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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北路理番同知的總捕、海防任務與檢討 

 
    北路理番同知在鹿港開設正口後，即開始兼中部海防工作，不久，又兼
總捕分府，其職責愈繁雜，責任也隨之加重，儼然成為中臺灣最高行政官員，

在理番之外，肩負中部地區陸上與海上的治安，故其海防與總捕工作也不容

忽視，需作一番說明。 

一、北路理番同知的總捕職責與效能 

（一）、清代總捕分府職責 
    《清史稿》載：「同知、通判，分掌糧鹽督捕、江海防務、河工水利、清
軍理事、撫綏民夷諸要職。」1《清國行政法汎論》載：「知府有保持管內公

安，逮捕盜賊之責。緝捕同知及其他同知，奉承知府之命，專任此事務。然

警察組織，極不完備，故實際其事務決不能舉行。有可觀者，亦不過該府城

內，及同知分駐之區域耳。」2由上述約略可知，清代在地方緝捕盜賊是同知

之職責，而其效能普遍不彰，僅官府駐在地稍微能發揮功能。 
    同知無論是否與知府同城，其中負有較重司法責任的往往給予「捕盜」、
「理事」等銜，前者在典籍、檔案中稱為「捕盜廳員」，其執掌不在自行捕盜，

而在督責本府所屬州縣「捕官」（典史、巡檢等）緝拿，如不能在限內獲盜，

則不論與失事州縣官同城與否，一概被參疏防。3但根據陳天錫在〈清季地方

司法－陳天錫先生訪問記〉中，敘述捕廳可直接指揮州縣衙門中的「快班」，
4故捕廳應有直接介入捕盜之事，可能次數不多，少有記載。 
（二）、北路理番同知兼任總捕年代與責任區 
    雍正元年（1723），御史吳達禮奏請諸羅北路增設彰化縣，並設淡水廳，
稽查北路，兼督彰化捕務。可知淡水同知初設目的即為稽查臺灣中北部治安，

為專職捕廳 ，其後改撫民同知後，因中北部海防仍歸管理，故尚應負有中北
部捕務之責。 

                                                 
1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冊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一百十六志九十一‧職官

三，頁3356。 

2   織田萬，《清國行政法汎論》（台北：華世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頁471。 
3   張偉仁輯著，《清代法制研究》，冊一（台北：中研院史語所，民國七十二年），頁170。 
4   張偉仁訪問、俞瑜珍紀錄，〈清季地方司法－陳天錫先生訪問記〉，上，《食貨月刊》，復刊 

一卷六期，民國六十年九月，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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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陽見聞錄》載：「鹿港為沿海南北通衢、水陸碼頭，人煙稠密，為全

臺重鎮。前經設立巡檢駐守。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地方日益繁盛，改設

同知。嘉慶二十五年〔1820〕，復加『總捕』字樣。」5此段記載說明北路理

番同知在嘉慶二十五年始兼總捕分府，並有不少鹿港史研究者引用此段敘述 

。但根據地方志與史料記載，北路理番同知兼任總捕分府時間應更早。 
前章敘述北路理番同知職權時，已提及乾隆五十年（1785），北路理番同

知始兼總捕分府。臺灣中部捕務此時已歸北路理番同知兼理，而乾隆五十一年

（1786），閩浙總督雅德奏：「彰化縣所轄海洋事件及命、盜等案，據令該縣詳
報該同知查覈。」6此時確定北路理番同知捕廳之職責與彰化縣為責任區。乾

隆五十七年（1792），劃清南北路理番同知捕盜轄區，規定嗣後南路臺灣、鳳
山二縣命盜案件，歸臺灣同知協緝；其北路嘉義、彰化二縣命盜案件，歸鹿仔

港同知協緝，7而淡水同知以臺灣府為兼轄，亦協緝。8可知始自乾隆五十七年

（1792），確定臺灣北、中、南三同知捕廳職責和責任區域，並非嘉慶二十五
年（1820）。 
（三）、臺灣中部治安與北路理番同知兼總捕分府之探討 
    北路理番同知雖兼總捕之責，但此方面缺乏記載，無法知其實際作為與
績效，也未發現有同知因捕務失職而遭參劾，故僅能從臺灣治安來說明，約

略推測可能之績效。 
    臺灣在清朝領土中，屬於新興開發地區，偷渡者、遊民甚多，姚瑩云：「臺
地口禁雖嚴，但是港汊分歧，無業之民，偷渡日多，非遊聚市廛，則肆為盜

賊，捕治不勝其眾。」9故臺地盜風素稱充斥，向惟冬令較甚，10也就是一年

之中，盜搶案在秋冬最多，過年後一月最少。原因是九月秋收，十二月準備

過年，顯然會因有較多物品而使搶劫案件增加。11鹿港同知史密稱從道光二

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846~1847）中，生番殺人止有九命，番亦革殺一命，今

                                                 
5   唐贊衮，《臺陽見聞錄》，卷上建置‧鹿港，頁5。 

6   覺羅勒德洪，《大清高宗（乾隆）皇帝實錄》，冊二五，卷一千二百四十七，頁18265。 
7   中研院史語所，《明清史料》，己篇，冊九，頁854~855。 

8   同註6，冊二九，卷一千四百四，頁20877。 
9   姚瑩，〈臺灣班兵議〉，收入丁曰健編，《治臺必告錄》，頁161。 
10  同註5，卷上政事‧清莊，頁7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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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北：稻鄉 

出版社，民國八十九年三刷），頁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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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嘉、彰之案且數十倍於番，12顯示中部地區命案每年可能發生數百件。 
以地區論，中部彰化、葫蘆墩、大肚即虎尾溪諸處匪徒甚多。13乾隆五十

一年（1787），臺灣道永福飭令理番同知長庚、彰化知縣俞峻會同游擊、北路
協副將等人前往大里杙等庄緝捕林爽文、王芬等結黨搶劫之事；14乾隆五十七

年（1792），鹿港同知朱慧昌至府城出差，挑夫洪荐找舅父及妻舅共四人，搶
劫鹿港理番同知公館，帶走一百二十三圓及衣服八十三件，15可知中部治安惡

化情況，連官員財產也遭搶。姚瑩在臺灣道任內（1838~1843），曾親駐北路
地方，督率嘉、彰二縣及該營員嚴捕匪徒盜犯。16 
北路理番同知在大規模維護治安行動上，有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

匪徒陳勇等人，搶奪田園、截河抽稅，在水沙連之觸口地方，築造石圍，欲

勾結夷船滋事。署鹿港同知黃開基，帶領壯勇二百名，自鹿港前往觸口助勦；
17道光二十五年（1845），彰化、嘉義一帶漳、泉分類械鬥嚴重，聚眾攔途搶
劫更為常事，鹿港同知史密設立五段，18清查道路。19署鹿港同知黃翥先在任

內搜捕漏網戴案要犯，親赴嘉義縣學甲（今臺南學甲鎮）、漚汪（今臺南將軍

鄉）等莊，會同營縣蒐捕著匪多名，而獲賞戴花翎。20從上所述可知臺灣中部

為治安不良之區，故北路理番同知有時需有大動作來維護地方治安。 
再從表 3－8來看，十八世紀中期，中部嘉、彰二縣搶案開始大幅增加。

如以全部搶案總數算之，嘉、彰二縣搶案佔全臺百分之四十。如以北路理番

同知初兼嘉義、彰化二縣捕務時期（1792）來算，此時期嘉、彰二縣搶案佔

全臺百分之四十四。從上述數據可知，清廷將三同知劃分責任區，以便就近

督導捕務，加強地方治安維護之時，正值臺灣治安惡化期間，尤以中部最嚴

                                                 
12  史密，〈籌辦番地議〉，同註9書，頁258。 
13  姚瑩，〈上鍾制府、魏中丞言事狀〉，收入其文集，《中復堂全集東溟文後集》，卷三議狀二，

頁535。 

14  北京天龍長城文化藝術公司編，《清代臺灣檔案史料全編》，冊四，頁79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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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頁 

34。 
16  同註13。 
17  姚瑩，《東溟奏稿》，剿平彰化縣逆匪奏，頁159。 
18  五段是將警備區域分為五部分，分別由兵丁、保甲、壯丁等在所屬段內稽查，查拏盜賊，維護治 

安。 
19  仝卜年，〈上劉玉坡制軍論臺灣時事書〉，收入丁曰健編，《治臺必告錄》，頁245。 

20  洪安全編，《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冊二，頁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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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北路理番同知兼總捕後，治安有無獲得改善，如以數據論之，似乎治安

稍有改善，以 1800－1875年21來算，此七十五年間，嘉、彰二縣搶案佔全臺

百分之四十二，故北路理番同知初兼捕務時期，搶案佔百分之四十四，而行

使職權期間，搶案佔全臺百分之四十二，下降百分之二。但治安優劣非算數

可判定，且犯罪紀錄資料也非完整，更可能有更多隱匿不報或官府吃案的案

件，故北路理番同知兼總捕時期是否對中部治安有改善，尚應持保留態度。 
一個地區治安良窳，可能有許多因素構成，地方官即使有維護地方之心，

但對層出不窮的治安問題，也會感到棘手，因為土匪幾乎都有經濟困窘的藉

口搶劫，奪取財物時，甚至傷害人命，其實官民也知道秋收後搶案就增加，

而加緊冬防，但仍扼止不了飢寒交迫的人變成土匪。22如果清代社會救濟與社

會福利能有完善措施與落實，也許可以減少犯罪之人，社會治安也能改善。 
 

表 3－8  清代臺灣搶劫案件次數（1701~1895） 
時 

間 

地  （年） 

名 

 

1701 

︳

1725 

1726 

︳ 

1750 

1751

︳ 

1775

1776

︳ 

1800

1801

︳ 

1825

1826

︳ 

1850

1851

︳ 

1875

1876 

︳ 

1895 

總計 

淡水廳  1  7 18 49 84 93 252 

彰化縣  3 13 21 30 69 14 33 183 

嘉義縣 3  4 34 59 125 28 26 279 

臺灣縣    10 25 55 10 6 106 

臺灣府  1  2 2 4 4 10 23 

鳳山縣    24 17 76 19 34 170 

噶瑪蘭

廳 

    15 6  2 23 

澎湖廳     2  4  6 

不詳  1 8 26 13 34 14 19 115 

                                                 
21  用此一時期來算是因北路理番同知於1785年兼總捕後，其職責應延續至1875年改中部撫民理番

同知止，故從1800年至1875年為其負責總捕年代。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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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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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3 6 25 124 183 421 175 220 1157 

資料來源：據許達然〈清朝臺灣社會動亂〉一文之表二：「清朝臺灣搶劫、地 

區和頻率」修改，收入古鴻廷、黃書林編，《臺灣歷史與文化》， 

（一），頁 62。 

 

二、北路理番同知的海防職責 

（一）、清代前期海防思想 
滿清政權崛起於大陸東北，入主中國後，缺乏海權概念，加上附近無海

上強權國家，故海上敵人，僅有海盜及藏匿海上之奸宄之徒。《清史》〈兵志

九．海防〉載：「國初海防，僅備海盜而已。」23康熙五十二年（1712），浙江
巡撫王度昭奏報捕獲海盜一事，康熙帝批曰：「大洋內並無海盜之巢穴，海賊

即是陸賊，冬月必要上岸，地方官留心在陸路，即可以防海之要論。」24故清

代前期海防重點是防盜。 
明代海防在於「重防其入」，清代前期的海防是「重防其出」，此為兩代

海防思想的差別，重防其出的海防，設想主要對象是國內，岸防是重點，水

防是輔助。25閩浙督撫在道光十七年（1837）呈奏〈籌議海防章程〉，提及「匪
踪多係由陸入海，而銷贓又必由海上岸，業經責成陸路文武清莊查緝。」26故

清代海防是以內盜為主要防範對象，海防重點著重在沿海陸地港灣，而海防

措施皆是「重防其出」方針，除曾實施海禁政策外，另如限制民船製造規模、

技術、及航海能力，把移民海外視為叛逆行為，勒令禁止，甚至把一切出海

商人看成是不安本分之人，嚴加防範，27《大清律》規定：「若將人口、軍器

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勢必有資寇兵而助

賊黨之心，非止為利矣，故絞。28 
清廷認為海上敵人皆出自國內，故採嚴格限制人民出海策略，以斷其接

                                                 
23  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冊二，兵志九．海防，頁1697。 

24  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康熙朝奏摺》，冊三（台北：故宮博物院，民國六十五年），頁809。 
25  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與制度》（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年一版一刷）。頁60、 

61。 

26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福建省例》，卷二十四海防例‧籌議海防章程，頁724。 

27  同註25，頁61。 
28  沈之奇，《大清律輯註》（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一版一刷），頁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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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來防範於未然，形成以岸防為主，輔以戰船的陸基海防體系。29此種戰略

會造成陸上砲臺防禦設施眾多，守兵分散孤立，此項策略至道光中期後，雖

無法抵禦英美列強之船堅砲利，但平時維護沿海治安，還是能發揮一定作用。 
（二）、清代臺灣的文口 
清領臺後，日本猶在鎖國時代，西洋諸國去中國甚遠，航海技術並未十

分發達，因此，清廷對臺灣的政策，國防的考慮似乎較少，治安的顧慮似乎

較多。30清代官方對臺灣海口的管轄，向由文武職官雙方負責，以收互相監督

制衡之效。港口一經開為正口，通常也設置文武衙門，其下則設置文武二口，

稽查船隻，徵收現金。31 
文口在編制上，設有委員一人、司事一人、巡丁四人；32稽查事項主要檢

查靠港船隻之貨物與人員，貨物檢查是查明船上有無私載違禁物品，人員檢

查是否人照相符；乾隆五十四年（1789），臺灣北、中、南三正口正式開放後，
閩浙總督覺羅伍拉納等奏，籌議設立官渡章程，作為臺閩之間人船往來規定

與海口管理準則： 
⋯閩省渡海正口共設三處，如泉州府屬之廈門則與鹿耳們對渡、蚶江

則與鹿仔港對渡、五虎門則與淡水八里坌對渡，凡商船貨物并搭載民

人出口，俱責成福防、廈防、蚶江三廳管理，會同守口汛弁驗放，迨

至臺灣入口，又責成淡防、臺防、鹿港三廳，會同營員稽查，其餘沿

海口岸，概不許船隻私越，又如臺灣府屬淡水之八尺門、彰化之海豐

港、嘉義之虎尾溪、鳳山之竹仔港，可容小船出入處所，復經添撥汛

防駐守，一體稽查，訪拏辦理。而偷渡之弊，仍復年辦年有者，蓋由

官渡必須給照，難免守候稽延，而商船搭載，其價亦昂，遂有積慣船

戶、客頭於沿海小港，私相招攬，每人不過番銀二、三元，即可登舟

開駕，遂致圖便，目前不惜以身試法，應請嗣後凡遇客民請照前赴臺

灣，該管廳員查驗屬實，立即給予執照，其出口之處，仍令守口員弁

查驗放行，倘有人照不符，拏解地方官，照私渡例治罪，至商船搭載

民人，向來每名索取番銀四、五元，嗣後應請酌定，如由廈門至鹿耳

門，更程較遠，每名許收番銀三元，由南臺至八里坌、蚶江至鹿仔港， 

                                                 
29  同註25，頁105。 
30  張世賢，〈清代對於臺灣海防地位之認識〉，《臺灣文獻》，二十七卷二期，民國六十五年六

月，207。 

31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中和：知書房出版社，1996年初版），頁147。 
32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警察事務，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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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施添福、林會承、陳國川撰，《鹿港鎮志》，地理篇，頁115。 

圖3－2  清代臺灣正口及對渡口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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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程較近，每名只許收番銀兩元，如挈眷同行者，計名給與一切船租

飯食，俱在其內，倘敢額外多取，許該民人赴廳指拏，立予嚴究，如

兵役等拏獲私渡之犯，均照善後事宜案內，將貨物船隻一併給賞，其 

沿海有底無蓋小船，俱經驗烙編號，止許就近撥載，不得遠出，以杜

弊混。⋯⋯33 

以上規定，除將臺閩間對渡港口劃分清楚外，對載客船隻的人員收費標

準也有所規定，但對海口員弁長期需索靠港船隻的陋規，並無提及或予以規

範，顯然仍有疏漏之處。因陋規不止，船主費用增加，必轉嫁至乘客身上，

收費規定勢必成為俱文。 
在文口的稽查單位上，實際負責這些業務的是同知、巡檢（位於正口），

或地方上的澳甲、口書。34被官方闢為正口的港口，由較高階層文武官稽查

港口，並添設若干職員與差役，如五條港設正口時，笨港縣丞需添設口書、

口差、澳甲、行保各役。35且官商各船往來停泊，帆檣薈萃。甚至米榖的配

運、配渡官兵、文報傳遞以及內地運餉來臺，俱由正口。36清初，船隻過航，

專以臺灣府的臺江與對岸的廈門為正口，僅此兩口間准許出入，凡船隻欲到

臺灣者，由廈門海防同知發給票照，而船隻出入鹿耳門時，需由臺灣海防同

知稽查掛驗。37其後又開彰化鹿港、海豐港對蚶江，淡水八里坌港對福州、

噶瑪蘭烏石港對五虎門，各港由各地所在之同知、通判負責管理。 
一般性的地方港口，主要稽查對象為漁船或小型航行內河船隻，《福建省

例》載：「沿海一帶採捕及內河通海之各色小船，地方官取得澳甲、鄰佑，一

體印烙編號，給票查驗。」、「凡遇出口採捕營生，即朝出晚歸，亦當赴文武

汛口掛驗。」38故文口之設置遍及各港口，依港口等級不同而由不同階層之官

員負責查驗。《海東札記》載： 
各港汛員，如大港則經歷司之，南路茄藤港則鳳山縣上淡水巡檢司之，

打鼓港則鳳山縣典史司之，笨港、猴樹港則諸羅縣笨港縣丞司之，三

林港、海豐港則彰化縣南投縣丞司之，鹿子港則彰化縣鹿子港巡檢司

之，水裏港則彰化縣猫霧捒巡檢司之，篷山港、後壠港、中港、竹塹

                                                 
33  洪安全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冊二，頁1540~1543。 

34  許毓良，《清代臺灣的海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一版一刷），頁124。 

35  中研院史語所，《明清史料》，戊篇，冊二，頁170。 
36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頁154。 
37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冊上，頁220~221；或見中譯本，冊上，頁170 
38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福建省例》，卷二十三船政例‧出海小船查明烙號，頁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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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南嵌港則淡水同知司之，八里坌港則淡水廳新莊巡檢司之。39 

    由此可知臺灣各大小港口，皆有負責之官員稽查，而各轄海口之官員，
皆有一定負責區域，《新竹縣志初稿》載：「自中港以南至大甲，歸大甲巡檢

會同各汛兼司稽查海口；中港以北至許厝港，歸竹塹典史及各汛兼司稽查海

口。」40 
    乾隆末期，臺灣南北共開北、中、南三個正口，全臺亦以大甲溪、八掌
溪為界，分由淡防廳、鹿港廳及臺防廳負責管轄境內各港口，稽查出入船隻

並掛驗給照，41其中以臺防同知地位最重要，原因除府治為守備重心外，最大

特點是該地與府經歷、笨港縣丞、佳里興巡檢、鳳山縣典史的轄區接近，可

藉由地緣組成一個海防的稽查網路。42 
而非正口之各次要港口，管轄該港的低階官員，也與正口的同知有業務

從屬關係，如北路理番同知移駐鹿港後，原管轄海防的鹿仔港巡檢歸該同知

管轄差遣。43道光六年（1826），海豐港開放正口後，從南投縣丞管轄改歸笨
港縣丞管轄，但是分配兵額及一切配運事宜，仍歸鹿港同知經理。44故知縣之

佐貳官有兼海防者，與海防同知在職務上有從屬關係。 
    在文武口的權責劃分上，基本上文口列管船籍或移民者的戶籍，武口專
門清查進出的人、貨，45但是文口官員也會派家丁及書差會同武口汛弁，前往

船上查明有無私載違禁物品，46且船隻離港時，文口需會同武口，鈐蓋印信，

給照放行。47故文武口在平時港口查驗上，似乎是合作多於分工。但戰時，抵

禦外侮工作主要由營伍執行，雙方少有為緝拿而互相調兵，更無共組稽查網

絡而事權歸一，48文口的同知主要職責為地方性防禦，少有主動出擊。 

    清廷將海防重心放在港口防衛上，故在每處港口皆佈置文武官員管理，

                                                 
39  朱景英，《海東札記》，卷二記政紀，頁21~22。 
40  鄭鵬雲、曾逢辰，《新竹縣志初稿》（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八十二年），臺灣文獻叢刊 

第六一、一○一種合訂本，卷一封域志‧四至八到，頁5。 

41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頁222。 
42  許毓良，《清代臺灣的海防》，頁51。 
43  中研院史語所，《明清史料》，戊篇，冊二，頁130。 
44  同前註，頁169。 

45  同註42，頁128。 
46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臺灣海防廳沿革，頁37。 
47  同註43，頁169。 
48  同註42，頁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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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沿邊的海防措施，也都以對內治安維護和緝捕私盜為考量，故臺灣的海防

是以守備防衛為重點，此舉雖利於對內防禦與平亂，但對於外敵的入侵卻是

無法主動出擊，容易受制於敵人，且缺乏應變能力，而文武口事權不統一且

部分職務重疊，也會造成多頭馬車之弊。 

（三）、北路理番同知的海防區域與管理  

 1、北路理番同知的海防區域 
清領臺初期，臺澎地區海防全歸臺防同知稽查，《海東札記》載：「臺灣，

海疆也，海防同知一官，實關緊要。蓋鹿耳門為全郡門戶，而南北各港口亦

其統轄者。」49其後增設官職，臺澎地區海防劃分始漸分區。《安平縣雜記》

載：「（臺防同知）秩正五品職，任稽查臺、澎各港口船隻出入事務；雍正元

年添設淡水海防同知、澎湖通判。淡水一帶海口船隻，歸淡水廳稽查；澎湖

一帶海口船隻，歸澎湖廳稽查。」50《重修臺灣府志》載：「臺屬小商船往來

貿易，彰化縣內的港口，鹿港是由彰化縣查驗，而海豐、三林二港歸淡防廳

查驗。」51《重修鳳山縣志》載：「鹿港廳未設之前，鹿港海防由鹿仔港巡檢

查驗，按月造冊申報臺防廳查核。」52從上述可知，臺灣初期海防劃分頗為混

亂，如依地理位置視之，海豐、三林二港位於鹿港南邊，位置較接近臺防廳，

卻由淡防廳查驗，鹿港偏北，卻由臺防廳負責。淡防廳初期雖駐在彰化縣城，

但鹿港仍較縣城為近。故初期港口的權責劃分可能以港口重要性為考量，才

會有鹿港海防之最高負責單位為臺防廳，而偏南之海豐、三林二港，由淡防

廳負責查驗之情事。 
乾隆四十九年（1784），鹿港開設正口，以商艘雲集，宵小易生，且稽查

船隻私渡奸匪，盜儎禁物，並配運各事務，鹿港一巡檢微員，難資經理。彰

化縣原有地方之責，不能兼顧。淡防同知，鞭長莫及。53故將北路理番同知移

駐鹿港，隨時慎重辦理海防事宜。此時與臺防廳之管轄範圍有所劃分。 
 
 

                                                 
49  朱景英，《海東札記》，卷二記政紀，頁18。 
50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臺灣海防廳沿革，頁37。 
51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台北：臺銀經濟研究室，民國五十年），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五種，

卷七規制‧海防，頁89。 

52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八十二年），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六

種，卷七兵防志‧海防，頁211。 

53  周璽，《彰化縣志》，卷三官秩志‧文秩，頁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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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頁 59。 
圖 3－3  北路理番同知海防區域與所轄港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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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鹿港風俗一班〉一文中載鹿港廳的時代，總轄鹿港、新港、54梧棲

（五义港）、王功（三林港）、番挖、北港（笨港）等六口，55這些港口應是清

末時還能泊船之港口，清中期時尚有水裏、海豐等大港及附屬小港，鹿港廳

所轄港口大約位在大甲溪至八掌溪之間。以清代行政區來說，也就是彰化和

嘉義二縣之沿海港口，而這些港口原有之管轄單位，如嘉義之笨港、猴樹港

原由笨港縣丞司之，彰化之三林港、海豐港則南投縣丞司之，鹿仔港則鹿仔

港巡檢司之，水裏港由猫霧捒巡檢司之。在北路理番同知兼海防後，此區域

海防統整於北路理番同知，故嘉、彰二縣的佐貳官，在海防職務上也從屬於

北路理番同知。 
此外，樹苓湖（下湖）56一港，原由鹿港廳管轄，但在臺灣西南部港口逐

漸淤廢情況下，因配榖壓力，導致此港該由鹿港廳或臺防廳管轄問題，曾引

起兩廳爭執，後以臺防廳暫管平息紛爭，57故在八掌溪以北的樹苓湖是唯一非

鹿港廳管轄的港口。 
2、北路理番同知的海防管理 
北路理番同知初駐彰化城時，鹿港商船，例由巡檢查驗出入，58移駐鹿港

後，才由同知查驗。《清會典事例》載，乾隆四十九年（1784），鹿仔港，設
口開渡，如有違例偷渡、人照不符及挾帶禁物等項，查拏究治，至鹿仔港海

口出入船隻，令鹿仔港同知查察，59而彰化縣所轄海洋事件，知縣有詳報鹿港

同知查覈之責。乾隆五十四年（1789），閩浙總督福康安在奏摺中提及：「鹿
耳門、鹿仔港係南北要口，商民船隻出入，應行查驗。」60可知鹿港同知在海

防基本權責上，有稽查鹿港出入船隻及海洋事件的裁決權。 
（1）、稽查船隻 

                                                 
54  新港位於今天彰化縣伸港鄉，清代屬半線西堡，清後期該地新闢港口，故名「新港」，原屬彰

化縣管轄，日據前改為臺灣縣管轄。 
55  不著編者，〈臺灣鹿港風俗一斑〉，頁10；或見陳其南譯，〈清末的鹿港〉，收入其所著，《臺

灣的傳統中國社會》，頁192。此六口可能是清末時所轄，前期所轄之港口可能有部份已淤廢，

故不再管理。 

56  姚瑩敘述樹苓湖即下湖，為五條港配運之所。位置在嘉義縣城西方四十五里樸仔腳（今朴子市）

附近，其外即係內海，故稱之為樹苓湖，處於五條港及笨港之間。 
57  姚瑩，〈覆鍾制府言事狀〉，收入其文集，《中復堂全集東溟文後集》，卷三議狀二，頁532。 
58  薛紹元，《臺灣通志》，列傳‧政績，頁465。 

59  崑岡等總裁，《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冊十，卷二百三十九戶部‧禁令，頁8273上b。 
60  中研院史語所，《明清史料》，戊篇，冊二，頁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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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府輿圖纂要》，頁154~155。 
圖 3－4  樹苓湖位置圖（左下畫斜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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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稽查船隻上，《福建省例》之〈配運臺榖條款章程〉中，規定廈、蚶、

五虎船隻，通行臺、鹿、八里坌三口，責成臺、鹿、淡三廳於照內覈實註明， 
不許微末員弁經理。61此外，《福建省例》亦規定，商漁船隻改換柁水，時所

常有，若概令回籍呈明更改，勢必耽誤生理。故規定就地給以官單，粘於照

尾，遇有更替，隨處禀明，既便稽查，並嚴頂冒。62故鹿港同知需在船照上面

核驗船隻與人員有無不實之處，如遇船員變更，負有更正之責。 
在非鹿港同知駐紮之港口管理上，由該管文口查驗後將牌送至鹿港廳查

驗，如笨港有船隻入港，由笨港縣丞會同營汛把總，查驗牌照相符，果無違

禁貨物，准其報行卸載，將牌送至鹿港廳查驗樑頭，分別配榖，仍由鹿港同

知會同左營游擊，鈐蓋印信，給照放行。如係臺灣貿易小船，由該縣丞驗明，

按月摺報當地道府查核轉報。如內地商漁船隻出入配運，仍由鹿港同知另造

一冊，按月通報，以專責成。63故在鹿港廳管轄範圍內之港口，皆須由鹿港

同知驗牌與鈐蓋印信，才能給照放行。 

在檢驗程序上，船隻一到港，由報館送牌呈驗，船內貨物起卸裝載完備，

仍由報館繳費領牌出口。將出口時，海防同知會派家丁、書差會同武口汛弁，

前往船上查明有無私載違禁物與漏稅貨物。64各港口設有循環簿二本，一發澳

甲，一發口員，將出入船隻船戶出口的真實姓名、領照日期、裝貨若干、往

何處貿易、管駕何人、保結船戶行保何人、柁水有無更換，照式填註。如有

澳甲已填而守口胥吏未填、或守口胥吏已填而澳甲未填及有填報互異者，其

中可能就有弊端。65 
另在臺郡內航行販運的小型船隻，如澎子、杉板頭、一封書等船隻的管

理，由縣發給船照，設有船總管理，均有行保，赴南北各港販運。船總行保

具結狀填往某港，同縣照送海防廳登號給與印單，以水程之遠近，定限期之

遲速，到港時汛官驗戳入口，仍填所載貨物蓋戳出口，回至海防廳，將印單

繳驗進澳。66《問俗錄》載：「商船造報地方官量烙書帆，訊取里鄰甘結，毋

                                                 
61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福建省例》，卷二倉庫例‧配運臺穀條款章程，頁77。 

62  同前註，卷二十三船政例‧船隻改換柁水就地稟明換單查驗，頁622。 

63  中研院史語所，《明清史料》，戊篇，冊二，頁169。 
64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臺灣海防廳沿革，頁37。 
65  同註61，卷二十三船政例‧商漁船隻設立循環填註送核，頁634。 
66  朱景英，《海東札記》，卷二記政紀，頁19。此段記載是在臺防廳為全臺唯一正口時期之管理

辦法，但其他正口開放後，理應由所轄港口之海防同知比照辦理才是，故筆者此段用「海防廳」

之詞來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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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夾帶禁物，給以牌照，由文武口查驗過戳，方准南北經商。」67綜合上述，

可知地方性航行的船隻，由縣發給船照，委由行保管理，而出入港口仍由文

武口查驗給單，才能在島內各港口販運。此為海防同知管理島內航行船隻之

法。 
（2）、海洋事件 
在海洋事件上，《福建省例》規定，船隻外洋失事，務照現行成例，聽事

主隨風進口，帶同柁水，赴所在不拘何衙門呈報。訊明由何處放洋，行至被

劫處所約有里數若干。將開報贓物報明，各該管印官、該管文武印官即查照

洋圖，定為何州縣營汛的轄，一面飛關所轄州縣，會營差緝；一面即將事主

人船，力速省釋，毋庸候勘，致滋延累。68鹿港同知為文口最高負責人，理應

有受理海洋事件之責。 
如果是在所屬內洋失事，文武需帶同事主會勘。69如前章曾提及英商舺舨

船在草港擱淺及遭搶一事，鹿港同知鄒漸鴻、鹿港游擊郭發祥、署彰化縣蔡

麟祥皆先後前往處理。由此可知，如果在鹿港同知管轄之內洋發生海上事件，

鹿港同知、鹿港游擊、彰化或嘉義知縣皆有責任處理。而內洋巡邏任務，也

是由文武衙門共同分擔，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鹿仔港左營游擊陳光昭帶
領弁兵并彰化縣及淡水、鹿仔港二廳差役出洋巡哨，拏獲偷渡客數名，70即是

文武衙門共同巡邏洋面之例證。 
此外，清代慣例，官弁兵丁出洋，船隻遇風沉沒，須由海口各文武衙門

挨查，出具並無遇救得生切結，未獲屍身，亦須徧查結報。71故官方船隻如發

生事故，也由所在的文武口負責處理。 
（3）、其他業務 
《福建省例》之〈配運臺榖條款章程〉規定，各船必由臺灣正口配榖，

而配運臺榖之事，必由廳員認真查辦，不可任聽丁胥行保串通賄免，亦不可

任聽胥役勒索陋規，則商船無所顧慮，自必源源領運，可無積壓之虞。72鹿港

未開港前，彰化縣粟石，自鹿仔港運至府澳，諸羅縣粟石，自笨港運至府澳，

                                                 
67  陳盛韶，《問俗錄》，卷六鹿港廳‧海運，頁62。 
68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福建省例》，卷二十三船政例‧外洋失事，事主帶同柁水赴所在文武不

拘何衙門呈報，訊明追緝，頁619。 

69  同前註，卷二十七刑政例‧竊劫案件不許違例勒掯商民守候，頁899。 

70  中研院史語所，《明清史料戊篇》，冊二，頁153。 
71  徐宗幹，〈請卹沉溺官兵書〉，收入丁曰健編，《治臺必告錄》，頁311。 
72  同註68，卷二倉庫例‧配運臺穀條款章程，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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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鹿港開正口後，鹿港同知當負有配運兵榖之責。最初鹿港配運兵榖數目為一

萬二千餘石，道光十年（1830）增加一萬石，五條港配八千石。74 

除兵榖配運外，鹿港也成為北路班兵配渡的港口，嘉慶十五年（1810）
閩浙總督方維甸上奏，將嘉義以北班兵，改由鹿港登舟，75規定臺灣班滿兵丁

應分由鹿耳門、鹿仔港兩口內渡。北路協中營、右營、艋舺營各營汛班兵，

由北路協副將逐名點驗，即令在鹿仔港交該同知配船對渡蚶江。76道光三年

（1823），鹿港行商要求與八里坌口分船配載。總督趙慎畛行鎮、道、府議，
道光四年（1824），臺灣道方傳穟詢問鹿港同知鄧傳安、署淡水同知龐周配渡
班兵之事，二官皆言兵商之困。道、鎮合議後上報總督趙慎畛，改以蘭、艋、

滬尾、北右四營中上府兵自八里坌配渡，四營中下府兵與北協三營兵仍由鹿

港配渡。77故在兵榖配運外，鹿港同知也負配渡班兵之責。 
另外，軍流及命盜徒犯，臺灣府廳縣於審明後，俱著招解臺灣道勘定移

司，毋庸將犯解省，並令臺灣道繕具文冊二，副於鹿耳門、鹿仔港兩處口岸

配船分遞，不拘何處文書先到，即由布政使司覆覈詳咨。78在押解人犯上，向

例由鹿港口配船，無用給發船價（原因不明），但因要免除人犯往返之煩，故

一向由府備船費，由鹿耳門出海。直到咸豐年間，府、縣二監擁擠，才由各

口自行配渡。79而人犯起解內地，每名需費四、五十金，80由所在廳縣支費。 
鹿港身為正口，配榖、運兵、文書傳遞與人犯押解自無法避免，鹿港同

知需肩負這些業務，其港口業務可謂繁重，而且鹿港同知也要分擔港口防衛

工作，如番仔挖成為鹿港的外港後，居民舖戶頗盛，地勢平闊，岸上設礮墩

五座，有水師七十名駐守，而港內的防守有游擊配弁兵二百二十名、水勇二

百名，鹿港同知本身也督同外委一員，帶鄉勇二百名，在岸駐紮，會同防守。
81故鹿港同知本身負有港口業務與防衛雙重責任。 

                                                 
73  朱景英，《海東札記》，卷二記政紀，頁18。 
74  中研院史語所，《明清史料戊篇》，冊二，頁190。 
75  姚瑩，《東槎紀略》，改配臺北班兵，頁11。 
76  洪安全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四，頁3007~3009。 

77  同註75，頁11、12。 
78  洪安全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四，3299~3300。 

79  徐宗幹，〈上兩院清理人犯書〉，收入丁曰健編，《治臺必告錄》，頁316。 
80  姚瑩，〈海外廳縣津貼公費狀〉，收入其文集，《中復堂全集東溟文後集》，卷四議狀三，頁

551。 
81  姚瑩〈臺灣十七口設防圖說狀〉，同前註書，頁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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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路理番同知的海防績效 

    北路理番同知在鹿港負責海防工作長達一世紀，期間鹿港曾名列臺灣第
二大港，見證鹿港的興衰。初時鹿港能長期繁榮，除地理位置優越外，與北

路理番同知的駐此頗有關係，因為港口所在的官員官階愈高，能增強港口的

各種機能，促使其加速發展，讓港口規模更加擴大，並凌駕其他未開正口的

港口。82且官署在行政體系中，所佔的地位愈高，行政附屬的文化商業等機能

愈複雜，所能容納的就業人口愈多，規模也愈大。83北路理番同知在臺灣文官

位階僅次於道員、知府，為島內第三高階文官，對鹿港發展自然大有助益。

以下從相關史料來探討其業務績效： 
（一）、港口安檢有其漏洞 
北路理番同知除需防備洋盜騷擾海面外，港口檢查為其重要職務之一，

《福建省例》規定，船隻出入文武汛口，查明船內如無夾帶禁物，隨到隨即

驗放，不得多方需索留難。84但海口員弁收賄情況嚴重，商船私帶禁物，往往

送錢即可放行。如樹苓湖先歸鹿港廳管轄，後係臺防廳暫管，二廳相距皆遠，

稽查難周，商船私帶禁物，未到口之先，在地姦民偷用小船接運。兵役查獲，

往往得錢賣放。姚瑩認為不但此處如此，即他處亦難保無之。85故安檢工作可

能長期存在稽查人員收賄的漏洞，對中部海防的維護有一定的影響。 
（二）、海防、救難頗具成效 
北路理番同知除配運兵榖外，維持臺灣中部沿海之洋面安全也是重要職

責，在史料中也有數件北路理番同知維護海防之例，可說明鹿港因有北路理

番同知負責海防安全，而使海上安全增加不少。 
嘉慶五年（1800），艇匪黃勝長來臺滋擾，鹿港同知葉寶書不避風浪，督

役出洋，拿獲首夥盜犯多名。86嘉慶八年（1803），蔡牽匪船在鹿港洋面伺劫，

因各船缺淡水，匪徒乘坐舢板小船，希圖上岸取水，經鹿港同知翟儔、護游

擊陳廷梅督率兵勇截回二次。87署鹿港同知魏瀛，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
夷船犯臺港口事件中，督率義勇，堵禦圍拏夷犯，獲取夷書，奪取銅礮一門、

                                                 
82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頁73。 
83  施添福，《臺灣的人口移動和雙元性服務部門》（台北：師大地理系，民國七十一年），頁24。 
84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福建省例》，卷二十三船政例‧嚴禁勒索船隻驗烙給照陋規，頁615。 
85  姚瑩，〈覆鍾制府言事狀〉，收入其文集，《中復堂全集東溟文後集》，卷三議狀二，頁532。 
86  中研院史語所，《明清史料》，戊篇，冊五，頁464。 

87  同前註，頁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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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礮一門、鳥槍腰刀多件。以同知升用。88咸豐二年（1852），鹿港同知孔昭
慈因剿捕洋盜出力甚多，清廷加知府銜以資獎勵。89同治七年（1868），英國
商人必麒麟（W.A.Pickering）在梧棲私開洋棧，收購樟腦，被鹿港同知洪熙
恬截留查扣等。90屬歷任鹿港同知護衛海防與查緝走私的具體行動。 
臺灣中部海防，在北路理番同知管理期間，並無發生重大海洋事故，在

臺灣內地發生民變時，海路仍能維持暢通，部分原因應歸功於北路理番同知

在海防上的努力，臺灣中部海面才得以平靜。 
（三）、相關業務的成效及困境 

北路理番同知在港口安檢與防衛外，尚有配運兵榖、運送班兵、傳遞文

書等業務。其中以配運兵榖為最要事，有不少同知因這項業務獲清廷嘉獎或

遭到懲處。 
1、配運兵榖 

配運兵榖為臺灣各地海防同知一項棘手業務，如臺防廳與鹿港廳對樹苓

湖一港歸屬問題爭執不下，即因樹苓湖有配榖之利，擁有此港管轄權即可減

輕配榖上壓力。故臺灣正口之配榖是清廷所重視的業務，同時也造成海防同

知沉重壓力。以下從臺灣正口配運困難與鹿港配運困難原因來說明鹿港同知

在配榖上的壓力與執行情形。 
（1）、臺地配榖困難原因 
臺灣配運兵榖為何成為沉重負擔，原因在於無政策規劃，造成配運混亂

與損耗，故民船不願配榖運送。如臺灣正口配榖該運至福建何地，即無全盤

規劃，最初鹿港一廳所配廈船運交晉江、南安二縣倉榖，蚶船反配廈倉榖石，

輾轉運交，多延時日，且虛靡運費。後福建布政使司檄飭鹿港廳，嗣後廈船

盡配廈倉榖石，蚶船悉運晉江、南安二縣倉榖，91臺榖配運福建地點分配才算

合宜。 
除配運地點問題外，最初臺灣配榖，向係逐倉零星均配，並無一定，到

口轉運，則代載小船，因地方各異，所向不同，留前等後，在所不免，亦非

速運之道。嗣後福建布政使司又規定，商船回棹，應將配一倉之米榖，撥配

完竣，再配一倉之米榖。但仍視其緩急而區分先後，毋得籠統均配。92 

                                                 
88  姚瑩，《東溟奏稿》，查明大安破舟捦夷出力人員奏，頁139。 

89  洪安全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冊五，頁4387。 
90  黃秀政編纂，《鹿港鎮志》，沿革篇，頁27。 
91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福建省例》，卷二倉庫例‧配運臺穀條款章程，頁83。 

92  同前註，頁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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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9  鹿港對渡蚶江口配運米穀縣份 

嘉義→福州 
彰化→福州 
→莆田    －鹿港－蚶江 
→晉江 
→南安 

資料來源：邱欣怡，〈清領時期臺閩地區米穀貿易與商人〉（桃園：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

論文，民國九十一年），頁 43。 

 
此外，商船所配運的兵榖，交卸處所依遠近不同，責令各船拈鬮，由縣

給以水腳銀，載赴廈門，轉輸內地各府廳縣倉交納。93官榖運腳，每石六分六

釐，較民貨水腳僅十分之二，船戶不敷成本，94商船配運百石穀物，配運三次

即需賠銀四、五百圓，富有之家還堪勝任，但是中下戶必累至傾家蕩產，95故

奸商詭譎，往往減報樑頭，巧為規避，官榖積滯如故。96 
在臺地配榖問題上，除港口淤廢造成船隻減少的地理因素外，政策無整

體規劃，應是導致民船不願配榖的主因。道光初期，臺灣三口運榖冊數，每

年積壓約二萬餘石。97配運兵榖成為同知沉重負擔。閩浙總督程祖洛認為臺灣

兵榖問題在於縣惰於徵收，而廳要負短配之責。98程祖洛似乎未瞭解配榖實際

問題在於政策混亂，故認為運榖遲滯皆為廳縣怠惰所致。 
（2）、鹿港配運兵榖之困難 
鹿港開港後，酌撥兵粟以分配運，將臺屬北路嘉義、彰化二縣應運內地

粟石，改由鹿港同知專司配運，二縣每年額運兵粟三萬四千餘石，99分送福建

各縣，最初運榖僅限對渡港口，如在鹿港配運，是赴蚶江撥船轉運，腳價上，

                                                 
93  朱景英，《海東札記》，卷二記政紀，頁19。 
94  姚瑩，〈籌議商運臺榖〉，收入丁曰健編，《治臺必告錄》，頁171。 
95  陳盛韶，《問俗錄》，卷六鹿港廳‧海運，頁63。 
96  同註94，頁169。 
97  同前註，頁174。 
98  同註95，頁64。 
99  洪美齡，〈清代臺灣對福建供輸米榖關係之研究〉（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民

國六十七年），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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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鹿港運榖至蚶江，每石銀四分四釐。100後因廈門商船有赴鹿港貿易者，或

蚶江商船在廈門出入至鹿港者，俱聽鹿港廳酌配兵米回廈，由廈防廳撥船轉

運。101至嘉慶十五年（1810），臺灣三口102通行，不拘對渡，一體配運兵榖。
103 
自鹿港開始配運兵榖後，常發生配運困難的問題，主因是商船逐漸減少，

鹿港積榖漸多。乾、嘉時期，鹿港的商船每年有數百之多，道光年間祇剩五

十餘船，104鹿港商船減少原因，除地理因素外，商人經濟能力減弱，各港口

差役員弁需索與短付造成商人巨大負擔，導致商人不願前來，是配榖問題的

困難所在。以下從自然與人為因素說明鹿港商船減少之因： 
港口淤廢 

    鹿港開為正口後，隨港口逐漸淤廢，泊船困難，有民船漸少的危機。嘉
慶中期，鹿港口門淤廢，商船改由王功港出入。道光以來，王功港口又淤，

商船皆由番仔挖出入。105泊船漸有不便，導致商船減少，運榖數目自然減少。 
物價波動，商人無利可圖 
道光五年（1825）之前，鹿港米價一石二千餘錢，其後年榖欠收，一石 

貴至四、五千錢，販運維艱；且富商日少，船壞難復，106在無商機誘惑與利

潤可圖下，商船來鹿港貿易的數量自然不多。 

海口陋規 
清廷對於海口收費，本有定價，乾隆三十一年（1766）規定文員衙門，

每船准收番銀三元，武職衙門，准收制錢百文至二十文不等。至乾隆五十三

                                                 
100 周凱，《廈門志》（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八十二年），臺灣文獻叢刊第九五種，卷六臺運

略‧配運，頁189。 
101 同前註，卷六臺運略‧額數，頁187。乾隆五十五年（1790），福州將軍永德據商民等俱呈籲請白 

底鋸船仍由廈門掛驗，徑渡鹿仔港，免致繞道，⋯廈門白底鋸船欲赴鹿仔港貿易者，即准其就近 

由廈門同知編號掛驗放行，責成廈門行戶保結稽查，至白底鋸船比蚶江之單桅雙桅，船身較大， 

如遇配運官榖，應以每船裝米六十石，榖則倍之，倘有遭風失水著落，原保行戶賠補，其餘一切 

糖船、橫洋等船，循照舊例，仍止准對渡鹿耳門出入，毋許偷越鹿仔港。見《明清史料》，戊篇， 

冊二，頁145。 

102 指鹿耳門、鹿港、八里坌三正口。 
103 洪美齡，〈清代臺灣對福建供輸米榖關係之研究〉，頁72。 
104 陳盛韶，《問俗錄》，卷六鹿港廳‧海運，頁62。 
105 姚瑩〈臺灣十七口設防圖說狀〉，收入其文集，《中復堂全集東溟文後集》，卷四議狀三，頁602。 

106 同註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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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788），福康安等奏請，文員衙門，每船准收番銀五元，武職衙門，准收
番銀三元，以資貼補，其掛驗米食等項陋規，一概嚴行禁格，並將所定章程，

勒石海口。107 
乾隆五十三年（1788），閩浙總督李侍堯調查臺灣海口陋規之事，認為臺

灣海口得受陋規，在鹿仔港未設口岸以前，例禁商民出入，該管文武各員並

不嚴行查禁，輒敢收受船戶陋規，較之通商口岸得受陋規者，情節較重。108而

鹿仔港自乾隆四十九年（1784），議准添設口岸後，係北路理番同知與安平左
營守備管理，船隻出入，多帶米食，陋規與鹿耳門無異，而船隻較少，每年

同知得一萬餘元，副將向不分送。109口書胥役以鹿港未曾勒石示禁，而對回

籍粵民，每名索銀六、七圓不等。乾隆五十五年（1790），臺灣兵備道萬鍾傑
立〈鹿仔港船隻勒索示禁碑〉，嚴禁鹿港口書胥役對於回籍墾民，不得多索規

費。110 

雖然清廷一再禁革海口陋規，但是此風仍熾。商船出入臺灣，俱有掛驗

陋規，掛號例錢六百，驗船之禮不在此數，船上如載有禁物，則需索數十金

不等。111乾隆五十七年（1792），臺灣鎮總兵哈當阿參核理番同知金棨，理由
是失察家人、112書役索詐船戶番銀，113可知陋規之盛，連官員親屬皆為之。

而商船配榖海口，兵差費用僅十餘圓，在澳倉領取米榖，不是攙和榖秕，就

是短價勒折，蚶、廈兩口交倉，費用尤鉅，受累更重。114對於商船來說，陋

規負擔與其他經濟困境造成販運鹿港無利可圖，甚至有虧本之虞的狀況下， 
至鹿港之船隻自然減少。 
從上述三個原因來分析，鹿港商船減少之原因，自然因素是鹿港港口淤

廢，泊船困難，用小船或陸路接駁貨物至鹿港，增加成本；人為因素上應為

海口陋規需索無度，運榖賠累，當商人覺至鹿港貿易無商機可圖，前來鹿港 

                                                 
107 北京天龍長城文化藝術公司編，《清代臺灣檔案史料全編》，冊九，頁1893。 

108 洪安全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冊二，頁1293。 
109 同註107，頁1891。 

110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中部碑文集成》，鹿仔港船隻勒索示禁碑，頁79。 

111 丁曰健，〈與吳觀察論治臺事宜書〉，收入其所編，《治臺必告錄》，頁57。 
112 清代地方官帶領家人上任是一種不成文的規矩，少者帶五、六人，多者數十人。家人成員包括官

員的親戚與奴僕，常依恃官親參與官府政務，稱為「衙內」，是各級官府中令上下左右矚目的

一批人物。 
113 中研院史語所，《明清史料》，戊篇，冊八，頁723。 
114 陳盛韶，《問俗錄》，卷六鹿港廳‧海運，頁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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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葉大沛，《鹿港發展史》，頁 252。 
圖 3－5  臺灣兵備道萬鍾傑所立〈鹿仔港船隻勒索示禁碑〉（現置鹿港三山 

國王廟左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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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次數自然減少。 
（3）、北路理番同知執行配運之績效 
歷任北路理番同知在任內曾受嘉獎與嚴重懲處之員，多以運榖績效良窳

為憑。在嘉獎上，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鹿港同知朱慧昌以內地兵眷米穀

按船配運並無遲滯，諸凡政務，實心經理，而獲得陞署。115陳盛韶在署鹿港

同知任內，將鹿港應配未運之存澳兵穀一萬二千六百餘石，不惜雇資代為配

運，為清廷所獎勵，即以同知直隸州補用。116 
    在懲處上，道光十四年（1834），剛從彰化知縣升鹿港同知的李廷璧，因
知縣任內惰誤兵穀問題，遭摘去頂戴，限三個月內處理運送完畢；117道光十

九年（1839），代理鹿港同知的玉庚，因所轄五條港未運兵穀六千五百餘石而
遭摘去頂戴。118 
由以上結果可知，按時配運兵榖乃是鹿港同知最重要職務，也是清廷考

核鹿港同知績效最重要之指標之一。 
（4）、北路理番同知的配運業務檢討 
    清廷在各項海口業務之政策與事務分配上，常顯出無整體規劃，且只求
實效之心態，下層官員受到上級壓力，必將業務壓力轉嫁至胥吏、差役身上，

胥吏、差役知其長官的業務壓力，便藉由職務之便趁機謀利，官員為求實效，

採取姑息態度，造成陋規歪風無法根絕，這是政策不良所衍生的弊端。 
陳盛韶認為海口陋規不能禁革，只可減少，因為內地各府、州、縣兵榖，

多由廈門、蚶江轉運，各項運費、折耗、夫價，都由廈門、蚶江行保負擔，

故每石銀元均有開銷，而官府會營緝捕，購線（買通線民）、拿犯，都由官府

負擔。臺灣管口之員弁，皆內地渡海而來，既無倉庫，一切應酬攤捐，更甚

內地。並無法裁商漁船陋規，只可酌減，並嚴禁領榖處攙和榖秕及收榖處刁

難風曬。119故陋規的存在，實關海口官府經費來源，連官員都適度認可陋規

的必要。 
在配運兵榖上，陳盛韶認為要解決兵榖問題，要去簡而嚴，嚴飭縣中實

榖存澳，不准短價折勒，年底時，道府將各口額運實數查明，造報一次。倘

有米榖積欠，責令廳縣，六月奏銷前，雇船運清。內地口員，限船到三日內，

                                                 
115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乙集，福建巡撫浦霖題本，頁188。 

116 洪安全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冊五，頁4110。 

117 同前註，頁4071~4072。 
118 同註115，戶部「為內閣抄出閩浙總督鍾祥等奏」移會，頁234。 

119 陳盛韶，《問俗錄》，卷六鹿港廳‧海運，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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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交代一米二榖定例收倉，不准需索留難，平日商船配運使費，仍循舊規。

如此則內外均不為難，運務疏通。120臺灣道徐宗幹亦認為船少短配，海口官

員需自僱商船隻運榖，費用不足之處，盡歸海外口員賠貼，實有不公平之處。
121姚瑩云：「鹿港自奉新例以來，每年配運官穀，不足雇船專運，所費亦鉅。」
122 
除上述困難外，海上意外事件的發生，也會造成官員的負擔與損失。徐

宗幹認為「廳員承辦配運，商船日漸減少，每屆奏銷，即需由官僱運。鹿口

向運本色，船載之加貼、盤量之所耗，友丁押運之脩伙，皆在其次；風濤之

險，一船失事，則數千圓去矣；盤榖之費，一船上倉，又數百元去矣。」123故

鹿港同知除船少時期需自行僱用商船運榖外，海上意外的損失也由其吸收，

負擔可謂沉重，因而會發生同知疏於配運而遭摘頂戴之事。 
2、其他業務之績效 

配運之外，傳遞文書也是正口業務之一，護送公文回內地，除有航海風

險外，還有海盜出沒搶劫之事件層出不窮。在執行此項業務時，危險性頗高。

發生海盜劫船地點以大陸東南沿海為多，而非臺灣沿海一代。陳盛韶認為臺

灣海洋劫案頗少，原因在臺灣重洋大海，小艇難行，海口無多，皆有文武員

弁巡查，匪船不敢入口。加上臺灣本地匪船少，且僅能行劫小船，只有內地

洋匪駛到臺灣洋面打劫，水師較為吃緊。124 

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署鹿港同知黃開基將府城發遞之摺件，由

專差廳役黃梅雇王福慶商船內渡，不料，遭風不順，至六月才駛近廈港洋面，

被草屋匪船多隻搶劫，貨物摺件均被搶走，廳役被毆重傷。125而同年六月，

另一摺件，也交鹿港同知配船內渡，同知黃開基撥役鄭海，專雇陳勇裕小快

船渡載，在八月時也遭匪船搶走摺件。126 

商船遭風寄碇，擱淺海岸，匪類群起搜其貨、折其船，此類案件層出不

窮，廳縣視為平常。127故文書在海上遇劫，海口文武官員無以救援，故除加

                                                 
120 陳盛韶，《問俗錄》，卷六鹿港廳‧海運，頁64。 

121 徐宗幹，〈籌議目前酌濟各條〉，收入丁曰健編，《治臺必告錄》，頁287。 
122 姚瑩，〈海外廳縣津貼公費狀〉，收入其文集，《中復堂全集東溟文後集》，卷四議狀三，頁551。 
123 同註121。 
124 同註120，頁66。 
125 姚瑩，《東溟奏稿》，摺件在洋被劫奏，頁144 
126 同前註，摺件二次在洋被劫奏，頁145。 
127 同註120，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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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查緝洋盜外，唯有加派護送兵勇，以減少被劫機率。 

    除傳遞文書外，臺灣正口也有配運班兵之責，班兵來臺原由水師哨船配
渡，乾隆年間曾有多次爭議，爭論點在於該維持哨船配渡或由商船配載，嘉

慶二年（1797）改為先儘哨船配載，如有不敷，再准商船附搭。128嘉慶十五

年（1810），閩浙總督方維甸乃奏定營船與商船併用，以減少福建文武官員歧
見，後因水師各營多用商船，閩浙總督慶保通飭禁止，唯有兵船不敷，方准

添雇，道光十三年（1833），閩浙總督程祖洛專定水師各標兵船，不准雇用商
船。129 

使用商船配渡班兵常有拖累商民之弊，以廈門為例，班兵配渡事宜由水

師提標中軍參將統籌辦理，此參將每逢換班之時，常以哨船修造及巡洋不敷

為由，令廈門同知領備商船以資使用，而班兵上船後，船主先向參將繳費始

可運貨，至臺後，要等舊兵配回，陋規亦如之，故商船每至換班年份，往往

無法營業，導致商行凋弊，商船漸減。130此雖為一港之情況，但清代港口問

題往往各港皆然，此外，以商船配運班兵，通常以附載方式運輸，少有整船

方式通雇，目的為節省官方成本，而每名班兵只需付給船戶水腳銀三分，再

加上淡水錢一百五十文，131船戶不敷成本，自然不願至對渡港口貿易，故配

渡班兵對鹿港商貿也會產生一定影響。 
徐宗幹在〈班兵議〉中提及「臺灣班兵，三年抽換，往來絡繹，則有造

冊報移之繁；缺額事故，則有補革案牘之繁。臺灣、鹿港、蚶江、廈防四廳，

配船候渡者無虛日。」132顯示候船配渡之班兵絡繹不絕，各港疲於應付，造

成配渡港口極大負擔。而且班兵班滿出營之後，多不遵約束，紛紛滋事，帶

兵員弁，既畏如虎狼，地方廳縣更難於治問，133想見班兵候船期間，應對各

港口的治安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 
而鹿港同知有時需配合軍事上的策略，應準備渡海船隻運送壯勇、屯丁

                                                 
128 中研院史語所，《明清史料》，戊篇，冊十，頁973。 
129 周凱，《廈門志》，卷三兵制考‧班兵，頁92。 
130 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七十六年初版），頁283。 
131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庚集（台北：臺銀經濟研究室，民國五十三年），臺灣文獻

叢刊第二○○種，戶部題本，頁427。每名配渡班兵給付淡水錢數目有數次爭議，有五十文與一

百五十文之別，而閩浙總督覺羅伍拉納題覆戶部時指稱，每班兵一員給船戶淡水錢一百五十文，

為實在事情，故此處以其說法為準。 

132 徐宗幹，〈班兵議〉，收入丁曰健編，《治臺必告錄》，頁162。 
133 同前註。 



- 170 - 清代臺灣北路理番同知研究（1766~1888） 
至內地聽調。同治元年（1862）二月，鹿港同知恩煜因不備船隻運送臺灣壯

勇到大陸以備調，而遭摘去頂戴。134應可推斷當時鹿港在配渡上已產生困難，

額外運載兵員更是不易，官員在無法解決下，只能放任不管。 

 

    北路理番同知負責中部港口防衛與港口業務，需隨時因應清廷在臺閩之
間軍事上與政治上的各項公務後勤支援，而同知任內政績優劣之考核，以能

否完成清廷交付的任務為重要之考量，其中以配運官榖之事最為重要，能辦

理妥當即嘉獎升官，如有負所託即失職懲處，大部分北路理番同知遭摘除頂

戴之因，即是未能按時運榖，如從歷任北路理番同知卸任後的官途來看，姑

且不論理番成效如何，大部分同知在任內的海防作為應不致太差，因為以海

防業務處理得當而升官的同知為數不少。 
    
 
  

                                                 
134 洪安全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冊五，頁45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