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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從理猺、撫黎之官治組織對照北路理番同知 

 
滿清政府在入關前對於中國邊疆民族問題，即認為「邊境一日不寧，內

地之民一日不得休息」，故非常重視少數民族問題。入關後，康熙帝曾語述對

少數民族的問題，在於「治之得其道」；雍正帝提出「從俗從宜，各安其習」，

要注意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1可知清帝以少數民族身份入主中國，對境內其

他少數民族的處理較慎重。 
清廷稱位於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區為藩部，如蒙古、新疆、西藏、四川

等地少數民族，設有處理藩部事務的理藩院。2而原本西南內地的少數民族，

如雲南、貴州等地，原本沿襲明代以來的土官制度，在雍正初期，實施「改

土歸流」政策，取消少數民族中的土官，而以流官代之，使中央集權統治向

邊疆少數民族深入。3 
此外，在中國的中南部省份，如兩湖、兩廣、臺灣等地，尚有為數不少

的少數民族，如苗、猺、黎、番等。這些民族生活圈並非位於邊地，所在地

也有不少漢人雜錯居住其中，而清廷在這些區域並未設有特殊機構，僅止設

專管官員如理番、理猺同知或交由地方官自行治理，其治理原則是否會因時

因地因種族制宜，或有一基本原則，以下將以理猺與撫黎的官治組織為對照。

選擇猺人，乃因清廷認為猺、番情形類似，臺灣理番同知設置乃比照廣東理

猺同知所置；而海南島黎人與臺灣番人同為海島型少數民族，有類似的地理

環境。故以治理猺、黎、番的機構互相比較與分析，條件上應較接近，應能

略知清廷的少數民族政策。 

一、理猺 

（一）、嶺南猺人歷史簡述 

猺人的祖先在漢人傳說中，似乎是狗與人雜交的後代，《曲江縣志》載：

                                                 
1   蒲堅著，《中國古代行政立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一版一刷），頁484。 

2   中國歷代官制編委會編，《中國歷代官制》，頁339。 
3   尤中編著，《中國西南的少數民族》（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一版一刷），頁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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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猺人盤姓，古盤瓠之裔也。」4而「猺」字的出現，始自宋時，《宋史》〈蠻

夷傳〉有言：「蠻居其中，不事賦役，謂之猺人。」5而猺人依歸化程度則被

區分為生猺、熟猺、白猺、黑猺四種，《陽山縣志》載：「（猺）有生、熟、白、

黑四種，熟猺與州民交易，或通婚姻，生猺惟處窮谷中，白與熟類，黑與生

類。」6  
猺族的先民，在秦、漢時期，有人認為是長沙武陵蠻的一部份，聚居在

湖南省西部地區，7此外，尚有三種看法，一是猺族源於山越，居住在江、浙

一帶；二是猺族源於五溪蠻，最初居住於湖南、貴州之間；三是猺族來源多

元，有武陵、五溪蠻、山越成分，而以此種見解較為多數人所接受。8廣東地

區最初並非猺人故地，嶺南開始有少量猺人移居，應在楚國滅越國之時，但

大批猺人到達嶺南地帶，當在漢末降至黃巢的時期。9 
    隋唐時期，居住於湖南及兩廣地區的猺族先民，史稱「莫猺」，唐代對於
南方少數民族，實行羈糜政策統治，緩和一些民族矛盾，猺族生產得到正常

發展，生活也較為穩定。10在兩宋時期，蠻猺的族系更趨複雜，所居的區域也

漸次擴大，各地蠻猺均先後納款，服屬政府。11明清時期，廣東境內猺人人數

眾多，佔據區域廣大，與漢民族有密切接觸，清初之際，猺亂之事已不再常

有，迄於今日，廣東境內猺人，不惟不能與漢人在政治、土地、經濟上爭鬥，

                                                 
4   張希京，《曲江縣志》（成文出版社，光緒元年刊本），卷三輿地書一‧風俗，頁57。《漢書》

〈蠻夷傳〉載：盤瓠傳說為高辛氏所飼養之犬，因當時有犬戎之寇，高辛帝征伐不剋，乃訪募

天下，能得犬戎將軍吳將軍頭者，賜黃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下令之後，盤瓠遂銜人頭

造闋下，高辛帝原不願妻以少女，但少女以為帝王下令不可違信，遂下嫁盤瓠，並負走至南山

險絕之境中，後生子十二人，男女各半，此為猺祖傳說；而另一說有認為盤瓠為盤古之說者。

此皆為神話傳說，可信度不高。 

5   楊宗駱主編，《宋史第十八冊》（台北：鼎文書局，民國六十七年出版），列傳第二百五十二

蠻夷一，頁14183。 

6   黃瓉，《陽山縣志》（成文出版社，民國二十七年鉛印本），卷之二輿地下，頁161。 

7   樊開印，《中國境內各民族細說》（台北：唐山出版社，1993年），頁486。 
8   蒲朝軍、過竹主編，《中國瑤族風土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一版一刷），頁2。 
9   徐松石，《民族學研究著作五種》（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一版一刷），粵江流域人民史，

頁126。 

10  瑤族簡史編寫組編，《瑤族簡史》（廣西：廣西民族出版社，1983一版一刷），頁23~24。 
11  周昆田編著，《中國邊疆民族簡史》（台北：中華大典編印會，民國五十五年再版），頁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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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漸被一般人所遺忘。12 
（二）、清代的理猺 
1、清朝的理猺政策 
清初在理猺政策上，順治、康熙時期以羈糜與剿撫並進，在羈糜上，盡

量維持明朝原有的治猺機構與制度而不予打亂。13清廷在羈糜政策外，亦推行

「剿撫兼施，以夷制夷」政策，利用組織中的一些頭人，加以委派為「猺長」、

「猺練」以進行統治。14 
清襲明制，在猺區實行土官制，主要擔任峒、寨、村等基層單位的職務，

其名稱各地不一，常見稱謂有猺官、猺目等。15道光十二年（1832），欽差戶
部尚書禧恩，在平服八排猺人後，因猺人無統屬，有攘竊民物者輒伏匿不出，

莫知誰何，有司不得索也，禧恩乃令八排猺人各舉老成知事者，立為猺老千

長，賞給頂戴辦事，猺目為猺練。16各地依猺人戶口多寡分別置猺長一至二名，

猺練二至八名，總計設有猺長二十一人，猺練七十人。17猺練每月給餉銀一兩

五錢，猺長倍之，隸綏猺把總，月朔日赴綏猺營領餉具結狀，排猺滋事者責

之，自是猺有訐（揭發陰私）民者，先達於其長，其長達於官，民有訐猺者，

官下其長，逃者十可得之八、九，組織較前嚴密。18 
猺區的保甲制主要在熟猺區實施，其責在於稽查約束，監督猺民不得違

反禁令，實行連坐法，在設保甲地區，猺目裁革，在不行保甲制的猺區，仍

由原有頭人管束，但乾隆朝後不論是否行保甲制，猺區皆行稽查之法，強化

清廷對於猺族基層村寨的統治。19 
清廷試圖以猺長、猺練制取代原先猺老制，原欲收「以夷制夷」之效，

                                                 
12  江應樑，〈廣東猺人之過去與現狀〉，收入其所著，《西南邊疆民族論叢》（台北：新文豐出

版公司，民國六十七年初版），頁175。 

13  吳永章，《瑤族史》（四川：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一版一刷），頁515。 
14  瑤族簡史編寫組編，《瑤族簡史》，頁50。 
15  同註13，頁520。 
16  廖迥然，《傜民概況》（各埠中華書局發行，民國三十七年初版），頁29。 
17  姚柬之，《連山綏猺廳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國六十三年臺一版），雜記第八，頁65~79。 

18  同註16，頁29。 
19  同註13，頁53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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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存在一百多年，20真正起作用的仍是猺老制。21《曲江縣志》載：「猺山

下設猺練約束之，然非所能控制也。」22可知猺長、猺練制度的實施，形式意

義大於實質意義，而保甲制的實施，對猺人的控制達到最基層，讓猺官的勢

力也日益衰落。 
2、理猺同知設立與沿革 
    康熙四十一年（1702），因猺人李貴、鄧二等劫掠連陽州縣，清廷命都統
松柱等討八排猺，調廣東、廣東、湖南三省水路官兵並進，兵進三江口，李

貴、鄧二等伏誅，23兩廣總督石琳乃上疏設置理猺同知，24其奏稱： 
⋯連州所轄油嶺大小等排，周圍四百餘里，俱系崇山深谷，難以建設

州縣，請仍舊歸連州、連山縣管轄，惟于附近排猺適中之地三江口，

建立寨城，安設官兵，統率控馭。應如所請，改廣東廉州府（應連州）

海防同知為理猺同知，管領把總一員，帶兵一百名，駐紮三江口，不

時入排巡察，并將連州、陽山、連山三州縣海防捕務，仍歸該同知就

近管理。⋯⋯25 
    清廷設理猺同知治猺，以重其權，反映其對猺人的重視。理猺同知駐紮
猺區，管轄範圍不限本府之地，主要為周圍猺區，可跨府而治，26而理猺同知

主要任務乃不時入猺化導，宣講上諭十六條，使知孝悌禮儀，恪遵國法，各

務本業，以杜非為。27 
雍正七年（1729），清廷改廣東廣州府理猺同知，為廣東理猺軍民同知，

                                                 
20  猺長、猺練制度從道光十二年（1832）實施，一直延續到1946年三月連南縣成立，改為保甲制

度時止，共計實施一百一十五年之久。 

21  練銘志，〈試論八排猺與漢文化的關係〉，收入中國民族史學會編，《中國民族史學會第四次

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3一版一刷），頁85。 

22  張希京修、歐樾華纂，《曲江縣志》（成文出版社，光緒元年刊本），卷三輿地書一，頁57。 
23  廖迥然，《傜民概況》，頁16。 
24  清代理猺機構之設置不僅只一處，除廣東省廣東府連州在康熙四十二年設理猺同知外，湖南省

保慶府在雍正八年也設理猺同知，駐城步縣，永州府在道光十二年亦設理猺同知，駐府屬江華

縣；廣西省在乾隆八年在思恩府遷江縣設理猺巡檢，道光十二年，平樂府在鍾山縣設理猺通判，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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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26  吳永章，《瑤族史》，頁518。 
27  同註23，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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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府屬的連州為直隸州，兼轄陽山、連山二縣，28並規定此後猺人盜案，以同

知為專轄，猺人爭訟有涉連、陽三州縣民人者，聽同知關會審理。錢糧仍由

原州縣照舊徵解，同知有分民，無分土。在從屬上，改隸司、道。29雍正九年

（1731），因粵東理猺同知，向系兼管連州、連山、陽山三州縣捕務，後因改
為理猺軍民同知，專理猺事，所有三州縣事務停其兼管，因近年猺人馴服，

事理不繁，仍將三州縣捕務，歸理猺同知一體查察。30 
乾隆四年（1739），連州三江城將舊城加高牆，並由理猺同知楊國棟勘詳

文子敦地方添築子城，將副將、都司、把總衙署、軍器、火藥局俱建於新城

內，舊城仍由理猺同知與把總駐紮，另舊城都司衙署由協標千總移駐，其餘

武官衙署，示召居民價買。31乾隆二十九年（1764），廣東巡撫明山奏稱，廣
東理猺同知自添設連州州判後，於民間捕務已不相涉，應更換關防為「廣東

理猺軍民直隸同知」，駐紮三江口。32在嘉慶二十三年（1818），兩廣總督蔣攸
銛議革連山，併入同知為專轄，此後同知始有所轄領域，33也就是改連山縣為

綏猺廳，將舊駐三江口的理猺同知改為綏猺同知，移駐連山縣。34其原本連州

方面的猺務，採取「有猺戶，無民戶，而不有其地。」35仍舊管理連州等地八

排猺事務，經此改制後，連山綏猺同知就以此規制運作至清朝末年，並無再

更動。 
連山綏猺同知在兵力上，除領有把總（綏猺營）一員，兵丁百名外，在

道光十二年（1832），湖南發生猺亂，並波及兩廣猺區後，南韶連道楊殿邦認
為同知改駐連山縣城，而把總仍駐三江口，相距過遠，因而飭募練勇百名，

每名口糧日銀一錢，歲需餉銀四千兩，經費來源由廣東布政司、南韶連道、

廣州府、肇慶府共捐資津貼。可知設置原因乃綏猺同知去綏猺營四十里，綏

猺營之兵不在同知駐地，而附城之汛，非同知所轄之兵，外營非所管轄，呼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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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29  姚柬之，《連山綏猺廳志》，總志第一，頁15。 
30  同註28，頁333。 
31  同前註，頁414。 
32  同前註，冊二，頁249。 
33  同註29，頁16。 
34  吳永章，《瑤族史》，頁519。 
35  同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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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不靈，本營相距甚遠，急切難調，故招募練勇可以補同知兵力之不足，36才

有此之設，故綏猺同知實領有兵丁、練勇共計二百名。 
在同知升轉上，廣東理猺同知最初是照邊俸之例，三年即升，37雍正十一

年（1733），因猺民向化，其連州所屬三江地方文武，如理猺同知、三江協副
將、都司、守備等缺，與內地一體較俸升轉。38在道光十二年（1832）猺亂平
息後，清廷認為連山綏猺直隸同知，專管八排猺務，向系由外題補，應揀選

熟悉猺情之員，以收成效，應仿照新改湖南永州理猺同知，定為邊疆要缺，

俸滿即升。39可知理猺同知一缺最初由邊缺轉成一般缺，最後再轉回邊疆要

缺，所依據的標準乃視猺人是否安分與順從王化。 

二、撫黎 

（一）、黎人歷史簡述 
    黎人居海南島，有黎母山（五指山），生黎居於山中，熟黎環繞山麓。40黎

人名稱由來，自古以來有多種說法，如西漢時稱「駱越」，東漢時稱「里」、「蠻」，

隋唐時代則以「俚」、「僚」並稱，但此種稱呼大都是當時南方一些少數民族

的泛稱，並不專指黎族。41自宋代後，黎的稱呼才固定下來，至於「俚」為何

改為「黎」，可能與不同時代的讀音變化有關。42 
    黎族起源在傳說中仍不脫神話色彩，人獸交合生子神話，甚至與猺人有
相類似之處，43神話不可盡信，人的歷史必求諸於史籍，《瓊州府志》載：「漢

                                                 
36  姚柬之，《連山綏猺廳志》，猺防第五，頁45。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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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38  同前註，頁345。 
39  同前註，冊四，頁79。 

40  徐松石，《民族學研究著作五種》，粵江流域人民史，頁147。 
41  黎族簡史編寫組，《黎族簡史》（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版一刷），頁6~7。 
42  周愛文，〈明清時期海南島黎漢關係之研究〉（台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民國八

十三年），頁7。 

43  在黎族的神話中，有洪水事件與同胞婚配的結合；另有女航海而來，入山中與狗交配，生長子

孫，後曰狗尾王，遂為黎祖等眾多神話。見刑植朝著，《黎族文化溯源》（廣東：中山大學出

版社，1993年出版），頁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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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元封元年，略地始建儋耳、珠崖郡，其地有黎母山，諸蠻環居其下。」44

可知黎人入中國版圖始自漢武帝平南越，置海南島地為儋耳、珠崖兩郡，而

漢人在秦時期從大陸來到島上，與當地居民雜居，漢人的到來，不少是為商

業目的，也帶來一些生產工具與技術，至唐代時，漢人大量增加，唐代在海

南島設置五州二十二縣，此時，漢人在沿海、沿河附近發展，黎人則向五指

山為中心地帶收縮，形成北部與沿海以漢族為主體，在腹地則以黎族為主體

的格局。45 
    從兩漢至唐宋以來，歷代治黎政策以征剿討伐為主，招撫同化為輔，唐
宋期間，更以海南為謫貶政敵、流遣罪犯之地，46宋時服屬於州縣者稱熟黎，

其居山峒而無征傜之役者為生黎，生黎亦常與郡人互市。47至明代，由於漢、

黎經濟文化交流頻繁，除五指山中心地區與州縣隔遠，無編入戶籍，仍由峒

長管理外，其他地方黎峒大部分均編入版圖，聽官約束，編入里甲，與民雜

處。48延至清代，黎族社會發展仍存在地區性的不平衡，位於五指山中心地區

的黎族，仍不當差、不納糧，亦罕外出，其語言不可曉，仍過較原始的簡單

生活。49現代黎族分布在海南各縣市，與漢、回、苗等族雜居，中國政府將五

指山周圍各縣市，另名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據一九八二年的人口統計，

黎族總人口約有八十八萬人。50 
（二）、清代的撫黎 
1、清代的撫黎政策 
    清初對於熟黎的政策，並無似猺人一般設專官治理，而由地方州、縣管
理，生黎則比照臺灣生番，以化外之民視之。兩廣總督石琳云：「黎人地方丁

田無多，不便設立州縣。」而兵部認為創立州縣，建築城垣，有累百姓，故

                                                 
44  明誼修、張岳松纂，《瓊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據光緒十六年補刊本影印），卷二十‧

海黎志五‧黎情，頁448。 

45  李澤奉、劉如仲編著，《清代民族圖志》（青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版），頁35。 
46  何瑜，〈清代臺灣與海南經濟開發知異同〉，收入馬汝珩、馬大正主編，《清代邊疆開發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一版一刷），頁398。 

47  劉義棠，《中國邊疆民族史》（台北：臺灣中華書局，民國五十八年初版），頁742。 
48  蔣祖緣、方志欽編，《簡明廣東史》（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頁269。 

49  黎族簡史編寫組，《黎族簡史》，頁72。 
50  樊開印，《中國境內各民族細說》，頁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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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入版圖，51《黎岐紀聞》記載生黎：「不入版籍，止設有黎練、峒長之類統

轄之。」52 
    從清代官方立場來說，皆視境內的少數民族為愚庸之輩，需要特別關照，
故對黎人有很多保護措施與嚴懲不肖官吏之舉，如雍正五年（1727），因崖州
營游擊劉升，差遣兵丁勒令黎人供應派出工役等事被參革，雍正帝認為苗、

蠻、黎、僮等，僻處外地，知識庸愚，倘加凌虐，更可憐憫，應嚴定處分，

以示懲戒，不當照內地之例，當加於內地一等。53而雍正帝也曾告誡地方文武，

要加意撫綏，悉心教養，務令安居樂業，各得其所。54  

清代撫黎政策延至清末始有重大轉變，光緒十二年（1886），軍機大臣曾
紀澤奏稱瓊州情形，防務較臺灣尤為吃重，并請將生番黎人，設法化導，55此

時在管理上，最大變革是出現專管黎人的機構－撫黎局的設置。廣西提督馮

子材在平定黎亂後，在各黎峒衝要之地設置撫黎局，如嶺門一地，係黎峒門

戶，向稱衝要，馮子材奉命撫黎，設行轅於此，其後設撫黎局。56 

撫黎局下設有黎團總長，統轄所屬黎境，黎團總長下有總管，統轄全峒，

峒內黎戶十家為排，三排為甲，三甲為保。所有排長、甲長、保長、總管由

黎人擔任，黎團總長則由黎首或漢族地主充當，撫黎局長則由清吏擔任。57撫

黎局的業務在負責處理訴訟、緝命盜匪、修路墾田、設墟招商等事務，局務

各由委員一、二人主持，並招募勇士數十至百名，被任免的村峒土官即受轄

於撫黎局。58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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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52  張慶長，〈黎岐紀聞〉，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九帙》（台北：學生書局，民

國六十四年），頁709。 

53  同註51，頁297。 
54  何瑜，〈清代臺灣與海南經濟開發知異同〉，收入馬汝珩、馬大正主編，《清代邊疆開發研究》，

頁402。 
55  同註51，冊六，頁182。 
56  黃強，〈五指山問黎記〉，收入余永梁編，《西南民族研究》（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出版社、年代不明），頁21。此篇為民國十七年的訪問紀錄。 
57  吳永章，《黎族史》（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頁372。 

58  周愛文，〈明清時期海南島黎漢關係之研究〉，頁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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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兩廣總督張之洞與馮子材曾擬定《撫黎章程十二條》，59其等人所

制定的撫黎政策，在黎人文教上有啟蒙與開創性意義，但強制黎人全盤接受

漢族文化與習俗，對黎人的傳統文化有不利作用。60其他如開路等措施，僅

開頭便停止，而大多數措施因黎人反對或官吏昏庸等因素未曾實行，61可知

清末的撫黎政策除同化措施外，其他具體建設皆付之闕如，顯示清廷撫黎心

態應仍是以消極安定為主，而非積極建設。 
2、村峒土官制的設立 
    清政府在編入州縣的黎族地區，任用黎族上層階級擔任「峒長」、「總管」、
「哨官」等土官，通過他們統治黎族群眾，並執行征收賦役的任務。62這些

土官的管理，一般隸屬於州縣管轄，其中陵水縣一部份隸屬於典史，其他則

隸屬於巡檢司。63在土官選任上，黎族土官制度都是世襲，《黎岐紀聞》載：

「父死子繼，世世相傳，間有無子，妻代及弟代之者，為眾心所歸而公立之

也。」64 
村峒土官上下等級的從屬關係，即每村設黎首一名，一村或數村設哨長

一名，十數村合一峒，設總管（黎總）一名，合數峒為一大峒，設峒長一名，

但有時一峒就設峒長，不另設總管，有時只設總管，其上未設峒長。65不過，

這僅為一般概況，在不同州縣中的土官名稱、制度也會有所差異，如《瓊州

府志》載：樂會縣南、北二峒。北峒轄六村，每村設黎甲一名；南峒分上、

中、下。上峒設黎長一名，管七村；中峒設黎甲一名，管三村；下峒設洞長

                                                 
59  十二條內容大意為：1、官軍此舉在剿除黎亂、招撫良黎，開通十字大路。2、投誠者免，抗拒者

誅。3、就撫之黎，薙髮改裝。4、投誠黎首，送戶口冊，並捆獻匪徒，呈繳槍械。5、投誠黎眾，

隨軍伐木開山。6、廢世襲總管制，擇地編立土目，並酌設總目數人，受土職，不得世襲。7、有

主之田，不得強奪，抗拒者之籍產，沒收供屯田之用。8、開通田業，三年免賦稅，以後從輕起徵。

9、礦山由官開採者，給租金，不強佔。10、各峒口設場互市，黎、漢公平交易。11、設立土目後，

黎人應各具永不殺掠、抗官、藏匪之切結。12、每數村設一義學，延師教漢文，宣講聖諭。 
60  吳永章，《黎族史》，頁376。 
61  黎族簡史編寫組，《黎族簡史》，頁90~91。 
62  蔣祖緣、方志欽編，《簡明廣東史》，頁335。 
63  小葉田淳著、張迅齊譯，《海南島史》（台北：學海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頁269。 
64  張慶長，〈黎岐紀聞〉，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九帙》，頁710。 
65  周愛文，〈明清時期海南島黎漢關係之研究〉，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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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管五村。66在陵水縣方面，村稱為弓，每五弓設一總管。67 
    黎族基層土官的職能，大概有三方面：一是行政上的管理，約束黎眾；
二是匯繳賦稅；三是在黎人造反時，承擔協助清軍作戰與招降之責。68而清

代與明代土官最大的差別，在清代黎族土官只掌管轄區內民政及一般秩序的

維持，而清廷派駐官軍駐於顯要之地，監督彈壓。69黎人間的糾紛，事小者

由土官調解即可，事大者才報官，《黎岐紀聞》載：「凡小事則哨官處斷，大

事則報諸總管，總管不能處，始出而控告州縣。」70故土官有調解黎人糾紛

之責。 
    清代黎族土官制度的實行至清末，陸續產生不少弊病，如土官制度逐漸
削弱，有的甚至被革除，如崖州東黎境內向設有峒長、總管各六人，哨長十

三人，至光緒年間只剩總管尚存，且無定額，每村自立頭目一人。可知黎族

土官制至清末已趨沒落。71另外，土官中會有不肖漢人混充，如《瓊州府志》

記載崖州東、西二路黎村：「黎舊設有峒長、哨官等名，由黎人自行保充，後

有不肖紳民假名混保，快其所私，以致黎眾不服，因而滋事，今已革除。」72  
    清廷雖然推行「以黎治黎」的政策，但是土官或黎人都受到比明代更嚴
密的監督，土官形同官府治理地方的基層代表，而村峒也因人為劃分而從血

緣性團體轉為地方性團體，峒員間相互幫助的義務因血緣疏遠而逐漸消失。73

皆是清代實行村峒土官制後衍生的問題與弊端。 

三、番、黎、猺官治組織的比較 
1、土官制度 
    番、猺、黎三族的村、社土官制，基本上都是負責村、社行政事務的公
職，對下是村、社的領導者，對上是官府所認可選充的下屬，故在本村、社

的地方事務上，有決策權與影響力，其公職身分也扮演官府與村民間溝通的

橋樑，並傳達官方訊息，這是三族土官職位上類似之處。 

                                                 
66  明誼修、張岳松纂，《瓊州府志》，卷二十‧海黎‧村峒十一，頁453。 
67  小葉田淳著、張迅齊譯，《海南島史》，頁268。 
68  吳永章，《黎族史》，頁354。 
69  周愛文，〈明清時期海南島黎漢關係之研究〉，頁81。 
70  張慶長，〈黎岐紀聞〉，收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九帙》，頁710。 
71  同註68，頁357。 
72  同註66，卷二一‧海黎‧村峒二十四，頁460。 
73  同註69，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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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土官位階來說，臺灣番族較不明顯，通事、土目共同處理番社事務，

雖然通事處理之事務較多且繁，在番社中重要性似乎也較高，但地位上並無

明顯凌駕土目之勢，故番社中土官位階應無高下之分，臺灣僅大番社如岸裡

社等，在其總社中設總通事一職，地位高於各分社通事，而一般番社則無此

設置。反觀猺、黎族土官，則是層次分明，猺族依戶口多寡設有若干猺練，

其上再設猺長一至二名；黎族在各村有黎首或哨官，數村設一總管，總管之

上再設峒長，層層節制，位階分明，此應為番族土官與猺、黎土官較明顯的

差別。 
2、官府治理機構 
    清領以後，臺灣番人、廣東猺人均設有理番、理猺同知治理，唯獨黎人
由地方州縣治理，其撫黎業務由典史或巡檢負責。從官方治理機構比較，番

人與猺人相類似，黎人在清末雖設有撫黎局，但局長以長吏任之，位階太小，

職權也非同知可比，存在年代也不長，故以下僅從理番同知與理猺同知二官

來做比較。 
從沿革上來說，北路理番同知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設置，首任同知

張所受，衙門設於彰化縣城，乾隆五十三年（1788）改駐鹿港，並兼有海防
與捕盜職權，且轄有鹿港一城，光緒元年（1875）加撫民銜，改為中部撫民
理番同知，議遷埔里，但仍駐鹿港，光緒十三年（1887）由首任臺灣巡撫劉
銘傳奏議裁撤。 
    廣東理猺同知設置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首任同知劉有成，衙門駐於
三江口，雍正七年（1729），兩廣總督孔毓珣上奏改為廣東理猺軍民同知，首
任同知龐嶼，嘉慶二十三年（1818）併連山縣，改為連山綏猺直隸同知，衙
門自三江口移駐連山縣城，首任同知羅有尚，74此時理猺同知由專職同知改為

有屬縣的直隸同知。 

由兩個衙門的沿革可知，北路理番同知與廣東理猺同知並非一成不變的

同知，兩官皆隨當地環境實際需要而擴充其職權，且遷移衙門地點，但在官

員性質上，北路理番同知長期掌管理番與海防，雖轄有鹿港城，但偏向佐貳

官性質；而廣東理猺同知原為廣州府屬官，改為廣東理猺軍民同知後，隸司、

道考核，同知徑隸司道，75此時雖無地方之責，但隸屬司、道，顯示地位比照

直隸廳性質，後再併連山縣成為地方官後，改為連山綏猺軍民府，直隸廣東

                                                 
74  姚柬之，《連山綏猺廳志》，總志第一；名宦第六，頁15、47。陳昌齋，《廣東通志》（台北：

華文書局，同治三年重刊本），卷一百三十六‧建置略十二，頁 2382。                                         

75  同前註，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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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政司，76成為名副其實的直隸廳。從兩職官的變革來看，同知階級品位雖是

相同，但廣東理猺同知由分府同知轉為直隸同知，除理猺外，還兼牧民；北

路理番同知雖在光緒初期轄有埔里社廳，但未親臨轄區治理，不久被埔里廳

通判所取代，故自始而終，仍未明顯轉變成為地方官，此為兩職官沿革上最

大的差別。 
    在管轄範圍及衙門編制上，北路理番同知的管轄區域為一廳二縣，即淡
水廳、彰化縣和諸羅縣所屬番務和民、番交涉事件，而理猺同知是管轄連州、

連山和陽山三州縣所屬猺務，77兩位同知皆轄有三個行政區的番、猺務。衙門

編制上，兩衙門應設有若干科房，處理各項業務。此外，北路理番同知在性

質上是一員文官，除編制內的差役外，並無專屬的兵丁可資差遣，而廣東理

猺同知是由廣東海防督捕同知移駐改設，文兼武備，管領把總一員，兵丁一

百名，78後增設練勇一百名，共二百名兵力。故二官雖同為同知階級，在配置

上，廣東理猺同知兼轄把總一員與兵丁、練勇二百名，而北路理番同知最多

僅有民間鄉勇可資防備，此為兩者編制上一大差別。 
在司法管轄權上，北路理番同知處理番人間或民、番之間民事案件，無

權管理漢人間的糾紛或命、盜案，而廣東理猺同知專管猺人事件，而在漢、

猺糾紛上並不專管。《連山綏猺廳志》載：「凡猺人盜案以同知為專轄，猺人

爭訟有涉連、陽三州縣民人者，聽同知關會審理。」79兩者在司法權的管轄對

象上有一些差異，而在事件性質上也有異，因理猺同知以盜案為專轄，但理

番同知並不處理命、盜案件，刑事案件由地方官處理。故理番同知與理猺同

知在司法權上有顯著的差異。 
    在番社、猺排的管理上，北路理番同知握有番社通事、土目的任命權，

可間接掌控番社；而廣東理猺同知有猺長、猺練的任命權，可協助理猺同知

管理猺人事務及地方治安。在土官薪餉上，北路理番同知所任命的通事、土

目薪餉，並非由官府支出，乃由各番社所收的公租內支給，所有通事、土目

概支年薪；80而廣東理猺同知所任的猺長、猺練薪俸，由綏猺把總每月發給。
81 

                                                 
76  姚柬之，《連山綏猺廳志》，總志第一，頁6。 
77  同前註，頁14。 
78  同前註。 
79  同前註，頁15。 
80  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頁206。 
81  同註76，猺防第五，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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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官員失職遭處分的原因來看，北路理番同知主要是收取不當陋規肥己

與配運不力為多。而廣東理猺同知，因乏案例可循，僅有如雍正七年（1729），
廣州府理猺同知朱鎮基，因在前任連州知州任內，設祠奉祀呂留良牌位，被

革職究治；82或道光十六年（1836），連山廳同知姚柬之被參奏挾案嚇索多贓，
辦理地方，未能允協，83清廷派員察訪，並無以上情事。84案例一為前職拖累，

一為誣陷，故無法判斷其常見失職原因，也無法比較。 
 

從以上比較，可知清廷對於治理少數民族皆以「自治」為主，所設置的

土官性質相近，均是村、社自行推薦議舉，再由官府選充，成為部落管理者

與官府的代理人。在官治組織上，除黎人由地方州縣管理外，番人與猺人各

有理番、理猺衙門管理，其主要任務皆是撫綏當地少數民族，但在衙門編制

或變革，乃至於管轄事務上，仍有很大差異，故性質相近的職官，在相異的

環境中，會有不同的變革與措施。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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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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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四，頁

163。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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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四，頁

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