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序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目的與方法 

自漢人陸續移民臺灣以後，就以經營農業為其基本的經濟型態，到清治

時期，福建、廣東沿海的居民陸續大量移民臺灣，對於耕地的需求也與時俱

增，隨著開墾土地的進行，也逐漸地侵犯到平埔族賴以維生的土地，而不法

漢人常藉故侵占番地，導致民番糾紛日多，番政日繁。乾隆三十一年（1766），
閩浙總督蘇昌認為，由原來廳縣之地方官員來兼管番務，似難專責成，故疏

請特設南北兩路理番同知，理番同知就此成為清代中後期臺灣主要處理民番

事務的地方官員，而隨臺灣情勢的演變，北路理番同知的角色與職權也隨之

變化，至光緒年間，兼管轄埔裏社廳，成為撫民同知。北路理番同知設置後，

為因應日益複雜的中部臺灣開發後的各項問題，增加許多非本職的職權，其

地位不容忽視，也有很多值得探討之處。 
北路理番同知在設立後，初駐彰化縣城，衙門與彰化知縣衙門相距不遠，

專門掌管民番事務，但離彰化縣城約二十里之遙的鹿港城，在乾隆年間已發

展成一繁榮的港口市鎮，也就是後來所稱的「一府、二鹿、三艋舺」中的著

名城鎮，而鹿港發展如此之快，卻只由一個小小的鹿港巡檢司管理治安及海

防，實有小官難辦大事之感，加上乾隆四十九年（1784），鹿港繼鹿耳門之後，

開放與泉州之蚶江對渡，海防責任加重，乾隆五十一年（1786），閩浙總督雅
德奏請將北路理番同知移駐鹿港，適時遇到林爽文事件，理番衙門被毀，故

延至乾隆五十三年（1788），平定林爽文事件後，北路理番同知正式遷往鹿港，

職權上也有若干變動，除原有理番事務外，還兼鹿港地區的海防和嘉、彰二

縣捕務，以維護中部沿海及地方治安，成為臺灣中部重要之縣級以上官員。 
北路理番同知最初設置目的，原是處理民番糾紛與保障番社與番人的權

益，但是為何理番同知存在的一百多年的歷史中，番社的權益並無得到適當

的維護，反而是看到番社的沒落與漢人勢力的觸角不斷伸入番社與番地，這

也反映理番同知在設置目的上與實際執行後是有落差的。理番同知的職權幾

乎包含所有的番務，但為何未發揮應有的功用？從歷任的北路理番同知官員

來看，並不是所有的官員都是庸碌之輩，而其效能不彰，是人的因素？或是

政策的使然？還是包含各種因素造成？將是本文探討的重點之一。  
北路理番同知移駐鹿港，代表鹿港已經發展成具有相當規模的城鎮，而

在理番同知進駐後，鹿港的發展更是有增無減，鹿港地區的文史工作者葉大

沛（鹿港高中退休教師）說：「鹿港設廳治一百零四年 （乾隆四十九年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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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十三年）的歷史，直可稱之為鹿港廳史。」1北路理番同知進駐鹿港，鹿港

地區也就由其管轄，本文欲探討的另一項重點就是北路理番同知在鹿港所扮

演的角色如何？海防安全如何維護？乃至於與地方互動、歷次動亂和民變時

所擔負的責任皆是探討範圍。 
北路理番同知在多數清代臺灣史研究者觀念中，普遍被視為佐貳官員，2

因臺灣北路理番同知從官府的自稱和關防中用「分府」的稱號，容易被視為

佐貳性質的官員，其「理番」、「總捕」、「海防」等職務也是佐貳官兼有的職

權，但把北路理番同知的運作情形細究起來，也有很多與佐貳官不同之處，

故本文欲探究北路理番同知的官制性質，為「正印官」3或為「佐貳官」，提

供北路理番同知官制性質的其他思考方向。 
北路理番同知雖負有理番、捕務與海防之責，但職務上似乎也有與其他

官員重疊之處，如民番糾紛上，地方官也可審理，番務上，地方官也有某些

職責；以鹿港海防來說，鹿港地區也有武官游擊駐守，維護海防安全；捕務

上，各地方衙門本來就有維護治安、緝捕盜賊的任務，釐清北路理番同知與

各地方文武官員的職責權限與管轄範圍 ，也是本文欲探討的一個重點。 
最後，比較臺灣之理番官治與清代治理大陸西南少數民族官治之間的異

同，也是本論文要處理的工作之一，閩浙總督蘇昌說：「廣東八排猺人，與臺

灣熟番無異，向設有理猺同知專管。今臺灣熟番戶口眾多，與粵東猺人，視

同一例。」4所以本文也欲比較清代治理廣東猺人與臺灣番人之官治組織。另

與臺灣同屬海島型原住民的黎人，清廷在管理上與臺灣的理番制度有何異同 
？故在制度上，可以比較臺灣南、北路理番同知和廣東理猺同知、海南各州

縣等處理其境內原住民機構各方面的異同。 

    綜上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為以下數項： 
（一）、探討北路理番同知的沿革與職權範圍。 
（二）、研究北路理番同知各項職務的執行與檢討。 
（三）、研究北路理番同知所扮演的地區性角色。 

                                                 
1   葉大沛，《鹿港發展史》（彰化：左羊出版社，民國 86 年初版），頁 9。乾隆四十九年是因為鹿港

開港後，海防事務加重，故由彰化縣城內之北路理番同知兼任海防，乾隆五十三年衙門才搬遷至

鹿港。 

2   輔佐正印官處理政務的次官稱佐貳官，如縣丞、巡檢等。 
3   職權中有直接牧民之責的官員，稱正印官，因官印為正方形而得名，如知縣、知府。 
4   閩浙總督蘇昌，〈請設理番同知疏〉，收入周璽，《彰化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國

八十八年一版二刷），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五六種，卷十二藝文志‧奏疏，頁39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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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討北路理番同知在臺灣地方官制中的定位問題，並釐清與其他官員

在職務上的重疊之處。 
（五）、比較清廷處理臺灣之理番制度與廣東理猺、撫黎制度的異同。 
至於本論文的研究方法，採用年鑑學派（Annales School）成員之一布勞

岱（Fernand Braudel）所提出的「地理－歷史結構史」理論，運用於清代鹿

港的發展與北路理番同知的變化。在「地理時間」上，鹿港的地理環境變遷，

牽動人文的變化，連帶也使政治發生變化，北路理番同知是政治變化中重要

的一環，見證鹿港的地理變化與人文興衰；在「社會時間」上，臺灣中部與

鹿港經濟與社會結構變化促使北路理番同知增加非本職的職權，且使其兼具

有地方官員的性質；在「個別時間」上，個別事件的發生，曾使北路理番同

知產生一些漣漪，但並未使理番同知的角色或職權發生本質性變化，是個別

時間中的各項事務與事蹟。綜合鹿港的「地理時間」、「社會時間」、「個別時

間」，將各個互有關聯的有機體結合起來，研究北路理番同知的沿革及各項職

權變化，是本論文欲採用的方法。 
 

第二節  過去相關研究成果的回顧與史料介紹 

    本論文為一臺灣制度職官史之研究，但此職官職權在佐貳官與正印官方

面皆有涉及，性質較不單純，此外，職務也很複雜，包含理番、海防、總捕、

鹿港的治理與後期埔裏社廳的管轄，過去並未有關於北路理番同知的直接研

究，故僅能就清代地方官制及臺灣制度史之研究部分，加上與北路理番同知

職權相關之研究，做簡單扼要的回顧。另外，也對本論文所使用的重要史料

作一介紹： 
（一）、清代地方官制研究： 
現今清代制度的研究著作或成果，以臺灣地區來說，有系統的研究成果

不多，研究清代官制者，如古鴻廷所著《清代官制研究》，內容涵蓋中央與地

方各職官，以同知一職來說，作者將其附於知府的章節中，且無詳細說明。

而以清代地方制度史為題者，有徐炳憲所著《清代知縣執掌之研究》、中正大

學歷史所吳正心的碩士論文〈清代廳制研究〉（民 84 年），劉錚雲曾寫〈《清

史稿‧地理志》失載廳縣補遺〉一文。其中《清代知縣執掌之研究》一書將

清代知縣與各項職權敘述非常詳細，包含知縣個人之出身、陞轉等與用人，

職權中有關徵稅、教育、文化、社會救濟等等牧民權責都有詳論，對於清代

知縣及相關權責研究也有相關論述；而〈清代廳制研究〉一文，將研究方向

鎖定為地方廳部分，除對廳之性質做某種程度釐清外，也將清代各地方廳做



- 4 - 清代臺灣北路理番同知研究（1766~1888） 
介紹與沿革；〈《清史稿‧地理志》失載廳縣補遺〉一文為期刊論文，內容對

廳與同知的設置有一些論述與釐清，但篇幅太少，不夠詳盡。 
（二）、臺灣職官制度史 
清代臺灣史的研究，過去一向偏重於社會史與開發史的研究，或者是政

策與軍事的探討，而平埔族之研究也很熱門，但卻少有人做官制史方面的研

究，故研究成果不多，最具代表性之著作當屬張勝彥所著之《清代臺灣廳縣

制度之研究》，將清代臺灣的廳縣沿革、衙門組織、屬官、經費配置與職權，

敘述非常詳細，為清代臺灣廳縣制度研究開啟先河，但此著作偏重制度面的

研究，對於實際執行面少有涉及，對清代臺灣地方制度史而言，僅是探討其

中一個面相而已。 
此外，從臺灣制度史的研究來看，以學位論文居多，知府以上層級皆有

人研究，如張勝彥的臺大碩士論文〈臺灣建省之研究〉（民 61 年）、臺大歷史

所張舜華的碩士論文〈臺灣官制中「道」的研究〉（民 69 年）、東海歷史所何

夢興的碩士論文〈清初巡臺御史制度之研究〉（民 78 年）、東海歷史所黃昭仁

的碩士論文〈清代臺灣知府之研究〉（民 84 年）。而知府以下職官，僅有以縣

治或縣城為題的論文，如暨南國際大學歷史所蕭道明的碩士論文〈清代臺灣

鳳山縣城的營建〉（民 89 年）、成功大學歷史所張朝隆的碩士論文〈清朝鳳山

縣治遷移之研究〉（民 90 年），其論述上，制度並非重點，稱不上為官制史之

研究。而與本論文題目類似的清華大學歷史所程士毅之碩士論文〈北路理番

分府的成立與岸裡社的衰微〉（民 83 年），文中雖然對北路理番同知的職權與

官屬有詳細的介紹，也有探討北路理番同知職權不彰的原因，但是因內容拘

限在以岸裡社為主要敘述對象，年代斷限止在其設置後至遷鹿港前的二十年

期間，故對於整個官制定位與北路理番同知遷鹿港後的變化等相關內容缺乏

論述，故其論文與本論文的研究範圍與性質仍有很大的區別。 
（三）、北路理番同知職權相關研究 
臺灣番族的研究，早從日治時期就已開始，代表學者為日人伊能嘉矩，

著作有《臺灣蕃政志》、《臺灣蕃人事情》、《臺灣文化志》等，5其著作中皆詳

細描述清代番人習俗與理番政策，內容包含清代各時期的理番政策與屯制、

                                                 
5   日本人所用的番字有加艸字頭，用此「蕃」字；清代與近代用「番」字，無艸字頭，故如引用日

文資料書名用「蕃」字；而臺灣省文獻會所出版的中譯本《臺灣番政志》二冊，是由溫吉編譯，

年代上從荷蘭時代始，終於日治時期，關於清代理番，主要參考《臺灣蕃政志》及《臺灣文化志》

二書及參閱清代各家記載編纂而成，為全書篇幅所佔比例最高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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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防等措施，書中保留非常多完整的官方文書、番社古文書等原始文件，為

日後的研究者提供不少資料與研究方向。 
民國六十八年，戴炎輝將其歷年來研究臺灣鄉庄組織論文集結成《清代

臺灣之鄉治》出版，內容除研究漢人鄉庄外，亦有大篇幅的提到熟番與番社

問題，對一般番社組織及通事、土目之任免與職權均有詳細論述，此外，在

屯制與隘制的沿革與弊端上，也有詳盡的說明。書中有關番社及屯隘之資料

來源以〈淡新檔案〉為主，亦大量採用《臺灣私法附錄參考書》中的資料，

以此研究清代番社組織概況與地方廳縣之理番作為。此書不僅是研究清代漢

人鄉村基本組織之佳作，對清代番社與屯隘之研究上亦有重要成果。 
清代臺灣港口與海防的研究上，有林玉茹的著作《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

結構》，她以分期的方式敘述清代臺灣主要港口的政治、經濟、軍事之間的互

動性，鹿港曾是清代第二大港，故其為論述的重點之一，但作者以時間來分

期，綜合分析各時期臺灣港口，切斷個別港口的連續性與變化敘述，較難立

即看出鹿港的沿革與整體性變化；另如許毓良所著《清代臺灣的海防》一書

中，對臺灣整體的海防政策與港口管理均有詳細的介紹，文口（同知、巡檢）

和武口（游擊、守備）的職責分析也很精闢，另港口的檢驗和走私偷渡都有

論述，雖非專門敘述鹿港海防，但對於一般海防現狀的描述卻很詳細，有許

多可供參考之處。 
在鹿港史方面，清代鹿港為臺灣重鎮之一，可研究之主題甚多，故有不

少人以鹿港為範圍，撰寫通論性鹿港史或某一主題的研究，而近年所纂之《鹿

港鎮志》十冊，由黃秀政主編，集合國內知名學者各就所長編纂各篇，可知

鹿港在臺灣史上佔有重要之一頁。 
在通論性專書上，有葉大沛的《鹿谿探源》、《鹿港發展史》等書，為鹿

港人寫鹿港史之專著，敘述清代鹿港的政治部分是以北路理番同知為中心，

故對北路理番同知在鹿港的活動描述甚多，而作者在某些事情上具有獨到看

法，與一般學者看法有異，分析也很精闢，頗值得參考。另外，研究鹿港史

的專書，尚有林會承的《清末鹿港的街鎮結構》，論述鹿港的聚落生活圈與組

織；李昭容的《鹿港丁家之研究》，研究清代鹿港士紳家族丁家數代的興衰與

演變。以上二書皆為鹿港史中的專題性研究著作，具有很高的評價。而美籍

學者 Donald, R. DeGlopper於 1995年出版的“Lukang：Commerce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一書中，透過實地田野訪談方式，分析十九世紀的鹿港社會結構

與貿易，作者在〈第五章鹿港政治〉中有簡單提到鹿港的開港與北路理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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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Northern Route Barbarian Managing Subprefect），6但並無詳細說明，而是側

重在社會文化與經濟的關係。 

在學位論文上，有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施懿芳的〈從郊行的興衰看

鹿港的社經變遷－1661~1943〉（民 80 年），研究清代至日治時期鹿港行郊，

且認為鹿港行郊興衰與鹿港興衰息息相關；另中興大學歷史所陳靜寬的碩士

論文〈清代鹿港的開發與社會發展〉（民 87 年），將清代鹿港發展敘述的很詳

細，但是其重點放在社會經濟上，政治論述只有一章，且包括所有文武大小

官職，其對北路理番同知較無深入介紹與剖析。 
此外，尚有不少對鹿港有所論述之文章，如王世慶的〈鹿港開港史〉（《臺

灣文獻》，19卷‧一期）、何金鑄的〈鹿港興衰的地理研究〉（《文藝復興月刊》，

64~66期）、黃秀政的〈清代鹿港的移墾與社會發展〉（收錄在黃秀政等編，《臺

灣史志論叢》）等，都是以清代鹿港為研究範圍的文章，對於鹿港史的研究提

供不少論點可供參考。 

本論文在資料運用上，使用大量清代官方的實錄、檔案、奏摺，來瞭解

清代北路理番同知被清廷所賦予的職權與執行度是否符合清廷的期望，而在

實際運作中，配合地區性的官方文書如〈岸裡大社文書〉、〈淡新檔案〉等，

來研究北路理番同知衙門運作情形，此外，也有曾任北路理番同知官員，如

朱景英、鄧傳安、陳盛韶、曹士桂等四人均有文集傳世，可從中瞭解官員對

於親身辦理番務與海防的見解，旁及其他在臺官員如姚瑩、唐贊袞等對臺灣

番務與海防之看法，探究北路理番同知是否能達到被賦予的政治使命與達到

應有的功能及效果，對於弊端叢生之處有何意見與改進方法等。除利用官方

檔案與官員文集外，地區性的番社古文書、碑文與地方志的使用也是重要的

一環，從中可探討北路理番同知在地區的執行情形與作個案分析。 
綜合以上各項，本論文期能藉由官方各層級檔案與史料，加上民間史料

與殘留之史蹟，陳述出北路理番同知在清代的運作情形。 
 

第三節  章、節內容簡介 
    本論文共分五章，除第一章序論與第五章結論外，第二章為背景介紹與

北路理番同知沿革。第三章在探討北路理番同知的職權與運作情形。第四章

                                                 
6 Donald, R. DeGlopper. Lukang：“Commerce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New York”：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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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探討北路理番同知的地方性與地位，並對有爭議性的地方做一些清釐。大

體言之，緒論與結論以外各章，從性質上來說，第二章著重敘述說明；第三

章重點在分析探討；第四章專注於比較與釐清。以下對二、三、四章節做一

內容簡介： 
第二章主要是做背景介紹與北路理番同知沿革。先對清代臺灣開發與初

期理番政策做一說明，但為求歷史的延續性，如有荷治時期或鄭氏時期即有

之措施，亦將予以說明。其次是將清初官治組織與北路理番同知設置的背景

及衙門組織、理番職權作一詳細的介紹。第三是從鹿港開發與北路理番同知

移駐鹿港緣由做說明，並分析鹿港地位之重要性與同知新增之職權。最後探

討北路理番同知在光緒初年的變革，並分析鹿港的沒落之因與埔里開發及當

時清廷理番政策改變，導致北路理番同知再次變革，並敘述北路理番同知裁

撤後，其原有職務的歸屬與替代機構的出現。 
第三章是分析北路理番同知的職權與運作。第一節分析理番之範圍與權

責，需要處理哪些番務等，另外，在屯、隘管理上，也負有一些職責，皆是

此節研究範圍。第二節是分析北路理番同知在理番事務上實際運作的情形，

在番社管理上會出現一些困難與產生很多弊端，而在屯、隘管理上，也有不

少問題有待解決。第三節是針對北路理番同知其他兩項職權－總捕與海防之

權責與運作情形做分析，對於中部海防情形與配穀、運兵都做詳細說明與分

析，並將產生之問題與弊端做說明。 
第四章主要是探討北路理番同知本身的性質與作職務之釐清。第一節以

同知與鹿港之關係為重點，說明鹿港在北路理番同知治理下的互動關係，以

及對於治安問題的處理與歷次動亂時所扮演的角色等。第二節在探討北路理

番同知的官制定位，首先分析廳與同知的關係，並對臺灣的廳做分析，最後

對北路理番同知做一定位。第三節主要是釐清北路理番同知與地方文武官員

在職務上有重疊之處做區隔與釐清，並比較另一理番衙門－南路理番同知在

沿革與職務上與北路理番同知有何異同之處。第四節是分析清代的少數民族

政策，以理猺與撫黎為對照，比較清廷在理番、理猺與撫黎，在制度上有否

差別，作為本章的結束。 
最後，本論文題目為「清代臺灣北路理番同知研究」，不管題目或內容上，

皆無法避免使用「番」，筆者旨就學術研究的角度下，尊重史料與論文的整體

性與一致性，也不用括號，並無歧視平埔族或原住民之意，特在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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