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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北路理番同知與臺灣其他官員之比較 

 

    北路理番同知的職務主要是理番、海防、捕盜，其範圍大致涵蓋嘉義、

彰化二縣與淡水廳，這些職務部分與其他官員的職務有重疊，故須做釐清，

便於明瞭哪些業務是分工，哪些業務是協助性質或有重疊，如海防上，其駐

地鹿港，也有鹿港游擊做海防維護。從階級與品位來說，北路理番同知較地

方知縣高，在責任上有督導嘉義、彰化二縣某些業務的權力。此外，臺灣除

北路理番同知，尚有臺灣海防同知兼任的南路理番同知，兩者性質與職務類

似，比較其異同，可使南、北路理番同知的沿革與區別更清楚。 

一、北路理番同知對地方官的督導與職權釐清 

    北路理番同知為正五品官，初設於彰化縣城，後移駐鹿港，有許多職權

皆涉及到嘉義、彰化二縣，而淡水同知品秩與理番同知相同，地位平行，除

理番職權外，較無直接關係，故北路理番同知主要督導的地方官為嘉義與彰

化知縣，因地緣關係，尤以彰化知縣為主，上下從屬更為明顯。 

《臺灣通志》載：「鹿耳門同知，地為臺灣門戶，同知司海口商舶出入，

兼管四縣。」1而兼管四縣（臺、鳳、嘉、彰）之事應是捕務，劉良璧所修《重

修福建臺灣府志》載：「臺防同知一員，專司稽查鹿耳門兼督臺、鳳、諸三縣

捕務。淡防同知一員，雍正元年添設，稽查北路兼督彰化捕務。」2其後添設

官職後，權責又作劃分，筆者認為臺灣官員上下從屬關係應該如下表： 

             

表 4－4   清代臺灣府時期官員階層表 

 

                       淡水同知→噶瑪蘭通判（聽淡水同知就近控制） 

臺灣道→臺灣知府→ 鹿港同知→彰化知縣、嘉義知縣 

                       臺防同知→臺灣知縣、鳳山知縣 

                       澎湖通判 

 

    從品秩來說，同知正五品，知縣正七品，同知高於知縣，以同知總捕職

權來說，即是一種監督性質的權責，葉大沛認為北路理番同知兼總捕而對彰

                                                 
1   薛紹元，《臺灣通志》，列傳‧政績，頁430。 

2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十三官制，頁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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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縣有司法管轄權，3且北路理番同知所在的彰化縣，所轄海洋事件及命、盜

等案，令知縣詳報該同知查覈，顯示北路理番同知對彰化縣有比較多的監督

權。又如嘉慶九年（1804），東勢角民、番爭開水圳，北路理番同知吉壽為平
息民、番爭端，行文彰化知縣將此控案註銷，4更證明北路理番同知可干預縣

級單位的司法。此外，對於嘉、彰二縣所發生的重大災害，北路理番同知皆

扮演處理者與撫恤的角色。基於上述，筆者認為北路理番同知對嘉、彰二縣

有一定程度的監督權，尤以彰化縣最明顯，而監督權形成之因，應是臺灣南

北交通不便，知府無法顧及中、北部地區，故委由副手同知就近代行監督與

救恤之責，以收時效與免南北奔波之苦，才會在知府與知縣層級間，另設同

知一級介入其中。             

北路理番同知具有的職責，許多亦是地方官職責所涉及的，程士毅認為

設立理番同知原意，是清廷將熟番視為與漢人同等，具有相同權力而設，故

同時有行政與司法權，但事必親躬，反使此職與知縣、地方同知的事權多有

重疊，本可劃一辦理之事，若非互相掣肘就是互相推卸責任，反造成熟番更

大困擾。5以下從理番、海防與捕盜三方面來探討北路理番同知與地方官，在

職務上的區別與重疊處。 

（一）、理番 

    北路理番同知在理番上，雖然擁有對番社大部分的行政權力，但並非全

部，首任北路理番同知上任隔年（乾隆三十四年，1769），在通、土繳換牌戳

之時，即說明番社通、土歸理番衙門專管，牌內加添如遇地方公事，仍聽地

方官傳辦，6說明理番同知職責主要是專管番社通、土，一般性事務由地方官

辦理即可，如軍工匠料的採伐，由地方官飭番社通、土就近撥番護衛匠首等

人身安全與運送軍工料。7 

在司法上，理番同知主要處理一般戶婚田土的民事糾紛，而重大命盜刑

事案件，由地方官專責辦理，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發生在淡水廳月眉莊

林媽等二十八命被生番戕殺一案，淡水同知成履泰被革職後，仍留在地方協

緝，而北路理番同知焦長發是協辦角色，主要是察明事件原因與有無漢奸等

                                                 
3   葉大沛，《鹿港發展史》，頁266。 
4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中部碑文集成》，東勢角圳諭示碑，頁82。 

5   程士毅，〈北路理番分府的成立與岸裡社的衰微〉，頁59。 
6   岸裡大社文書編輯出版委員會，《岸裡大社文書》，冊三，理番分府票簿，頁1155。 
7   同前註，頁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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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並追緝兇番與找出被害者頭顱，8雖然此案北路理番同知參與甚多，但事

件責任咎在淡水同知，且事件發生後，由淡水同知移文要求協辦，而巡撫也

命焦長發協助調查，故非主動辦案，而是事件太大，需要理番同知協助處理，

命盜案的處理非其應負之責。 

在稅收上，番社的應納稅款由地方官自行徵收，而非理番同知。如道光

三年（1823），署淡水廳同知龐周出示曉諭，要中港、新港、猫閣等社佃戶知

悉，所耕田園之應納榖石，務須遵照本分府給發印冊分配某戶，向某業戶繳

納，不准私相交納；9道光二十一年（1841），淡水同知范學恆對北港北投社
頒布完納租榖的曉諭，飭經書前往督收並飭差押納，10顯示各社番租的收納權

操在地方官之手。 
在屯租上，初期徵收與發放工作皆由地方官執行，在界外埔地清查出民

人侵耕的番地後，按年收取番銀，名曰「屯租」，官為經徵。除給隘丁及佃首

辛勞番銀外，剩餘番銀，勻給屯弁、屯丁，名為「屯餉」，由地方官收發散給，
11乾隆五十七年（1792），地方官將屯租歸屯弁自行徵收與發放，其後因弊端
叢生，自嘉慶十五年（1810）後，屯餉仍歸廳縣征收、支給、造報。12此次與

前次的差異為徵收屯租工作由地方廳縣執行，但發放屯餉工作由理番同知親

自發給，非地方廳縣包辦徵收與發放。 

北路理番同知與地方官的權責區分，仍有許多模糊地帶，戴炎輝認為理

番廳的設置，是讓社務的處理多受一官署節制，而兩種官署間的爭權與不協

調，時所難免，如竹塹社新、舊通事爭收社租，新竹縣袒護舊通事，理番廳

則袒護新通事，13又如業主薛文珩有祖遺蔴薯舊社埔地一處，開墾後缺水灌

溉，耕作維艱，欲僱工鑿圳，得先經淡水分府與理番分府兩處衙門請准給示，

還要準備銀兩給兩衙門，以免擾累；14嘉慶二年（1797），後壠社所定規約中，

                                                 
8   程士毅，〈北路理番分府的成立與岸裡社的衰微〉，頁144。 
9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大租取調書附屬參考書》，中卷，頁193；或見臺銀經濟研究室編，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604。 

10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壬集，署淡水同知范學恒曉諭督收變抵完公示，頁33。 

11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甲集，戶部尚書景安等議奏清釐臺灣府屬屯地屯租摺，頁 

51。 

12  同前註，福建布政司詳覆酌議釐剔臺灣屯務近弊由，頁57。 

13  戴炎輝，《清代臺灣的鄉治》，頁426。 
14  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編藏，〈臺灣中部地方文獻資料〉，四，《臺灣文獻》，三十四卷四期，

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頁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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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條是，凡新任淡防、理番同知，吊四社通土、業戶點印，並應貼隘番腰

牌規費，悉遵循例備送。15可知官府間權責劃分不清，管理呈現多頭馬車狀態，

番民除被多處衙門牽制外，也添困擾與苦累，甚至剝削。 
再從司法權來看，一事件發生後，也可見互相推卸情形，如乾隆四十五

年（1780），發生大里杙莊工人入山被生番殺害，大里杙附近各莊遷怒良番，
林士慊等糾眾數百人，圍攻阿里史社，並焚搶傷人一事。北路理番同知史崧

壽接到岸裡社報案後，批示由彰化知縣嚴查具覆，16史崧壽將責任推給彰化知

縣，碰巧彰化知縣又不在衙署，岸裡社又投訴至臺灣道，可謂一波三折，臺

灣道批「是否糾眾焚劫，仰署彰化縣確查究報。」又推回彰化知縣，最後以

北路理番同知撥出賞恤銀二百八十圓、彰化知縣撥出賞恤銀二百六十圓，17此

案件似乎未查辦就不了了之。以此來論，阿里史社受漢人圍攻，實屬番、漢

糾紛，番社首先投訴衙門也是北路理番衙門，北路理番同知應有辦理察明之

責，但重大命盜案件，又歸地方官辦理，給予北路理番同知有推卸責任的理

由，此權責模糊處，實對番社造成不便與困擾，也讓官場推諉塞責之風無法

杜絕。 
（二）、海防 

在海防上，北路理番同知與地方官的權責區分在船隻出入管理與船隻本

身。海防同知職責主要管理船隻出入與人員、載貨是否有違法，地方官主要

管理船隻本身是否合規定。《福建省例》載：「船隻油飾刊書，歷由地方官辦

理，出入汛口文武員弁掛驗稽查，如有船不如式刊書，人照不符、冒名頂替

及代駕出洋等弊，立將人船拏解地方官究報。」18 

海防同知須檢驗出入船隻，按月備造清單，通送查核，以耑責成，19地方

官則管理船隻是否合規定。沿海一帶採捕及內河通海之各色小船，在船隻管

理上，由縣發給船照，並取得澳甲、鄰佑切結，一體印烙編號，給票查驗，

                                                 
15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大租取調書附屬參考書》，中卷，頁195；或見臺銀經濟研究室編，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608。 

16  岸裡大社文書編輯出版委員會，《岸裡大社文書》，冊三，乾隆四十二年立理番分府案簿，頁

1531。 
17  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編藏，《臺灣中部地方文獻資料》，四，頁95。 
18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福建省例》，卷二十三船政例‧沿海各屬漁船仍照議定章程著令船戶自

行如式刊刻書寫，頁629~630。 

19  同前註，頁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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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私造、私賣及偷越出口者，俱照違禁例治罪。20 
（三）、捕盜 

臺灣府命、盜案件，北路嘉義、彰化二縣歸鹿仔港同知協同緝捕。21故北

路理番同知對於嘉、彰二縣的命、盜案，有協助緝捕之責，既是協助之責，

自然與主動辦案有別，應是會同地方官一起辦理，道光十二年（1832），北路
理番同知王蘭佩所立〈沙轆牛埔示禁碑〉中，對於違法之人，處置辦法是會

縣嚴拏，按法究辦，22故此方面與地方官的權責區別應為地方官主動偵辦，而

理番同知協辦，並督導有無缺失，因「總捕」職責是督導之責，而非主動偵

查辦案。 

二、北路理番同知與鹿港游擊的職權區分 

    北路理番同知雖是一文職，但在海防上，與鹿港游擊同樣負有維護中部

海防安全之責，有時須共同應付可能發生的事件，但文、武職權有別，在海

防權責上，有必要做一區別。 

    一般而言，一旦被官方闢為正口，港口大都派駐重兵，甚至設置營盤，

並管轄一定地域的洋面與海口汛防。23在稽查的職務區分上，《安平縣雜記》

記載：文口在船入港後，由文口通報衙門，請驗牌照，出口之時，換照納金，

方得出港，巡丁到船丈量擔位，報明合符後發照；而武口查驗船隻出入，嚴

拏賊船混入及犯法私漏等情。24故文武口的稽查制度，即以文口列管船籍或

移民的戶籍，武口專門清查進出的人貨。此為清代文、武口在港口業務的大

致區別。 

以鹿港游擊來說，專任海防守備之責，傍兼司法警察事務，與文衙門（理

番衙門）相制，25管區自蚊港（今八掌溪出海處）以上至淡水營交界（大甲溪）

的海口、汛防，皆聽鹿港游擊管轄，26而鹿港同知職權在上一章已有詳述，在

基本權責上，大約是稽查鹿港出入船隻及海洋事件擁有裁決權，其管轄區域

與鹿港游擊一致。故兩者在港口業務上，性質頗為相近，也常共同稽查船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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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21  覺羅勒德洪，《大清高宗（乾隆）皇帝實錄》，冊二十九，卷一千四百四，頁20877。 

22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中部碑文集成》，沙轆牛埔示禁碑，頁96。 

23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頁151。 

24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警察事務，頁50~51。 
25  臺大圖書館藏，〈台灣鹿港風俗一斑〉，頁9。 
26  丁紹儀，《東瀛識略》〈卷四營制〉，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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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鹿港船隻出港須有加蓋文武衙門印信之牌照，才能放行。筆者認為鹿港文、

武衙門在職權上最大差異應在於游擊是武職，且配備戰船，主要是維護海洋

治安與查緝不法，安全維護不限港口，而及於近海；而鹿港同知主要是管理

船隻與人員，後勤業務較多，而安全維護只限港口沿岸，應是兩者權責較明

顯的區別。 
在文武口的組織上，鹿港地區文口設有司事一人；而武口除司事一人外，

還有驗船隻大小的武哨一人，27此應為文、武口的幹部編制，而配置人員不

詳，故無法比較。以規費來說，道光六年（1826），閩浙總督孫爾準仍依鹿港

同知從前奏定的口規，鹿港文口每船准收番銀五圓，鹿港武口每船准收番銀

三圓之內酌添，毋許增添。28其次，鹿港文、武口稅收名目不同，文口專門

對海口之輸出入品課稅（照擔位收金），鹿港同知衙門年收入可達二萬圓；29

而武口是徵收驗費（人、貨的檢驗），30其收入充作游擊衙門的公費，年收入

有一萬餘圓。31在給臺灣總兵的規費上，鹿港游擊年給操費銀一千三百至一

千四百圓不等；鹿港同知比照各廳、縣，依三節二壽辰每次給巡規銀一百五

十四元，總計年給七百七十圓。32 

    清代文官與武官性質本有不同，且配備的人員性質也有異，故鹿港同知

與鹿港游擊所負的主要任務自然有別，在業務上雖有相似處，但需釐清部分

應僅有港口進出船隻的檢查上。其他方面，如上一章所述，平時海防維護上，

遇有狀況，常是文、武官員共同會勘或巡視，故除帶兵作戰與戰船巡邏屬游

擊負有的專責外，一般事件的處理應是文、武互相照會，共同處理中部海防

事件，如追捕近海洋盜，文武衙門應皆有參與。而兵員的餉銀，不管是大營

或零星汛塘，皆須文員或其所派代表在場監放，33鹿港游擊與北路理番同知

同城，雖無直接證據可說明鹿港游擊所屬兵員放餉時，由北路理番同知監放，

但從兩者關係來推斷，理應如此。 

三、南、北路理番同知的比較 

                                                 
27  陳其南編譯，〈清末的鹿港〉，收入其所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頁195、197。 
28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丙集（台北：臺銀經濟研究室，民國五十二年），臺灣文 

獻叢刊第一七六種，戶部「為內閣抄出閩浙總督孫爾準奏」移會，頁285。 
29  臺大圖書館藏，〈台灣鹿港風俗一斑〉，頁10。 
30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警察事務，頁51。 
31  同註29，頁11。 
32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兵備手抄》，頁27~28。 

33  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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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府時期的三員同知中，除淡水同知由一員捕盜的分防同知改為撫民

的地方同知外，臺防同知和鹿港同知則一直扮演分防同知的角色，分別負責

臺灣南、中兩區的港口貿易、海防安全及地方治安，兩者沿革與權責有很多

類似之處，也有相異點，現從各方面來比較其異同： 

（一）、設置有別 
    南、北路理番同知在初設時即有差異。南路理番同知由臺防同知兼任，

臺防同知初設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為臺灣在清領初期即有，衙門位在臺

灣府城西定坊內，稱海防總捕同知，34在北路理番同知初設時兼任南路理番事

務，並改為臺灣府海防兼南路理番同知；35北路理番同知則設於乾隆三十一年

（1766），衙門位在彰化縣城南街內。 

南、北路理番同知設置初期，兩者間除理番事務相同外，南路理番同知

仍維持原有海防與捕盜職務。北路理番同知則純為理番機構。姚瑩云：「其（北

路理番同知）初專為理番而設；海防同知乃專管海防船政，後兼南路理番。」
36在乾隆後期，臺灣地區的三員同知的權責與負責範圍始作劃分，南、北路理

番同知職權與轄區漸趨相等，南部地區海防與臺灣、鳳山二縣命盜案件，歸

南路理番同知協緝；而中部海防與嘉義、彰化二縣命盜案件，歸北路理番同

知協緝。北路理番同知此時改稱臺灣府北路理番兼鹿仔港海防捕盜同知，簡

稱鹿港同知。南、北路理番同知職務經此調整，性質與業務幾近相同，而差

異在北路理番同知駐地的鹿港，僅有巡檢駐紮，北路理番同知進駐鹿港，接

管鹿港城的行政事務與鹿港巡檢後，頗具地方官特質；南路理番同知本駐府

城，與臺灣道、府、縣同城，無法插手地方事務，最多有督導地方權責而已，

故佐貳官性質較為明顯。 

    從乾隆後期至同治末年，南、北路理番同知仍在此架構下運作近九十年，
在光緒初年的臺灣官治組織革新中，沈葆楨以內山闢地日廣，番民交涉事件

日多，舊治殊苦鞭長莫及，建議將南路同知移駐卑南，北路同知改為中路移

紮水沙連，各加「撫民」字樣。37南、北路理番同知同時由分防同知轉成撫民

同知，性質與淡水廳、噶瑪蘭廳相同，改稱南路撫民理番同知與中路撫民理

                                                 
34  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志‧衙署；卷三秩官志‧官制，頁29、53。 
35  覺羅勒德洪，《大清高宗（乾隆）皇帝實錄》，冊十五，卷七百七十三，頁10958。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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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請改駐南北路同知片，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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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同知，分轄有卑南廳與埔裏社廳，並移駐卑南覓38（今臺東市）與水沙連，

但僅南路撫民理番同知移駐親臨廳務，中路撫民理番同知仍駐鹿港，埔裏社

廳務由撫墾委員代理，此應為數年後埔裏通判設置與鹿港同知裁撤的主因。

臺灣建省後，臺灣官治組織再次變革，埔裏廳因有埔裏通判設置，而鹿港也

漸趨沒落，劉銘傳在新政區規劃中將鹿港同知裁撤，卑南廳升格為臺東直隸

州，改設直隸州知州一員，駐紮扼要之地水尾（今花蓮縣瑞穗鄉），將卑南舊

治添設直隸州州同一員。水尾迤北為花蓮港（今花蓮市），39添設直隸州州判

一員。40清代分管南、北番務的兩官員，兩者一升格，一裁撤，為清末時期南、

北路理番同知最後的變化。此外，在未做最後變革前，其上級也有更動，原

同屬臺灣府，後南路撫民理番同知成為臺南府分防同知；41中路撫民理番同知

屬中部的臺灣府管轄。 

（二）、管轄區域與職權比較 
南、北路理番同知在理番的區域劃分以廳縣為區分，但從番社數量來比

較，南路理番同知理番業務明顯較少，乾隆三十一年（1766），閩浙總督蘇昌

奏「南路臺灣、鳳山兩縣社番甚少，查臺灣府海防同知專管船政，請即以海

防同知兼管，頒給『臺灣府海防兼南路理番同知』關防」，42故南路理番同知，

管理臺灣縣三社、鳳山縣八社。43《海東札記》載：「南路理臺、鳳兩縣番，

載在府志者，臺灣祇三社，皆平地番；鳳山熟番亦祇六社，餘俱歸化生番。

而惟有山豬毛四社、傀儡山二十七社實與鳳山相接。」44而南路另有生番，

計瑯嶠十八社、卑南覓六十五社（或七十二社）。45臺灣入清朝版籍時，臺灣

                                                 
38  卑南覓，係番社總名。在傀儡山後，中有高山，相傳有七十二社，位置在今臺東市。 
39  花蓮港一詞，最早出現在沈葆楨在同治十三年來臺開山撫番時，出現在他的奏摺中。 
40  唐贊衮，《臺陽見聞錄》，卷上建置‧臺東直隸州，頁16。州同與州判在《臺東州採訪冊》成

書前似未設置，但陳英所撰〈臺東誌〉一文中提及自己在光緒十九年調補花蓮港州同，顯示至

少在臺灣割日前兩年，已有州同等官員設置。而知州規劃之駐在地水尾，在設置次年（光緒十

五年）因大庄事件，即土匪、凶番勾結叛亂，水尾居民死亡殆盡，水尾州署被毀，因而仍寄治

於卑南，直至臺灣割日。 

41  薛紹元，《臺灣通志》，職官‧文職，頁342 

42  覺羅勒德洪，《大清高宗（乾隆）皇帝實錄》，冊十五，卷七百七十三，頁10958。 

43  朱景英，《海東札記》，卷二記政紀，頁19。 
44  鄧傳安，《蠡測彙鈔》，臺灣番社紀略，頁2。 
45  同註43，卷三記社屬，頁58。另一說卑南有七十二社。陳英所撰〈臺東誌〉一文載：道光以前，

卑南生番甚眾，有一番超乎眾之上，稱卑南王，總管七十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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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地區係南路理番同知所轄之境。因其地荒僻，番人不解耕織，故不責其

貢賦而以化外視之。46故南路理番同知所管熟番約十社左右，歸化生番則僅

三十餘社，其餘偏遠及東部生番地處蠻荒，以化外置之；而北路理番同知管

轄嘉、彰、淡三廳縣熟番與歸化生番，總數約有一百三十社左右，約是南路

理番同知管轄數量的三倍多，可見南、北路理番同知在番社分配上並不平均，

此外，番婦居南路者，熟番不供役；居北路者，皆供役，輿夫多番婦為之，47

也是南、北有別之處。 

清廷對南、北路理番同知初設時的設計與規劃，應為南路仍以海防為要

事，以海防同知兼職理番，業務不宜過重；北路以番務為重，設專職處理，

才會有如此設置與轄區劃分。 
在海防上，原本臺防廳稽查臺灣所有港口，朱景英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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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商船自廈來臺者，有糖船、橫洋船之分；由泉防廳給發印單，開載柁工、

手水、姓名、年貌、並所載貨物，於廈之大嶝門會同武汛照驗人貨相符，放

船出口。」48但鹿港同知設立後，海防區域也有劃分。臺防廳稽查臺灣與鳳山

二縣港口，如鹿耳門港、大港、旗後港、東港出入船隻；49而鹿港廳稽查嘉義

與彰化二縣的港口，如鹿港、新港、梧棲、王功、番挖、北港等。鹿港同知

分擔中部海防、總捕責任後，權責與臺防同知相當，但在理番業務上，除噶

瑪蘭廳設置後分擔一些理番業務外，理番業務並無重新劃分，如以此視之，

鹿港同知的業務負擔似乎比臺防同知重，但臺防同知在業務上有專管船政一

項，即戰船查驗與督造，壓力可能也不小，如嘉慶五年（1800），臺防同知延

青雲驗估老舊戰船貳隻拆下舊料之變價銀，50嘉慶九年（1804），臺防同知錢

澍驗明貳隻戰船實已損壞，難以駕駛。51道光十四年（1834），臺防同知沈鎮

霖勘覆屆應小修之戰船二隻，52可見臺灣水師戰船的維修與管理，全落在臺防

同知身上，故南、北路理番同知的業務各有著重之處，實難分其輕重 。 

    在光緒初年南、北路同知變革後，南路同知移駐至卑南覓，其首任南路

                                                 
46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東州采訪冊》，建置沿革，頁1。 
47  唐贊衮，《臺陽見聞錄》，卷下番部，頁192。 
48  朱景英，《海東札記》，卷二記政紀，頁18。 
49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臺灣海防廳沿革，頁37。 
50  中研院史語所編，《明清史料》，戊篇，冊八，頁761。 
51  同前註，頁765。 
52  同前註，頁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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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知袁聞柝在光緒元年（1875），招撫埤南以北沿山濱海各番社，興屯田、設
番學，以功晉陞知府，創建南路同知署於埤南。53故移駐後，南路撫民理番

同知理番功能大增，設塾訓番，經書有成誦者，較能專理番務。54反觀中部

撫民理番同知因未能移駐，埔裏社廳職務委由撫墾委員代理，其仍管理中北

部番社與中部海防，故依舊被稱鹿港同知為多。兩員同知經此變革後，除增

加撫民職權外，還有經理墾務、礦物之責，南路撫民理番同知權責範圍在恆

春轉入後山以達卑南平埔；55中部撫民理番同知負責中部埔里一帶。兩同知

底下皆設有撫墾局辦理墾務工作，不過，中部撫民理番同知因仍駐鹿港，此

項業務多由派駐埔里的撫墾局委員辦理，同知並未親臨，數年後，埔里通判

設置，顯示清廷重視開山撫番事務的期間，中部撫民理番同知可能未符合期

望，導致中部撫民理番同知在建省後遭裁撤。 

值得注意的是南路理番同知與臺防同知原是一體，但改為南路撫民理番

同知後，衙門遷移至臺灣後山地帶，勢難兼顧南部海防，曾任臺東直隸州花

蓮港州同的陳英在所撰〈臺東誌〉上載：「袁聞柝本任臺防廳而兼卑南廳，兩

處各駐半年，如往臺防廳治理，而卑南廳事務即歸撫墾局長代理。袁聞柝治

理三年交卸，專任臺防廳。」56上述說明似乎認為同知袁聞柝兼有臺防同知

與卑南同知二職，而非卑南同知一職兼有南部海防職權。但《安平縣雜記》

載：「文口船費，向歸臺防分府徵收，光緒元年〔1875〕，臺防分府改為卑南

分府，仍歸徵收，到光緒十四年〔1888〕改為臺東直隸州後，始歸安平縣徵

收。」57表示卑南同知仍管有南部港口業務；此外，《臺灣通紀》載光緒二年

（1876），知府凌定國58侵吞安平洋式礮臺的工料銀，臺灣道夏獻綸督同臺灣

府周懋琦、臺防同知孫壽銘前赴安平查點。59好似臺防同知在卑南廳設置後，

臺防廳的職位仍在，但孫壽銘並未任卑南同知，光緒時期也無臺防同知與卑

南同知並列為二職的資料，筆者認為較可能的解釋為卑南同知仍轄有南部海

                                                 
53  薛紹元，《臺灣通志》，列傳‧政績，頁432、433。 

54  同前註，疆域‧形勢，頁25。 

55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劉銘傳撫臺前後檔集》，南路招墾局移覆恆春縣關於舖戶王和興開墾二

重溪等地田畝給照事宜，頁20。 
56  陳英，〈臺東誌〉，收入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東州采訪冊》，頁83。 
57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逐年徵收官莊額徵等則及各稅項，頁36。 
58  非臺灣知府，凌定國曾在同治元年以候補知縣署彰化縣，後陞任某地知府，地點不詳。 
59  陳衍，《臺灣通紀》，頁204。此時卑南同知為袁聞柝，又出現一位臺防同知孫壽銘，可能是孫

代理袁行使海防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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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權責，但因同知駐在卑南，難以兼顧，故有時會以其他官員代理其海防工

作，直到臺東直隸州設置，文口工作才歸地方經理，此後南路港口查驗工作，

也改為各口船隻出入由各口委派家丁、書差查驗。60 

（三）、衙門編制的比較 

    南、北路理番同知有類似的權責與性質，唯一明顯差異在於一駐府城，

一轄有鹿港城，為同中有異之處。在科、房組織上，北路理番同知缺乏詳細

資料，故無法比較異同，但從職權來看，相信兩個衙門的組織架構應非常類

似。在衙役編制與薪津上，北路理番同知在第二章時有詳細說明，共有四十

九名編制內人員，每名工食銀六兩二錢，而同知俸銀八十兩；至於南路理番

同知，從海防同知時期至兼南路理番後，似乎有些差別，在純臺灣海防同知

時代，衙門人員編制數只有二十九名，分別是門子二名、步快八名、轎傘扇

夫七名，皂隸十二名，61而兼理番一職後，增添民壯二十名，62共四十九名，

編制數與北路理番同知相同，工食銀也相同。但在同知薪津上，北路理番同

知設置初期即有俸銀八十兩，但南路理番同知在臺防廳時期僅支領四十二兩

五錢五分六釐，乾隆中期後才實領八十兩銀，63應是兼理番業務後所調整，

而衙門人員薪餉之經費來源，南、北路理番同知也有些許差異，北路理番同

知不論是官員或衙役，都是從臺灣縣所徵雜餉起運項下支給；南路理番同知

在臺防廳時期，門子、步快、轎傘扇夫由臺灣縣支給，而皂隸十二名由嘉義

縣支給，64乾隆二十年（1755）後才改由臺灣縣支給，而經費來源無特別說
明，應是納入一般留存經費中。故在南、北路理番同知時期，衙門編制與人

員經費應相當一致，故此二員同知的同質性應非常高。 

（四）、同知任期與官缺重要性比較 

南、北路理番同知的平均任期，北路理番同知在上一章已做過說明，平

均任期僅一年左右，至於南路理番同知，在筆者所能找到的資料中（見附錄

一），從乾隆三十一年（1766）更換關防算起，至光緒十四年（1888）升格為
臺東直隸州止，共有一百二十三年，八十八任官員，平均任期約是一‧四年，

比北路理番同知平均任期要長，與臺灣其他官員平均任期差不多（見表 3－

                                                 
60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臺灣海防廳沿革，頁37。 
61  薛志亮，《續修臺灣縣志》，卷二政志‧經費，頁163。 
62  詹德隆，〈清代台灣各級衙門之書吏與差役〉，頁11。 

63  同註61，頁162。 
64  同前註，頁163。嘉義縣在乾隆二十年以前，除支給十二名皂隸工食銀外，同知四十二餘兩俸銀

須分擔其中三十七兩四錢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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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加上前期純任海防同知的任期，其平均任期會更長，會有這種差異，
應該是臺防同知在清領臺後，長期掌管出入臺灣的門戶鹿耳門港，並維護臺

灣沿海港口與海防工作，尚兼管船政，地位非比尋常，且與臺灣道、府同城，

如從官員的調動來說，很難判斷是否有重南路、輕北路的跡象，因南、北路

理番同知常有互相流動情形，而由地方官陞任或福建省調派之員來看，兩者

情況也無明顯差異。但如以代理同知一職來說，北路理番同知有缺，常先由

地方官代理，甚至縣丞代理；65南路理番同知有缺時，常由知府代理其職，66

雖然臺灣知府代理南路理番同知，本有地利之便，原無可厚非，但北路理番

同知有多次縣丞護理的紀錄，在代理上會讓人隱約感覺，南路理番同知在選

擇人選方面，似乎較慎重，而北路理番同知因不與知府同城，而鄰近官員位

階都低於同知，故有此現象；或者可能是府城官員的重要性大於分駐他區之

員。故在官員調動上，雖無明顯證據顯示南路較受重視，但在代理方面，南、

北路理番同知確實有些差異性存在。 
如從職缺重要性來看，北路理番同知在上一章有詳細說明，其屬於海外

要缺，非精明幹練之員不能勝任；南路理番同知也有類似地位，如閩浙總督

鐘音在乾隆四十年（1775）奏稱，臺灣同知一缺，有稽查鹿耳門出入船隻、
配運內地兵糈、兼管南路理番事務，非熟悉強幹之員，弗克勝任；67而另一位

閩浙總督阿林保在嘉慶十四年（1809）稱臺灣府海防同知分駐鹿耳門，為臺
郡出入門戶扼要之區，堵緝洋匪，嚴禁偷漏，最關緊要，必須明幹熟悉之員，

方克勝任，且提及臺灣海防同知為海外繁缺。68如果北路理番同知是海外要

缺，南路理番同知為繁缺，那北路理番同知重要性應等同或高於南路理番同

知，因要缺標準可能包含「衝、繁、疲、難」中之三字，繁缺只是其中一字，

一為三字缺，一為一字缺，故可確定在職缺重要性上，北路理番同知絕不亞

於南路理番同知，甚至應該高過。 
（五）、動亂與不安時期的比較 
在本章第一節中，已詳細說明北路理番同知在遇有動亂與不安時期，其

扮演的角色以後勤支援及防衛為主，主動攻擊為輔。南路理番同知在動亂與

                                                 
65  代理北路理番同知之地方官以彰化知縣最多，其他曾代理者有嘉義知縣、淡水同知、鳳山知縣

等，縣丞有南投縣丞、笨港縣丞及捐輸保舉縣丞（鄭元杰）之員曾護理同知一職。 
66  代理南路理番同知之官員，以臺灣知府兼攝次數最多者，最少有五次以上，其他地方官曾代理

者有臺灣知縣、鳳山知縣，無知縣以下官員代理紀錄。 
67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乙集，吏部題本，頁158。 

68  同前註，閩浙總督阿林保題本，頁223。繁缺為衝、繁、疲、難制度中的一種，政務紛紜者為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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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時期，也有類似作為，如在後勤支援與防衛上，道光二十三年（1843），

嘉義巨匪洪協密謀不軌，嘉義以南文武官員全力備戰，臺防同知的任務是負

責稽查街道、倉庫、監獄，69姚瑩在〈臺灣十七口設防圖說狀〉中，說明臺防

同知的海防職責是與臺灣知縣來往巡查，建製礮墩、旗幟、號衣、器械戰守

戰具，雇備鄉勇民壯，帶領總理頭人團練義勇二千五百名，聽候調用。70以上

皆是後勤支援部分。 

在主動出擊上，如嘉慶十一年（1806）蔡牽勾結匪徒，屯踞鳳山縣城，

臺防同知錢澍添募義民屯番，並能撫馭生番不致從賊，而能為官所用，轉戰

有功，且在作戰中受傷，71此一事件結束後，臺灣鎮總兵愛新泰會同南路理番

同知將匪徒八十七名分別凌遲斬決。72又如道光十八年（1838），中南部匪類
充斥，臺防同知仝卜年，督率屯弁、屯丁在相仔仙（地點待考，應在臺、鳳

交界附近）一帶防堵；73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船騷擾鹿耳門一帶沿海，
臺防廳與臺灣縣傳集郊商船總，面諭毋許小船、竹筏出口，以斷奸民接濟水

米、偷運鴉片；74道光二十九年（1849），署臺防同知郭兆榮在鳳山縣的閩粵

械鬥中，會營堵緝，拿獲要犯多名。75可知義民、鄉勇、屯番為南路理番同知

基本武力，而追緝要犯也都是會同武官追緝。 

從上述可知，南路理番同知在動亂時期，扮演角色與北路理番同知類似，

差別應在於南路理番同知位於府城，與道、鎮、府、縣同城，防衛武力與支

援較多，據《臺灣兵備手抄》所載，郡城水陸官兵共有一千五百六十四名，76

兵力雄厚，如有動亂，滋事者選擇發動之處，也常是遠離府城，故較無直接

面臨危險之虞；北路理番同知位處中部，鄰近只有彰化知縣、鹿港游擊等官

員，其中鹿港游擊僅轄有兵員七百零八名，且分散在彰化、嘉義沿海港口一

帶，77中部又常有大規模動亂，一有變故，中部官員常成為動亂犧牲者，北路

                                                 
69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甲集，臺灣鎮道會禀剿辦臺匪洪協等情形由，頁14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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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 

71  中研院史語所編，《明清史料》，戊篇，冊六，頁502。 
72  同前註，頁505。 
73  姚瑩，《東溟奏稿》，辦理南北兩路謀逆結會匪徒奏，頁8。 
74  姚瑩〈夷船初犯臺洋擊退狀〉，同註70書，頁570。 
75  同註71，頁594。 
76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兵備手抄》，頁45。 
77  周璽，《彰化縣志》，卷七兵防志‧水師兵制，頁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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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番同知也曾有三至四員被戕殺，78而南路理番同知並無犧牲紀錄，以安全性

來說，南路理番同知是高於北路理番同知。 

（六）、同知貪污與失職比較 

    南、北路理番同知性質相近，相互調任也很頻繁，故同知犯錯與失職也

相當一致，犯錯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直隸總督梁肯堂追查臺灣收受陋規
之文武官員，其中如上一章曾述及焦長發在署淡水同知與鹿仔港理番同知任

內，共得銀一萬七千三百三十四圓；南路理番同知被查到之員，有韓琮在鹿

耳門同知、淡水同知任內，共得銀三萬七千五百八十四圓，鹿耳門同知鄥維

肅在任內得銀八萬圓，79可知南路理番同知兼臺防同知一職，陋規的豐厚遠多

於北路理番同知兼鹿港海防同知一職。在失職上，如道光十七年（1837），臺

防同知仝卜年、代理鹿港同知玉庚欠運兵榖，一則報運不運，一則藉詞請展，

並不遵駁運交，均屬惰誤，雙雙被摘去頂戴，勒限雇運。80可知配運兵穀為雙

方同感棘手的業務，且臺防廳自鹿耳門廢後，商船不前，久已疲乏，僅能每

年雇運官榖，多者萬餘石，少亦數千石，81此項做法也與鹿港同知相同，在商

船數量不足，無法配運足夠兵穀情況下，同知得自行雇船運送，以達成規定

運穀數的目標。由上可知配運業務為南、北路二同知同感無力之事，故常有

失職情況而遭懲處。 

（七）、其他 

前述南、北路理番同知負責督導南部與中部各二縣，故在有重大事件發

生時，南、北路理番同知常會同地方官巡視。臺防同知如道光二十五年

（1845），臺灣南部遭受風災，臺防同知徐廷掄會同臺灣知縣胡國榮帶紳董及
總董、地保等查驗臺灣縣境內災情，並撥配商船，將受難船員委員弁兵役護

送到省，而鳳山縣也由臺防同知會同鳳山知縣玉庚來周歷履勘；82鹿港同知如

                                                 
78  在林爽文事件時有長庚、王雋殉職；陳周全事件中有朱慧昌被殺；另有劉齊銜也在林爽文事件

時被殺，但此人只有殉職記載，無事蹟紀錄，故存疑。 
79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乙集，戶部「為內閣抄出直隸總督梁肯堂奏」移會，頁181。 
80  同前註，戶部「為內閣抄出閩浙總督鍾祥等奏」移會，頁235。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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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 

82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甲集，臺灣鎮武攀鳳臺灣道熊一本會奏臺灣猝被風災情形

摺，頁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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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會同嘉義知縣王廷幹查驗嘉義境內受災狀況，83可知在督導屬縣上，兩位

同知所做的處理大致相同。 
在押解人犯上，初期臺灣命、盜重犯，各犯留禁府、縣二監，押解赴省

時，均由臺防廳之鹿耳門配搭商船，對渡廈門，解至同安縣交收，遞程解省。
84姚瑩任道臺時，因府、縣二監擁擠，飭各屬定案人犯，概行發回監禁，發回

之犯，除臺、鳳二縣仍由鹿耳門配渡外，其餘不必解府。淡水廳由八里坌、

嘉義由五條港、彰化由鹿港，各歸各口進行配渡。85可知人犯的押解，最初是

臺防同知負責，其後增設正口，才由各縣所在的正口押解，而押解的費用，

臺防廳與鹿港廳也有別，在押解人犯上，向例在鹿港口配船，無用給發船價，
86而由鹿耳門出海，知府需付解犯船費與船戶，87此為兩者在費用上有、無之

處。在經費收支上，臺灣五廳之中，臺防廳最為短缺，而鹿港與淡水二廳較

優。88 
 
    從以上比較，可知南、北路理番同知有許多同質性，雖然同中帶異，但
無法否定其官員與廳的性質應同屬一型，為分防同知，而兩者最大差異也在

於南路理番同知駐府城，與臺灣道、府、縣同城，較具輔佐知府特質；北路

理番同知分防鹿港，具備某些地方官特質。但細究起來，兩者皆無地方撫民

同知應有的權責與特性，應無疑義。實為臺灣府所屬二位兼有理番、海防、

總捕職權與代替知府巡視屬縣的佐貳同知。 
 
 
  

                                                 
83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甲集，臺灣鎮武攀鳳臺灣道熊一本會奏臺灣猝被風災情形

摺，頁176~177。 

84  徐宗幹，〈上兩院清理人犯書〉，收入丁曰健編，《治臺必告錄》，頁315。 
85  徐宗幹，〈解犯議〉，同前註書，頁317。 
86  同註84，頁316。 
87  同前註。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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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