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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清初臺灣地方官治與北路理番同知的設置 

 
康熙後期，臺灣人口增加，土地的開拓更為頻繁，臺灣南部一帶已無閒

土，新來的移民遂開始向北尋覓新墾區，而與原住民接觸的機會也大增，因

此，在番漢事務、社會治安、土地糾紛等問題上日趨複雜，清朝政府不得不

遷就現實，正視漢人在臺灣中、北部快速增加，遂採取增官設職來縮小管轄

區域，以求提高行政效率之政策。在理番事務上採取較積極的態度，設置理

番同知。 

一、清領初期之臺灣地方官治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派施琅率兵平服鄭氏，清政府內部對臺灣棄

留問題一時有所爭議，施琅即上〈恭陳臺灣棄留疏〉，提到「臺灣一地雖屬外

島，實關四省之要害。勿謂彼中耕種，尤能少資兵食，固當議留；即為不毛

荒壤，必藉內地輓運，亦斷斷乎其不可棄！」1施琅從國防戰略觀點，強調臺

灣地位的重要性，認為放棄臺灣，則臺灣或成為海盜聚集地，或將落入紅毛

番人之手，如此將嚴重威脅東南沿海之安全。2清領初期設臺灣府一，府之上

有分巡道；下轄縣三，分別為臺灣、鳳山、諸羅，分治文事，3而政府的有效

控制區在領臺初期只及臺灣府城一帶。 

臺灣對清朝政府來說是一塊正在拓墾的土地，官府長期對中、北部廣大

的山區和人煙稀少的荒地，只能做點和線的控制，而這些地方則是原住民賴

以維生的土地，也是漢人墾荒者所覬覦的區域，更是犯罪者藏匿的好地點。 

在官治沿革上，清朝政府總在漢民拓墾成為聚落後，才尾隨其後設官治

理，無通盤規劃之舉，也無良好權責劃分，臺灣知府沈起元曾述臺灣行政現

況云：「夫居中馭外之道，治天下與治一方無以異。設立縣制、處置兵衛，必

占形勝。今臺地兵防之壘與府縣之治，皆守其外而虛其中，禦其前而空其後，

腹心閫奧之地轉疏棄而不之計，一旦有意外，彼有盤踞之固、有建瓴之勢，

                                                 
1   施琅，〈恭陳臺灣棄留疏〉，收入其所著，《靖海紀事》（台北：臺銀經濟研究室，民國四十三年）， 

臺灣文獻叢刊第十三種，頁61。 

2   黃昭仁，〈清代臺灣知府之研究〉（台中：東海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四年），頁9。 
3   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一封域志‧建置，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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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方自外攻入，仰高而攻，不已左乎？」4從這段話知其確切觀察到臺灣行

政制度的缺失及管理之弊病所在，除執行面有弊端外，更有政策面的錯誤。     

康熙時期，彰化、淡水未曾設官，政令巡防北至斗六門而止或至半線，

扼要不越諸羅轄內二百餘里之地。5藍鼎元在朱一貴事件過後提出「劃諸羅縣

地而兩之，於半線之上，另設一縣，管轄六百里；⋯⋯。淡水八里坌，設巡

檢一員，佐半線縣令之所不及。」6巡臺御史赫碩色、夏之芳上奏世宗時亦指

出：「查臺灣一府內，臺灣、鳳山、諸羅三縣，開墾已久，人民湊集，耳目易

周；唯彰化一縣，地方空闊，谷邃山深，姦民易匿。其地方官止同知、知縣、

典史各一員，知縣有刑名、錢穀之責，典史力微，不能遠巡，止靠同知一員

巡查七、八百里崎嶇之地，實難遍及。」7從上述官員的陳述中，可看出實地

到過臺灣之官員較能確切明瞭問題，而督撫等封疆大吏或中央朝廷較無法明

瞭臺灣之狀況，對臺灣的管理亦無全盤認識，故臺灣在光緒朝以前，皆無通

盤規劃行政區域及有效控制偏遠地帶，尤其在生番出沒之地，以「自來人跡

所罕到，亦版圖所未收。」8的消極心態來處理。 

雍正元年（1723）巡臺御史吳達禮向清廷奏請：「諸羅縣北半線地方，民
番雜處；請分設知縣一員、典史一員。其淡水係海岸要口，形勢遼闊；並增

設捕盜同知一員。」9《彰化縣志》載：「雍正元年〔1723〕，乃分諸羅中間百
餘里之地，南截虎尾，北抵大甲，設彰化縣治，而彰化之建置自此始。」10《淡

水廳志》載：「雍正元年〔1723〕，御史吳達禮奏請諸羅北路增設一縣曰彰化；
並設淡水廳，稽查北路，兼督彰化捕務。」「雍正九年〔1731〕，北路大甲溪

                                                 
4   沈起元，〈治臺灣私議〉，收入賀長齡、魏源編，《清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

頁2091。 

5   謝金鑾，〈蛤仔難紀略〉，收入丁曰健編，《治臺必告錄》，頁95。 

6   藍鼎元，《平臺紀略》，頁31。 

7   赫碩色、夏之芳，〈陳臺地事宜摺〉，收入清世宗御批，鄂爾泰、張廷玉奉敕編，《雍正硃批

諭旨》，冊三，頁1895~1896。 

8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八十八年一版二刷），

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六種，頁79。 

9   覺羅勒德洪，《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冊一（台北：華文書局，民國五十三年出版），

卷十，頁160。 

10  周璽，《彰化縣志》，卷一封域志‧建置沿革，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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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刑名錢穀，專歸淡水同知管理。」11 
    此外，為加強控制中、北部地區，雍正九年（1731）設置了鹿仔港、猫

霧捒、竹塹、八里坌四巡檢12來管理台灣中北部的治安，代表台灣中北部地區

的快速開發及政府控制力的加強。  
康熙朝年間，清廷對臺灣中、北部遼闊區域之控制力尚嫌不足，無法有

效約束漢人行為，雍正初年（1723）設立彰化縣及淡水廳，雍正九年（1731）
設立猫霧捒、鹿仔港、竹塹、八里坌四巡檢來加強對地方的控制，俱是針對

臺灣中、北部的管理缺失來作補強措施。而對偏遠轄區控制，是責成各巡檢

及附近汛弁，於禁墾各處，每月各帶兵役遊巡；如無巡檢處，即令縣丞輪查。
13此為清政府在光緒朝之前加強維持地方治安及控制偏遠地區的措施。 

二、理番同知一職的設置 

（一）、設置背景 
臺灣中、北部漢人逐年快速增加，對土地的需求量也相對提高，在土地

有限的情況下，漢人往內山地區拓墾成為增加耕地的方式，也導致漢人與番

人的關係日益密切，番漢之間事務日趨複雜、土地糾紛日益嚴重，伴隨而來

的問題也增多，如民人私買番地、私娶番婦、班兵的肆意勒索等，14為解決層

出不窮的民番問題，清朝政府自然不能漠視此一趨勢的發展，必須設立一個

專職機構來處理番漢事務，理番同知15設置成為必然的趨勢。 
閩浙總督蘇昌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上奏〈請設鹿港理番同知疏〉，奏

文內詳盡的說明設置理番同知的理由： 

⋯竊臺灣孤懸海外，為七省之藩籬。民番雜處，其生番潛居大山，祇

須防範嚴密，自不慮頻出滋事。至熟番則與民人錯居深山，數十年來，

頗知畏法恭順。乃日久弊生，不法漢奸，鑽謀入社，侵漁肥己，致令

番社之社土，俱為漢人佔去。番眾不知流離何所，難免逃入山內，仍

作生番之事，實為臺地隱患，不得不早為思患豫防之計。伏思廣東捌

                                                 
11  陳培桂，《淡水廳志》（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八十二年），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七二種，

卷八表一職官表‧官制，頁203。 

12  四巡檢設置時間，各志均以任職的時間雍正十年為其設置時間。 

13  覺羅勒德洪，《大清高宗（乾隆）皇帝實錄》，冊十五，卷七百七十，頁10926。 

14  同前註，冊二，卷五十二，頁934。 

15  明代為治理甘肅及四川邊疆上之西番，置理番同知，又在湖南及廣東之邊疆之猺人置理猺同知，

清朝仍承襲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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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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同一例。應將淡水、彰化、諸羅一廳二縣所屬番

社，設理番同知一員；凡有民番交涉事件，悉歸該同知管理。定例之

後，姦棍豪強，購典番地者，概令清理歸番。如有牽手番婦，佔居番

社棍徒，立即拏究逐出。不肖官吏，如有派累番社採買，及需索供應

事，該同知查實，立即通詳請參。倘敢徇隱，察出一併參處。仍責令

官吏清查番界，防禦生番，於海外邊疆，大有裨益。⋯⋯16 

    清朝中央政府接到閩浙總督蘇昌等之奏疏後，也馬上做出回應，立即同
意在臺灣設置理番同知來管理民番交涉事件，覆議如下： 

閩浙總督蘇昌等奏稱，臺灣熟番戶口眾多，應將淡水、彰化、諸羅一

廳二縣所屬番社設立理番同知一員；凡有民番交涉事件，悉歸該同知

管理。查內地泉州府西倉同知，地方綏靖無事；請裁改為臺灣府理番

同知。其西倉一帶地方，有晉江縣貼堂縣丞與知縣同城，並無專管之

事，應將該縣丞移駐同知現駐之石獅街，就近管理。至改設理番同知

俸廉、役食，即照西倉同知編額之數改撥；書役、民壯，亦照西倉額

數募充。其衙署，現有彰化縣淡水同知舊署，毋庸另建；祇須頒給「臺

灣府北路理番同知」關防。其南路臺灣、鳳山兩縣，社民甚少；查臺

灣府海防同知專管船政，請即以海防同知兼管，換給「臺灣府海防兼

南路理番同知」關防。再，晉江縣縣丞移駐石獅，養廉、役食照舊；

惟於該縣額設民壯，酌撥十名，即居現有同知舊署，並鑄給「晉江縣

分駐石獅縣丞」關防。均應如所請。從之。17 

    北路理番同知設置後，自此淡水、彰化、諸羅，一廳二縣，凡有民番交
涉事件，悉歸管理。18首任北路理番同知張所受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五月
正式就職辦公。 

（二）、北路理番同知衙門編制及薪餉 

    北路理番同知設置初期駐彰化縣城，辦公地點為淡水廳同知的舊衙門，

                                                 
16  周璽，《彰化縣志》，卷十二藝文志‧奏疏，頁393~39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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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同註16，卷三官秩志‧文秩，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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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在彰化縣城內的南街上。19其衙門之法定編制人數、薪餉與職掌如下：20 

北路理番同知：一員，正五品。為臺灣知府派駐鹿港的副手，掌管民

番事務，俸薪八十兩。 
門子：二名，掌看管門戶，開關儀門，工食銀六兩二錢。 

轎傘扇夫：七名，為主管撐傘、抬轎、執扇之役，工食銀六兩二

錢。 
皂隸：十二名，衙內值堂，出庭行杖，衙外跟隨同知出巡，

任護衛儀仗以壯威者，工食銀六兩二錢。 
快手：即步快，八名，其職似馬快（馳馬速遞之差役），多以

步行執役，擇機警、手足便捷者充任，工食銀六兩二

錢。 
民壯：二十名，係取民間之壯丁，教以技藝而備守城禦寇，

也用於守倉庫、監獄、護送解款與人犯及應雜差供奔

走，皆其職務，工食銀六兩二錢。 
以上所有編制內人員的餉銀皆由臺邑雜餉起運項下21支給，每月耗銀三百

八十三兩八錢。 
    差役係奔走於公家，執雜役之人，清代縣衙門中有所謂三班六房，三班
即指皂班、快班、民壯各班差役而言，三班差役，溯源於宋，而明清承之。22

諸役都應在本地良民中募選，由各具循法充役甘結，經官驗明年貌，記於卯

簿，發給腰牌，編入各班輪流供役。23但三班之中，除民壯外，皂班與快班是

被列為賤民階級，本人及三代子孫皆不能應科舉及捐官，儘管衙役是賤民，

正式收入也很少，但本人可免除徭役及獲取種種非正式收入，故此一職業仍

很熱門。24而衙役中，因所負職責不同，地位亦輕重各異，實際上以皂班及快

                                                 
19  同前註，卷二規制志‧官署，頁38。淡水廳同知廳治應在竹塹，但設置淡水廳初期，竹塹還很

荒涼，官員不願到廳治辦公，先留彰化縣城，後至沙轆，直到乾隆二十年衙門才遷到竹塹。 

20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台北：臺銀經濟研究室，民國五十一年），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種，            

卷二政志‧經費，頁82；詹德隆，〈清代台灣各級衙門之書吏與差役〉，《史聯雜誌》，第十六期，

民國七十九年六月，頁10。 

21  雜餉起運項為應徵稅款中雜餉部分，扣除存留經費外，解運至上級的稅款。 
22  徐炳憲，《清代知縣執掌之研究》（台北：東吳大學，民國六十三年初版），頁77。 
23  張偉仁輯著，《清代法制研究》，冊一（台北：中研院史語所，民國七十二年出版），頁161。 
24  郭建，《衙門開幕》（台北：實學社，2003年初版一刷），頁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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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為核心。25 

    北路理番衙門差役編制數，在各地方志的記載中，僅四十九人，但實際
人數應遠超過法定編制數額，據戴炎輝的研究：「查大清會典事，有所謂『白

役』，乃『正身衙役』所私帶者。福建省例亦禁止『正役』私帶『白役』。康

熙五十六年《諸羅縣志》謂：『一皂快而十數幫』；藍鼎元（康熙六十年渡臺）

謂：『一名皂快，數十幫丁』。觀此，所謂『幫』似係編制外之差役，亦即『白

役』。」26除白役之外，又有掛名衙役，所謂掛名衙役，乃在衙門中空掛其名，

不到衙署內工作之差役。27故雖無法證實北路理番衙門內有差役若干，但在衙

門工作之差役人數，必定遠多於法定編制數。 
北路理番衙門之科房組織，由於資料付之闕如，無法得知詳細的資料，

在《岸裡大社文書》中的〈文武衙門簿〉中，岸裡社曾送理番工房人員及理

番經承告示銀，28可證明北路理番衙門有「工房」及「理番總科」二科房組

織存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因岸裡社所屬埔地被漢奸所佔，通、土受賄
不報，北路理番同知史崧壽飭戶書具稿，差役拏通、土究辦，可知其有「戶

房」組織；29〈淡新檔案〉中，光緒十四年（1888）社租改革，各番社應裁
之款中，包含鹿港廳吏房冊費銀一項，30至少證明在中路撫民理番同知時期，

曾有「吏房」組織，但無法確定前期吏房是否存在。與北路理番同知職權相

似的南路理番同知（即臺灣海防同知），其科房組織在《安平縣雜記》內有詳

細記載，以下列出南路理番同知衙門編制與科房組織提供參考（不包含一般

編制內差役）： 
1、左右典史各一人：典史為未入流之官，科房之總管，並掌稽檢獄囚、  

 人民違法之事、拏解逃犯。 

2、禮房：經承一切祭祀事務。 

                                                 
25  Tung Tsu Ch’u（瞿同祖）.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Stanford University of   

Press. 1969.p.60. 

 
26  戴炎輝，《清代台灣之鄉治》（台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初版四刷），頁649~650。 

27  徐炳憲，《清代知縣執掌之研究》，頁80。 
28  岸裡大社文書編輯出版委員會，《岸裡大社文書》，冊三（台北：臺灣大學，民國八十七年出

版），文武衙門簿，頁1391。經承為科業務的主管，如理番總科有理番經承，配運總科有配運

經承。 
29  同前註，理番分府票簿，頁1207。 
30 〈淡新檔案〉，17212－13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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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兵房：經承配運軍械及戍臺班滿兵丁分起送回內地、故兵骨骸暨解  

 省命盜各獲船隻遭風救護、一切海防應辦事件，凡各班役頂 

充革故，均由登註卯冊。 

4、工房：經承開通河港、道路、商民、漁戶修造船隻以及地震、回祿，

化番互控、房屋地基事務。31 

5、承發房：經承收發一切公事，登記號簿，化番控爭戶婚、田土事務。 

6、膏伙房：辦理海東書院膏伙事件，有步快、皂隸兩名為膏伙差。 

7、配運總科：經承配運臺灣倉穀，供福建內地兵食。配多、配少，以 

船之樑頭為定。自一百八十石起，至三十石止。凡大小船

隻出口，均有規費，名曰「領牌費」，由其鳩收轉繳分憲，

並協同分憲丁差、武口汛弁，查驗進出口有無私載違禁貨

物。 

8、理番總科：經承所管放新搭屯政及近山一代設置通事、土官、隘丁 

事務，凡遇新官到任，通事土官必繳舊戳，換給新戳，屯

丁腰牌亦歸辦給，一切撫墾事宜、屯番互控案件，概歸經

承。 

除膏伙房外，每科、房設首書一人，供應公事，幫書則多少不等。32 

 

從南路理番同知的衙門組織推測，北路理番同知理應具備相同或相似之

科房組織，因為北路理番同知移駐鹿港後，與南路理番同知權責相同，兼有

理番、捕盜和海防職務，也都轄有書院，33故應具備相似之衙門組織以供運

作，且北路理番同知移駐鹿港後，兼管理鹿港一帶，故可能尚有其他科房，

只是資料闕如，無法斷言。此外，官員會延聘幕友（俗稱師爺）數員，分辦

案牘與信函。幕友非建制內的人員，而是官員所聘用的行政專家，是衙門中

的智囊團。34 

                                                 
31  筆者認為此段敘述在標點斷句上可能有誤，因為有承發房接受番人控案，又有理番總科處理案

件，工房應無理由接受番人互控案件之處理，應是處理有關「番人互控房屋地基事務」似較為

合理。 

32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八十八年一版二刷），臺灣

文獻叢刊第五二種，臺灣海防廳沿革，頁38~41。 

33  鹿港文開書院為北路理番同知鄧傳安所倡建，以歸官閒田為膏火所資，計若干畝。見鄧傳安，

《蠡測彙鈔》，新建鹿仔港文開書院記，頁42。 
34  Tung Tsu Ch’u（瞿同祖）.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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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吏的數額上，清政府規定，州縣衙門的書吏由各衙門招募，報省布

政司備案，給予執照，即可承充。35臺灣衙門書吏的接充程序，對於符合條件

之人，由選舉人具立保結狀，保證被舉人堪充，最後再附上被舉人的認充結

狀，印官檢驗核准後，發給諭帖及戳記，並告示鄉里。36書吏在清入關後本有

工食銀，在清康熙元年（1662），清廷以書辦自有「陋規」收入為理由，將其

工食銀一概革除。37而一個衙門書吏實際人數少則數十，多則二、三百人。38

北路理番同知此一部份資料從缺，無法知其實際數額。而書吏有時也可影響

官員的決策，如霧峰林家先祖林石在林爽文事件時「力勸林爽文止之，不聽。

欲棄家走內地，長媳黃氏，父為鹿港海防同知書辦，以婿既早沒，女又遠去，

持不可。入稟同知，禁出港。」39可推測書吏在衙門內應有一定的影響力。 

總之，北路理番同知掌管一廳二縣之熟番事務，掌管的熟番人數應有數

萬以上，如果只用員不滿百的書吏、差役來管理文書、民番訴訟及後來的海

防、治安勤務，似乎力有未逮，應僱有若干非編制內人員來幫忙執行勤務，

故理番衙門供職人員應有數百人以上之多。游百川云：「州縣為親民之官，所

用胥吏本有定額，乃或貼寫、或掛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

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40一般知縣少則有三四百人之人數，負有多重職務

之理番同知，想必不會少於此數。 

此外，除衙門書吏、差役外，理番同知還有地方鄉勇、番社社丁、屯丁、

隘丁等人員可供差遣及護衛，如道光年間的北路理番同知鄧傳安要出巡水沙

連時，「令眾社丁屬徒百人，益以屯丁四十人，田頭社生番亦率眾來迓，願為

先導，乃韔弓、菔矢、執戈、揚盾以往。」41同知出巡的排場如此壯盛；又

如道光年間另一同知張汝敦，督同外委一員陳進陛，帶鄉勇二百名，在鹿港

                                                 
35  吳吉遠，《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職能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一版一刷）， 

頁80。 

36  黃立惠，〈清代臺灣吏役之研究〉（台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八年），

頁23。 

37  郭建，《衙門開幕》，頁94。 
38  吳吉遠，《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職能研究》，頁80。 
39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灣霧峰林氏族譜》（台北：臺銀經濟研究室，民國六十年），臺灣文 

獻叢刊第二九八種，頁102。 

40  游百川，〈請懲治貪殘吏胥疏〉，收入葛士濬輯，《皇朝經世文續篇》（台北：文海出版社，

民國六十九年），卷二十二，頁617。 

41  鄧傳安，《蠡測彙鈔》，水沙連紀程，頁5。迓乃是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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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札防守港口，42由此可見，在北路理番同知轄下，供差遣及護衛人員絕非

少數。 

（三）、北路理番同知的理番職權 

    北路理番同知設置初期，目的僅在處理民番事務，職權範圍不出番人和
番地事務，從文獻資料和古文書所提到的北路理番同知權責事項，可以一窺

北路理番同知最初具備之職責。而後陸續增加之權責，留待下一章專節中詳

述。故在此先說明北路理番同知初設時期之職權。 
閩浙總督蘇昌上奏的〈請設鹿港理番同知疏〉裡面有提到「民番交涉事

件，悉歸該同知管理。」、「奸棍豪強，購買番地者，概令清理歸番。」、「牽

手番婦，佔居番社棍徒，立即拏究逐出。」、「不肖官吏，如有派累番社採買，

及需索供應等事，該同知查實，立即通詳請參。」另外還有「清查番界，防

禦生番。」這是最早提到北路理番同知所要管理之事項。 
第五任理番同知朱景英所著《海東札記》一書中提到：「乾隆三十三年

〔1768〕，專設北路理番同知，駐彰化縣城，管理淡水廳及諸羅、彰化二縣番
社一切民番交涉事件，毋許奸棍、豪強購典番土，牽手番婦，佔居番社，及

官吏派累、採買、需索、供應諸弊。仍責令不時清查番界，防禦生番。」43朱

景英所提及的北路理番同知職權，仍不出〈請設鹿港理番同知疏〉中所提範

圍。乾隆四十三年（1778），淡水同知成履泰兼署北路理番同知時云：「生番
與民番交涉、命盜等案仍歸該管衙門辦理。惟民番互控田業，併點充通土，

給予牌記，准為理番主政原因；番業不為漢佔，固設專責，期主清釐，以收

恤番矣。」44從以上所述大致可歸納出幾項北路理番同知應負職責，分述如下： 

1、查禁漢人典買番地，牽手番婦，佔居番社。 
2、禁止官吏到番社採買、需索、供應等弊端。 
3、清查番界、防禦生番。 
4、任命通事、土官，給予牌戳。 
5、勘查番界，定期巡視。 
6、處理民番糾紛，有部分司法審判權。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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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文海出版

社，民國六十三年初版），卷四議狀三，頁602。 
43  朱景英，《海東札記》（台北：入臺銀經濟研究室，民國四十七年），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九種，

卷二記政紀，頁19。 

44  岸裡大社出版編輯委員會，《岸裡大社文書》，冊三，乾隆四十二年立理番分府案簿，頁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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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根據日本學者伊能嘉矩的研究，理番同知的職權還有如管理番人義
學，督勵番童就學，監督社師等。對於生番社，依舊例以漢人為通事，令掌

管貿易，併勸導其馴化，管理一切輸餉事務等；45而葉大沛、黃秀政等認為北

路理番同知對命盜重案有定擬權。46 
清廷設立北路理番同知專管北路番務，番地的保護政策更進一步由專責

機構負責，與漢人事務分開處理。透過任命番社通事、土目的權利，理番同

知得以督導隘務，並間接及於番社內部事務。47其次，理番職權的初步確立，

對於治番而言，尚非完善，但較以往由地方官便宜行事，則為有法可循。 
北路理番同知的設立，表示漢人與番人關係已經密切而複雜化，非有專

屬官員出面處理不可，另外也有加強政府權威的意味在內，這與清朝在西南

地區實施的「改土歸流」政策，在實質意義上是相通的，都是將國家力量伸

入部落之內，以流動性大的專業官僚來取代固定的部落傳統權威，進一步達

到直接統治的目的。48而胥吏、社差及鄉保所象徵的官僚力量，利用編查番社

戶口及查緝私墾，逐步深入番人聚落及其生活領域，不斷影響著部落本身的

社會組織及舊有權威。 
 

 

 

 

 

 

 

                                                 
45  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頁104~195；或見溫吉編譯，《臺灣番政志》，冊一，頁92。 

46  葉大沛，《鹿港發展史》，頁203。黃秀政在〈清代鹿港的移墾與社會發展〉一文中，引用《鹿

港發展史》書中此項說法。定擬權是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之司法判決有疑問時，可令其重審，。 
47  柯志明，《番頭家》，頁225~226。 

48  程士毅，〈北路理番分府的成立與岸裡社的衰微〉（新竹：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民國八

十三年），頁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