但是，「蘭州圖」則於河流上游空白處，以圖說文字詳述三湖、蛤仔埔等地畫出界外

的原委及其規劃方案。 

 
 

圖四  後壠溪與打哪吧溪上游的描繪差異 

資料來源：葉高華，《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年；〈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圖〉，蘭州西北
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由於後壠溪與打哪吧溪上游的描繪差異甚大，很容易讓人以為「蘭州圖」與「侯氏圖」的繪圖圖資各異。

但是，本文認為這其實僅是呈現方式的差異，以「蘭州圖」對於蛤仔埔的標示來看，該圖顯然是以母圖原本

繪製的界外山丘，來添加蛤仔埔的圖說文字。因為，就其他界外埔地的描繪來看，若是母圖已有對該處進行

描繪，情形應如集集埔等地的描繪，以山丘圍繞留下未著色的空白埔地。但是，蛤仔埔則是於淺藍色界外山

丘處，於山丘圖示下方勉強寫下相關圖說文字。同時，二湖、三湖等地也僅有文字，而未有標示聚落。基於

這點差異，本文認為「侯氏圖」與「蘭州圖」所參考的母圖，尚未能明確將後壠溪與打哪吧溪上游的界外埔

地詳加以標記，故「侯氏圖」在河流上游的標示甚為簡單，而「蘭州圖」在繪製時，則是勉強利用母圖對於

山丘的繪製空間，來標示乾隆 23-24年番界清釐後發現的三湖、蛤仔埔等界外埔地。 

總的來說，「侯氏圖」雖與「蘭州圖」參考相同的母圖，且同樣以紅藍線番界為主題，但乾隆晚期「侯

氏圖」繪製目的顯已非紅藍線番界的清釐，故對於番界周遭的描繪，明顯與為了清釐番界而繪製的「蘭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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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同。 

四、鳳山縣的描繪及其歷史意義 

本圖有關鳳山縣的描繪方式一如乾隆時期的各種臺灣地圖，仍是由西部臺灣海峽望向臺灣島。就地理景

觀而言，地圖上方是連綿、多層的山脈，南北走向。下方是海域，有小琉球島。平原位於地圖中央，佔據大

部份的空間，也是地理訊息標註最多樣且豐富的區域。溪流是最主要的景觀，將陸地切割成大小不等的地塊，

房屋圖像散布各地，但本圖有一特色，即代表民間聚落的房屋僅見於沿山一帶，沿海地區並未繪出民間聚落。

沿海地區的房屋加上旗臺標示，代表綠營的汛塘，彼此間有道路線連結。沿山一帶有一條紅線，紅線沿線分

布著邊防設施，如界碑、土牛及關隘。 

（一）描繪內容 

就文字標註而言。山區主要標註原住民社名，海上僅有小琉球島。平原地帶出現最多圖像，也有最多的

文字說明。與自然景觀有關的只有溪流名、山名，如淡水溪、南坪水圳、番仔社溝、赤山等，數量較少，其

他均與人文景觀有關，可分成沿山、沿海兩類。 

1.沿山地區 

1. 界碑：如新東勢界碑、至山六里。糞箕湖庄界碑離山五里。有些地方未立界碑，而是以自然地形分界，
如碎石岡，離山四里。 

2. 土牛：僅標註土牛二字。 

3. 關隘：有糞箕湖隘藔等十處，另外有一座枋藔隘，應屬殘跡，詳見下文所述。 

紅線番界的界址以西，有一排聚落，除寫明聚落名稱外，另寫距出幾里，如「新東勢庄離山十里、田尾

新庄離山八里」等。這種寫法是鳳山縣所特有，本圖其他各廳縣均未寫明離山幾里。 

2.沿海地區 

較近海的區域則標註官方的衙署與營汛。如山豬毛營、縣丞衙(萬丹縣丞)、巡司署(按指淡水巡檢司)、

各地汛塘。此外，則是平埔各社，如茄藤社、力力社等。 

根據上述各種景觀、地名標記的多寡，可知本圖並未行政區圖，並未完整呈現各地街庄，而是一幅邊防

圖，全圖記載各地的營署、巡司署、汛、塘位置，並以道路線呈現彼此的連結，至於沿山地帶則繪出番界的

位址，強調界碑、土牛、關隘的位置，而沿山聚落亦均標明離山幾里，顯示這些描繪均與邊防有關。武備應

是此圖的視覺焦點。 

然而，此圖有關鳳山縣的描繪卻有一些時空錯置的現現，如萬丹縣丞、淡水巡檢署的位置顯示係乾隆二

十年代之狀態，詳見下述。但此圖又出現乾隆四十年代才完成的土牛、關隘等設施。此外，鳳山縣番界皆繪

成河道，但實際上，紅線所經多為陸地，這是非常明顯的誤錯。上述現象如何解釋？ 

至於鳳山縣的十座關隘，各隘順序與名稱與大英圖、紫線圖大致相同，在巒隴庄（今屏東縣新埤鄉萬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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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以東繪有一關隘，未載隘名，應即「毛獅獅隘藔」。另有三處關隘名稱略異。如萬根庄隘，另兩圖作萬

巾庄隘，濁口溪隘，另兩圖作毒口溪隘，這兩處隘名用字不同，但語音相近。至加走朗隘藔即加匏朗隘，走

字應是匏字之誤，與加走庄無關。這些差異均甚細微，但顯示侯氏圖有關鳳山縣的描繪應非抄自上述兩圖，

而是另有來源。由於蔣元樞的《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對關隘的描繪有誤，侯氏圖亦非抄自此書。 

表三	 鳳山縣十隘順序比較表 

初設六隘 蔣元樞十隘順序 大英圖十隘順序  侯氏圖十隘順序 紫線圖十隘順序 
 毒口溪隘 毒口溪隘藔 石 濁口溪隘藔 毒口溪隘 
武洛隘 加臘埔隘 加臘埔隘藔 石 加臘埔隘藔 加臘埔隘 
 大路關隘 大路關隘藔 石 大路關隘藔 大路關隘 
山豬毛隘 雙溪口隘 雙溪口隘藔 石 雙溪口隘藔 雙溪口隘 
新東勢隘 新東勢隘 新東勢隘藔 木 新東勢隘藔 新東勢隘 
 萬巾庄隘 萬巾庄隘藔 木 萬根庄隘藔 萬巾庄隘 
糞箕湖隘 糞箕湖隘 加匏朗隘 木 加走朗隘藔 加匏朗隘 
巴陽隘 埔姜林隘 毛獅獅隘藔 石 （毛獅獅隘藔） 毛獅獅隘 
 加藤埔隘 糞箕湖隘藔 木 糞箕湖隘藔 糞箕湖隘 
枋藔口隘 毛獅獅隘 埔姜林隘藔 石 埔姜林隘藔 埔姜林隘 

資料來源：蔣元樞纂輯、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頁 30；林天人編撰、謝國興主編，《方輿搜覽：大英圖書館
所藏中文歷史地圖》，頁 305-307；葉高華編著、蘇峯楠地圖繪製，《十八世紀末御製臺灣原漢界址圖解讀》，頁 154、166、178；
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主編，《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頁 69、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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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鳳山縣描繪內容的差異 

1.山區的畫法與社名的書寫 

本圖山區各山走勢自傀儡社以後，往圖下方(西方)延伸，此種畫法類似「蘭州圖」，「史語所圖」雖亦向

下方延伸，但畫法與上述兩圖不同。三幅圖出現的社名大略相同，但仔細比對各社位置與相對位置均不大一

致。另外，「蘭州圖」、「侯氏圖」均橫寫，「史語所圖」則直寫。 

2.紅線番界附近的描繪 

三圖均有類似的文字標註，如新東勢界碑、至山六里；糞箕湖庄界碑離山五里；如碎石岡，離山四里。

「蘭州圖」有畫出長方形的石碑，「史語所圖」未畫，侯氏圖有關，則在方框內加註「石碑」。此外，如上文

所述，侯氏圖增繪了土山、關隘，並將番界畫成溪流。又，「侯氏圖」與「蘭州圖」在東岸庄與巴陽庄各畫

有一處界碑，「史語所圖」未畫。 

3.里港、美濃一帶的畫法有誤 

本圖於里港、美濃一帶描繪一條道路線，終點是九塊厝，但「蘭州圖」與「史語所圖」，甚至「紫線圖」，

終點都是塔樓社。與現今地圖比對，「侯氏圖」將美濃地區的聚落南移至里港地區，明顯是誤繪。 

4.力力社經下淡水社至阿猴汛的道路線 

這個部分「蘭州圖」畫得最完整，「侯氏圖」畫了一半，「史語所圖」未繪。 

依據上述四點的比較，可知三幅圖的內容相當近似，應是源自同一母圖，但「蘭州圖」是比較完整的地

圖，「侯氏圖」與「史語所圖」均出現局部誤繪或漏繪。「史語所圖」有些描繪房屋，卻漏填聚落名稱，可以

「蘭州圖」或「侯氏圖」補上，如二濫汛南方有一房屋，未填名稱，經比對，為茄藤仔汛。犁頭鏢南方有兩

處房屋，應為新興庄與新東勢庄。至於誤繪的部份，以「侯氏圖」最為嚴重，如番界畫成河流，里港、美濃

一帶聚落位置錯置等。不過，就山脈走向、番界土牛與石碑、力力社道路線等畫法而言，「侯氏圖」又較類

似「蘭州圖」。 

（三）乾隆四十年代的地圖訊息 

1.臺灣府城 

在本圖裡，臺灣府城是圓形的木柵城，並栽植綠色植物。據《續修臺灣縣志》載，當時木柵城周長 2,662

丈，而雍正十一年時閩浙總督郝玉麟、福建巡撫趙國麟奏請因地制宜，「在城基之外，周植刺竹，以資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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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故知綠色植物乃指刺竹。城內未繪建築物，只註明「郡城」，蘭州圖亦只寫「府治」二字。但本圖繪有八

座城門，蘭州圖與史語所圖均只有七座城門，亦即多了小西門。據《續修臺灣縣志》載：乾隆元年「令斲石

築七門，建樓其上，護以女墻(每門周二十五丈，高二丈八尺)」，74 此即蘭州圖所繪之七座城門。至於小西

門則是臺灣知府蔣元樞所建。據蔣元樞撰，〈重建郡城碑記〉：「歲乙未，余來守郡。……凡敵臺與七門樓櫓，

其崇相埒，而別刱水西門、廠大門各一……閱六月而蕆事，」，75 水西門即指小西門，乙未是乾隆 40 年，

蔣元樞於前一年底至臺灣，隔年四月正式署理臺灣知府，而郡城修建經六個月而完工，故知小西門應於乾隆

40年完成。 

2.鳳山縣的關隘 

本圖在鳳山縣番界繪有十座關隘，這是蔣元樞於臺灣知府任內所建，在他所寫〈鼎建傀儡生番隘藔圖說〉

謂： 

臺灣南北二路各有生番。北路地廣山深，番離庄遠，又設土牛、隘口，層層巡警，歷年安靜。南路

之傀儡生番最稱兇狠，且沿山居民逼近番界，約計二百餘庄。從前限以山根溪溝為界，雖設武洛、

新東勢、山豬毛、枋藔口、糞箕湖、巴陽庄等六隘，撥番分住巡守；但所撥之番為數無多，又無隘

藔居住，其勢自不能常川守衛。……因就山腳遍勘，於生番出沒之處，添建隘藔，酌移舊隘，添撥

番丁連眷同住，永資捍衛。76  

原先設置六座隘藔，蔣元樞重新規畫，增建為 10座。乾隆 43年 2月巡臺御史覺羅圖思義與孟邵在奏摺中報

告巡視臺灣南路所見，謂： 

據臺灣府知府蔣元樞詳明總督鐘音，會同鎮、道，議于庄後山腳各生番出沒之所添建隘藔，並將舊

有隘藔籌酌改移，其圍牆或用石砌、或用木柵，前後共建隘藔十六座。仍按地勢之險夷，酌派守番

之多寡，俱飭令該丁挈眷同住，並撥給就近無礙埔地，令守隘番丁墾種，俾資衣食以堅防守之心。

各庄民等均極同聲稱便。77  

巡臺御史覺羅圖思義與孟邵於本年一月底巡視南路，次月上呈此一奏摺，摺中提及鳳山縣添建與改移隘

藔，並謂隘藔圍牆或用石砌、或用木柵，而庄民「同聲稱便」。依據此摺寫作之年代可知，蔣元樞對於鳳山縣

隘藔之規畫與營造，必在乾隆 43 年一月御史巡視南路之前。巡臺御史的奏摺中稱「前後共建隘藔十六座」，

指的是十座由熟番駐守的關隘和六處漢人壯丁守禦的通事藔。故知十座關隘設置於乾隆 43年之時。 

3.屏東縣的土牛 

巡臺御史覺羅圖思義與孟邵的奏摺中亦提到鳳山縣修築土牛的起因，謂： 

伏查臺屬北路番界向俱勘築土牛，挑挖深溝，俾民番共知遵守。臣等悉心酌議，即飭令地方官倣照

                                                
73 薛志亮（修），謝金鑾、鄭兼才（纂），《續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 1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 6。 
74 薛志亮（修），謝金鑾、鄭兼才（纂），《續修臺灣縣志》，頁 6。 
75 碑記已失，嘉慶 12年編纂的《續修臺灣縣志》曾收錄碑文，題作〈重建郡城碑記〉。參見薛志亮（修），謝金鑾、鄭兼才（纂），

《續修臺灣縣志》，頁 511-512。 
76 蔣元樞纂輯、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3），頁 30-31。 
77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第 42冊，頁 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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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路，一體築牛、挑溝，使界址犁然，一望可知，庶民、番各有界限，兵、役不難稽查。78  

蔣元樞在〈鼎建傀儡生番隘藔圖說〉亦有類似記載，謂： 

前巡憲視歷南路，勘查番界，蒙以元樞籌建隘藔、望樓各事合於機宜，可資扼要，諭以「從前雖以

山根溪溝為界，但山形起伏不一，水溝衝徙無常，日久恐有混淆，應照北路規制，建立土牛，俾民

番永遵。業已附摺入奏，務須妥速辦理，兼荷仰述聖諭，以釐定番界為第一要務」。元樞遵即嚴督鳳

邑李令，妥速趕辦。79  

由於巡臺御史指示南路番界「應照北路規制，建立土牛」，蔣元樞奉巡臺御史指示後，即令鳳山知縣李

桐辦理。80不過巡臺御史上摺後，隨即離臺，蔣元樞亦於次月任職屆滿，返回福建，等待引見。81故鳳山縣

堆築土牛之事應由繼任的臺灣府知府萬緜前督導，他於乾隆 43年 6月到任。 

1781年 2月（乾隆 46年 2月），閩浙總督富勒渾以「臺郡南路建築隘柵等項工竣」，恭摺奏聞，其文謂： 

茲據臺灣府知府萬綿〔緜〕前將應行添建、改設各隘藔、木柵共十六處，同應築土牛八十一座，及

挖挑寬深溪溝，督飭各委員趕辦完竣，業已撥番分住，給地墾種。並據臺灣道俞成、臺灣鎮臣董果

會同查勘添建隘藔、木柵及挑築深溝、土牛，實屬堅固深通，由福建布政使德文會同按察使楊廷樺

詳請奏前來。82  

摺中謂鳳山縣土牛八十一座，及挖挑寬深溪溝，俱已完竣。土牛即本圖在番界上描繪的長方形色塊。由

於工程完竣後，臺灣道俞成、臺灣鎮董果曾會同查勘，又由福建布政使德文會同按察使楊廷樺上呈詳文，故

扣除官員覆查、公文移轉等時間，實際工程或可推斷已於前一年（1780、乾隆 45 年）完成。綜上所述，本

圖繪製時間，應在乾隆四十五年以後。 

本圖未標示乾隆 49 年的紫線番界，是否即因本圖作於此年之前，這點有些疑問，此圖可能並非作於臺

灣，可能的情況是有一乾隆二十年代之界址圖流傳於中國，可能在福建，有人以此舊圖為本，重繪一幅，增

添一些新訊息，也增加一些訛誤。此人未必見到紫線圖。 

至於此圖繪製年代的下限，亦未必與林爽文之變有關，圖題的標示，可能是後人所加。由於本圖重視鳳

山縣關隘與土牛的建設，而乾隆五十三年到五十六年（1788年至 1791年）臺灣知府楊廷理將臺灣府城由木

柵城改建為土城。所以，比較穩妥的看法，繪製時間確定在乾隆四十五年以後，可能在此後幾年內，或十年

內，籠統的講，繪製於乾隆晚期。 

五、結語 

                                                
78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42冊，頁 64-66。 
79 蔣元樞纂輯、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頁 31。 
80 李桐於 1776年 2月（乾隆 40年 12月）調署鳳山縣知縣，1779年 2月（乾隆 44年 1月）「因命案相驗不實，經臣等會摺參

奏，請旨革職」。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第
63冊，頁 142-144。李桐革職後，由上杭知縣韓燕調補，鳳山縣之關隘與土牛建設工程係在此二人任內進行並完工。 

8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64冊，頁 373。 
8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66冊，頁 35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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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的比對與考證，本文認為「侯氏圖」與「蘭州圖」、「史語所圖」等番界圖，應有同樣的母圖來

源，所以三張圖在地理或人文環境的描繪上，各有可以互相補充之處，其差別主要應在於呈現方式。例如，

「侯氏圖」的呈現相對放大了界外群山的描繪，其他二圖則淡化了界外群山的描繪。「蘭州圖」更為詳細的

標記番界周遭的自然與人文環境，說明番界清釐的過程，其他二圖則未著墨於番界清釐的細節。「史語所圖」

則特別描繪外海沙洲與澎湖廳的位置，突顯「臺灣府」的行政範圍，並為此簡化淡水廳新莊以及諸羅與臺灣

縣交界的聚落描繪。 

此外，有關「侯氏圖」的繪製脈絡，蘇峯楠的先行研究曾指出，本圖強調「鳳山縣沿山邊界隘寮、土牛

與竹圍的增補，文字題寫、線條描勒、設色亦工整精緻，與〈民番界址圖〉、〈紫線圖〉的稿本形式不同，說

明〈侯氏圖〉不是稿本，而可能是一幅成品」，認為或許是由當時驗收工程的臺灣道俞成、臺灣總兵董果製

作，上呈閩浙總督富勒渾參閱之圖。83 但這樣的推斷，可能還缺乏更有力的證據。 

對此，本文認為〈侯氏圖〉雖然在鳳山縣繪製土牛與十座關隘，顯示 1780 年代新的地理訊息，但鳳山

縣之番界均繪成河道，並非真實情況，且與鳳山縣各河道滙合或交叉也不自然，此種描繪方式比較像前述天

理大學之圖，應係繪者不解臺灣情形抄繪時誤繪，似非臺灣總兵上呈總督之圖或所謂「御製」之圖。 

 

                                                
83 蘇峯楠，〈清治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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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king of the Mr. Hou Map and its Model Image 

Tsung-jen Chen, Chih-hao Chen 

Abstract 

     The Mr. Hou Map was made during the late Qianlong era (r. 1735-1796). The map was renamed as yuzhi Taiwan 
yuanhan jiezhi tu (A Guide to the Imperial Map with Aboriginal Borderline of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Taiwan, 
henceforth), when it was reproduced in 2017 by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The boundary lines depicted 
in the map were the red and blue lines identified at the fifteenth year (1750) and the twenty-fifth year (1760) of the 
Qianlong era individually. Although Mr. Hou Map resembled the minfan jiezhi tu (the Han-Aborigine Boundary Map) to 
a certain extent, it was idiosyncratic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the blue line within the Zhanghua County was 
depicted in a different manner. Compared with the minfan jiezhi tu, the lines in the Mr. Hou Map seemed to have been 
shrunk westward, thus, places like A-tà-bū were excluded out of the boundary. Second, the defensing infrastructures 
such as the earth-oxen and the ai, which were built in the fortieth year of Qianglong era (1775), were depicted in the 
realm of Fengshan County. The abovementioned poin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Mr. Hou Map was painted in a different 
time period with the minfan jiezhi tu. This paper is going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map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backgrounds of map making, as well as the model images the Mr. Hou Map based on.  

Keywords: Blue-line Aboriginal Boundary, Aboriginal Boundary Map, The Imperial Map With the Aboriginal 
Boundary of Late Eighteenth-Century Taiwan, Feng-shan County, Chang-hua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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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地價、水圳與社會動亂：清代烏溪流域的械鬥與民變 
 

陳志豪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烏溪為臺灣中部地區的重要河川，提供沿岸農業生產的灌溉，烏溪中游則為臺灣中部進入山區的

重要交通動線之一，並可深入內山的埔里盆地。乾隆時期繪製的番界主題地圖，即以烏溪流域作為地

圖的中心視點，且詳加描繪烏溪流域的細節，顯見對於此流域的重視。或許有些不幸，日後烏溪流域

即捲入歷史上多次大規模械鬥與民變，顯示此流域的重要性。 
本文初步統計 18、19世紀的地價變化，發現烏溪中游自 18世紀中葉以來即為全臺地價高漲之處，

其地價較屏東平原、彰化平原等水田化區域更高。地價的高漲，牽動土地利益與資源的競爭，故導致

地方動亂頻傳，並進一步演變成為械鬥與民變事件。官府在動亂後採取抄封起事者田園的做法，干預

了土地交易，導致地價更進一步的高漲，但咸豐末年地價的崩盤，最終仍爆發了新的紛擾，使得地方

社會的資源競爭更為激烈。 
 

 
 
 
關鍵字：烏溪、地價、水田化、械鬥、民變、抄封 
 
 
 

一、前言 

十八世紀晚期臺灣社會的動亂事件皆涉及臺灣中部的烏溪中游南北兩兩岸，乾隆 47年（1782）蔓
延臺灣中南部的謝笑案（漳泉械鬥），即涉及烏溪北岸的大里杙與南岸的內木柵等地；四年後，動亂規

模更大的林爽文事件亦起於大里杙。顯然，十八世紀晚期烏溪中游的發展與衝突，或許正好反映漢人

移民定著臺灣所面臨的問題。為具體討論十八世紀臺灣社會的變化，本文將以烏溪南岸一帶（約今南

投縣草屯鎮）為例，探討乾隆 47年謝笑案對該處帶來的影響。 

謝笑案係所謂的漳、泉械鬥，該案因牽連彰化、諸羅二縣多處村莊，可說是清廷領臺以來規模最

大的械鬥事件。過去，有關械鬥的研究成果甚豐，但主要側重於械鬥成因的分析，強調械鬥多起於經

濟資源的競爭。84有關謝笑一案的先行研究亦關注於起事成因的分析，如林偉盛的研究強調械鬥事件的

地緣與宗族特色；王大為（David Ownby）的研究則強調械鬥領導者的社會地位較為低落。85然而，這

                                                
84 有關械鬥議題的研究回顧，可參見林偉盛，，〈清代臺灣分類械鬥的研究介紹〉，《臺北文獻》直字 98 期（1991.12），頁

221-235；陳世榮，〈近年來國內學者對「械鬥」問題之研究：兼論清代桃園地區械鬥與區域發展之關係〉，《史匯》3（1999.04），

頁 1-34。 
85 林偉盛，〈乾隆四十七年漳泉分類械鬥的個案分析〉，收入《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論文集》（高雄：臺灣史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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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成果雖有效解釋清代臺灣械鬥事件的成因，卻未能有效梳理械鬥事件的歷史脈絡，以致於不同

時期的械鬥事件，都放在同一個架構下進行分析與比較，未能呈現事件前後的變化與歷史過程。基於

這點，本文在有關謝笑案的討論上，將以今日草屯地區為個案，具體透過土地開墾的發展情形，說明

械鬥案前後的社會變遷。 

 

 

圖  今日烏溪南岸的行政區劃與地理環境 

 

二、械鬥前夜的烏溪南岸 

清代漢人移民約於雍正年間進入烏溪南岸活動，並與北投社熟番建立起租佃關係，作為合法墾殖

該地的方式。一份嘉慶元年的合約提到，北投社約於雍正 7 年（1728）後便於草鞋墩一帶收取租谷作
為社番口糧，其租谷約有數千石且免納正供。這份合約提到：  

 

眾番因社（北投社）中祖遺北投界內大埔洋草鞋墩熟墾水田一所，東至牛屎崎，西至六汴溝，

南至大哮溝，北至草鞋墩大車路為界；一帶口糧租共數千餘石，深沐皇仁憐番桿衛邊圉，勞守

二隘，恩恤免陞之例。自雍正七年，將此水田以資眾番口糧。因乾隆五十四年勘丈不明，混佔

界內。至嘉慶元年，眾番議舉呈首本社社主黎朗買奕以前請約甚鉅，因控楊振文混佔口糧墾業

一案，歷較莫何，今議赴省上控，眾番喜諾，俱各即將伊應份口糧墾業，每甲鳩出一石二斗六

                                                                                                                                                                            
究中心，1987），頁 173-194；David Ownby, “The Enthnic Feud in Qing Taiwan: What Is This Violence Business, Anywa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1782 Zhang-Quan Xiedou ” Later Imperial China 11:1 (1990.06), pp75-98. 



 40 

升……。 

 

上述契約指涉的範圍包括今日草屯鎮敦和、北投、新庄、新豐等里，這可說明草屯鎮西北側一帶，

約於雍正 7年後成為北投社收取口糧租的範圍，漢人與北投社熟番的租佃關係就此展開。 

熟番與漢人的租佃關係形成後，隨後便展開水利建設的興修。目前有關草屯地區最早的契約，出

現於乾隆 14年（1749），該份契約即提到水圳的修建： 

 

立招佃開墾北投社番猴三甲，有承祖遺下荒埔一段，坐落本社南勢，東至大霞𣊬𢅳覽埔為界，

西至溪崁溝為界，南至素仔埔為界，北至小何但埔為界；四至界址明白。今因無力，不能自墾，

又欠乏銀費用，自情愿招漢人蕭陽出首承佃開墾，當日三面議定埔底銀二十七員正。其銀即日

同中收訖；其埔地隨即踏明，付去銀主開墾永耕。其荒埔議定逐年愿納租粟三石正，在社交收。

業主開大坡圳，有水長流，清丈按甲納租粟八石正，不敢少欠升合，永為定例。其開小坡圳係

佃人自理，不干業主之事。此係番漢兩愿，日後不得生端異言，今欲有憑，立招佃批一紙，永

遠付執為照。 

 

這份契約所指的空間為南勢（約今新庄里，近登瀛書院），約屬前述口糧租的範圍。同時，契約內

容雙方言明乾隆 14年為荒埔時，逐年納租三石，但業主開大坡圳後，則按甲納租八石，可見水利建設
完成後的地租漲幅高達 2.5 倍以上。這條水圳應為所謂的「舊圳」，《臺灣土地慣行一斑》稱該圳取水
於隘寮溪，係乾隆 2年由北投社所築，灌溉面積約 40餘甲。86若對照前述契約來看，該圳主要幹道或

由北投社出資興修，但灌溉至隘寮溪沿岸田園，仍有賴漢佃另築小圳，顯見水利建設係由番漢共同維

繫運作。 

舊圳修築後不久，烏溪南岸又出現另一更大規模的水利建設，稱為險圳。據乾隆 37年（1772）北
投社與漢佃李喬基簽訂的契約中可知，該圳係乾隆 8年（1743）北投社委由吳連倘87包辦修築，契約內

容提到： 

 

立遵憲再給佃批字。北投社番業戶余啟章、通事郎斗六、土目總三甲等，有遺草地萬寶莊，於

乾隆八年間，前土目葛買奕議請漢人吳連倘包開水圳，因工資訴控，前縣主陸堂斷，犂份四十

張付倘招佃給批，收佃底銀作工資。又三十二年，蒙縣主韓臨莊遶埒親丈佃人李喬基份下原田

二十一甲五分，年納大租一百七十二石；溢田四甲四分六釐四毫七絲六忽，溢租三十五石七斗

一升八合零八撮。原溢共田二十五甲九分六釐四毫七絲六忽，共納原溢租粟二百零七石七斗一

升八合八撮，在莊交納清楚。88 

 

                                                
86 《土地慣行一斑》，頁 553-555。 
87 日治時期的《大租取調書附屬參考書》與《土地慣行一斑》的記載稍有不同，前者作吳連倘，或作吳連登，但就前後契

約可知吳連登與吳連倘係同一人；後者則作吳連淌。惟推測這些差異應為鉛字印刷過程的選字而成，本文暫統一為吳連倘。 
88 《大租取調書附屬參考書》。 



 41 

從上述契約內容可知，水利建設完成後，吳連倘至少取得四十張犁（約 200 甲）的墾地，但其餘
墾地仍由北投社以每甲 8石的租率收取大租，並於官府的介入下持續清釐漢人墾地的變化，增加租谷。
根據《彰化縣志》的記載此一水圳稱為險圳，係引烏溪水源穿越茄荖山，時人又稱為石圳穿流。89《臺

灣土地慣行一斑》則進一步說明，險圳灌溉範圍至少有數百甲，後又由洪姓家族延伸修築媽助圳，故

其灌溉範圍由今新豐、新庄、敦和等里進一步推至加老、石川、北投等里。亦為前述北投社收取口糧

租的範圍，即今新豐、新庄、敦和等里。稍後，又由祖籍漳州府漳浦縣的洪澀、洪宗光等（性植派下）

修築媽助圳，將其灌溉範圍推至加老、石川、北投等里。90 

乾隆初期的水利建設，對於烏溪南岸的發展帶來顯著的影響，至乾隆 23年（1758）臺灣道與總兵
清釐藍線番界時，亦於圖說中以相當高的比例呈現烏溪南岸的變化，並特別註明北投圳與媽助圳。情

形如圖二： 

 
圖二  乾隆 23年〈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中的烏溪中游地區 
資料來源：〈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藏於中國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 

                                                
89 《彰化縣志》，《彰化縣志》稱此圳為池良生所鑿，惟有關池良生的記載闕如，故池良生也可能是吳連倘僱請築圳的工程

人員。 
90 關於媽助圳的修築，可參見陳哲三，〈媽助圳的一張關鍵契約〉，《臺灣古文書學會會刊》4（2009.04），頁 1-4。該文發掘

一張乾隆 23 年有關媽助圳的契約，其內容提到：「立賣陂頭圳水洪澀光、洪媽助等，先年有自己費用用工本，架造陂頭，

在于加老陂頭下。今因嘉應州陳必端兄弟續買得加老圳背番仔田埔，灌溉欠缺水用，當日請得，鄉親鄧寬、陳碩準等相勸

前來，幫得上年併當年陂頭圳水工本銀貳拾員正。」又，據洪敏麟，《洪氏族譜》（南投：洪氏宗親會，1994）所載，洪澀

與洪宗光為兄弟，係性植派下，故推測契約中的洪澀光應為兩兄弟合股，至於洪媽助則可能為洪氏其餘族人的合股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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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說明：圖中紅線係指乾隆 15年定界位置，藍線則係 23年所定的新界址。又，此圖與目前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所藏的〈民番界址圖〉相似，但較該圖更為詳細標註各處人文景觀，應為該圖的底本。 

 

從這張地圖的繪製內容來看，烏溪中游南岸的空間比例，遠高於下游地區的彰化、鹿港等地，顯

見繪圖者有意強調新定番界沿邊的烏溪中游地區。圖中的紅線番界為乾隆 15年（1760）所訂，至乾隆
23年（1758）重新清釐時，雖未更動烏溪南岸一帶的界址，卻仍詳細描繪烏溪南岸的人文景觀，如北
投圳與媽助圳等。就其位置來看，北投圳應係舊圳，媽助圳則為險圳的延伸，圖中特別標示媽助圳，

顯見媽助圳的修築，對於乾隆中葉烏溪南岸水資源的應用影響甚大。 

前述乾隆 37年（1772）北投社與李喬基的契約簽訂後四年，李喬基將土地售予洪員國、洪萍祖，
雙方簽訂的契約正好可以見到媽助圳修築後的影響，其內容如下：  
 

同立永杜賣斷根田厝契人李喬基，同胞姪穆魁、秀華等，公置萬寶莊吳連登四十張犁內埔地二

張，又承買饒彌昭埔地一張，又承買劉朝仕埔地一張，總墾成田。繼又買賴提兄水田一段，上

下相連，土名石頭埔，共丈原田二十一甲五分，每甲全年納大租粟八石正。至乾隆三十二年，

韓縣主奉憲經丈溢田四甲四分六釐零，原溢共田二十五甲九分六釐零，全年共納原溢租粟二百

七石七斗二升。今因乏銀別創，自情愿將此田厝上下兩截對分，抽出下截田厝並魚池杜賣，東

至小水圳，西、南俱至陰溝，北至石埒；四至界址明白。原溢田共計經丈一十三甲，全年共納

原溢租粟一百四石，帶媽耶（助）圳水灌耕，托中引就向與洪員國、洪萍祖官出首同買，三面

議定時值價銀四千大元正。其銀即日憑中交收足訖；其下截田厝、魚池，隨即踏明界址，付與

銀主掌管，永為己業，不敢異言阻擋生端……。 
乾隆四十一年十月	 日。 
批明：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北投社番業主會同公議，愿將此十三甲番大租粟全年一百四石正，

招與洪員國、洪萍祖承買，時值價佛銀四百十六大元，其番大租一切付銀主執掌，永不得異言

生端，批照。 
 

從上述契約內容來看，乾隆 37年李喬基（1772）在石頭埔所持有原溢田面積為 4.46476甲，但四
年後溢田增加為 13甲，租谷也從 35.71808石漲至 104石，漲幅高達 343.44％。這個變化應與媽助圳
有關，故於此份契約中另載明有媽助圳水灌溉。想來，從險圳延伸而來的媽助圳，大幅提高了烏溪南

岸的土地價值，故李喬基所持有 13甲地，可以 4,000元的價格賣給洪員國（和蒼派下）等人。隨後，
洪員國等又以 416元的代價，進一步買斷北投社的番大租，完全掌握這片土地的生產利益，這也意味
著，此時洪姓族人的經濟實力隨著水利建設的擴張，應有大幅的成長。 

 

三、所謂的「分類械鬥」 

險圳、媽助圳等水利建設的完成，使得烏溪中游南岸的發展日漸蓬勃，烏溪中游南岸與周遭地區

的聯繫似乎也更加緊密。從〈清釐臺屬漢番邊界地圖〉來看，烏溪中游南岸的北投社（約今北投里）

為一交通點，往北可經新庄至北岸的萬斗六、霧峰等，往西則經頂茄老、石頭埔等進入彰化縣城，往

南則經下溪州進入萬丹溪流域的南投街等地。由於烏溪中游南岸對外聯繫甚為便利，故乾隆 4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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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2）彰化縣發生以祖籍為分類名義的械鬥案件，烏溪中游南岸也捲入紛爭之中。91 

根據林偉盛的研究可知，這起械鬥案初係乾隆 47年 8月 23日，由於彰化縣莿桐腳三塊厝（約今
彰化市一帶）舉辦謝神，期間有漳籍黃添與泉籍廖老因賭博紛爭而糾眾互鬥。稍後旋引起中部地區漳、

泉籍人士的不安與猜忌，各地頻傳漳、泉雙方爆發的械鬥衝突，官府將其此一事件定調為漳、泉分類

械鬥。92又，根據官員後續的審訊報告可知，同年 8月底，烏溪中游南岸很快便受到這場械鬥的影響，
首先是下茄荖的洪墨等人，擔心此一衝突會波及己莊，故與族人洪定光、洪潤等商議，邀請南投一帶

漳人張大、陳波等共同保庄。隨後，又往大哮山（推測為今草屯山腳里一帶）與武舉許國樑商議，請

求許國樑撥人幫助，但許國樑認為泉人攻莊兇狠，遂令洪墨糾眾先行攻擊泉莊。於是，洪墨、張大等

人於乾隆 47年 9月 5日即攻打半山（約今南投市福興里）等十五處泉莊，三天後又率眾前往內木柵、
大哮山一帶搜山，搜出多名泉籍男女，其中 5 人遭張葉（許國樑工人）殺死，其餘多人遭到殺傷，四
散逃逸。洪墨等人原欲追捕，但許國樑騎馬趕來，以內山有生番出沒，要眾人勿在入山搜捕（見圖三）。
93此後，烏溪中游南岸的衝突因未有更多記載，故目前無從推斷泉人的肆應。 

 

 

圖三  乾隆 47年烏溪中游南岸的械鬥路線 

 

 
                                                
91 林偉盛，〈乾隆四十七年漳泉分類械鬥的個案分析〉，收入《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論文集》（高雄：臺灣史蹟研

究中心，1987），頁 173-193。 
92 林偉盛，〈乾隆四十七年漳泉分類械鬥的個案分析〉，收入《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論文集》（高雄：臺灣史蹟研

究中心，1987），頁 173-193。 
93 〈水師提督黃仕簡奏為辦明彰化漳泉匪民分類效尤糾眾攻庄焚搶殺命拏獲首夥要犯分別究辦恭摺彙總奏結事（乾隆 48
年 4 月 29 日）〉，《宮中檔乾隆朝奏摺》55（台北：故宮博物院，1982），頁 85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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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部地區爆發的械鬥事件，清廷也旋即派大軍來臺鎮壓，乾隆 47年 10月 15日福建水師提督
黃仕簡已帶兵抵臺，以四個多月的時間進行搜捕，並恭請王命旗牌，將參與械鬥者就地正法，總計有

293名。其中，烏溪中游南岸的許國樑、洪墨、陳必、張大等 23人，也在這波行動中遭到處決，且官
府仍持續搜捕洪墨、許國樑的家屬，分別正法、流放，此一械鬥事件始得平息。 

上述有關械鬥事件的記載，若要放在「漳、泉分類」的架構下來想，似乎還有些討論的空間。根

據 20世紀初期的祖籍統計資料來看（下表一），烏溪中游南岸一帶係以漳籍移民為主，特別是 18世紀
中葉以來漳籍移民藉由水利建設的修築，大幅提供土地價值後，對於這一帶的影響力更趨明顯。儘管

如此，這一帶仍有部分聚落以泉籍移民為主，特別是北投舊街、頂溪州、白角厝等處更為明顯。同時，

也有部分聚落出現漳、泉兩籍居民混居情形，如北勢湳等，且漳、泉兩籍似乎並無明顯地理阻隔。 

 

表一  20世紀初烏溪南岸主要聚落各籍人口統計 
庄名 泉州籍 漳州籍 廣東籍 
石頭埔 3 470 0 
頂茄老 0 412 0 
田厝仔 3 247 0 
番仔園 0 484 0 
牛屎崎 35 270 0 
月眉厝 15 1,109 0 
北投埔 0 741 0 
阿法庄 11 147 0 
中庄仔 0 60 0 
頂溪州 200 35 0 
白厝角 110 67 0 
下溪州 62 215 0 
土城 0 139 0 
南埔 0 426 0 
頂崁 7 297 8 
北勢湳 127 120 0 
三層崎 0 39 0 
頂城 0 91 0 
草鞋墩頂庄 63 1,606 12 
草鞋墩下庄 4 493 0 
崎仔頭 0 238 0 
匏仔寮 0 609 0 
隘寮庄 0 215 0 
山腳頂庄 0 380 0 
山腳下庄 0 380 0 
頂南勢 75 6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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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南勢 77 55 0 
新街庄 0 76 0 
北投舊街 152 0 0 
番社內 115 0 0 
崁仔腳 48 155 0 
新庄 25 1,510 7 
合計 1,132 11,151 27 
資料來源：〈臺中縣知事木下周一本島開發ニ關スル縣內調查報告ノ件〉，「臺灣總督府及其附屬機構公

文類纂」，781冊，1901年 3月 29日。 

 

若漳、泉州兩籍素有嫌隙，則在彼此緊鄰居住的情況，或許會因為彰化地區械鬥蔓延的關係，而

讓彼此互相武裝自保，甚至互相攻擊。然而，就上述檔案所記載的衝突行動來看，洪墨等漳州人的武

裝行動，似乎並未與鄰近的泉州人爆發衝突，反而捨近求遠的攻擊更遠的聚落，例如越過貓羅溪的半

山庄，或者越過茄荖山的內木柵（約北勢湳一帶）以及草鞋墩南側的大哮山等。值得注意之處，根據

20世紀初的記錄，上述遭到攻擊的聚落都不是單純的泉州聚落。大哮山（山腳頂、下庄）一帶全為漳
人；北勢湳人口有 51.41％為泉州人（127人），48.53％為漳州人（120人）；更遠的半山庄的人口則有
81.44％為漳州人（759 人），泉州人僅為 4.72％（44 人）。想來，若 20 世紀初的統計資料與 130 年前
的情形相去不遠的話，那麼，洪墨等人的武裝行動，恐怕與祖籍分類械鬥無關。 

 

五、械鬥後的番界清釐 

儘管目前沒有更多的資料可以判斷乾隆 47年械鬥事件的真正原因，但後續烏溪中游南岸卻有一波
新的發展。械鬥案平息後，乾隆 49年 3月間清廷又因北部臺灣的界外邊區爆發墾丁林雲殺斃鄉勇張昂
一案，全面清釐臺灣沿山番界，並將過往的藍線番界界址（乾隆 25年畫定）更往東側移動，重新畫定
紫線番界。此時，烏溪中游南岸的番界也更往東側移動，將原本畫出界外的內木柵、生牛埔、匏仔藔

等地納入新定界內，歸北投社管業、報陞，變動情形如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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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乾隆 49年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 

資料來源：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編），《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臺北：中央研

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年。 
 
對於烏溪中游南岸的變動情形，〈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也有以下記載： 

 
內木柵連小地名生牛埔、匏仔寮等處，現丈社番吳光斗等，田肆拾陸甲貳分伍厘參毫捌絲肆忽。

內，民耕田參甲貳厘玖毫玖絲貳忽，番耕田肆拾參甲貳分貳厘參毫玖絲貳忽；又，園肆百零玖

甲肆分陸厘伍毫玖絲陸忽。內，民耕園伍拾貳甲陸分柒厘參毫柒絲壹忽，番耕園參百伍拾陸甲

柒分玖厘貳毫貳絲伍忽；荒埔壹百柒拾柒甲玖厘捌毫肆絲；石埔伍甲壹分貳厘。該處離生番尚

遠，係屬應墾，以東勢烏溪為界。係北投社番業，原建隘寮壹座，該社番在地守隘，應歸番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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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分別報陞。94 

 

根據上述記載，乾隆 49 年內木柵一帶查出有北投社番吳光斗等人的墾田，其中，列為田的共有
46.25384甲，由漢人管耕的為 3.2992甲，由熟番管耕的為 43.22392甲；列為園的有 409.46596甲，由
漢人管耕的為 52.67371甲，由熟番管耕的為 356.79225甲；其餘尚有荒埔 177.984甲與石埔 5.12甲，
這部份暫未有明確的管耕者。總計此處畫入界內的各類土地合計有 638.82353甲。 

就當時彰化縣的清釐情形來看，彰化縣查出的界外田共有 844.17882 甲，園共有 1284.22219 甲，
故烏溪中游南岸查出的界外田僅佔彰化縣總額的 5.48％，園則佔高達 31.88％，同時是彰化縣 18 處清
查區域中，園地面積最廣的，顯見內木柵一帶的園地頗具規模。這也意味著，內木柵雖是一個已有

638.82353甲可墾地的區域，但其水田化仍尚未展開，故多為旱田。 

內木柵一帶即北勢湳、隘寮、匏仔寮等地，約今草屯鎮的富寮、北勢、中原、南埔里，也是乾隆

47 年洪墨率人搜山之處。儘管乾隆 49 年以前這一帶尚屬界外，但北投社熟番可能早已利用守隘為名
進行開墾，故洪墨實際上並非進入人煙罕至的山區，而是進入等高線約 200 公尺的新興開墾區域進行
清鄉。95有一份乾隆 47年 10月有關內木柵中埔（約今南埔里）的契約值得注意： 

 
仝立瞨永耕字。北投社番余思成、余連仔，有承番婦大目斗埔園壹段，土名坐在內木柵中埔，

東至崁，西至賞仔園界，南至板龍園界，北至憨眉園界，四至界址明白。今因乏銀費用，欲將

此園出瞨，盡問番親人等不能承受，外托中送就與北投街泉利黃記觀，身£瞨出佛銀拾貳大員

正，銀即仝中交收足訖，其園踏付銀主前管耕收租，不敢阻當異言等情。96 

 

這份契約寫於洪墨前往內木柵搜山後一個月，時間點非常特別，且契約中特別註明係北投街「泉

利」（應指北投舊街），很可能是指泉藉人士的商號，讀起來頗有泉藉人士在事件後刻意重新確立土地

權益的味道。 

由於洪墨的家族在械鬥前即為媽助圳的修築者，而內木柵恰好正是亟待水田化的區域，所以或許

可以這麼推想，善於建造水利建設的洪墨等人，在械鬥前即已有意投入內木柵等地的水田化。從這點

來看，洪墨特別展開搜山的原因，恐非這裡有泉籍人士，畢竟距離下茄荖更近的北投舊街等處，才是

泉籍人士的大本營。乾隆 47年洪墨率眾進入內木柵一帶，與其說是針對泉籍人士展開的攻擊行動，倒
不如視為前往內木柵競爭土地開墾的過程。 

 

五、械鬥後的「陳府將軍廟」 

洪墨的武裝行動，很可能對漳藉人士進入內木柵地區很有幫助。在今日南埔里有一香火鼎盛的「陳

                                                
94 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編），《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

頁 142。 
95 乾隆中葉北投社同時利用守隘開墾的界外埔地，尚有大哮山一帶，參見〈乾隆 36 年北投社番業主葛宗保立給墾成歸管

契〉，收入《草屯地區古文書專輯》（南投：省文獻會，1999），頁 108。 
96 〈乾隆 47 年北投社番余思成等仝立瞨永耕字〉，收入《草屯地區古文書專輯》（南投：省文獻會，1999），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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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將軍廟」（台 14線旁），其碑文說明主祀神為開漳聖王陳元光，廟宇的對面更有一尊高大的開漳聖王
塑像。不過，這個陳府將軍是否等於陳元光，仍值得存疑，因為根據林美容的調查所述，該廟原祀陳

墨章，後因宗教登記無法使用陳墨章，故改以陳元光作為登記。971960 年代劉枝萬前往調查時，則採
集到有關陳墨章的傳說，其內容如下： 

 

陳墨章係清乾隆年間員林人氏，遷居南埔，適逢飢荒，民不聊生，乃發私倉存糧，並首倡向殷

戶募款，賑恤飢民，不遺餘力，受惠者數千人，遂為某巨富誣告於官，謂其聚眾勒索，橫行鄉

曲，被擒烤打，又不肯納賄，未曾稍屈，竟被處斬棄市；事後，乾隆五十年左右鄉民追慕其德，

推崇為陳府將軍，建祠於南埔庄附近之隘寮溪畔。98 

 

若將這段有關陳墨章的描述，與乾隆 47年的械鬥案相連結的話，可以注意到械鬥案爆發後，漳籍
人士係由「洪墨」邀集「陳必」、「張大」共同保庄，若由此來猜想，陳墨章很可能便是祭祀洪墨、陳

必與張大這三位集團領導者。再往下推想，乾隆 47年的這場械鬥，表面上或許有漳、泉分類的情形，
但實際上的影響卻是讓漳籍人士打開進入內木柵一帶的契機，稍後洪家即聚居於匏仔寮與北勢湳。基

於這個原因，進入內木柵的漳籍人士便於番界重定，此處納入可合法開墾範圍後，特別建廟祭祀稍早

慘遭就地正法，卻有功於漳籍人士的洪墨等人， 

那麼，為什麼今日祭祀對象與傳說皆僅剩單一神明？這個問題恐怕跟「陳府將軍廟」的發展有關。

據劉枝萬的研究，此廟約於光緒 15 年（1889）因洪水爆發沖毀後便乏人修復、任其荒蕪。隔了近 20
年後，新庄一帶始有一位醫生許萬乞，因受到陳墨章託夢欲其修復廟宇，始出面號召庄民於今址重建

一小廟。也就是說，建立於 18世紀末的「陳府將軍廟」，百年後即已消失，直到 20世紀初期才以「陳
墨章」的形象重新再現。 

筆者也懷疑，19世紀末「陳府將軍廟」的一度消失，可能與戴潮春事件有關。目前祭祀「陳府將
軍廟」的南埔里居民多為李姓，但就《草屯鎮志》所採集到的傳說顯示，洪姓與李姓在這一帶屢有衝

突，彼此甚至築堤為界，互不往來。99同時，《草屯鎮志》也提到今日中原里永和宮（由李姓族人所建）

有一匾額「功成看頂」，係戴潮春事件後為官府感念李家協助攻下崁頂，助官軍順利擊敗北勢湳洪欉集

團。換言之，戴潮春事件很可能使得內木柵一帶的地方勢力重新洗牌，洪家退出了今日南埔里一帶，

故原本可能由洪家主導的「陳府將軍廟」也於 19 世紀末煙消雲散。到了 20 世紀「陳府將軍廟」再次
建立時，此地已為李姓族人聚居之地，陳墨章的傳說也被重新建構，最後化為開漳聖王陳元光。 

 

                                                
97 林美容，〈從祭祀圈來看草屯的地方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2（1986），頁 93-94。 
98 劉枝萬，《南投縣風俗志宗教篇稿》（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1961），頁 156-157。 
99 洪敏麟，《草屯鎮志》，頁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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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1960年代的陳府將軍廟 
資料來源：劉枝萬，《南投縣風俗志宗教篇稿》，南投：南投縣文獻委員會，1961年，頁 21。 
 
 

六、地價變化 

 

一份乾隆 41年（1772）的買賣契約中，意外的揭露烏溪流域高漲的地價，其內容如下：  
 

同立永杜賣斷根田厝契人李喬基……至乾隆三十二年，韓縣主奉憲經丈溢田四甲四分六釐零，
原溢共田二十五甲九分六釐零，全年共納原溢租粟二百七石七斗二升。今因乏銀別創，自情愿

將此田厝上下兩截對分，抽出下截田厝並魚池杜賣……原溢田共計經丈一十三甲，全年共納原
溢租粟一百四石，帶媽耶（助）圳水灌耕，托中引就向與洪員國、洪萍祖官出首同買，三面議

定時值價銀四千大元正。 
乾隆四十一年十月	 日。100 

 

從上述契約內容來看，李喬基（林爽文事件義民）將所持有的 25.906甲水田分成二塊，其中一塊
面積為 11甲的水田，每年需納租 104石（平均每甲 8石），以 4,000元的價格賣給洪員國，平均每甲地
價 307.69元。這個地價在當時的臺灣來說，可說是非常昂貴的。那麼，在稍早的研究中，從其他契約
的整理可知，李喬基的土地價格得以高漲，實與媽助圳的修築有關，換言之，水利建設帶動了烏溪流

域的地價上漲。 
 
                                                
100 〈乾隆 4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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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圳興修與地價上漲：險圳、媽助圳 
乾隆 17年草鞋墩（烏溪中游南岸）每甲水田約 78.66元（與全台地價相近）  
乾隆 27年舊社口（烏溪下游北岸）每甲水田約 193.88元  
乾隆 29年舊社口（烏溪下游北岸）每甲水田約 232.76元（2年漲了 20%）  
乾隆 35年柳樹湳（烏溪中游北岸）每甲水田約 202.4元 
乾隆 35年下溪洲（烏溪中游南岸）每甲園約 83.3元 
乾隆 37年鴨母寮（烏溪下游北岸）每甲水田約 166元 
乾隆 38年大埔洋（烏溪中游南岸）每甲水田約 187.5元 
乾隆 40年下溪洲（烏溪中游南岸）每甲園約 100元 
乾隆 41年下茄荖（烏溪中游南岸）每甲水田約 307.69元（地價的波段高峰） 
乾隆 45年下溪洲（烏溪中游南岸）每甲園約 84.66元 
乾隆 50年大埔洋（烏溪中游南岸）每甲水田約 187.5元 
 
（二）械鬥、民變之後的抄封與上漲 
嘉慶 10年烏日（烏溪下游北岸）每甲水田約 324.86元 
嘉慶 12年大埔洋（烏溪中游南岸）每甲水田約 620元（抄封以後南岸的暴漲） 
嘉慶 18年大埔洋（烏溪中游南岸）每甲水田約 562.5元 
道光 5年大埔洋（烏溪中游南岸）每甲水田約 478.57元 
道光 6年大埔洋（烏溪中游南岸）每甲水田約 550.4元 
道光 29年大埔洋（烏溪中游南岸）每甲水田約 525元 
咸豐 11年大埔洋（烏溪中游南岸）每甲水田約 175.71元 
咸豐 11年大埔洋（烏溪中游南岸）每甲水田約 234.04元 
同治 5年大埔洋（烏溪中游南岸）每甲水田約 250元 
光緒 5年大埔洋（烏溪中游南岸）每甲水田約 122.38元 
光緒 5年大埔洋（烏溪中游南岸）每甲水田約 266.66元 
光緒 7年大埔洋（烏溪中游南岸）每甲水田約 333.33元 
光緒 13年大埔洋（烏溪中游南岸）每甲水田約 266.66元 
光緒 14年大埔洋（烏溪中游南岸）每甲水田約 500元 
明治 33年大埔洋（烏溪中游南岸）每甲水田約 426.99元 
明治 35年大埔洋（烏溪中游南岸）每甲水田約 266.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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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本研究重新發掘18世紀晚期中部烏溪流域的社會變化，此係18世紀晚期以來社
會動亂的前兆，
對於理解18-19世紀的社會動亂有其貢獻。後續，將進一步討論社會動亂以後
的變局，觀察清代臺灣的商貿與不同方言群的人群關係。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