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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岸裡社的土地開發與漢化遷移 

 

一、岸裡社助官平亂與潘氏家族康熙年間的崛起 

岸裡大社為中部最活躍的一族，因為屢次協助清政府有功，清政府不斷賞

賜，故岸裡社成為管理岸裡社群、撲仔籬社群、阿里史社群及烏牛欄社群的領導

社群。而論到岸裡社則不可不提潘氏家族。潘氏家族跟岸裡社的整體發展有著密

切的關係。 

潘氏家族的興起可溯源到 1699 年（清康熙三十八年），當時台灣北路發生

吞霄社（今通宵境內）抗官事件，清政府一直未能平復，乃邀集潘家始祖阿莫率

領岸裡社「生番」協助清政府平定「吞霄社之亂」，此為岸裡社及潘家開始受到

清政府的重視之始。1715 年（康熙五十四年），岸裡諸社歸化清政府，清政府並

依功授命阿莫為岸裡社總土官（即總頭目），粵籍漢人張達京擔任首任通事。1721

年（康熙六十年），中台灣發生「朱一貴抗清之亂」，清政府再次請岸裡社出兵協

助平亂，當時岸裡社阿莫之子阿藍因平亂有功，成為岸裡社第二任總土官，從此

潘家在岸裡社的統治地位逐漸鞏固。 

    1731 年（雍正九年），爆發「大甲西社之亂」，阿藍之子敦仔協助清政府平

亂，受皇帝召見，任命為岸裡社第三任總土官。1758 年（乾隆二十三年）賜姓

潘。1761 年（乾隆二十六年）漢人通事張達京卸任，清政府隨即命潘敦仔為通

事，這樣的例子在通事多由漢人擔任情形下是相當罕見的。91 

 

（一）建功與歸化 

1、1624-1699 從「生番」到「熟番」 

岸裡社最早出現在史料文獻中是在周鐘瑄的《諸羅縣志》，其中記載：「1699

年，康熙三十八年春二月，吞宵土官卓个-卓霧-亞生作亂。……八月，署北路參

                                                 
91 洪麗完，《台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裡大社之研究》，台北：稻鄉出版社，1997 年，頁

3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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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常太以岸裏番擊吞宵，擒卓个-卓霧-亞生以歸，俱斬於市。」92 

「吞霄社之亂」發生在 1699 年（康熙三十八年）。其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

是 當 時 居 住 在 台 灣 中 部 Quataong 區 的 吞 霄 社 土 官 卓 个 - 卓 霧 - 亞 生

（Tok-e-tobu-Aseng），他不滿漢人通事黃申徵派無度，又規定生番必須先納錢才

能出草捕鹿，因而率領吞霄社族人將黃申及其同夥十多名漢人殺害，造成番變。

清政府對此事件不但派人前往爭討，也調動了南部西拉雅族的新港、蕭壠、麻豆、

目加溜灣四社番前往協助，然四社番死傷慘重，仍然無法有效制服叛亂的社番。

有人獻計北路參將常太言：「岸裡社番穿林菁澗谷如飛，擒个、霧非此不可」，
93乃

遣派翻譯邀請岸裡社助官平亂，此役最後得到岸裡社生番從後山包抄，才得以平

亂。而此事件也開啟了當初還是生番的岸裡社與清政府間的接觸。 

岸裡社群在尚未歸化前，即接受清朝官吏以「糖、煙、銀、布」等禮物做為

酬勞，協助清政府攻打吞宵社（今通宵），並捕獲其土官卓介-卓霧-亞生。當時

領導岸裡社隨軍協助清政府平定「吞霄社之亂」的就是岸裡社土目「阿莫」，因

此功蹟，阿莫也於 1715 年（康熙五十四年）十一月一日，由諸羅知縣周中瑄頒

給信牌，特命其為岸裡社第一代總土官。據閩浙總督覺羅滿保上題報生番歸化疏

1716 年（康熙五十五年）言： 

………自入版圖以來，所有鳳山縣之熟番力力等十二社、諸羅縣之熟番

蕭壠等三十四社數十餘年仰邀聖澤，俱各民安物阜，俗易風移。其餘南、北

兩路生番，自古僻處山谷，聲教未通；近見內附熟番，賦薄徭輕、飽食暖衣，

優游聖、世，耕醫自安，各社生番亦莫不歡欣鼓舞，院附編氓。今據臺灣鎮

道詳報：「南路生番山猪毛等十社土官匝目等共四百四十六戶、男婦老幼計

共一千三百八十五名口，北路生番岸裡社等五社土官阿穆等共四百二十二

戶、男婦老幼計共三千三百六十八名口，俱各傾心向化，願同熟番一體內附」

等由，冊報前來。…………94 

另，《諸羅縣志》卷六，賦役志，餉稅部分記載： 

                                                 
92 周鍾瑄，《諸羅縣志》〈卷十二雜記志․災詳〉，台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台北：台灣銀行經濟

研究室，1962 年，頁 279。 
93 同上註。 
94 周鍾瑄，《諸羅縣志》〈卷十二藝文志․題報生番歸化疏〉，台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台北：台

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2 年，頁 25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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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五十四年，新附生番五社： 

岸裡社、掃栜社、烏牛欄社、阿里史社、撲仔籬社年共納鹿皮五十張，

折徵銀一十二兩。
95 

由此可知在吞霄社事件之後，岸裡社便於 1715 年（康熙五十四年）領掃栜

社、烏牛欄社、阿里史社、撲仔籬社等社一同歸附清政府，正式從所謂的「生番」

歸化成為「熟番」，並開始繳納鹿皮以為番餉。 

 

2、1700-1895 從「熟番」到「官番」 

吞霄社事件，開啟了岸裡社與清政府合作的先端。自 1715 年（康熙五十四

年）岸裡社率眾社歸附清政府，直至乾隆五十三年林爽文叛亂事件結束為止，舉

凡地方官員遇到中部地區發生任何重大民變或番害事件，清政府都會透過岸裡社

徵召社番前往支援平亂。也因為一連串協助平亂有功，岸裡社番不斷獲得清政府

賞賜土地，因而不斷的擴張領土，其身份也從歸附清政府的「熟番」轉變為協助

清政府平亂的「官番」。 

1721 年（康熙六十年），由於當時台灣知府王珍，無實心任事，藉由特權，

苛斂剝削，以致於民怨叢生，爆發了朱一貴率領在臺漳、泉兩籍百姓，發起臺灣

漢人首次反抗清政府事件。此役岸裡社總土官阿莫率領其子阿藍及社眾防守大肚

河岸，協助官方防止南部民變渡河蔓延至中北部，岸裡社因此役而受到褒舉，阿

藍也因為效勞有功，繼任二代總土官之職。受到此事件影響，水沙連社與哈里難

社乘清政府忙於平定朱一貴亂事，無暇顧及內山的紛擾，便乘亂殺通事叛變，拒

繳番餉。到了 1725 年（雍正三年），又由於水沙連思麻丹社（康熙三十二年歸

化，位於今日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潭一帶）與漢佃互相兇殺，並土目骨宗率帶社番

出草，殺害越界開墾的漢佃與駐防汛兵，影響中部地區包括樸仔籬社、貓霧栜社、

半線社、大武郡社、柴里社和埔里等地治安。1726 年（雍正四年），巡臺御史

索琳協同兵備道吳昌祚並岸裡社人前往徵剿，經過一年征戰，水沙連社寡不敵

                                                 
95 周鍾瑄，《諸羅縣志》〈卷六賦役志․餉稅〉，台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台北：台灣銀行經濟研

究室，1962 年，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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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後率領鄰近二十五社歸化清政府。96 

1731-1732 年（雍正九～十年）爆發「大甲西社之亂」，此亂幾乎動員了所有

的中部平埔族群，是一場規模相當龐大的戰爭。
97其發生的原因來自於清政府官

員同知張弘章意欲建造衙門，而對大甲西社平埔族群的任意使役，要求社民男婦

做工，並差遣社民上山砍伐林木，若社民不肯通事就拿藤條鞭打，導致社民勞役

過重；而官吏又縱容衙役、士兵騷擾部落、欺負婦女。以此種種事端，造成同屬

平埔社群的撲仔籬社與阿里史社同聲加入反抗陣營，燒殺衙門及附近漢民聚落。

在此役中張達京與岸裡社番分路追擊，直搗巢穴，平定亂事。雍正皇帝鑑於岸裡

社阿莫之孫敦仔與張達京協助官兵有功，賜張達京七品京官銜，並欽頒御衣一

襲，在戰亂過後，撲仔籬社與阿里史社被清政府交與岸裡社兼管，而岸裡社也接

收了剿社番遺留下來的大片埔地鹿場，使他們取代了傳統「大肚番王」的領袖地

位，
98土地地權範圍亦由原本的舊社地區擴展到台中盆地南方廣大平原地區（參

圖五）。岸裡社因著其軍功與官方良好的合作關係，清代以來便成為中部地區大

甲溪南北勢力最大的社群，其不僅僅受到清政府的重視，資產也是最豐富的，轉

眼即成為管理岸裡社群、撲仔籬社群、阿里史社群、烏牛欄社群的領導部落。99 

                                                 
96 陳秋坤，《清代台灣土著地權---官僚、漢佃與岸裡社人的土地變遷 1700-1895》，台北：中研院

近史所，1994，頁 44。 
97 參與此次叛亂的社群包括：拍瀑拉族的大肚、沙轆、牛罵等社，巴宰族的阿里史、樸仔籬社、

南大肚、水裡和大安溪以北崩山八社（貓閣、雙寮、房裡、苑裡、吞霄等社）共約兩千多名社眾。 
98 在荷蘭人來到台灣之前，台灣中部地區有不少的原住民部落，而其中有一個社群聯盟體系，

由一位名叫 Ouata Ong 的頭目所統領，即現今學者所稱的「大肚番王」。根據學者翁佳音的研究

指出，Ouata Ong 所統領的範圍主要在大肚溪上中下游流域，在 1664 年以前他們仍然維持半獨立

的型態，無論是荷蘭或是漢人都無法自由出入。翁佳音，〈被遺忘的台灣原住民史：Quata（大肚

番王）初考〉，《台灣風物》第 42 卷，第 4 期。 
99 陳秋坤，《清代台灣土著地權---官僚、漢佃與岸裡社人的土地變遷 1700-1895》，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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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 

※  資料來源：陳秋坤，《清代台灣土著地權---官僚、漢佃與岸裡社人的土地變遷

1700-1895》，頁 84。 

1786-1790 年（乾隆五十一年）中部地區發生林爽文之亂。岸裡社在林爽文

之亂中，首當其衝。乾隆五十二年，岸裡社潘明慈除了奉命自費組織一千兩百名

「守土隨軍」殺退攻擾之林爽文軍隊之外，也前往中部內山告知生番頭目，懸立

重賞，防止亂民潛入內山。林爽文之亂平定後，清政府在剿撫大臣福康安的奏議

下，以岸裡社、茄藤社、霄裡社等社眾殺賊有功，將近山界外約八千八百多甲埔

地，撥為養贍屯田，於全台九十三社熟番部落徵選四千多名屯丁，分十二屯駐守

南北兩路近山隘口，並命潘明慈擔任北路「千總」，管理大甲溪以北三千多名屯

丁。
100

從以上事件可以看出岸裡社在清朝中葉，一直是中部社番中最活躍的一族。 

                                                 
100 陳秋坤，《清代台灣土著地權---官僚、漢佃與岸裡社人的土地變遷 1700-1895》，頁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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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賜姓、賜土與封賞 

1、賜姓 

乾隆二十三年（1758 年），平埔番已經歸化為熟番許久，乾隆皇為一視同

仁，對平埔族亦令其蓄髮結辮如漢人一般，同時賜姓如一般的平民。於是賜號審

姓，然漢人並無審姓，又因熟番有米、有田，故改號潘姓。據吳子光《一肚皮集》

言： 

「今熟番皆昔生番，因歸化後故名，然猶守其土風，雖久遠弗變。其族

本無姓，近亦臆造姓氏，若漢人然；相傳土番未得姓時，有黠者，欲用夏變

夷，而未得其方。漢人紿之曰：姓未得討好也。唯潘有水、有米、有田，姓

莫如潘宜，番大喜。」
101 

於是岸裡社住民因而改姓漢姓。其名有分男、女且採取父子連名制，男性名

如：敦仔（松柏）、阿打歪（楠仔）、孝里希（臺灣松）、打比厘（古人名）；

女性名如：烏肉（悔悟）、六下（楓）等名號。102加以其名又必須附在其父之名，

如其父為「敦仔」則其子名應取為「阿打歪敦仔」，其孫則為「打比厘阿打歪」。

同時除了原有的名字另有漢名，如：潘明慈、潘永安等，又將原有的名字冠上漢

姓「潘」，如「潘阿打歪敦仔」等，使得名字多達有七、八個字，亦成為早期番

社姓名的特殊景象。 

 

2、賜土 

在吞霄社事件之後，岸裡社便於 1715 年（康熙五十四年）領掃栜社、烏牛

欄社、阿里史社、撲仔籬社等社一同歸附清政府，正式從所謂的「生番」歸化成

為「熟番」，並開始繳納鹿皮以為番餉。阿莫也於 1715 年（康熙五十四年）十

一月一日，由諸羅知縣周中瑄頒給信牌，命其為岸裡社第一代總土官。 

隔年，1716 年（康熙五十五年）十一月九日，阿莫向清政府請墾貓霧栜之

野獲准，並得到開墾信牌（參圖六）。諸羅知縣周中瑄曉諭：將東至大山，西至

                                                 
101 吳子光，〈一肚皮集․卷十八․番族〉，《中縣文獻 2》，台中縣：台中縣政府，頁 178~179。 
102 巴宰族人名意義可參閱，賴貫一、程士毅，《阿霧安人的話語和腳蹤》，頁 23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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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轆地界大山，南至大姑婆，北至大溪，東南至阿里史，西南至栜加頭地一帶草

地給岸裡社番阿莫等拓墾。為此官府出示的曉諭，除了明示各社界線之外，亦嚴

格執行令其遵照准限管耕，不得越界侵墾為亂。其下為曉諭原文： 

諸羅縣正堂、加一級記錄四次周，為食宿無地，籲天垂憐，恩賞片土，

以恤番命事。據岸裡五社土番阿穆大眉、帶烟居乃等具稟前事，詞稱：竊穆

等原屬化外，耳目皆無見聞，茹泉食菓，不異飛禽走獸。幸逢老爺德澤廣被，

招徠撫綏，設通事傳澤，教導飲食起居，習尚禮義倫理。穆等深沐化成，傾

心側照例輸餉，是前為化外異類，今則為咸世王民矣。然禮義倫理雖未為盡

職，而飲食起居實所諳曉，獨是原居深山窮谷，衣食無資，雖為歸化之民，

弗得土地，而起居寢食終屬不安。因查山外有一帶曠野平原，東至大山，西

至沙崙界大山，南至大山大溪，東南至□□□□□；西南至栜加頭地。兇番

時常出沒殺人，漢人皆不敢到。穆等思給地開墾耕種，上完國課，下資口食，

並兇番出入，但未蒙仁憲賞賜，不敢擅自開闢，理合稟請恩准，批賞穆等五

社番黎前去耕鑿飲食起居，則頂載鴻慈而不朽矣，等因前來。據此，除將校

標□□□□婆等處曠野平原，准穆等前去開闢外，合就出示曉諭。為此，示

仰沙轆、大肚各社通事人等知悉，即便遵照。茲得以阿穆等五社土番雖愚不

諳王化，不得盤踞抽取租稅；阿穆等亦宜遵照制限管耕，不得越界開墾，以

滋爭端，干譴未便。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103 

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  日給。    發岸裡社掛曉諭

                                                 
103《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台灣文獻叢刊第 152 種，台北：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3 年，頁

767~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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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 資料來源：陳炎正，《台中縣岸裡社開發史》，豐原：台中縣立文化中心，1986，頁 19。 

此舉除了因感岸裡社番為清廷立下的汗馬功勞所賜予的封賞外，清政府亦期

盼藉由岸裡社番對此地區的拓墾，以改善、防衛內山生番出草殺人、滋擾人民安

全。由此可知此地的所有權與耕墾權已為岸裡社人所有。至此，岸裡社也取代了

荷蘭時期、明鄭時期在台灣中部以 Ouata Ong（大肚番王）為首的社群聯盟體系，

搖身一變成為中部地區第一個大社群。
104 

1732 年（雍正十年）大甲西社亂平之後，岸裡社接收了剿社番遺留下來的

                                                 
104 參前注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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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片埔地鹿場，105准賜彰屬栜東保（今大甲溪葫蘆墩圳流域所屬地區）未墾山埔，

繪圖詳報，並且劃定界址，東至樸泰山（今豐原公老坪山），西至阿河巴橫崗（大

肚山），南至大姑婆（今西屯），西南至栜加頭地（今水堀頭），東南至阿里史

（今潭子），北至大溪（大安溪），立戶「潘大由仁」給岸裡社番拓墾自耕自食，

豁免課賦，以資足糧養家。
106這一塊於 1716 年（康熙五十五年）就已經由諸羅縣

令准許岸裡社番開墾，卻一直有爭議的「貓霧栜之野」，就此成為岸裡社的資產。

此次戰役，在土官敦仔與通事張達京的領導下，除了為清政府解決一件擾人事情

外，岸裡社也藉機消滅了長期與之對抗的敵對部落（大肚、大甲地區之社番），

而參加此次大甲西社番亂的同族社人阿里史社、樸仔籬社，也因而被納入「岸裡

社」體系，歸通事張達京管轄（1715-1731 擔任通事，1732-1758 擔任總通事）。 

「五年一小反，十年一大反」是早期台灣開墾時期的寫照。於 1699 年（康

熙三十八年），岸裡社人參與吞霄社平亂以後，舉凡台灣島內有所動亂，岸裡社

即為清廷派遣前往平亂，以下就表列方式將岸裡社助官平亂，以及其清廷對其之

封賞做一簡表說明。 

(表三)岸裡社助官平亂表 

年   代 事   件 經  過 影 響 / 封 賞 

康熙三十八年

(1699 年) 

吞霄社事件 西拉雅四社番制亂無功，

岸裡社生番從後山包抄，

才得以平亂。 

開啟岸裡社番與清政府間的接

觸。 

康熙五十五年

(1716 年) 

  獲賜貓霧栜之野，（東至大山，

西至沙轆地界大山，南至大姑

婆，北至大溪，東南至阿里史，

西南至栜加頭地一帶草地。 

康 熙 六 十 年

(1721 年) 

朱一貴事件 土官阿莫率領其子阿藍及

社眾防守大肚河岸，防止

南部民變蔓延至中北部。

蒙賞六品功職八奏在案。 

雍正九年(1731

年) 

大甲西社事

件 

大甲西社林大武厘、牛

罵、沙轆等共謀抗官，敦

仔、張達京與岸裡社人分

路追擊，直搗巢穴，平定

准賜彰屬栜東保未墾山埔，繪

圖詳報，並且劃定界址，東至

樸泰山，西至阿河巴橫崗，南

至大姑婆，西南至栜加頭地，

                                                 
105 「蒙提督憲王（郡）題奏有功，將岸裡四圍草地劃定界線恩賞岸番」，參〈台灣中部地方文獻

（一）〉，《台灣文獻》第 34 卷，第 1 期，頁 100。 
106 陳炎正，《台中縣岸裡社開發史》，豐原：台中縣立文化中心，1988，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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亂事。 東南至阿里史，北至大溪，立

戶「潘大由仁」給岸裡社番拓

墾自耕自食，豁免課賦。 

雍正帝嘉其功，各賜御衣一

襲，並加封張氏為守府千總及

七品京官銜。 

雍 正 十 二 年

(1734 年) 

  張達京、敦仔赴省城，叩祝萬

壽，知禮樂教化萬國衣冠。 

乾隆二年(1737

年) 

加志閣社不

馴 

敦仔帶社番隨軍搜山擒捕

歸誠。 

 

乾隆五年(1740

年) 

  巡臺御史楊二酉思敦仔匾額

「忠勇可嘉」（參圖七）。 

乾隆七年(1742

年) 

南北投王永

興謀叛 

敦仔率社番隨軍征剿。  

乾 隆 十 八 年

(1753 年) 

柳樹楠兵民

事件 

生番焚殺柳樹楠汛防兵

民，潛聚不散，岸裡社民、

通事張達京稟請自備行

糧，入山剿散。 

 

乾隆二十三年

(1758 年) 

  賜姓「潘」。 

乾隆二十七年

(1762 年) 

  彰化知縣陶紹景，賜太學生潘

士興「恭順可嘉」匾。 

乾隆三十二年

(1767 年) 

  台澎兵備蔣允熹賜匾「應才應

選」及一等功，並追賞敦仔「清

時偉績」匾（參圖八）；北路

理番張所受亦追賞「績著從戎」

匾。 

乾隆三十五年

(1770 年) 

  乾隆帝召見敦仔，授「大由仁」

名，並賜朝珠、水晶瓶、玉碗、

瑪瑙等珍品。北路理番同知張

所受賜「率類知方」匾。 

乾隆五十一年

(1786 年) 

林爽文事件 岸裡大社潘士興、潘明慈

統帥，自捐糧食，組織 1200

名「守土隨軍」，殺退攻

擾之林爽文軍隊。 

 

乾隆五十三年

(1788 年) 

  福建巡撫徐嗣，獎給義民潘士

興六品頂戴之劉子。 

※ 資料來源：洪麗完，《台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裡大社之研究》，台北：稻鄉出版社，1997，

頁 30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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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七） 

※ 資料來源：陳炎正，《台中縣岸裡社開發史》，豐原：台中縣立文化中心，1986。 

 

 

 

 （圖八） 

※ 資料來源：陳炎正，《台中縣岸裡社開發史》，豐原：台中縣立文化中心，1986，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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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張達京與岸裡社對台中盆地的開發 

康熙年間，臺灣中部仍屬未開發地域，雜草叢生的大片原野。清政府領台以

後，始有漢人移居入墾。此地區在漢人入墾以前主要為岸里社群的居住地，其後

岸裡社人陸陸續續歸化清政府，台中盆地也在番漢間，以「割地換水」的方式下

逐漸被開墾完畢。
107而岸裡番社與清政府之間的密切合作關係，亦是此地區開發

史上的一大特色。 

    張達京，字振萬，號東齋，原籍廣東大埔縣人。生於 1690 年（康熙二十九

年），卒於 1773 年（乾隆三十八年），享年八十四歲。1711 年（康熙五十年），

張達京隻身來台，其來台初期活動於半線（今彰化）快官一帶，經營農具業（早

期拓墾荒地亟需各樣農具，如鑿牛車、製犁耙、犁頭、、、、、、等），後自半

線進入番社腳（南屯），轉至大甲溪北岸與岸裡舊社交易買賣，因而與土官阿莫

熟識。1711 年（康熙五十年）社人飽受瘟疫的侵襲，許多族人因此死亡，在此

事件中張達京因熟練中醫，他以草藥為族人治病，獲得康復之族人眾多，在族人

感謝之餘，土官阿莫賜以女兒為妻，張達京因而成為俗稱的「番仔駙馬」。 

1715 年（康熙五十四年），岸裡諸社歸化清政府，當時番漢紛爭時有所聞，

清政府急需能夠協調兩族問題「熟諳番情，精通番語」的人才，遂舉張達京為岸

裡社第一任通事，並依功授命阿莫為岸裡社總土官（即總頭目）。張達京不但是

清政府所任命的官方通事，又是岸裡社頭目的駙馬，在這雙重加冕下他很快地成

為岸裡九社的重要人物。1723 年（雍正三年），張達京被任命為岸裡九社中之

五社總通事，任期自 1723 年（雍正三年）至 1758 年（乾隆二十三年）。 108 

                                                 
107 台中盆地包括：今神岡、豐原、大雅、潭子、臺中等鄉鎮市；南屯、西屯、北屯以及大里、

烏日、太平等鄉之一部分。 
108 「通事」是一種官差，在台灣開發史上扮演極重要的角色。相當於今日的翻譯官和村里幹事。

執行職務的對象則是與漢人語言、風俗完全不同的平埔族人。古代行政、司法、稅務不分，通事

就身兼數職，成為村里幹事、翻譯官，管區警察、稅務人員的混合體，因此通事功能無遠弗屆，

職位雖低，卻是管盡地方重要事物的肥差，諸如：承理番社納餉、從事番社貿易、供應社番日用

品、派令勞務、徵調勞役、嚴禁漢人越界墾地、嚴禁漢人私買番地…等等攸關漢番的民生交往，

政令宣導，政務執行，幾乎無所不包。引自 http://www.scjh.tcc.edu.tw/datu/c2-2-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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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九） 

※  資料來源：陳秋坤，《清代台灣土著地權---官僚、漢佃與岸裡社人的土地變遷

1700-1895》，頁 51。 

雍正九、十年（1731-1732 年）爆發「大甲西社之亂」，在此役中張達京採用

「以夷制夷」的方式，說服岸裡社群總頭目協助清政府平定各社生番亂，其與岸

裡社土官敦仔、社番分路追擊，直搗巢穴，平定亂事。雍正皇帝鑑於岸裡社阿莫

之孫敦仔與張達京協助官兵有功，賜張達京七品京官銜，並欽頒御衣一襲，准賜

彰屬栜東保未墾山埔，繪圖詳報，並且劃定界址，給岸裡社番拓墾自耕自食，豁

免課賦，以資足糧養家。雍正十一年（1733 年），張達京與總土官敦仔合辦從清

政府取得的廣闊草原開墾契約成立後；
109張隨即召集鄉里兩兄弟（達朝、達標）

及鄉人渡海來台，亦募集工人及岸裡社社眾合力開鑿埤圳。同年，更邀集六館業

戶合資開墾築「上埤」圳。 

張達京在進入台中平原後，即發覺台中平原腹地廣闊卻雜草叢生，荒蕪閒

置，非常可惜，又認為岸裡社番大都以狩獵為生，缺乏經濟觀念，張達京遂在任

通事期間，即負起教導社番「飲食起居，習尚禮義倫理」的責任，並教社番耕作，

於此同時亦興修水利，以其特殊身份廣置田產，招佃開墾。1716 年（康熙五十

五年）土官阿莫請墾栗埔、大姑婆等地（貓霧栜之野，大肚山以東今台中縣、市

                                                 
109 即割地換水契約：有關水利和土地產權交易的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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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獲准，當時主要是將楓樹林砍除，改種蕃薯、陸稻而已，真正開始全面動

工墾殖是在 1723 年（雍正元年），張達京與六館業戶的開設水圳。110 

清初臺灣大多數的土地仍為番人所有。漢人移居來台開墾的土地不是向官方

申請墾照，即是侵佔番地。漢人移民取得土地的主要方式有兩種：1、積極手段：

公然以武力方式強迫土著他遷，奪取土地。此法多用於生番地，亦用於偏遠地區

之熟番身上，以嘉慶年間郭百年侵佔埔裏社地最為有名。2、消極手段：主要以

和平方式佔有土著地，包括土地交換、買賣、詐欺、債務償還、婚姻嫁娶等途徑

取得土地所有權。
111台中盆地漢人的土地取得方式，主要是透過張振萬（張達京

墾號）等組成六館業戶，以及業戶張承祖（張達京另一墾號，與兄張達朝合稱）

等閩粵漢人，以「割地換水」的方式，由漢人集資提供技術開設水圳以灌溉大片

的旱埔，而社民則以割讓土地的方式做為報酬換取水源。
112 

                                                 
110 據豐榮水利石碑文記載，台中平原之開發葫蘆墩圳為蒿矢。豐榮水利之碑：「台中平野ハモト

丘陵起伏林林鬱蒼タル草埔地ナリシヵ清朝領有ト共ニ閩粵ノ民渡來シテ開拓ニ從ヒ又原住ノ

岸裡社等蕃早グ歸化之官ハ其ノ地ヲ劃シ民ノ侵佔ヲ禁シ通事ヲ置キテ墾ニ向ハシム皇紀二千

三百八十三年雍正元年通事張達京即ヲ業戶張振萬ハ岸裡社土官潘敦仔等ト割地換水ヲ約シ埤

ヲ樸仔籬ロニ築キ大甲溪ノ水ヲ取リテ民蕃田ノ灌溉ニ充ッ是實ニ葫蘆墩圳ノ起源ナリ雍正十

年張振萬、陳周文、秦登鑑、廖朝孔、江又金、姚德心ノ六業主ハ潘敦仔等ト約シ別ニ圳路ヲ設

ヶテ水利ノ擴充ヲ計リ其後皇紀二千四百四十年乾隆四十五年黃顯謨王田圳ヲ開キ更ニ皇紀二

千四百八十四年道光四年蔡政元八寶圳ヲ創ム明治三十四年公共埤圳規則ノ制定ニ因リ葫蘆墩

王田及八寶，三圳ハ各其，認定ヲ受ヶ爾來銳意水路工作物等擴張改善ニ努ノ灌溉範圍台中全平

野ニ及ヒ良田萬頃葫蘆墩米ノ聲價台灣ニ冠タルニ至レリ大正十二年敘上ノ三圳ヲ合同シテ豐

原水利組合ヲ設立シ昭和十四年豐榮ト改稱ス現在ノ灌溉面積實二一萬八千餘甲ニ達ス今茲水

利碑建設ニ際シ沿革並先人功績ヲ略敘スト云。」 昭和十四年十二月十五日 豐榮水利組合長從

五位勳六等 甲木奉吉 台中州知事正五位勳四等 奧田達郎閣下。參賴健祥，《台中平原開發史研

究論文集》，豐原市：民俗出版社，1991 年，頁 91~92。此碑現存豐原市萬順二街盡頭。 

※ 資料來源：筆者自攝。2007 年 3 月 24 日 
111 洪麗完，〈大安、大肚兩溪間拓墾史研究（一六八三～一八七四）〉，《臺灣文獻》第 43 卷，第

3 期，頁 203。 
112 臺灣早期的水利工程，主要為灌溉用的埤圳。大凡堵水灌溉的設施，稱之為埤；引水灌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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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723 年（雍正元年）起，張達京即以通事兼墾戶的身份，透過潘敦仔與

岸裡社、搜栜社、烏牛欄社、舊社等四社土目訂立墾約，以「割地換水」的方式

取得土地。雍正元年所簽訂的契約是自 1716 年（康熙五十五年）以來，岸裡社

人獲得大宗廣闊埔地後，第一次以業主的身份邀請漢人一同訂約開墾埔地。而此

次以「割地換水」方式訂約在當時漢人與社番的生活處境上，看起來似乎是各得

所需、各取所要的最佳方式，也是漢人在取得土地所有權上最和平的先例，此法

也因此成為社番與漢人共同開墾埔地的典範。 

（圖十） 

※ 資料來源：筆者自攝。2007 年 3 月 24 日 

雍正年間張達京以業戶張振萬之名獨自出資開圳，分別於雍正元年拾月、雍

正四年二月、雍正十一年、雍正十一年三月等前後多次與社番訂約。其主要內容

是以業戶張振萬出資本、勞力開水圳（下埤）分水與社番灌溉，岸裡社番則提供

阿河巴旱埔給張振萬開鑿圳埤，113所得之水以民八番二的比例分配。而張振萬則

以出資的報酬每年支付岸裡社二百石之社課為條件，讓渡阿河巴之地招佃、陞

科、裕課、開墾作為永久業戶。 

                                                                                                                                            
設施，稱之為圳。 
113 此割地換水讓張達京獲得相當大的土地，其拓墾範圍概括整個臺中平原之西北部，包括：北

庄（今神岡鄉）壩仔、上下橫山、頂下員林、頂楓樹腳、六張犁、埔仔墘、十三寮、四塊厝、大

田心、馬岡厝、員寶庄、花眉（以上今大雅鄉）、四張犁（今台中市北屯）等十四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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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雍正元年拾月114 

公仝立出合約字人，岸裡、搜捒、烏牛欄、舊社等社土官潘敦仔，（略

社番名）等，緣敦等界內之地俱屬旱埔，播租五穀無水灌溉歷年失收，無奈，

眾番鳩集妥議，托中向墾通事張達京，有人能出工本募工鑿圳，均分灌溉水

田者，敦等閤社，愿將西勢南阿河巴之地，東至搭連溝（今罩蘭庄）直透石

牌為界，西至山頂頂，南至水堀頭（今捒東下堡）與貓霧捒草地分界，與岸

裡社社東為界，西南至山頂貓霧捒分界，北至岸裡社社尾與崁頭至牛頭橫車

路為界，此係敦等四社界內之地，併無侵碍他人界內旱埔，愿將此酧賞工本

付業主前去招佃開墾，該敦等眾番日後子子孫孫不得異言，愿將此旱埔，墾

懇托張達京代敦等，請到業戶張振萬前來擔承，自己出本銀九千三百兩，開

圳分水與番灌溉，當日三面議定，張振萬開水定汴，私圳內之水定作十分，

內八分歸張振萬灌溉自己田地，留二分歸番灌溉番田，其阿河巴之草地照原

踏四至界址內，付張振萬前去開墾，以抵開水工本，立戶陞科，永為己業，

保此業係眾番，愿割地換水，張振萬愿出銀開水，分番灌溉換地，兩相甘愿，

日後子孫不敢言貼言贖侵越等情，保此地係敦等祖地，與他社無干，亦無重

約他人，倘有不明，係敦等一力抵當，不干張振萬之事，每年張振萬粟二百

石，聽敦等自己到庄車運，此係二比甘愿，兩無迫勒交成，恐口無憑，今欲

有憑，公仝立出合約字二紙，各執一紙，存照。 

即日批明，敦等四社眾番，寔收到字內工本銀九千三百兩足訖，批照。 

白番   阿打歪搭比 （下略） 

代筆人 張金聲  通事 張達京 

業戶   張振萬  土官 潘敦仔 

雍正元年拾月 日  公仝立出合約字人岸裡搜捒烏牛欄舊社等社土官潘敦仔、仕那搭比 

 

 

 

                                                 
114 伊能嘉矩，《台灣蕃政志》，台北：古亭書店，1971，頁 438~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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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雍正四年二月115 

仝立合約墾字人：岸裡、搜栜、烏牛欄、舊社等社土官潘敦仔眾番丁仕

郡撘毆那打、茅格歪阿乃由、敦必黎加腊下、阿打歪披黎旦、斗肉仕該乃格、

比大郡祿頭番、買呢道愛姑箸等、白番丁阿打歪比、阿木愛箸、阿四老愛姑、

郡乃毆那等，緣敦等界內之地，俱（屬）旱埔，採種五穀，無水灌溉，無奈

眾番鳩集妥議，託中向墾通事張達京，有人能出工本募工，鑿圳均分灌溉水

田者，敦等眾番闔社，愿將西勢南阿河巴之地，東至岸裡社東門分界透至中

營邊撘連溝為界，西至山凍頂，南北車路為界，南至水堀頭貓霧栜草地分界，

北至岸裡社尾車路與大肚山北片崁頭至牛罵頭橫車路為界，又東南至圓寶庄

橫車路下透石碑為界，又西南至栜加頭貓霧栜草地分界，界址明白，此係敦

等四社界內之地，併無掃礙他人界限，眾番情愿將此，償工本付銀主前去招

佃開墾陞科裕課永為己業，敦等四社眾番，子子孫孫日後不敢異言爭執，今

據通事張達京代敦等請到業戶張振萬，前來擔承，自己出銀壹萬貳千兩，開

圳分水與番灌溉，當日三面議明，張振萬開水到萬定汴，私圳內之水定作拾

分，內八分歸張振萬灌溉自己田地，留額二分歸番灌溉番田，其阿河巴之地，

照原路四至界內付張振萬前去開墾，以抵開水工本立戶陞科永為己業，此係

敦等眾番甘愿割地換水，張振萬愿出本銀開水分番灌溉換地兩相甘愿，日後

子孫不敢言貼言贖侵越等情，保此地係敦等祖地與他社無干，亦無重約他

人，倘有不明，係敦等一力抵當，不干張振萬之事，此係二比甘愿，兩無迫

勒交加，恐口無憑，今欲有憑，仝立合約墾字貳紙一樣，各執壹紙付為存炤。 

即日批明 敦等實收過字內工本銀壹萬貳千兩足訖批炤。 

在批明 張振萬每歲粟二百石付敦等到庄車運甘愿批炤。 

             代筆 陳清金                                     郡乃毆那 

合約五穀豐登 通事 張達京（通事張達京記）          白番丁     阿打歪比 

             業戶 張振萬（業主張振萬記）                     阿木愛箸 

阿四老愛姑 

雍正四年二月 日仝立合約墾字人岸裡社土官敦仔（土官敦仔記）                 

仕郡撘毆那打 

茅格歪阿乃由 

敦必黎加腊下 

眾番丁    阿打歪披黎旦 

                                                 
115 賴健祥，《台中平原開發史研究論文集》，豐原：民俗出版社，1991 年，頁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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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肉仕該乃格 

比大郡祿頭番 

買呢道愛姑箸 

 

（三）雍正十一年116 

公同立合約字人業戶張承祖、通事張達京，因於雍正十一年間平番有

功，縣主行文皇上，準旨吊過張承祖帶番面軍，欽賜蟒袍一領，又賜草地一

坐，歸業戶張承祖，岸裡、搜捒、阿里史、貓霧捒、烏牛欄、舊社等社土官

敦仔阿打歪、茅格郡乃、大由仕、敦必的加蚋下、馬下六甲必難、郡乃馬蚋、

保氏麻姑，社主斗肉仕郡乃、大由仕、該但打祿、郡乃拔黎、阿四老馬下道、

阿打歪郡乃務，甲首阿沐愛箸、郡乃歐那、阿四老愛姑、阿打歪搭筆、茅格

買呢、烏肉大宇，白番阿四老大武、后那眉益、斗肉仕麻下蚋、阿打歪甲包

仕、茅格孝血、烏肉該丹、烏肉施萬、果老郡乃、老血大必力、芥都麻河沐。

緣敦等界內俱屬旱埔，播種五穀無水灌溉，歷年失收，無奈，眾番鳩集妥議，

墾向通事張達京有人能出工本，募工鑿圳均分灌溉水田者，敦等愿將西南勢

阿河巴瞨轄甲霧林百里樂好四宗草地，定作十分，張承祖應得八分，番應得

二分，東至赤塗崎山頂分水直上直下為界，北至番社下橫路面石牌大溝第二

重小陰溝為界，南至旱溪秦延鑒草地為界，西至大肚山流水直上直下大肚社

山為界，又南至權水溝為界，西南至七張犁下捒社番自耕田為界，北至岸裡

社尾橫車路往牛罵頭大路為界，西北至大甲溪為界，四至界址分明。此係敦

等六社界內之地，併無侵礙他人界限，六社眾番情愿將此四宗草地酌賞工

本，付銀主前去招佃開墾，報陞裕課，永為己業，敦等六社眾番子子孫孫不

敢異言生端爭執。此係張達京請到業戶張承祖前來擔承，自己出本銀八千三

百兩，開水圳分水與番灌溉。當日三面議明，祖開水至萬定汴私圳內，其水

作十分，內八分歸張承祖，甘留二分歸番灌溉番田。其四宗草地照原界內踏

明，付與祖前去開墾，立戶陞科，永為己業，以抵開水本銀。此係六社眾番

甘愿割地換水，祖愿出本銀開水分番灌溉換地，兩相均愿，日後六社眾番不

敢言贖侵越等情。保此地係六社祖地，與他社無干，亦無重張典掛來歷不明；

                                                 
116 《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台灣文獻叢刊第 152 種，台北：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3 年，頁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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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不明，係敦等六社抵擋，不干祖事。每年業戶愿貼社穀五百二十石，冬

成之日，係番自己到莊車運，永為定例。此係二比甘愿，兩無迫勒交成，恐

口無憑，公同立合約字二紙，各執一紙，付執為照。 

批明：六社眾番因耕種併無車、牛、食穀、器具，再懇向銀主張承祖加

備出番銀三千二百兩，即日交訖。其界內草地倘若為墾闢成田，餘埔、曠地

以及界外在番界內車路、牧埔，盡行歸祖掌管，牧埔可與佃人牧牛，車路每

冬車運供課，批照。 

    雍正十一年 月 日 

代筆人    張紹職 

在場見人業戶    秦廷鑑 

廖  盛 

為中人    岸裡社   土官   敦仔阿打歪 

搜捒社   土官   郡乃大由仕 

      在場郡乃大由仕    敦必的 

土官敦仔阿打歪    保氏麻姑 

郡乃嗎蚋    馬下蚋 

同立合約字人    業戶    張承祖 

通事    張達京 

 

（四）雍正十一年三月117 

同立合約人業戶張振萬，岸裡、搜捒、烏牛欄、舊社土官敦仔阿打歪、

茅格郡乃、大由四加臘下四、必臘馬下道、郡那務該旦、犁祿斗四士、買呢

白番、阿四老愛姑、敦必的馬下臘、阿四老阿打歪、祿郡乃拔、郡乃茅格、

阿木愛箸、郡乃歐那、阿打歪搭比等，緣敦等界內之地俱屬旱埔，播種五穀

無水灌溉，歷年失收，無奈，眾番鳩集妥議：向墾通事張達京，有能人出工

本募工鑿圳，均分灌溉水田者敦等闔社愿將西勢阿河巴之地，東至搭連溝與

廖盛草地分界，西至山頂，南至水堀頭貓霧捒草地分界岸裡社石牌為界，西

南至捒加頭貓霧捒石牌為界，北至岸裡社尾往牛罵頭橫車路為界。此係敦等

四社內之地，並無侵礙他人界限，眾番情愿將此酧賞工本付銀主前去招佃開

墾陞科裕課，永為己業。敦等四社日後子子孫孫不敢異言爭執，通事張達京

敦等請到業戶張振萬前來坦承自己出本銀九千三百兩，開圳分水與番灌溉，

                                                 
117 陳炎正，《新廣莊---一個台灣鄉村的社會發展史》，台中：台中縣詩學研究會，1984，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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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三面議明振萬開水到萬定汴私圳內之水定作十分，內八分歸張振萬灌溉

自己田地，留二分歸番灌溉，番田其阿河巴之旱地，照原踏四至界內負振萬

前去開墾，以抵開水銀本立戶陞科永為己業。此係番眾甘愿割地換水，振萬

愿出銀開水分番灌溉換地，兩相甘愿，日後不敢言貼、言贖、侵越等情，保

此地依敦等祖地與他社無干，亦無重張典掛來歷不明，如有不明敦等抵擋不

干振萬之事，每年振萬社課粟貳百石，聽敦等自己到庄車運；此係二比甘愿，

兩無迫勒交加，恐口無憑，立合約二紙各執一紙為照。 

雍正十一年三月  

立合約人  潘敦仔阿打歪  

通事        張達京  

業戶        張振萬  

土官        潘敦仔  

仝立給約  

1732 年（雍正十年），潘敦仔等界內的土地，由張振萬獨自開鑿出資建立

埤圳，因為水量不足而使東西南勢的旱埔地五穀無法全收，社番再次合議與四

社、張達京邀同漢人秦廷鑑、姚德心、廖朝孔、江又金、陳周文等組合「六館業

戶」，出資六千六百兩大銀，從樸仔籬口築大埤（即上埤）引進大甲溪水，約定

將公圳汴內之水做十四分，每館配水二分，剩餘二分與番灌溉番田。此外，六館

業戶同意每年各納社粟一百石，共六百石，作為補助口糧之用。社番則將番有草

埔「東南勢」業權，割給六館業戶開墾。
118 

公同立給墾字人六館業戶：張振萬、陳周文、秦登鑑、廖乾孔、江又金、

姚德心，岸裡搜栜烏牛欄舊社等社土官：潘敦仔、茅格、敦必的、茅格買阿

打歪、加臘下、郡乃拔以、郡乃大由仕、該但打祿祿阿、阿打歪郡那務、黎、

斗肉士郡乃、四老馬下道、馬下道甲必難，白番阿木阿打愛薯、歪格比等。

緣敦等界內之地，張振萬自己能出工本開築埤圳之位，水源不足，東西南勢

之旱埔地，歷年播種五穀為有全收，無奈，眾番鳩集妥議，向墾通事張達京

與四社眾番相議，請到六館業戶取出工本，募工再開築樸仔籬口大埤水，均

分灌溉水田，敦等願將東南勢之旱埔地，東至旱復溝，直透至賴家草地為界，

西至張振萬自己田地、牛地為界，南至石牌，透至西，與張圳汴為界。此係

                                                 
118 東南勢草埔包括：東員寶庄、頭家厝庄、甘蔗崙庄、茄莖角庄（以上今潭子鄉）、二分埔（今

臺中市北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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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四社眾番之地，亦吳侵礙他人界限，眾番情愿以此酧工本付與六館業主前

去招佃開墾阡陌，永遠為業，敦等四社日後子子孫孫不敢言爭。今據通事張

達京代敦等請到六館業戶擔承，計共出本銀六千六百兩，開築大埤之水與番

灌溉，當日議明六館業戶開水到工圳汴內之水，定作一十四分，每館應該配

水二分，留額二分歸番灌溉番田。其東南勢之旱埔地，照原踏四至界內，付

與六館業戶前去開墾，以抵開水銀本。六館業戶與四社眾番，敦等當日議明

舉為六館，以張振萬為首也，歷年築理朴仔籬口大埤之水，以及圳水灌溉民

田、番田，共保水源充足。此係敦等祖地，與他社無干，亦無重約他人，典

掛來歷不明；如有出首，敦等抵擋，不干六館之事。此係敦等甘愿割地換水，

六館業戶愿出本銀開水分番，灌溉換地，兩相甘愿，後日不敢言找言贖侵越

等情。保此地係每年六館業戶坐粟六百石，每館應該粟一百石，聽敦等自己

到佃車運。此係二比甘愿，兩無迫勒交成，恐口無憑，同立給墾約字七紙，

各執一紙為照。
119 

雍正十年十一月 日 

白番          郡乃歐郡 

阿木愛薯 

阿斯老愛姑 

阿打歪格比 

土官    潘敦仔郡乃拔黎 

該但阿祿祿 

茅格買呢 

加臘下 

茅格 

敦必的 

阿打歪 

郡乃大由仕 

斗肉士郡乃 

阿四老馬下道 

阿打歪郡那務 

馬下臘甲必難 

代筆人廣東       張元調 

為中貓霧栜土官   由皆乃 

在場通事         張達京 

公同立給墾字人六館業戶     陳周文 

廖朝孔 

張振萬 

江又金 

                                                 
119 《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台灣文獻叢刊第 152 種，台北：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63 年，頁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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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德心 

秦登鑑 

至此六館業戶各得其地與水源，各自開墾各置各管，漢人勢力也因此正式入

主岸裡社地。而六館業戶之割地換水與上述其他水圳合約最大不同在於，六館業

戶是以合股經營方式，取得台中盆地東南地區的開墾權，張達京則是以獨資的方

式開築水圳，取得了台中盆地西北地區的開墾權（參圖十一）。 

（圖十一） 

※ 資料來源：劉益昌等撰，《臺中縣開發史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中：中縣文化局，1993

年，頁 153。 

1785 年（乾隆五十年）前後，張達京等開拓的貓霧栜圳所灌溉面積已達三

千餘甲，而社民所擁有的土地僅剩貓霧栜圳所屬上游地區（今豐原市、潭子及神

岡二鄉部分土地），今大雅、神岡一帶「阿河巴旱埔」，及潭子、台中市北屯區

的業權，均成為漢人所有。亦即從 1723 年~1733 年（雍正元年~十一年），經過

二次的割地換水後，岸里社民所能直接支配的土地只剩下兩處，其一為岸里舊社

（舊社或蔴薯舊社）位於后里台地東半部；其二為台中盆地東北半部。台中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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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里地域」又分為東北部的社「番」地，和西南半部的業戶地。120 

這段期間張達京與社番訂立的「割地換水」墾約，對後來社番造成深遠的影

響，張達京邀同漢人出資開鑿下埤和上埤合成貓霧捒圳（日人改稱葫蘆墩圳），
121

從樸仔籬口 (即今石岡水壩西南處) 築埤，將大甲溪的河水引進台中盆地形成樹

枝狀之灌溉系統，圳長四十餘里，此圳築成，中部地區千餘甲盡蒙其利，不但荒

埔變成良田，而且稻米也因此豐收，葫蘆墩米因而聞名海內外（參圖十二）。然

此圳也徹徹底底改變了台中盆地的原始景觀，台中盆地西北邊和東南一帶的草埔

鹿場變為水田，岸裡社番因此無法在台中盆地從事遊耕狩獵，漢人也因此開始在

岸裡社周圍地區居住，成為社番的鄰居。 

（圖十二） 

※ 資料來源：劉益昌等撰，《臺中縣開發史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中：清水，中縣文化局，

1993 年，頁 165。 

張達京在中部地區的開拓史上，雖然有許多地方被解釋為欺壓番人，以看似

合法卻使用騙取的手段方式來達成目的，然而不可否認的他的拓墾是成功的。張

                                                 
120 參洪麗完，〈大社聚落的形成與變遷（1715~1945）：兼論外來文化對岸理大社的影響〉，《台

灣史研究》第 3 卷，第 1 期，1997 年，頁 43~44。 
121 日據時期（一九 O 二年）將上埤、下埤與下溪州三圳統稱葫蘆墩圳，由日當局收買改組為公

共埤圳組合。其中上埤與下埤為雍正年間由張達京與秦廷鑑、姚德心、廖朝孔、江又金、陳周文

等組合「六館業戶」開設，下溪州圳則為道光三年至六年間（一八二三年至一八二六年），由陳

天來、陳奎、陳漢、陳策、陳荐，即「陳五協」出資開築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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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京對台中盆地開發與岸裡社的影響之大，可由今神岡社口萬興宮供奉其張氏長

生祿位，以祀其拓荒之功看出（參圖十三）。122 

（圖十三） 

※ 資料來源：筆者自攝。2007 年 1 月 19。 

 

「割地換水」的動作不僅為張達京還有漢人帶來眾多的商機，也替漢人取得

不少土地所有權，並引入了大批閩粵移民入主中台灣從事開墾工作。張達京在台

中地區長年的經營，使自己由攤販變成富豪，使台中平野布滿漢人墾民。由於大

批漢人墾民入主中台灣，致使番漢間大大小小的問題層出不窮，漢人屢向社番典

瞨、買賣、霸耕侵佔，又社番割讓土地以換取水利灌溉，長期下來使得漢人逐漸

取得部落內的土地，社番原有的產業日漸減少，生存空間急遽縮小，生計困難。

於道光二年，社番已經貧窮的無立錐之地了，生活無依，最後不得不向內山地區

                                                 
122 雖然神岡社口萬興宮供奉有張氏長生祿位，但是廟方沒有為張達京舉行任何祭典，唯有每年

清明節張達京的後裔會來祭拜上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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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徙集體流亡埔里，或退回祖居地苗栗三義鯉魚潭，尋找立身之處。123張達京晚

年因為平埔族人告到官府，被取消通事資格，並受到懲戒，但卻已改變不了漢人

在大台中地區轉為優勢族群的事實。 

 

三、岸裡社之漢化與沒落 

    自西元 1624 年荷蘭人佔領臺灣起，臺灣島上的住民即開始一連串被殖民統

治的生活，臺灣歷經荷蘭人、西班牙人、明鄭、清領、日據、國民政府等外來政

權的統治，而這短短三百年間的政權交替、體制改變也徹徹底底的改變了臺灣原

始的面貌。在不同文化傳統政權的統治之下，可想而知的必然發生許多文化上的

互動與改變，通常文化較高的一方較易以其優勢文化改變、同化文化較落後的民

族。 

身為巴宰族人的領導家族「潘氏家族」，由於在協助清政府平定亂事，而獲

得臺灣中部地區大片的土地，也因此成為富有的租佃地主。就陳秋坤在其〈潘頭

家祭祖：清代臺灣富有熟番地主家族的家居和社會生活，1786-1825〉一文中所言，

潘氏家族不僅是部落的精英階層，更企圖從祭祖、作醮等儀式象徵以及日常生活

的豪服饗宴，展示類似漢人鄉紳地主的“正統文化＂身份和異於其他熟番的生活

品味。
124 

 

 （一）、漢化教育 

    岸裡社自康熙、雍正朝以來，因平亂有功，受到清政府的賞識，也進而成為

名府其實的官番。所以清政府除了重視社番撫綏外，亦重視社番的教育問題，設

立社學來教番童，125企圖藉由教育來徹底改變社番的思想觀念，此從〈受驗許可

                                                 
123 張勝彥，《台中縣志》，卷二住民志第三冊（台中：台中縣政府，1989 年 9 月），頁 204~205。

另陳炎正於《台中縣岸裡社開發史》中談到：岸裡社的巴宰族人於清同治十年（1871 年）移住

在今鯉魚潭村一帶。此地區原是岸裡九社（麻薯舊社、翁仔社、葫蘆墩社、岸東社、岸西社、岸

南社、麻裡蘭社、崎仔社、及西勢尾社）等遺留下來的獵鹿場。陳炎正，《台中縣岸裡社開發史》，

台中：台中縣立文化中心，1986 年，頁 93。 
124 陳秋坤，〈潘頭家祭祖：清代臺灣富有熟番地主家族的家居和社會生活，1786-1825〉，發表於

中研院台所主辦「族群、歷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2007 年 12 月 20-21 日。 
125 丁紹儀，《東瀛識略》〈卷三․學校〉，台灣文獻叢刊第二種，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7

年，頁 29~30。「（康熙）五十二年，復令各府、州、縣多立義學，延師教導生童，以廣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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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願書〉可看出端倪： 

        為志切觀光懇准考錄以育人材而廣 

    皇仁事竊照自臺灣入版圖以來  等各社番黎牽類歸化養育栽培百有餘年仰

沐 

    皇恩叨蒙  憲德時時感化事事矜全早易茹毛飲血之俗群知禮義廉恥之防大

而喪祭冠婚遵奉儀式小而衣服器用並循典型靡不是則是傚矣自是以來各社

番黎咸知延師教讀學習經書講求義理冀儕士民之列共享  昇平之福為查向

來章程各社番童有能默寫 

    聖諭廣訓准予由縣府收考送赴院試俟發榜後興新進生一体簪掛充為佾生由

來舊矣特呈  等各社番黎均皆依山而居詩書奧義雖未深明而弓馬技藝頗為

嫻熟倘得仰邀 

    憲恩格外生成准予收考取進武庠與民籍武童一体較試錄其優長或酌限名額 

另行榜示  等番黎自當倍加奮勉依照成式並求精工冀獲寸進俾可上供 

    朝廷之用下為鄉里之榮庶幾有志奮興得觀光于 

    上國人材蔚起益廣被乎 

    皇仁幸逢 

    節鉞遙臨群沾隨車甘雨合亟相率冒昧籲懇叩乞 

欽憲大人宏一視之仁立萬代之典俯准番黎得與武試並列膠庠俾上進有階通

臺番黎世世沾感上呈
126 

    因教育之推行，1743 年（乾隆八年）九月，岸裡社總土官潘敦仔亦以“地

方俊秀＂的身份被推舉，而在彰化縣儒學爭取到地方「樂舞生」的牌照（參圖十

四）。127而此牌照的獲得也讓敦仔免除各項勞役，並出入公門得以獲得官方的禮

                                                                                                                                            
就歸化番社，設立社學，擇熟番子弟之秀穎者入學讀書，訓以官音，熟習之後，令其往教生番弟

子，果能漸通文理，取入佾生。」 
126 〈受驗許可請願書〉《中縣文獻 1》，台中線：台中縣政府，頁 167。 
127 「樂舞生」，執事稱謂。明代設置在雅樂中專門從事歌舞及樂器演奏人員的稱謂。樂舞生最

初隸屬太常寺直接管轄，1378 年明皇在太常寺設神樂觀後，由神樂觀轄。樂舞生的主要作用是，

在皇帝每年舉行的祭奠中，作歌舞之用。樂舞生亦稱樂生、舞生。最初全部由道童充任，以後逐

漸分開，樂生仍用道童，舞生改用軍民俊秀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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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在捐納、軍功頂戴者如：潘敦仔的長子潘士萬（兆仁），先後捐款獲得「國

子監監生」、「候選布政使司」之身份。敦仔的次子潘士興（兆敏）則於 1786 年

（乾隆 51 年）向官報捐取得「貢監生」；當時亦因林爽文事件發生，潘士興帶領

社番助官平亂，於 1788 年（乾隆 53 年）亂平之後，清政府賞以「義民」潘士興

並發“六品頂帶＂予以翎頂義民職銜。潘敦仔後第二代潘士萬長子潘進文（初拔）

亦曾於 1788 年（乾隆 53 年）捐款，取得「粵籍番童生」資格。潘士興（兆敏）

長子潘春文（德秀）則於 1811 年（嘉慶 16 年）捐款，取得「監生」、「國子監」

職照。同樣的這些職稱的取得大部分是捐款而來，雖屬名譽性質，然卻也因此可

以免除勞役差事，防止衙役的勒索，亦提高了潘家在地方上的聲望。128可見清政

府之教化確實有所成效。129 

                                                                                                                                            
引自 http://www.ctcwri.idv.tw/IndexD2/D2-15/001-050/15046/08.htm。 
128 「監生」，明清兩代在國子監讀書或取得進國子監讀書資格的人。具有此資格的人，就可以

和秀才一樣應鄉試。取得資格的方法有兩種：一、廕監，即由祖先的勛勞資歷，按規定的制度取

得。二、例監，即用捐納的方式取得。 

引自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6020900158。 

「貢生」，清朝的院試是每三年舉行兩次，由皇帝任命的學政到各地主考。辰、戌、丑、未

年的稱為歲試；寅、申、巳、亥年，稱為科試。院試得到第一名的稱為「案首」。通過院試的童

生都被稱為「生員」，俗稱「秀才」，算是有了「功名」，進入士大夫階層；有免除差徭，見知

縣不跪、不能隨便用刑等特權。秀才分三等，成績最好的稱「稟生」，由公家按月發給糧食；其

次稱「增生」，不供給糧食，「稟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額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學的

附學生員。生員獲得「入學」的資格後，可以到官辦的府、州、縣學讀書。不過明清的入官學基

本上只是一種形式，並沒有多少真正的知識傳授。入學後經過學政的選拔，便可以參加下一級鄉

試。成績特佳的生員，有機會被選為貢生，成為國子監的學生。與國子監其他「監生」不同，「貢

生」是正途所出，屬一種榮譽。 

引自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507032704255。 
129 洪麗完，《台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裡大社之研究》，台北：稻鄉出版社，1997 年，頁 318。

參張隆志，《族群關係與鄉村臺灣---一個清代臺灣平埔族史的重建和理解》，台北：臺灣大學歷史

研究所碩士論文，1990 年，頁 186~189；陳秋坤，〈潘頭家祭祖：清代臺灣富有熟番地主家族的

家居和社會生活，1786-1825〉，發表於中研院台所主辦「族群、歷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

2007 年 12 月 20-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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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 資料來源：洪麗完，《台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裡大社之研究》，台北：稻鄉出版社，1997，

頁 76。 

 

（二）、建制宗族組織 

    1770 年（乾隆 35 年）潘敦仔感於疾病纏身、年邁不久於世，於是擬定一份

鬮書，作為死後字孫分產的依據。敦仔估計全家田業每年可收租約 6 千石的租

粟，其中撥出 560 石租穀，作為敦仔自己死後的蒸嘗田業，由潘士萬跟潘士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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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繼承，並每年輪流舉辦祭祀儀式的經費。而士萬、士興亦分別得到年收 1317

石和 1273 石的租業。另外 1768 石租業則屬於兩房輪流管理的“共業＂，主要用

來處理家族公共事務，與接待官員或接濟族人之用。
130 

在粵籍漢人張達京的影響下，岸裡社人普遍以粵籍後人自稱，其從潘家在

1770 年後，便由士興、士萬兩大房輪流舉辦祭祖儀式，其修建潘家族譜、豎立

祖先牌位、尊稱母親為孺人、以「榮陽堂」為堂號、
131舉辦分金撿骨進行二次葬

儀式，並潘進文（初拔）於 1788 年（乾隆 53 年）以“彰化縣粵籍番童＂名義捐

款，取得「粵籍番童生」資格，充當縣學童生可看出。潘敦仔的後代也憑其藉豐

碩的蒸嘗遺產，每年舉辦隆重的清明祭祖儀式，為了維持祭祀的傳統，潘家將每

年辦祭所需的牲禮記錄在家族公簿，以便輪辦者照例採購，烹調食物和鋪設祭品。  

     

                                                 
130 鄭振滿研究明清福建，包括臺灣地區宗族組織的形成過程，其指出宗族組織分成“合同式宗

族＂和“血緣繼承式宗族＂。其中繼承式宗族往往在家族舉辦分家儀式，撥出若干公田作為祭祀

嘗業，便是新宗族（小公）的創立時期。參《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頁 119~199。轉引自，陳秋坤，〈潘頭家祭祖：清代臺灣富有熟番地主家族的家居和社會生

活，1786-1825〉，發表於中研院台所主辦「族群、歷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2007 年 12 月

20-21 日。 
131 修建潘家族譜、豎立祖先牌位、尊稱母親為孺人、舉辦分金撿骨進行二次葬儀式等都含有濃

厚的客家色彩。孺人為中國古時候對大夫之妻的稱呼，是明清兩代七品命婦的封號，雖然敦仔沒

有正式封官，神主牌上稱諸妻為孺人，應是從漢俗尊稱大夫之妻而來。更正確的說法應該是受到

客家人的影響，客家人常於立神主牌時稱已婚婦女為孺人，此應與巴宰族人早期受到粵籍漢人通

事張達京的影響有關。「榮陽」為鄭成功堂號。臺灣平埔族群原為南島語族的一支，其移居臺灣

時間比漢人要早，因受漢文化影響，常有積極為自己確立中原祖籍地的現象，以「榮陽堂」為其

堂號，應是取其與鄭成功同鄉為榮之意。有關於潘家祭祖受粵籍漢人張達京之影響，參洪麗完，

《臺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裡大社之研究》，台北：稻鄉出版社，1997 年，頁 34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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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 資料來源：洪麗完，《台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裡大社之研究》，台北：稻鄉出版社，1997，

頁 345。 

    

（三）、婚姻關係與男裔繼承 

    根據陳秋坤從潘家的掃墓記錄得知，潘家的祖先在敦仔之前，都只娶一位老

婆。直到敦仔時，開始有了多妻制的出現，敦仔前後娶了兩位正妻，另外還有兩

名女妾。他的兒子潘士萬娶了兩位老婆；潘士興則先娶正室，續納偏房，另加一

名“暫妾＂。在改漢姓、取漢名的風潮下，敦仔只為了他的長子與次子取了漢名，

即潘士萬（兆仁）、潘士興（兆敏），女兒則保留原有姓名，這樣選擇性的命名，

顯示出潘家偏重繼承家產的男裔，對女性與偏房子孫則採用傳統的稱呼，不帶漢

姓。除此之外潘家在於服裝與住家也相當講究，他們學習漢人的模式在服裝上有

分家居、出外應酬、四季服飾等。為了應付服裝上的講究與出入公門所需要的服

飾和布料，潘家除了使用從台南府城購買的漳州、海南島麻紗外，亦自行開設一

家名為“錦祥＂的綢緞商店。在住家方面，潘士興於嘉慶九年投資鉅額，購買上

好的建料，聘請專業的工匠、木匠；建造一間屋體結構分前後兩進，附內、外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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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連同延伸之附龍，組成的三合院“大厝＂。上述不管在娶妻納妾、改用漢人

姓名、服裝選擇或是建造大厝，在在都顯示出潘家受到漢人文化一定程度上的影

響，也顯示出潘家對漢人仕紳生活的認同與嚮往。
132 

 

（四）、岸裡社之沒落原因 

    岸裡社沒落的主要原因在於其失去對土地的所有權及潘氏家族後代的內

鬥。平埔族人由於長期以狩獵為生，對於突如其來的農業生活改變顯得適應不

良，再加上其天生缺乏儲蓄的經濟觀念，對於生活所需總是有缺乏才從事工作，

以致於雖有田地卻無法好好管理而委託漢佃管理，因而常常在不知不覺中失去土

地的所有權。 

    因為社會型態的改變，岸裡社番無法再以傳統的生活方式狩獵賺取生活所

需，對於處於農業社會的岸裡社番來講，番餉的負擔更加速他們典賣土地的意

願，於是失去土地的岸裡社番漸漸的從主人成為客居者，在外來因素所形成的社

會經濟壓力中，岸裡社番成為被犧牲的居民。 

    岸裡社在清初之時曾因受到清政府的器重，受到相當好的待遇，無論是在政

治、經濟、社會上都有相當的影響力。岸裡社在其第三代總土官潘敦仔時期最為

鼎盛，是中部地區諸番社的領導中心，也時常為清政撫平定戰亂，然而這樣有雄

厚資本與強力後盾的岸裡社何以衰微？ 

    究其因主要有四：1、戰亂頻繁：當時台灣社會三年一小反，五年一大反，

戰役層出不窮，社番時常必須自備軍糧前往平亂，此舉不僅耗資浩大而農田更是

棄置無暇耕種，而社番壯丁的死傷也不計其數。2、土地所有權流失：漢人介入

番人社會，割地換水的經濟壓力使得番人失去許多土地的所有權。3、勞役與公

差繁多：巴宰族人成為官番以後，雖然因清政府賞賜成為中部地區的領導族群，

但相對的卻得應付清政府所指派下來的許多勞役與公差，這些公差包括：（1）、

採買鹿、馬與黃牛，（2）、搭蓋歲考蓬廠，（3）、隨官巡守地方，（4）、撥車派番

運載木料和火炭，（5）、修蓋營汛兵房等不定期公差，另外長期性勞役包括：（1）、

                                                 
132 陳秋坤，〈潘頭家祭祖：清代臺灣富有熟番地主家族的家居和社會生活，1786-1825〉，發表於

中研院台所主辦「族群、歷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2007 年 12 月 20-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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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送公文，（2）、修護土牛及土牛溝，（3）、把守隘口，（4）、護衛軍工等。1334、

權力鬥爭：岸裡社衰微的主要原因除上述幾點外，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敦仔兩

個兒子士萬、士興的爭家產內鬥，其中以訟案影響最大。乾隆年間敦仔之子士萬

偽造官府公印，要求詐領鹿皮三十張，被官府發現告官投獄，士興因而遭受連坐

法亦一同入獄服刑，士興為了洗清自己的冤屈，兩兄弟因而累訟長達十三年之

久。此外舊社原有公租 105 張犁分，分別由士萬、士興兩兄弟輪值各管五年收取

公租，然於士萬掌管時，因為急需鉅額款項便將全部的租額供作抵押，以致於到

士興輪值時已無公租可收，因此士萬與士興又因公租案興訟十餘年，
134除上述士

萬、士興兩兄弟之間的訟案外，乾隆五十五年發生岸裡社通事潘明慈誣控潘士萬

霸收公租，135嘉慶年間又發生士萬養子潘進文指使葉溪山改名林山奚，假刻官印

恐嚇堂兄潘春文未遂事件，
136這些訟案耗費之鉅可想而知。 

 

四、巴宰族群遷移埔里 

岸裡社民自清領臺灣以後，在極短的時間已明顯地受到漢人文化影響，舉凡

宗教信仰、生活教育、土地經營、改姓、納稅以致於替清政府撫平亂事等，這些

漢化的過程有些是因為社番認為外來文化較好而自動學習仿效，有些則是因著清

政府的統治政策而強制改變，這也就是為什麼當外來政權進入一個新的領地後，

當地居民總是分成主張反抗新政權與迎合新政權兩派。岸裡社番在清政府入臺其

間是屬於迎合清政府的一群，以致於其漢化速度快、受到清政府的賞賜也多，並

且在短期間亦成為中部地區的領導社群。然而社番總是敵不過漢人對於土地的渴

望，社番在總總因素下漸次失去土地所有權，最後也不得不離開祖居地，遷移他

鄉，另謀生路。 

就番漢關係而言，漢移民入墾本區，因不斷開發土地，培養資源，與平埔族

的接觸日益頻繁，特別在十八世紀以降，隨著墾務的推進，漢人與平埔族的生存

                                                 
133 施添福，〈清代台灣岸裡地域的族群轉換〉，收錄於潘英海、詹素娟編，《平埔族研究論文集》，

台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頁 320~328。 
134 洪麗完，《台灣中部平埔族：沙轆社與岸裡大社之研究》，台北：稻鄉出版社，1997 年，頁 329~330。 
135 〈岸裡社通事潘明慈誣控潘士興霸收公租全案〉《中縣文獻 1》，台中縣：台中縣政府，頁

102~112。 
136 張隆志，《族群關係與鄉村臺灣---一個清代臺灣平埔族史的重建和理解》，台北：臺灣大學歷

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0 年，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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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激烈時有衝突。在面對漢人強大的拓墾壓力，平埔族所做的反應有二：一，

積極的武裝抵抗，以 1731 年（雍正九年）大甲西社事件規模最大；二、消極的

舉族他遷，以嘉道年間（1796~1850），平埔族他遷埔里盆地及噶瑪蘭地方最具規

模，亦有少數人民遷居鯉魚潭地區。 

 

（一）遷移 

台中盆地的開發以客屬潮州移民張達京聯合不同籍貫、不同性氏的人士，共

同開墾大台中平原最為有名。早期本區的開墾，基於耕技與勞動力的需求，無論

平埔族與漢人，或漢人之於閩、粵，皆可共墾並處。
137然則隨著社會經濟情勢的

發展，人際關係愈複雜，漢人與平埔族，或閩、粵、漳、泉之間關係（指合作或

衝突），因地區、時間之不同，出現各種不同變化。 

    人群間的合作關係往往視利害與否而定，因利益的競爭，人與人間的衝突日

益尖銳，我群意識隨而高漲。閩、粵籍人士可以共同抵抗原住民，亦可演變成對

立的集團，而即使同籍人士，如閩之泉、漳，依然可以因為利益之爭導致彼此關

係惡化。其間弱勢團體如平埔族之於漢人，粵人之於閩人，往往得遷而避之，即

使未離開原居地，亦難以保持原有生活方式，而有被多數人語群同化的現象，平

埔族的漢化，粵人之福佬化即是如此。 

漢人進入台中盆地開發以後，土地漸漸從荒地轉變為良田，從張達京與其他

民間有力人士自酬金費開設水圳墾荒，到官方設屯、設官駐兵，漢人遂成為台中

盆地的新主人。社番除了積極的與漢人對抗爭守護土地以求生存外，亦有許多族

人選擇他遷另覓新天地。 

巴宰族在清嘉慶之後有二次大規模的遷移： 

1、清嘉慶初年（十九世紀初期）中部平埔諸族移往蘭陽平原 

姚瑩《東槎紀略》噶瑪蘭原始云：「（嘉慶）九年，有彰化社番首潘賢文、

大乳汗毛格犯法，懼捕，合岸裏、阿里史、阿束、東螺、北投、大甲、吞霄、

馬賽諸社番千餘人，越內山逃至五圍，欲爭地。阿里史眾強而烏鎗多，漳人

不敢鬪，相與謀，阿里史無糧，不若助之粟而散其眾。乃陽與和，分置諸番

                                                 
137 洪麗完，〈清代台中地方福客關係初探---兼以清水平原三山國王廟之興衰為例〉，《臺灣文獻》

第 41 卷，第 2 期，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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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食之。阿里史眾喜，漸乃換買其烏鎗幾盡。阿里史乃弱，悟悔而無如何。

十一年，山前漳、泉械鬪，有泉人走入蛤仔難者，泉人納之，亦與漳人鬪，

阿里史諸番及粵人本地土番皆附之，合攻漳人，不勝，泉所分地盡為漳有，

僅存溪洲。鬪幾一年始息。阿里史諸社乃自開羅東居之，潘賢文為之長。十

四年，漳、泉又鬥，漳人林標、黃添、李觀興各領壯丁百人，吳全、李佑前

導之，夜由叭哩沙喃潛出羅東後逕攻之，阿里史眾驚潰，走入土番社內，漳

人遂有羅東。」
138 

1804 年（嘉慶九年），岸裡社頭目潘賢文，因不容於清朝的律令，聯合同族

的岸里社、阿里史社，巴布薩族的東螺社、阿束社，道卡斯族的吞霄社、大甲社，

洪雅族的北投社等，從卓蘭（今苗栗縣卓蘭鎮），遷移至蘭陽平原的五圍一帶從

事開墾工作，但是不幸的是漢人已經早他們一步來到噶瑪蘭，因此雖然遷移的人

數雖多，但是還是敵不過漢人，其間社番曾經試圖聯合泉州籍福佬人以及客家

人，和漳州籍的福佬人爭奪土地，但不幸失敗。1806 年（嘉慶十一年）岸裡諸

社與潘賢文等遂繼續南遷移至羅東。因此除了少數的平埔族人留下之外，其他的

族社亦紛紛遷回故里，所以此次的遷移可以說是失敗的。
139 

2、十九世紀初期（道光初年）中部平埔五族移往埔里盆地 

1814 年（嘉慶十九年），水沙連隘丁首黃林旺勾結陳大用、郭百年及臺府門

丁黃里仁侵墾土地，郭百年強行入墾水沙連，濫殺居住在該地區的埔社番，雖然

此非法侵墾事件隨即得到官方介入處理，將土地歸還埔社番，但埔社人卻因受到

漢人大肆殺虐，所剩社番已無幾。在孤立無援的情況下，社番一方面深怕鄰近生

番趁機劫殺，一方面怕漢人再度趁虛而入，遂經由水社頭目的建議，邀請一些居

住在中部地區的平埔族群入埔居住，互相照應。 

當時應邀的平埔族群正好面臨漢人的重大威脅，於是從 1823 年（道光三年）

起的二十多年間，洪雅、巴宰、拍瀑拉、巴布薩、道卡斯等五個平埔族群陸陸續

續遷移到埔里盆地居住，並且把舊有居住地的社名一起帶入了新的居住地，因此

在埔里盆地也留下的烏牛欄、阿里史、大肚、日南、房里等地名，這群遷入埔里

                                                 
138 姚瑩，《東槎紀略》〈卷三‧噶瑪蘭原始〉，台灣文獻叢刊第七種，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

1957 年，頁 71~72。 
139 潘英，《台灣平埔族史》，台北：南天，1996 年，頁 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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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的平埔族，也成為開發埔里盆地的重要先驅。（參表三「道光年間入埔熟番

表」） 

（圖十六） 

※ 資料來源：http://www2.olps.tcc.edu.tw/spschool/images/1-6-7-1.gif 

除上述兩次大遷徙外，由張炎憲〈苗栗鯉魚潭巴宰族的古文書〉一文，亦可

得知有部分的巴宰族人遷移至苗栗鯉魚潭居住。其指出由鯉魚潭潘氏古文書得

知，遷往鯉魚潭的巴宰族是以蔴裡蘭社居多，至 1858 年（咸豐八年）在鯉魚潭

一帶已成平埔族小聚落，且分為上城、下城，互相以竹圍圈圍保護。140 

 

 

                                                 
140 張炎憲，〈苗栗鯉魚潭巴宰族的古文書〉，《史聯雜誌》第 13 期（1988.12），頁 15-20。 



76 從歷史足跡看巴宰族岸裡社之宗教變遷：以埔里愛蘭地區的基督教化為例 

 

 76

（表四）道光年間入埔熟番表 

入埔後社址 族別 社名 

原名 今名 

遷入年代 

北投社 鹽土、枇杷城、水頭、

中心仔、十一份、白葉

坑、九欉楓、茄苳腳、

珠仔山、挑米坑 

水頭、枇杷、杷城、

溪南、挑米、清新、

珠格、福興等里 

南投社 水頭、牛洞 水頭里 

萬斗六社   

道 光 三 年 至

道光八年 

貓羅社 文頭股、中心仔 枇杷里 道光末年 

斗六門社 鹽土、白葉仔 溪南、杷城等里 道光末年 

大突社 ？ ？ ？ 

大武郡社 ？ ？ ？ 

洪 

雅 

族 

貓兒干社 ？ ？ ？ 

阿里史社 阿里史、虎仔耳、楓仔

城 

愛蘭、鐵山、籃城、

大湳等里 

道光三年 

烏牛欄社 烏牛欄 愛蘭、鐵山等里 道光三年 

岸西社 守城份 牛眠里 道光三年 

葫蘆墩社 牛眠山 牛眠里 道光五年 

蔴薯社 牛眠山 牛眠里  

社寮角社 牛眠山 牛眠里  

山頂社 守城份 牛眠里 道光五年 

大馬僯社 大馬僯 愛蘭里 道光五年 

大湳社 大湳 大湳里 咸豐元年 

巴 

宰 

海 

族 

水底寮社 蜈蚣崙 蜈蚣里  

水裡社 水里城 大城里 道光十五年 

大肚社 大肚城、生番空 大城、溪南等里 咸豐三年 

沙轆社 ？ ？ ？ 

拍 

瀑 

拉 

族 牛罵社 ？ ？ ？ 

雙寮社 雙寮、牛相觸 房里、南村等里 道光三年 

日北社 日北、水尾城、下史港

坑、上梅仔腳 

房里、北門、史港

等里 

道光三年 

日南社 日南 房里里 道光十六年 

房裏社 房里 房里里 道 光 二 十 四

年 

吞霄社 八股 房里里 咸豐十一年 

道 

卡 

斯 

族 

苑裏社 ？ ？ ？ 

東螺社 林仔城（籃仔成） 籃成里 道光九年 巴 

布 

薩 

阿束社 林仔城、枇杷城、下梅

仔腳 

籃城、北門等里 道光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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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裏社 下梅仔腳 北門里 道 光 九 年 或

道光十五年 

馬芝遴社 興吉城 大城里 道光末年 

二林社 興吉城 大城里 道光末年 

柴仔坑社 生番空 溪南里 ？ 

半線社 ？ ？ ？ 

族 

貓霧捒社 大馬僯 愛蘭里 ？ 

※ 資料來源：潘英，《台灣平埔族史》，台北：南天，1996，頁 203~205。 

 

（二）、遷移埔里 

埔里盆地在平埔族尚未移入之前，所居住的原住民是埔裏社番與眉社番，埔

裏社番居住在今日埔里的枇杷城、茄苳腳附近。而眉社番則居住在史港坑與牛眠

山之間。清嘉慶以後，漢人漸漸入墾埔里盆地，魚池、埔里（即「水沙連六社」

141領域範圍）一帶雖然遠在「番界」以外，卻早已為漢人所知。1815 年（嘉慶二

十年）終於引發了「郭百年事件」，姚瑩〈埔裏社紀略〉載： 

嘉慶十九年，有水沙連隘丁黃林旺，結嘉、彰三邑民人陳大用、郭百年

及臺府門丁黃里仁，貪其膏腴，假已故生番通事土目赴府言，積欠番餉，番

食無資，請將祖遺水裏、埔裏二社埔地，踏界給漢人佃耕。知府某許之。大

用隨出承墾，先完欠餉，約墾成代二社永納，餘給社眾糧食；倘地土肥沃，

墾成田園甲數，仍請陞科，以裕國課。二十年春，遂給府示，並飭彰化縣予

照使墾；然未之詳報也。其受約者，僅水沙連社番而已，二十四社皆不知所

為。郭百年既得示照，遂擁眾入山，先於水沙連界外社仔墾番埔三百餘甲。

由社仔侵入水裏社，再墾四百餘甲。復侵入沈鹿，築土圍，墾五百餘甲。三

社番弱，莫敢較。已乃偽為貴官，率民壯佃丁千餘人至埔裏社（即埔社），

囊土為城，黃旗大書開墾。社番不服，相持月餘。乃謀使番割詐稱罷墾，官

兵即日撤回，使社番進山取鹿茸為獻。乘其無備，大肆焚殺。生番男婦逃入

內谾，聚族而嚎者半月。得番串鼻熟牛數百，未串鼻野牛數千，粟數百石，

器物無數。聞社中風俗，番死以物殉葬，乃發掘番塚百餘，每塚得鎗刀各一。

既奪其地，築土圍十三，木城一，益召佃墾。眾番無歸，走依眉社、赤嵌而

                                                 
141 水沙連六社包括：埔里社、眉社、田頭、水社、審鹿、貓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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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先是漢番相持，鎮道微有所聞，使人偵之，皆還報曰，野番自與社番鬪

耳。社番不諳耕作，口食無資，漢佃代墾，以充糧食。又人寡弱，倚漢為援，

故助之；所殺者，野番也。二十一年冬，武鎮軍隆阿巡閱臺北，悉其事，嚴

詰之。於是彰化縣令吳性誠請諭墾戶，驅逐眾佃出山。而奸民持臺府示不遵。

有希府中指者，言漢佃萬餘，所費工資甚鉅，已成田園，一旦逐之，恐滋變。

性誠上言曰：『埔地逼近內山，道路叢雜，深林密箐，一經准墾，人集日多，

竊恐命盜兇犯，從而溷迹；儻招集亡命，肆行無忌，奈何！且此埔素為生番

打鹿之場，即開墾後明定界址，而奸貪無厭，久必漸次私越；雖番性愚蠢；

而兄悍異常，一旦棲身無所，勢必挺而走險，大啟邊衅。不若乘未深入，全

驅出山，尚可消患未萌。』鎮道深納其言，飭臺府撤還。二十二年六月，傳

諸人至郡會訊，予郭百年以枷杖，其餘宥之。署鹿港同知張儀盛、彰化縣知

縣吳性誠、呂志恒赴沈鹿拆毀土城。水、埔二社耕佃盡撤。生番始各歸社。

集集、烏溪二口，各立禁碑。然二十四社自是大衰。
142 

在「郭百年事件」之後，1817 年郭百年受刑，埔里社復歸，清廷於烏溪口、

濁水溪口豎立禁碑，北者豎於龜仔頭坪（今國姓鄉龜仔頭）刻「原作生番厲，不

造漢民巢」，南者豎於風谾口（今集集洞角）刻「嚴禁不容奸入，再入者斬」之

告示，嚴禁漢人越界開墾，但效果有限。143 

水沙連六社中損失最慘重的埔社雖然取回了社地，但因為社眾僅剩下十數

人，無法繼續與四周族群維持平衡狀態，在極度缺乏安全感的情況之下，便經由

水社番的介紹，邀請中部平埔族人「打里摺番親」入埔開墾，一起防禦漢人以及

眉社番。而剛好在中部地區同樣遭受到漢人侵奪土地的平埔族人，也想尋求新的

生活，這樣的一個動機即構成了平埔族人集體遷入埔里的行動。 

1824 年（道光四年）與 1828 年（道光八年（，蛤美蘭社（即埔裏社）土目、

耆番分別共同與打理摺番親定立「思保全招派開墾永耕字」與「望安招墾永耕

字」，從中可清楚明瞭埔裏社招平埔打里摺番親來埔里共同開墾的原因與經過： 

                                                 
142 姚瑩，《東槎紀略》〈卷一‧埔里社紀略〉，台灣文獻叢刊第七種，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

1957 年，頁 34~35。 
143 劉枝萬，《南投縣沿革志開發篇》，南投：南投縣文獻叢輯，1958 年，頁 136~137。此南北兩

座禁碑，今均佚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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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保全招派開墾永耕字144 

立思保全招派開墾永耕字，蛤美蘭社番土目阿密，社主大舌，耆番老說，

番大雅安至萬，小雅安抵肉，小老說眉注仔等，緣因前年郭百年侵入開墾，

爭佔埔地，殺害社番死已過半，未幾再遭北來兇番窺我社，慘微少番丁遂生

欺凌擾害，難以安居，阿密、大舌等正在思慮保全，幸有思貓丹社番親來社

相商，云及前日間上山捕鹿，偶遇該親打里摺亦入山捕鹿相會，敘出情因，

言及在外被漢奸勒佔，棲身無地，大慘難言。阿密、大舌以及思貓丹社番親

等竊思木有本，水有源，自我祖上以來，原與打里摺一脈相生，同氣連枝。

為昔日國勝攻取台疆，以致我祖兄弟奔逃星散，分居內外山之所，聞此大慘，

不得不為之悲哉，是故輾轉尋思，而今此本社地廣番少，屢被北番擾害，慮

乏壯丁共守此土，如得該親打里摺來社同居墾耕，一則可以相助抗拒兇番，

二則平埔打里摺有長久棲身之處，所謂一舉兩得而無虞矣。是以阿密大舌率

同眾子姪等，立即央托思貓丹社番土目毛蛤肉郎觀，併伊耆番棹肉加達等，

前去招募平埔打里摺入社通行，踐土會盟，通和社務，使諸兇番以及漢奸不

致如前侵界，得以保全安居，散而復聚矣。茲阿密大舌同我眾子姪等相商，

情愿踏出管內埔地壹所，坐落福鼎金，東至車路橫溝界，西至溪界。南至山

腳界，北至番社溝界，四至界址踏明，即付平埔打里摺均分開墾成田耕種，

併帶泉水灌溉充足永耕，以慰後望，聊充日食之需。如其將來有你等打里摺

尚惠然肯來扶社，有得番丁昌盛者，密與舌等另再踏出埔地與你等開墾管

耕，決無異志，而平埔打理摺北投社羅打朗宣帽，萬斗六社田成發李加蚋，

岸西阿里史社潘集禮阿四老六萬，南北大肚社郭球愛箸武澤同眾打理摺等，

念及親派之情，備來許多禮物奉送朱吱馬掛壹佰領，犁頭壀伍拾，付棉被壹

佰領……付平埔打理摺掌管墾耕永為己業，密、舌等世代子孫不得管回，生

端滋事，保此打理摺係是密、舌同我，眾子姪等甘愿招來同居墾耕，我同子

子孫孫永無反悔，口恐無憑，立思保全招派開墾永耕字紙壹樣，付與平埔打

理摺永遠收執為證。 

即日同中收過平埔打理摺奉送禮物折值價壹千餘員完足再證。 

                                                 
144 劉枝萬，《南投縣志稿》，南投：南投縣文獻叢輯，1958 年，頁 43~45。《重塑臺灣平埔族圖像：

日本時代平埔族資料彙編》，臺北市：原民文化出版，1999，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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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番名） 

道光肆年貳月  日        立思保全招派開墾永耕字蛤美蘭社 

 

望安招墾永耕字
145 

立望安招派開墾永耕字，蛤美蘭社番土目阿密，社主大舌，耆番老說，

黎番大雅安至萬，小雅安抵肉，小老說眉注仔等，緣因前年郭百年入社開墾，

爭佔攻社，殃害丁口死已過半，以致番丁稀少，未幾再遭北來兇番欺凌勒辱，

擾害百般，難以安居，爰是請得思貓丹社番親來社相商，無計可施，姑受以

過幸有思貓丹社土目毛蛤肉郎觀之子，上山捕鹿，偶遇平埔打里摺亦入山捕

鹿相會，各敘情因，慘切言及在外被漢奸勒佔，棲身無地，餬口無資，毛蛤

肉郎觀之子姪切思木故有本，水自有源，自祖上以來，原與打里摺一脈相生，

同氣連枝，如此悽慘豈不勝嘆哉，故反而思之而現今蛤美蘭社地廣番少，屢

被北番欺凌，慮乏壯丁可以守土，你等打里摺何不眾番親同入其中安居墾

耕，守望相助者豈不一舉兩得哉，後思貓丹社毛蛤肉郎觀，同伊耆番棹肉加

達等，來社相商，理無不當阿密大舌率同眾子姪等，立即央托毛蛤肉郎觀等

四人前去，招募平埔打里摺入社通行，踐土會盟，通和社務，自於道光參年

間，打理摺眾至此以與我等眾子姪如兄弟，鄉田同井出入鄉友，使諸兇番以

及漢奸亦不敢如前侵入界內，由此觀之，庶得安居樂業矣。原自道光四年經

有踏出多少埔地與平埔打理摺均分開墾管耕，址在界內福鼎金東西南北四

至，以登在前招墾永耕字，分明今觀此打理摺近者悅而遠者來番眾業少，衣

食不足，資此除前出招墾字內界址以外，阿密、大舌率同眾子姪等，自情愿

再踏出東西南北埔地以及四圍山林等處，凡屬我蛤美蘭社界管之地，無分你

我任從再行均分開墾成田耕種，併帶泉水灌溉充足永耕，以為己業，以慰後

望，而打理摺亦思我等友情相待，亦被買許多貨物運來奉送以謝我埔地之

情，即日同中收過平埔打理摺……，阿密、大舌同我眾子姪等，甘愿招得平

埔打理摺扶社墾耕，各無仰勒反悔，口恐無憑，立望安招墾永耕字捌紙壹樣，

付與平埔打理摺永遠收執為照。 

                                                 
145 劉枝萬，《南投縣志稿》，南投：南投縣文獻叢輯，1958 年，頁 46~47。《重塑臺灣平埔族圖像：

日本時代平埔族資料彙編》，臺北市：原民文化出版，1999，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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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同中收過平埔打理摺奉送禮物折值時價銀伍千餘員完足再照。 

……（略番名） 

道光捌年拾月  日        立望安招墾永耕字蛤美蘭社番 

於此中部平埔族勢力以和平的方式進入了埔里盆地，在中部平埔族與埔社人

口比例懸殊的影響下，整個埔里盆地族群結構產生了根本的改變，埔社族人從此

漸漸被中部平埔族人所取代，平埔族人也成為埔里發展史上新的主人。而在此次

的大遷移中，遷移到埔里的巴宰族人，分別在烏牛欄台地與眉溪流域建立了兩個

聚落。烏牛欄台地，位於埔里西側，有大瑪璘（位於今日埔里愛蘭里）、烏牛欄

（愛蘭里）、阿里史（鐵山里）三社，是由豐原、潭子一帶的平埔族人移墾來此，

因皆位於烏牛欄台地故合稱烏牛欄三社。眉溪流域位於埔里東北方，有大湳（大

湳里）、蜈蚣崙（蜈蚣里）、牛眠山（牛眠里）、守城份（牛眠里）等四社，因

位於眉溪故合稱眉溪四社，是由台中縣的新社和東勢兩地的平埔族人移墾至此

（參圖十七）。 

（圖十七） 

※ 資料來源：賴貫一、程士毅，《阿霧安人的話語和腳蹤》，南投線：台灣打里摺文化協會，2006

年，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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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埔族人為了要建立新家園，以及防止在西部祖居地被漢人強佔的慘痛經

驗再次發生，在移墾埔里時各族群便訂立了「公議同立合約字」，其內容說明「毋

許侵入內山擾動生番、毋許侍強凌辱、毋許引誘漢人在彼開墾、毋許傭雇漢人在

地經營、若有不遵，嗚眾革逐。」在此條件的限制下，漢人的確很難突破平埔族

群的防線進入埔里開墾。 

以下是在 1823 年（道光三年）的大遷移中，中部平埔族五族十四社，
146共同

簽訂「公議同立合約字」作為互相約束的文件。此即中部平埔族遷往埔里之始。 

公議同立合約字
147 

……（略社名、通事名、土目名），切聞，自古聖王重民，五教惟食為

先，沐等各社番黎，避處臺灣，荷蒙  皇仁入版圖，所有草地，歸番掌管，

聽番開墾，或招漢人佃，定納大租，以充贍養，於乾隆五十三年，社番隨軍

有功，設立屯丁，界外山埔，歸屯墾種，劃定屯額，收管屯餉，而屯租寔在

缺額，無如番性愚昧易瞞易騙而漢佃乘機，將銀餌，借所有各社番田園，俱

歸漢人買贖，迨盡其大租，又被漢佃侵佔短折，隘糧屯餉有名無寔，隘番屯

番拐腹赴公，飢寒交迫，逃散四方，沐等會集各社通事土目，酌議欲為社而

安居，先為番謀食，爰相邀四處，尋踏有界內山後，東南勢溪頭茅埔壹所，

原為社番打牲捕鹿之區，地坦土膏，堪開闢資生，以裕口糧、以補屯租缺額，

是以鳩集公議，各社抽撥狀番，自備資斧，往彼開墾，除荊棘，闢草萊，俟

開荒成田，然後丈劃定額，歸隘，歸屯，屯餉隘糧兩無虧缺，則衣食有資，

可以策應奉公赴辦，但恐各社番丁，眾志不一，爭長競短，始勤終怠，爰是

公同議立合約，凡我同約番親，須當約束本社番黎竭力開墾，創所有開墾，

成田成園，按照各社番丁口灶，丈量均分，毋許侵入內山擾動生番、毋許恃

強凌弱、毋許引誘漢人在彼開墾、毋許傭雇漢人在地經營、若有不遵，嗚眾

革逐，倘有公事，應費銀元，議約公同，墊出付頭目之番使費，不得退悔，

恐口無憑，同立合約字拾肆紙，壹樣付各社通事，各執一紙存茲。 

                                                 
146 包括巴宰族群的岸西社、岸裡社、阿里史社、拾捌另雲社、翁仔社、烏牛欄社、麻裡蘭社、

朴仔籬社，洪雅族的南投社、北投社、貓羅社，以及拍瀑拉族的中北（大肚）社、南水二社。 
147 伊能嘉矩，〈埔里社に於ける熟番の自立安固に關する合約〉（〈公議同立合約字〉），《臺灣蕃

政治》，台北：古亭書屋，1973，頁 30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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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三年正月 日                  立公議各社約字 

然，就在平埔族成為埔里盆地新主人的同時，漢人勢力又開始慢慢移入埔

里，儘管平埔族人在進入埔里盆地以前，已經共同定立合約：「毋許引誘漢人在

彼開墾、毋許傭雇漢人在地經營、若有不遵，嗚眾革逐」，漢人仍在清政府的支

持下，利用改變風俗習慣、改變姓名、娶原住民婦女等方式進入埔里。1857 年

（咸豐七年），漢人鄭勒進入埔里，並改平埔族名字為培奕（uaiyek），
148以取

得族人的信任，爾後進入埔里的漢人越來越多，埔里街市也隨著漢人帶入的商業

行為而出現。1875 年（光緒元年）隨著官治組織的建立，理番工作的積極運作，

清政府解除了禁入「番界」的禁令，取而代之的是「開山輔番」的積極政策，至

此之後，漢人大量湧入埔里，而平埔族人在埔里的優勢也不復存在了，漸漸的漢

文化又取代平埔族文化成為埔里盆地新文化。 

 

  （表五）巴宰族遷徙地對照表 

社群 社名 原居地 遷徙地（一） 遷徙地（二） 

岸里社 台中縣神岡鄉

大社、社南、岸

裡等村 

清嘉慶九年（1804 年）

部分遷移至宜蘭羅東

鎮，後部分回到台中

清 道 光 三 年 （ 1823

年），遷至南投縣埔

里鎮牛眠等地 

葫 蘆 墩

社 

台中縣豐原市 清道光五年（1825 年）

遷至南投縣埔里鎮牛

眠里 

 

西 勢 尾

社 

台中縣豐原市

社皮里 

南投縣埔里鎮愛蘭台

地 

 

翁仔社 台中縣豐原市

翁明、翁子、翁

社等里 

  

麻 裡 蘭

社 

台中縣豐原市

社皮里 

  

岐仔社 台中縣神岡鄉 苗栗縣三義鄉鯉魚潭  

岸 

里 

社 

群 

麻薯社 台中縣后里鄉

舊社村 

清道光年間（十九世

紀初中期）部分社人

遷至苗栗縣三義鄉鯉

魚潭、卓蘭鎮 

清 道 光 五 年 （ 1825

年）遷至南投縣埔里

鎮牛眠里 

樸 社 寮 角 台中縣石岡鄉 清道光五年（1825 年）  

                                                 
148 潘英，《台灣平埔族史》，（台北：南天，1996 年 6 月），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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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萬興、梅子村 遷至南投縣埔里鎮牛

眠里 

大湳社 台中縣新社鄉

大南村 

清咸豐元年（1851 年）

遷至南投縣埔里鎮大

湳里（大湳） 

 

水 底 寮

社 

台中縣新社鄉

東興、中和、福

興、慶西等村 

清咸豐八年（1858 年）

遷至南投縣埔里鎮蜈

蚣里（蜈蚣崙） 

 

山頂社 台中縣新社鄉

新社、中正村 

清咸豐八年（1858 年）

遷至南投縣埔里鎮牛

眠里（守城份） 

 

仔 

籬 

社 

群 

大 馬 僯

社 

台中先東勢鎮

上城里 

清道光三年（1823 年）

遷至南投縣埔里鎮愛

蘭里（大馬僯） 

 

阿 

里 

史 

社 

阿 里 史

社 

台中縣潭子鄉

潭北、潭秀、潭

陽等村 

清嘉慶九年（1804 年）

遷移至宜蘭縣三星鄉

阿里史 

清 道 光 三 年 （ 1823

年）從台中遷至南投

縣埔里鎮鐵山里（阿

里史）、大湳里（虎

仔耳）、北安里（楓

仔城） 

烏 

牛 

欄社 

烏 牛 欄

社 

台中縣豐原市

豐田里 

清道光三年（1823 年）

遷至南投縣埔里鎮愛

蘭里（烏牛欄） 

 

※ 資料來源：劉還月等，《我是不是平埔人 DIY》，台北市：原民文化，2001，頁 32~33、7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