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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北路理番同知在地方官制中的定位 

 

    北路理番同知最初處理民番糾紛與番務，但不久兼海防與總捕，且因移

駐鹿港，鹿港城的事務也一併由其處理，而其跨廳縣的處理民、番糾紛與番

務，使得北路理番同知的定位眾說紛紜。大致說來，臺灣史研究者看法分三

種，一是臺灣知府的佐貳官，為知府輔佐；二為「直隸廳」，具有獨立地位，

不受臺灣府的管轄，或雖受臺灣府管轄，但如地方官的性質；三是特殊機構，

佐貳官兼有地方官性質。目前北路理番同知的定位問題，尚無研究者做過詳

細分析，本節將對其官制與性質作一分析與釐清，探究其真實地位與性質。 

一、清代廳的種類與性質 

    清代職官有廳的名稱者，除地方分有直隸廳與散廳，尚有隸屬知府的分

防廳及專管旗人的理事廳。直隸廳在行政等級上，其地位相當於府，直隸廳

一般沒有轄縣，而直轄於府的廳，俗稱散廳，其地位相當於縣。1《清史稿》

載：「府設知府一人。同知、通判無定員。⋯其（同知）直隸布政使者，全國

二十有二，制同直隸州，或隸將軍或道員，各因地酌置。」2《清朝通典》載：

「國初每府設同知、通判，或一、二人，或三、四人不等，嗣後酌量繁簡，

因時裁設。」而其職責為「分掌督糧、捕盜、海防、江防、清軍、理事、撫

苗、水利諸事。」3嘉慶朝所編《大清會典》載：「府、州、廳、縣，統以總

督巡撫，領以布政使司。府領廳、州、縣，亦有親轄地方者。直隸廳、直隸

州皆親轄地方，亦領縣。」4光緒朝所編《大清會典》載：「凡撫民同知、通

判，理事同知、通判，有專管地方者為廳，其無專管地方之同知、通判為府

佐貳，不列於廳焉。」5從上述文字分析，在清一代，全國除二十二個直隸廳

不屬於知府佐貳官，而與知府地位平行外，其餘同知與廳皆為隸屬於知府底

下的輔佐官與行政單位。 

    再從官制辭典來看廳與同知的解釋，《中國近代官制辭典》中對散廳之解

                                                 
1   古鴻廷，《清代官制研究》（台北：五南出版社，民國八十八年初版一刷），頁272。 
2   趙爾巽，《清史稿》，冊十二，卷一百十六志九十一‧職官三，頁3356。 
3   清高宗敕撰（殿本），《清朝通典》（台北：新興書局，民國五十二年一版），皇朝通典卷三

十四‧職官十二，頁2210。 

4   扥津撰，《欽定大清會典》（嘉慶朝）（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八十年），頁425。 
5   崑岡撰，《欽定大清會典》（光緒朝）（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六十五年初版），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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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為： 

廳：清代特設的地方行政組織。廳原是知府佐貳官同知、通判的辦事

機構。康熙後，某些分駐一地（不在府城）的同知、通判逐漸成為實

際上主持當地政務的長官，清廷遂將這些地方劃為府下單獨的行政區

域，即『廳』。這一類廳是與州、縣並列的基層一級政權組織，其職能、

地位也相同，故又稱為“散廳”。其地位與直隸州相等者，稱為“直

隸廳”。廳一般設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特別是在八旗駐防和旗人、

旗地集中的地區設廳，特稱為“理事廳”，以維護旗人的特殊利益。6 

以上為廳之解釋；而同知之解釋為：「同知：清代知府的佐貳官。廳的長

官也稱同知。同知為知府的副職，正五品。每府設一、二人不等。同知分管

糧、鹽、防務、緝捕、河工、水利等，各府不一。由於廳不再另設長官，故

同知即為長官。」7 

從以上解釋，可知清代的廳分為四種，一種是知府的佐貳官，負有特定

職務，其衙門所在稱為廳，俗稱「分府」或「分防廳」；第二種廳是知府派出

管轄一地，稱為散廳；第三種是與知府地位平行的直隸廳；第四種為旗人集

居地所設的理事廳，而其長官則均為品秩相同的同知或通判，以下將對四種

「廳」做詳細說明與解釋： 

（一）、分防廳與散廳 

    將分防廳（專職廳）與散廳合併說明，是因兩者皆為知府底下之員，性

質相近，且不容易區分與判別。原本同知和通判辦公地方叫「廳」，最初廳不

是獨立的地方建置，而是府的一個辦事衙門。8故廳原為知府的佐貳官同知、

通判的辦事處所，因清朝的同知、通判多分派於各地方專管某一地區，因此

與輔佐知府的同知、通判區別開來，以同知、通判的辦事處所「廳」為一級

行政單位。9又在情形特殊之地，主要是少數民族聚居區，設州置縣都不相宜，

於是也成立一廳，仍派同知或通判為長官。10 

《清代法制研究》一書中對廳的定義為，分防一廳則實際便和正印官一

樣，擁有很大的行政權與司法權，和知府的關係很像州縣與知府的關係，而

                                                 
6   邱遠猷主編，《中國近代官制辭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一版一刷），頁27~28。 
7   同前註，頁29。 

8   烏云格日勒，〈略論清代內蒙古的廳〉，《清史研究》，1999年第三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書報資料中心，1999年九月），頁99。 

9   劉子揚，《清代地方官制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一版一刷），頁102。 
10  張德澤，《清代國家機關考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1年一版一刷），頁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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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州縣佐貳和知州、知縣關係不同，11而有些佐貳同知變成地方行政單位後

仍兼理原先掌管的府署業務，12更增添廳之性質判別的困難。 

對於知府轄區內廳的性質，要判別其為地方單位或是輔佐知府之員，目

前仍難全面而明確的定論。分防廳在性質上是府派出去的分支機關，執行徵

稅、捕盜等單方面或數方面的業務，或者僅是「彈壓」，還不算是全權的地方

政府或行政區，但可補救地方政府偏離行政中心的缺陷，13如廣東肇慶府同

知原管捕務，後因香山、虎門一帶番夷（指洋人）漸多，但無專管文官，乾

隆八年（1730）乃移駐同知至前山寨，稽查出入海船，兼管澳夷，改歸廣州

府管轄，又將香山縣丞移至澳門，專司民、番（洋人）詞訟，歸該同知管轄，

再照理猺同知之例，給與把總二員，兵丁一百名，14二年後再兼香山、順德、

東莞、番禺四縣捕務，15乾隆十三年（1748），又將澳內地方由同知、縣丞專

管。16 

烏云格日勒認為廳，以其兼銜，可分為理事廳與撫民廳。理事者，專門

負責審理少數民族和民人之間的交涉、訴訟事件，是清代的特有官制。撫民

者，統轄境內一切事務，與內地地方官沒有區別。17其說法似乎太籠統，無

法涵蓋所有廳的性質，例如海防廳與捕廳，其兼銜為海防和捕盜，無法適用

於理事廳或撫民廳的說明，如將其歸類於知府輔佐而不述，就是將廳的性質

視為地方行政單位，但理事廳如只處理交涉、訴訟情事，又非地方官，故還

是有問題存在，並無法完整解釋廳的性質。 

劉錚雲認為要判別清代廳的屬性很難，因為同知、通判的辦公處所都可

稱為廳，地方政區的廳與一般廳行文用語也常混淆，僅舉出同知或通判的設

立不能證明廳（地方廳）的設置，因為大部分的同知或通判僅是知府的輔佐，

不是廳的行政長官，但也無法明確證明這些行政單位不曾存在。18也有學者

                                                 
11  張偉仁輯著，《清代法制研究》，冊一，頁168。 
12  吳正心，〈清代廳制研究〉，頁26。 
13  同前註，頁85。 

14  廣東省地方志編委會辦公室、廣東市地方志編委會辦公室編，《清實錄廣東史料》，冊一（廣

東：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5年一版一刷），頁483。 
15  同前註，冊二，頁8。 
16  同前註，頁49。 
17  烏云格日勒，〈略論清代內蒙古的廳〉，頁99。 

18  劉錚雲，〈《清史稿‧地理志》失載廳縣補遺〉，《大陸雜誌》，八十七卷四期，民國八十二

年十月，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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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廳雖然是固定的行政單位，但不能算一級政權機構。19故廳的性質判別

仍有很多模糊地帶，目前難有確切定論。 

地方廳之所以不名為縣而稱為廳，是有一些特殊原因存在，如江蘇省松

江府的川沙廳，浙江省溫州府的玉環廳，都是海防要地；再如四川省敘州府

的馬邊廳、雷波廳，嘉定府的峨邊廳，都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如現在湖北省

武漢市的漢口部分，清朝時為「華洋雜處」之地，稱夏口廳，20屬漢陽府管

轄。故將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不稱為縣而稱為廳，也有重視其地之意。21Skinner

認為地方廳與知府的聯繫管道較佳，以方便傳遞命令和報告。22 

    廳的長官為同知（或通判），皆有專職，冠以職名，稱為某同知，如捕盜

同知、海防同知等，同知職掌在協助知府辦理撫民、撫番、理事、理餉、清

軍、捕盜、驛馬、鹽茶、營田、水利、河工、海防等事務，或由一人兼任，

或由數人分任。23如與知府同城，為知府的佐貳官，知府握一府之全權，佐

貳形同虛設，故常分派出去專轄一地，未分派出者則要求他們「以安靜為事」
24。同知在公文上稱「丞」，尊稱司馬。25 

（二）、直隸廳 

    清代的直隸廳即經由道而直屬於布政使統督，然布政使之監督權，必經

守巡道而行，其法律地位與知府、直隸州相同。26多半設在沿疆，雖然也有

設在內地各省，也多在各該省的沿邊地方。直隸廳地曠人稀，所以除個別情

                                                 
19  中國歷代官制編委會編，《中國歷代官制》（山東：齊魯書社，2002年一版二刷），頁358。 
20  夏口廳有漢口同知駐紮，其地原屬漢陽府漢陽縣管轄，光緒二十四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奏准將漢

口同知改為夏口撫民同知，由分防廳改為政區廳。 
21  程幸超，《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頁279~280。 

22  G.William.Skinner.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of Press.  

1977.p.321. 

23  張偉仁輯著，《清代法制研究》，冊一，頁170。 
24  吳吉遠，《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職能研究》（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98年一版一刷）。頁

157。 
25  瞿蛻園，〈歷代職官簡釋〉，收入黃本驥著，《歷代職官表》（台北：樂天出版社，民國六十

三年再版），頁52。 

26  織田萬，《清國行政法汎論》，頁478、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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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外，一般是沒有屬縣（不專管一縣），27但轄有二、三個縣或散州。28 

    直隸廳主官為同知或通判，雖與府佐貳名稱相同，但實係正印官，屬員

也有雜職（巡檢、驛丞等）和首領官（經歷、知事等），和知府所屬同，29但

各廳員額無一定，也有典吏、攢典若干人協助辦事，也有教授或訓導負責學

務。30 

（三）、理事廳 

    清代特設的專管旗人事務的地方行政組織，旗人除滿人外，也包含編入

八旗的蒙古人與漢人，主要在八旗軍隊設置的城池與旗人集中的地方，其性

質不一，有的只管旗務，非地方行政單位，如八旗軍隊駐防所在（成都、廣

州等大城）；有的與州縣相等，既理旗務，又管民政，如直隸張家口廳、古北

口廳等。理事廳而所理旗務，包含管理旗籍、與州縣會同審理涉及旗人的民、

刑案件，31如粵東編有三旗駐防，與粵民夙有恩仇，訟獄迭起，每委官審理，

兩造爭執不服，若不設立專官，鮮能彈壓，而將惠州府所屬同知、通判之一

員改為理事廳官。32 

    理事同知任命最初限於滿、蒙旗人，清政府選理事同知時，最注重語言

條件，即通曉漢文兼通滿、蒙語的京官，清末，選官已不限滿、蒙，漢官也

可充任該職。33 

 

    清代的廳，最難區分的是知府底下所設的同知與通判之性質，因為其性

質可隨時根據實際需要而轉換，如有些廳是由州、縣升為廳，如江西定南廳、

廣東陽江直隸廳；34也有從分防廳轉為政區廳，如江西蓮花廳、福建馬巷廳

                                                 
27  程幸超，《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頁279。直隸廳無專管一縣與知府相同，如臺灣知府在臺灣

縣，並不管轄臺灣縣地方行政，而是與知府同城的臺灣知縣管理。直隸州除有屬縣外，還兼管

一縣行政。此為直隸廳與直隸州最大的差別。 
28  邱遠猷主編，《中國近代官制辭典》，頁28。 
29  張偉仁輯著，《清代法制研究》，冊一，頁169。 
30  白鋼主編，《中國政治制度通史－清代》（北京：新華書店，1996年一版一刷），頁204。 
31  同註28，頁28。 
32  廣東省地方志編委會辦公室、廣東市地方志編委會辦公室編，《清實錄廣東史料》，冊一，頁

194。 

33  烏云格日勒，〈略論清代內蒙古的廳〉，頁100~101。 

34  吳正心，〈清代廳制研究〉，頁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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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35如想要進一步探究廳的制度，應從地方志著手，才能清楚的判別廳的

性質與職權，故要釐清臺灣北路理番同知的性質，應先對臺灣的廳做一詳細

分析。 

二、臺灣的廳與同知、通判 

    清代臺灣府時期，其轄區內共有三名同知與兩名通判，也就是設有五個

廳，但一般認為只有淡水廳、噶瑪蘭廳與澎湖廳是屬於地方行政單位，而臺

防廳與鹿港廳（理番廳）為分防廳，非地方官，如果仔細分析，這種二分法

無法解釋廳的所有功能及性質，因為地方廳有佐貳官性質在內，而分防廳也

包含地方官性質在內，故廳的地位與性質仍有待詳細分析與考究。 

    從《清會典事例》來看有關臺灣廳的規定與性質，會發現許多難以理解

之處，如〈職官制〉記載噶瑪蘭通判所屬縣丞、淡水廳同知所屬之艋舺縣丞，

在會典規定上皆是由彰化縣所管轄，36但實際上，淡水同知所轄之新莊巡檢，

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改為新莊縣丞時，仍歸淡水同知管轄，37而噶瑪蘭

所屬民番糧捕通判一員，隸於臺灣府，所屬管領縣丞一，駐頭圍，羅東巡檢

一，兼司獄，駐城中。38兩廳所轄的佐貳官縣丞，由該區同知、通判管理，

應無疑問，但會典記載竟是由彰化知縣管理，而非所在地之同知、通判，實

屬難解；另光緒年間臺灣府（今臺中一帶）衙門有吏額二十四人，其中包含

水沙同知（即中部撫民理番同知）、澎湖通判、埔裏社通判典吏各一人，39加

撫民銜的同知、通判，理應轉變成地方廳性質，但其所屬典吏來自於臺灣府

衙門所分配的吏額內，中部撫民理番同知等廳級官員似乎被歸為為佐貳官，

其所屬典吏才會來自臺灣府衙門。 

    以臺灣五廳的地位來看，在清政府官員認知中，皆屬個別單位，如嘉慶

二十五年（1820），福建布政使明山議請臺灣道、府、臺、鹿、淡三廳、臺、

鳳、嘉、彰四縣、共九處，每處捐銀十五兩，作為收貯戍兵與流民棺罐，以

為遞年運費、寺僧燈油及修廠掩埋之費用；40道光十四年（1834），臺澎兵備

                                                 
35  吳正心，〈清代廳制研究〉，頁38~39。 

36  崑岡總裁，《清會典事例》，冊一，卷三十一吏部十五‧官制，頁400下a、403上b。 
37  覺羅勒德洪，《大清高宗（乾隆）皇帝實錄》，冊二七，卷一千三百三十八，頁19855。 

38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一建置志，頁10。 
39  同註36，卷一百四十九吏部一三三‧各省吏額，頁900下a。典吏是幫助正印官辦事之高極吏員，

基本上衙門內每科、房設置一員；協助佐貳官及屬官辦事的稱為攢典。 
40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甲集，福建布政司飭蘭澎二廳補捐運殖銀兩札，頁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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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劉鴻翱飭臺灣府會同臺防廳、鹿港廳妥議具稟清查屯地之事；41另鹿港同

知史密稱臺灣五廳四縣，未聞番患者惟噶瑪蘭一廳；42陳盛韶認為臺灣各地

官員采買米榖之利益，43在臺灣五廳四縣中，以淡水最高，臺灣縣次之，其

他如臺防、鹿港、噶瑪蘭廳及各縣次之，澎湖最少，采買一次，官民相安，

已成地方自然之利。44在治安上，陳盛韶又提及臺灣五廳四縣，鳳山、嘉義、

彰化之賊尤多。45而人犯押解回內地，所須之書差費用、渡船銀、口糧銀等，

其認為籌措方法之一是五廳四縣均攤，均攤之法是臺灣府為上，淡水廳次之，

其他廳縣又次之，最後是澎湖廳；46而給臺灣總兵的規費，五廳、四縣三節

二壽辰每次一百五十四圓。47從以上清代官員之言論或記載來看，皆視臺灣

府有五廳四縣，姑且不論其是否為地方官，以權利義務角度視之，臺灣的廳、

縣似乎皆被視為獨立的衙門單位。 

    從臺灣五廳的職權來看，每廳所負有之職責與兼銜不盡相同，臺防廳與

鹿港廳皆有理番、海防、捕盜職責，鹿港廳兼治鹿港城；淡水同知，設置初

期為臺灣府淡水捕盜同知，駐彰化。雍正元年（1722）增設。九年（1731），

改撫民同知，48大甲溪以北地方一切錢糧、命盜等歸淡水同知就近管理，49故

淡水同知有經營倉庫錢糧、承審命盜案件之責；50雍正五年（1727）設置澎湖

廳，通判職責是稽查海口、徵收錢糧，遇有命盜巨案，發臺灣縣定讞，尋常

案件，仍由通判斷結，51可知其初設時非地方官性質，其後曾任臺灣道的徐宗

幹在〈澎湖官制議〉中，建議將該廳糧捕通判，請加「撫民」職銜，如淡水、

噶瑪蘭廳等缺，管理民事，而設巡司兼管監押人犯，遇有情重之案，經由廳

                                                 
41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甲集，臺澎道飭清釐屯地札，頁61。 

42  史密，〈籌辦番地議〉，收入丁曰健編，《治臺必告錄》，頁252。 
43  市價榖一石一銀圓，官府派員采買，一石只需七錢，因為業戶所報納正供之田數往往不實，官

府也不加詳查，其隱田就成為官府采買時利益所在。 
44  陳盛韶，《問俗錄》，卷六鹿港廳‧正供，頁74。 
45  同前註，卷六鹿港廳‧盜藪，頁79。 
46  同前註，卷六鹿港廳‧家常便飯，頁90。 
47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兵備手抄》（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八十六年），臺灣文獻叢 

刊第二二二種，頁28。 
48  薛紹元，《臺灣通志》，職官‧文職，頁342 

49  覺羅勒德洪，《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冊三，卷一百三，頁1549。 

50  陳朝龍，《新竹縣采訪冊》，卷九宦績，頁479。 
51  林豪，《澎湖廳志》，卷六職官‧官制，頁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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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府速辦；52嘉慶十六年（1811）設置的噶瑪蘭廳，其設官制度，通判仿照澎

湖，頭圍縣丞仿照艋舺，羅東司獄（巡檢）仿照竹塹。53姚瑩在〈籌議噶瑪蘭

定制〉中建議羅東巡檢援照竹塹巡檢之例，與印官同城監管司獄，而烏石港

與加禮遠港口，小船出入，應請由廳督同縣丞會營稽查掛驗，令縣丞按月造

冊，由廳核明轉報。54而噶瑪蘭廳通判職權仿照澎湖通判，管理命、盜雜案及

徵收銀榖等事，遇刑名案件，由臺灣府轉審。55噶瑪蘭廳之通判、縣丞，亦聽

淡水同知就近控制。56 

在樹苓湖歸臺防同知或鹿港同知管轄爭議中，因臺防同知認為鹿港同知

管轄樹苓湖無詔令依據與明文規定，姚瑩在〈樹苓湖歸鹿港分運臺榖狀〉中，

提出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閩浙總督富勒渾的奏摺中，北路理番同知僅管
鹿仔港一口，其所屬亦只鹿仔港巡檢一員，並無諸羅、彰化二縣海口歸鹿港

同知管轄之文，如果照文字敘述，那鹿仔港以南各口及縣丞、巡檢，則皆歸

南路海防同知所轄無疑。57姚瑩此說要反駁臺防同知認為樹苓湖並無明文規定

歸鹿港同知管轄之說辭，表示港口管轄區域劃分，以實際需要與效能為考量。

其無意中點出同知的權責是有彈性，並非固定，而以實際需要來賦予，因為

在無詔令和法源依據下，鹿港同知除管理鹿港一口外，也管轄嘉義、彰化二

縣之海口，此權責應非清廷所賦予，而是地方較高階官員的權宜劃分。 
由以上敘述，可知無論是分防廳或地方廳，其職權並不固定，採因時因

地制宜，且多遵循前例，也可互相轉換，更凸顯出廳的性質有其特殊性。如

果由其兼職來看，有加「撫民」字樣的廳，地方官性質雖較明顯，且多被學

者歸為地方官，但大都兼有其他職銜，如淡水廳與噶瑪蘭廳等皆有其他兼職，

如海防、捕盜等，且對外皆以「分府」自稱（見表 4－3），而從官印來看，

臺灣五廳當中，筆者除澎湖廳無法尋得官印文字外，其他皆有資料，都是使

                                                 
52  徐宗幹，〈澎湖官制議〉，收入丁曰健編，《治臺必告錄》，頁330。 
53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八職官志，頁69。 
54  姚瑩，《東槎紀略》，籌議噶瑪蘭定制，頁58、60、61。 
55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卷二（中）職官‧官制，頁53。文中所指命、盜雜案與刑名案件，

應是層次上的區別，輕微命、盜案件由噶瑪蘭通判自審，重大案件才轉臺灣府審理。 

56  覺羅勒德洪，《大清仁宗（嘉慶）皇帝實錄》，冊六，卷二百四十九，頁3676。 

57  姚瑩，〈樹苓湖歸鹿港分運臺穀狀〉，收入其文集，《中復堂全集東溟文後集》，卷三議狀二，

頁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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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關防」。58清代正規序列59的職官如知府、知縣等地方官，都是授與正方

形的「印」，含有正式差委地方官員之意，故稱「正印官」；60而總督、巡撫、

道員及一些佐貳官無印，而是頒發長方形的關防。61由此觀之，臺灣廳的長官

包含撫民同知、通判在內應當都是使用關防，且對外皆自稱分府，廳的特殊

性與地方縣的差異更為清楚。 

 

           表 4－3   清代臺灣府時期廳對外自稱或被稱一覽表 

臺灣廳名 廳對外自稱或被稱 出處 備註 

北路淡水捕盜同知關防 《淡新檔案第一編行政》，冊六，

頁268。 

關防 

臺灣淡防分府 《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頁120。 乾隆44年 

臺灣北路淡防分府 〈臺灣中部地方文獻資料〉，三，

頁186。 

嘉慶元年 

臺灣北路淡防總捕分府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604。 

道光 5年 

臺灣北路淡水總捕分府 《臺案彙錄》，壬集，頁33。 道光21年 

淡水廳 

臺灣北路淡水撫民海防分府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605。 

咸豐 8年 

噶瑪蘭管理民番糧捕通判 《噶瑪蘭志略》，頁 144。 關防 

臺灣噶瑪蘭管糧總捕理番海防

分府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924。 

嘉慶 21年 

噶瑪蘭廳 

臺灣噶瑪蘭管理民番糧捕海防

分府 

《台灣私法附錄參考書》，第一卷

上，頁232。 

道光 23年 

                                                 
58  關防是頒給非正規序列的職官。非正規序列職官指臨時派遣或派出之官。為其職務所頒給的一

種印鑑，由半印發展而來，取其「關防嚴密」之意，形狀為長方形，原為一種臨時派遣或派出

之官，故不用印信，而用關防。而非正規序列的職官包含總督、巡撫、道員及府、縣之佐貳官。 
59  正規序列乃指正式機構的官員。如文職指中央各部、院、寺、監，地方布政、按察二司、府、

州、縣；武職為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將軍、綠營提督等，皆是頒發正方形印信。但內閣

雖屬正規序列，但無印，因其執掌乃是傳旨、票擬，不能對六部發布命令。另軍機大臣屬非正 

式機關，卻有印，但儲於大內，為中央職官中較特殊之設置。 
60  邱遠猷主編，《中國近代官制辭典》，頁30。 
61  同前註，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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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噶瑪蘭民番糧捕海防分府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617。 

光緒 3年 

臺灣府北路理番同知 《彰化縣志》，頁395。 關防 

臺灣府分駐鹿仔港理番同知關

防 

《清代臺灣職官印錄》，頁 121。 關防 

臺灣中路撫民理番同知關防 《清代臺灣職官印錄》，頁 120。 關防 

臺灣北路理番分府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648。 

乾隆 37年 

臺灣理番分府 《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頁120。 乾隆44年 

臺灣北路理番兼鹿港海防分府 〈臺灣中部地方文獻資料〉，一，

頁100。 

乾隆 50年 

臺灣府駐鎮鹿仔港理番海防分

府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768。 

乾隆 53年 

臺灣府北路理番駐鎮鹿港海防

分府 

〈臺灣中部地方文獻資料〉，一，

頁102。 

乾隆 53年 

臺灣北路理番駐鎮鹿港海防總

捕分府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632。 

嘉慶 15年 

臺灣北路理蕃駐鹿港海防總捕

分府 

〈臺灣中部地方文獻資料〉，二，

頁100。 

道光 23年 

鹿港理番海防總捕分府 《臺案彙錄》，壬集，頁34。 同治10年 

鹿港廳 

臺灣北路理番鹿港海防總捕分

府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639。 

光緒 2年 

臺灣府海防兼南路理番同知關

防 

《彰化縣志》，頁395。 關防 

臺灣南路撫民理番同知關防 《清代臺灣職官印錄》，頁 119。 關防 

臺灣海防分府 《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頁120。 乾隆 44年 

臺灣南路理番海防分府 《台灣私法附錄參考書》，第一卷

上，頁303。 

 

臺防廳 

南路理番分府 《臺灣中部碑文集成》，頁144。 道光 30年 

澎湖廳 澎糧廳海防通判 《澎湖廳志》，頁173。  

 

以地方學官來說，臺灣府的教授、訓導兼轄澎湖學務，淡水廳之訓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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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彰化縣分駐淡水，而且兼轄噶瑪蘭廳學務。62而童生考試，淡水廳初附

彰化縣合試，澎湖附入臺灣縣合試，而淡水廳有專任學官之後，噶瑪蘭廳也

附入淡水廳試。63咸豐八年（1858），淡水廳改設教諭、噶瑪蘭廳添設訓導。
64可知廳轄區內的學務，長期以來，不是附屬於鄰近廳縣，就是兼管其他廳

的教育，與縣級單位一設置即有學官相較，地方廳與縣仍有差異性。再從廳

長官及所屬人員薪餉來源來看，臺防廳與鹿港廳二同知及淡水廳四十名民壯

俸銀與工食銀，由臺灣縣稅款留存支給，65而淡水廳所屬艋舺縣丞、竹塹、

大甲巡檢及其衙門編制人員，皆由彰化縣稅款留存支給，66如淡水廳地位性

質與知縣同等，為何其所屬人員經費多數由他縣支付，其他臺灣各縣之間並

無出現分攤他縣人員與經費情事，皆是分攤知府與同知及其所屬人員薪俸，

顯示淡水廳無法用單純縣級單位來視之，應有其特殊性，不過，噶瑪蘭廳與

澎湖廳並無此種情形，故廳之人員經費來源仍無法有確切定論。 

從以上各方面來看，單純將廳視為佐貳官或地方官的二分法並不恰當，

廳在清代地方制度中，應是一個特殊單位。筆者認為廳不管其性質為何，都

是知府所派出之副手，皆是知府佐貳官，其性質偏向專職官或地方官，端看

其職銜而定，加撫民者即有治理地方之責，加其他職銜者即負有其他專責，

而負有專職之同知加撫民後即有地方之責，如南路理番同知加撫民後即變成

有轄區的地方官同知（轄卑南廳）。故同知應是知府派駐在轄區內各特殊地區

來執行縣級單位所無法執行的任務者，如海防、捕盜等，也包含治理特殊區

域。Skinner認為地方廳權責有限，適合處理防務和維持區域安全，並以此解
釋為何廳多設於邊界地區。67 

另外，將同知全視為知府佐貳官也可解釋前述難解之說法，如《清會典

事例》中，淡水廳、噶瑪蘭廳所屬之縣丞為何歸屬於彰化知縣？因為佐貳官

的同知本屬副手性質，名義上應無再轄佐貳官之理，故規定兩廳之縣丞歸於

彰化知縣管轄，而縣丞經費也由彰化縣負擔，就可看出合理性；從職銜來看，

臺灣五廳的同知、通判，不論性質為何，每廳官員皆負有二至三種知府佐貳

職權，實難用純地方官角度看待；而從司法職權來看，除淡水廳可處理命、

                                                 
62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府輿圖纂要》，臺灣府輿圖冊‧衙署，頁52~54。 
63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卷七學校志，頁63。 
64  陳朝龍，《新竹縣采訪冊》，卷八職官，頁446。 
65  薛志亮，《續修臺灣縣志》（台北：武陵出版社，1999年一版一刷），卷二政志‧經費，頁162~163。 
66  周璽，《彰化縣志》，卷六田賦志‧存留經費，頁183。 
67  G.William.Skinner.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30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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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重案外，噶瑪蘭廳、澎湖廳遇重案卻要由臺灣府或臺灣縣轉審，光緒年間

設置的埔里通判也是如此，命、盜重案歸彰化縣審理。此外，理番廳只處理

民、番民事糾紛，刑事案件歸各地方官審理，也可看出廳的司法職權多數是

受到一些限制的，並非如一般地方官可處理重大命、盜案件。另所有同知皆

自稱「分府」，而非「正堂」，68更說明臺灣的廳與同知、通判等應是由臺灣

知府派駐在各地的分支衙門與代理人。 

綜合以上分析，筆者認為不論是分防廳或地方廳，皆是清代專管特殊任

務或治理特殊區域，而在知府底下所設的行政單位，皆是佐貳官性質。分防

廳設置目的是處理縣級單位無法兼顧之事務，或處理跨縣之業務；而地方廳

主要設在特殊區域，如地廣人稀或新開闢之地，不宜設縣，故派同知或通判

前往治理，地位有如知府的直轄地一般，派駐在此地的同知或通判，其地方

職權仍有限制，只處理部分地方事務，某些地方官職權仍由鄰近知縣或轉知

府來處理，故地方廳官員應非真正的地方官，只是被賦予一些地方官所具有

之權責與業務，而性質類似地方官。 

此外，筆者又認為知府與同知的關係，類似於司（布政司、按察司）與

道的關係，因為道員為兩司之次官，有如副手一般，又區分為一般職務與特

別職務，一般職務者如分守、分巡道，職責為監督轄區內之行政事務，特別

職務者如督糧、鹽法道，則主管一種或數種特定事務，而不干預一般行政事

務，69與同知有分地方官性質與負有一種或數種專職相類似，並且道員兼職

也頗富彈性，如臺灣道屬一般職務道員，但又兼兵備銜、按察使銜及兼理學

政，與地方官同知兼分府職權又相類似，又如道員與同知在官印上皆是屬於

「關防」，有別於牧民官的「正印」。故同知性質應類似道員特性，而非類比

縣丞等較無獨立性之佐貳微員，其特性就容易凸顯出來。 

三、北路理番同知的定位 

    北路理番同知身兼數職，加上管轄鹿港城與中部各主要港口，以至於相

關研究者對其官制定位認知不同，眾說紛紜，大致上持三種看法，一是直隸

廳；二是知府佐貳官，三是特殊機構，兼有地方官性質。以下對各研究者看

法與差別作一敘述： 

（一）、直隸廳 

    最早主張北路理番同知為直隸廳的研究者為伊能嘉矩，在其著作《臺灣

                                                 
68  正堂為地方正印官在文書上的自稱。 
69  臺灣省文獻會編印，《臺灣近代史》，政治篇（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八十四年），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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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志》中敘述理番同知一節中，提及彰化置北路理番同知，在底下註明直

隸廳，70而現代研究者中，尚有多名研究者也主張直隸廳者，如洪麗完在其

編撰的《臺灣古文書》中第二部分〈古契字常用重要術語〉中對理番同知的

解釋有「理番同知係直隸廳，不受臺灣府管轄，為專管番社的特殊官署。」71

王泰升在其《臺灣法律史概論》中認為「設置南北路理番同知，專管轄下縣

及廳境內的番社，且其屬『直隸廳』，不受府之管轄，亦即，番漢分治。」72

持此種看法之人，皆認為北路理番同知獨立於臺灣知府之外，不受其管轄。 

（二）佐貳官 

    主張北路理番同知為佐貳官性質的研究者不少，鄭喜夫主編的《重修臺

灣省通志》之卷八職官志中，將其放在臺灣府項目下，顯示作者認為北路理

番同知為臺灣知府的佐貳官；張勝彥在其《清代臺灣廳縣制度之研究》著作

第二章中，開頭即說明其內容只敘述能獨當一面的地方官，對於知府之分支

機關不列探討範圍，73故對南北路理番同知隻字不提，也是認為北路理番同

知為臺灣知府的佐貳官；程士毅在其碩士論文〈北路理番分府的成立與岸裡

社的衰微〉中，把北路理番同知歸為臺灣府之下的佐雜之職，正因如此，才

會時常有品秩較低的知縣、縣丞代理其業務；74黃昭仁在其碩士論文〈清代

臺灣知府之研究〉中，將北路理番同知列為臺灣府掌專職無專管地區的佐貳

官。75此外，尚有不少研究者都持類似看法。可知將北路理番同知列為佐貳

官似乎是目前主流的看法。 

（三）、特殊機構 

    將北路理番同知視為特殊機構看法的研究者不多，多認為北路理番同知

隸屬臺灣知府，但有地方官性質，如黃秀政認為臺灣的理番同知是文治特別

機構，隸屬於知府，以正五品任用，76為廳縣級的官治組織，因而使鹿港的

地位大為提高；77謝仲修在其碩士論文〈清代臺灣屯丁制度的研究〉中，認

                                                 
70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冊上，頁218；或見中譯本，冊上，頁173。 

71  洪麗完編，《臺灣古文書》，冊上（台中：台中縣文化中心，民國八十五年），頁9。 

72  王泰升，《臺灣法律史概論》（台北：元照出版社，2001年初版一刷），頁61、63。 

73  張勝彥，《清代臺灣廳縣制度之研究》，頁59。 

74  程士毅，〈北路理番分府的成立與岸裡社的衰微〉，頁58。 

75  黃昭仁，〈清代臺灣知府之研究〉，頁41。 
76  黃秀政、陳靜寬，〈清代鹿港的防務與官制組織〉，收入黃秀政等著，《臺灣史志論叢》，頁 

100。 

77  黃秀政撰，《鹿港鎮志》，沿革篇，頁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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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同知一職有兩種性質，一為知府的佐貳官，二為派出專管地方的同知。臺

灣的理番同知兼有兩種性質。78筆者認為此第三種說法較接近事實，但持這

種看法的研究者並無詳細說明其理由，以致無法明瞭其見解為何。 

 

    北路理番同知因性質特殊，所以研究者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但以北路理

番同知的職權或衙門組織，實難解釋其為直隸廳，因為直隸廳地位與知府平

行，轄下有數個州縣，且廳衙門內有照磨等屬官分攤同知業務，如江蘇有海

門直隸廳，因地點特殊而設立，管轄原屬崇明縣與通州附近沙洲市鎮，總數

達四十三，79衙門設有照磨兼管司獄、訓導管理學校；80而廣東佛岡直隸廳，

轄有清遠、英德、花縣等七縣之地，戶口、錢糧皆歸其管轄。81此外，有些

直隸廳屬佐貳官也有分防地方，如四川城口廳有高觀場經歷及與同知同城的

照磨，各有分管地方。82以上直隸廳之特性，北路理番同知無一符合，其雖

管有二縣一廳的番社行政，但衙門位於中部，對北部番社鞭長莫及，且番餉

仍歸普通廳縣徵收，慣例上，除通事等的充任與斥革外，番人亦可向普通廳

縣提起訴訟。83故北路理番同知在管轄番社行政上，也非唯一的衙門，又怎

能稱之為直隸廳。再從嘉慶朝所編《大清會典》來看，當時福建省轄有十府、

直隸州二、廳四、84縣六十二，85北路理番同知皆無列名其中，可知其連散廳

都不被列入，而福建省也無直隸廳的設置，北路理番同知自然非直隸廳。 

    如將北路理番同知以分防廳視之，確實就有幾分合理性，如其對外自稱

「分府」，而最前面會加「臺灣府」字樣，顯示其為臺灣府所屬官員，而官印

是用「關防」，而其他官員稱呼北路理番同知是用「丞」，如臺灣知府仝卜年

稱鹿港同知史密為「史丞」、86臺南知府唐贊衮稱中部撫民理番同知龍景惇為

                                                 
78  謝仲修，〈清代臺灣屯丁制度的研究〉，頁18。 

79  周家祿編纂，《海門廳圖志》（台北：廣文書局，民國六十一年初版），卷九地志，頁274。 
80  同前註，卷三官師表，頁33。 

81  吳正心，〈清代廳制研究〉，頁40。 
82  同前註，頁26。 
83  戴炎輝，《清代臺灣的鄉治》，頁426。 
84  四廳皆為散廳，分別為泉州府領馬巷廳、漳州府領雲霄廳，臺灣府領淡水廳、澎湖廳。噶瑪蘭

廳未列入其中應是成書時尚未設置之故。 
85  扥津，《欽定大清會典》（嘉慶朝），卷十戶部，頁473~47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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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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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丞」，87丞是副官的慣用稱呼，也可證明不管是否加「撫民」字樣，同知

的地位應皆具有佐貳官性質。由以上所述，北路理番同知應為臺灣知府的佐

貳官而派駐在鹿港執行任務的官員。 

    北路理番同知雖有佐貳官性質，但似乎也具地方官的特質， 以《清會典

事例》〈戶部．疆理〉上記載：「嘉慶十八年〔1813〕，設噶瑪蘭、鹿港二廳。」
88戶部方面似乎將鹿港廳列為地方廳，但其〈吏部．官制〉部分只記載乾隆

五十一年（1786）89改臺灣府理番同知駐鹿仔港，無設廳記載；而噶瑪蘭設

廳年代提早為嘉慶十六年（1811）。90可知清代官方制度記載也存在一些矛盾

或錯誤之處，但清代一些官員似乎也視鹿港為地方廳，如曹士桂的《宦海日

記》記載朱一貴事件後，地日以闢，增鹿港、淡水二廳，增彰化縣；91丁紹

儀在《東瀛識略》中提到：「彰化縣書院二：曰主靜，已廢；曰白沙。鹿港廳

書院一，曰文開。」92兩者都將鹿港廳與彰化縣一分為二，鹿港並非彰化縣

轄區，顯示鹿港廳有地方性質，而如上一節所述，北路理番同知在鹿港城的

管理上，地方官的性質就很明顯。此外，閩浙總督劉韻珂也曾稱鹿港同知為

「鹿港廳同知」，93以上皆可推斷鹿港廳在官書中雖不列入地方廳，但在官員

認知中，鹿港廳地位有如地方廳一般。 

    再從司法角度視之，清代法令規定，非正印官不得受理民詞，緝捕官只

可察訪命盜重案，移交正印官審訊，佐雜等官所受呈詞，內有命盜等案，亦

移交正印官提訊，94理番同知雖只受理漢、番民事糾紛，刑事案件仍歸地方

官處理，但噶瑪蘭廳與澎湖廳等地方廳同樣無權審理命盜重案，由此觀之，

                                                 
87  唐贊衮，《臺陽見聞錄》，卷上建置‧鹿港同知，頁19。 

88  崑岡等總裁，《清會典事例》，冊二，卷一百五十二戶部一‧疆理，頁935下a。 
89  乾隆五十一年是閩浙總督雅德上奏改北路理番同知駐鹿港的時間，實際移駐是乾隆五十三年。 
90  同註88，冊一，卷二十七吏部十一‧官制，頁344上a、345下a。噶瑪蘭廳設置年代為嘉慶十六

年年底奏准，次年八月官員上任。此為年代記載上之錯誤。 
91  曹士桂，《宦海日記》，頁199。鹿港廳設置在林爽文事件前後，距朱一貴事件已過六十幾年，

曹士桂可能對臺灣地方制度沿革不清楚，不過，曹士桂曾任鹿港同知，其對鹿港廳性質的認知

觀點仍是重要參考，故舉此為例。 

92  丁紹儀，《東瀛識略》，卷三學校，頁29。 
93  劉韻珂，〈奏開番地疏〉，收入丁曰健編，《治臺必告錄》，頁207。同知與廳同知區別在於「廳

同知」為地方廳同知之慣用稱呼，而一般分防同知以「同知」稱呼。 
94  陶希聖，《清代州縣衙門刑事審判制度及程序》（台北：食貨出版社，民國六十一年初版），

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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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知或通判至少具有民事審判權，不特臺灣如此，大陸省份亦然如此，以廈

門海防同知為例，其被視為分防廳，主要管理海口商販洋船出入稅收、臺運

米糧、監放兵餉 ，另外還有「聽斷地方詞訟」，95可見同知與通判皆具有司

法審判權，就算佐貳性質也如此，其地位與職權並非州縣之佐貳官能比，理

番同知雖然無法在司法審判上證明其性質為何，但其處理臺灣中、北部民番

糾紛時也有地方性，因在案件處理上，理番廳除衙門差役可調用外，也可調

動當地鄉保甲等地方基層公職人員，協助拘提人犯與傳訊，故不能純用佐貳

官角度視之。 

以上敘述並非要證明鹿港廳為地方廳，但應可確定北路理番同知除具佐

貳官性質外，兼有地方官的特性，從鹿港城的管理就可看出其為鹿港民眾的

父母官，〈台灣鹿港風俗一班〉一文中，即說明鹿港廳除理番與海防外，兼管

司法與行政事務，96故北路理番同知雖然在官方定位上，應為分防廳性質，

但實際上，在鹿港地區，地方官的特質也很明顯，只是管轄區域太小，而常

被忽略其地方官權責，北路理番同知應定位在兼有佐貳與地方性質的特殊廳

治組織。 

 
  

                                                 
95  周凱，《廈門志》，卷十職官表‧國朝職官，頁367。 
96  臺大圖書館藏，〈台灣鹿港風俗一斑〉，頁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