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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北路理番同知的轉型－移駐鹿港、固守海防 
 
鹿港在鄭氏時期就由漢人所開闢，為船舶停泊及登陸地點，但在清領初

期並不受到清廷重視。當人口漸增、民間事務漸趨複雜後，清朝政府才開始

設官治理，且隨著人民開發腳步，漸次調整政府官制組織，以利施政與管理

相關事務。鹿港為清代臺灣中部商業重鎮，鹿港之發展也呈現出臺灣中部開

發之歷史軌跡，而鹿港由一個小港口發展成商業大城，促使清廷不斷的加強

鹿港防務，最後把北路理番同知移駐於此。以下從北路理番同知移駐前之鹿

港開發、官治組織及武備分述如下，並從地理上、軍事上及商業上的優越地

位，來探討北路理番同知移駐鹿港的歷史背景。 

一、鹿港地名之由來 

鹿港名稱由來有數說，一說為其地位處中部地區米穀輸出港，以米倉之

方者稱「鹿」，謂鹿港之名起自有眾多米倉之港口；又一說為港口初闢之時，

鹿麋成群，因以得稱。1或謂鹿港的地形像一隻鹿，故名。2也有人認為鹿港為

鹿皮、鹿角、鹿茸、鹿脯之出口地，以此命名為鹿仔港，後將「仔」去掉，

改稱鹿港。3《鹿港鎮志》，沿革篇載：鹿港地名之由來，以盛產鹿而得名最

有可能，其次則為平埔族Rokau-an一詞之轉譯。4 
    鹿港在清代別名也不少，王世慶在〈鹿港開港史〉5提及：鹿港原名鹿仔

港，一名漉仔港，或名鹿子港。6乾隆四十八年（1783），福州將軍永德上〈請
設鹿港正口疏〉，7始稱鹿港。清朝中葉「鹿港」與「鹿仔港」之名稱是一直

交互並用，故史料中有時稱鹿港，有時稱鹿仔港，本文中也將出現兩種名稱

並用，但皆指鹿港一地。 

二、鹿港的開發 

                                                 
1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冊二，下（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國七十三年），頁245。 
2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台北：武陵出版社，1996年三版四刷），頁158。 
3  陳瑞隆，《臺灣鄉鎮地名源由》（台南：世峰出版社，2002年一版三刷），頁136。 
4  黃秀政，《鹿港鎮志》，沿革篇（彰化：鹿港鎮公所，民國八十九年），頁117。 
5  此篇文章名為張炳楠所作，但僅是掛名，實由王世慶所作。 
6  王世慶，〈鹿港開港史〉，《臺灣文獻》，十九卷一期，民國五十七年三月，頁2；《明清史料》， 

戊篇，第二本稱為漉仔港；余文儀所修《續修臺灣府志》稱為鹿子港。 

7  永德，〈請設鹿港正口疏〉，收入周璽，《彰化縣志》，卷十二藝文志‧奏疏，頁395。 



- 42 - 清代臺灣北路理番同知研究（1766~1888） 
臺灣南部開發始於荷蘭時期和鄭氏時期，到了清領時代，臺灣南部可耕

地愈來愈有限，康熙朝後期漢人人口增加快速，新移民只得向臺灣中北部發

展，臺灣中部廣大的平原大多未經開墾，加上河川縱橫，灌溉水源容易取得，

使漢人移民中部者眾，而彰化地區的水利系統建設在乾隆年間獲得很大的成

就，加速了中部地區的開發，鹿港為中部天然良港，自然成為中部地區米穀

集散地，人口聚集，貿易興盛。 

（一）、清領以前 
鹿港一帶，在漢人尚未移入以前，原屬於平埔族的巴布薩族（Babuza）

馬芝遴社的活動地點，因缺乏記載鹿港之史料，故研究此時期鹿港歷史者，

多為臆測推論，而無法斷言，例如何金鑄認為鄭芝龍、顏思齊等入北港、築

塞以居，鎮撫土番，北港位鹿港之南，相距甚近，以當時漢人在西部之墾殖，

鹿港一帶必有漢人耕獵形跡。8黃秀政認為明代末葉，閩南漁戶對臺灣西岸，

已非常熟悉，故捕魚時在鹿港上岸取得補給，或與馬芝遴社從事交易，亦有

可能。9其學生陳靜寬認同此一說法，並認為馬芝遴社門繪紅毛人像，可推論

荷據時代馬芝遴社已有荷蘭人足跡，並與漢人有交易行為。10故清領以前，因

年代久遠，草萊未闢，故只能從斷簡殘篇中推論鹿港之歷史。 
鄭氏之後，閩南一帶移民陸續渡海來臺，不少移民在鹿港上岸，入墾鹿

港，此為漢人拓墾彰化平原的開端。11鄭氏在彰化設北路安撫司後，最先移住

鹿港者為閩省興化人，其次為泉州七邑人及漳州人，又有粵省潮州人。鹿港

街市最初設在今鹿港北橋頭客仔厝附近。12根據《鹿港鄉土誌》的記載，永曆

十五年（1661），鹿港地方的漢人約有二千人，13多從事農耕、漁業等工作。 
（二）、清領以後 
    鹿港在清領初期，還是屬於草萊之地，漢人不多。《諸羅縣志》載：「港

                                                 
8  何金鑄，〈鹿港興衰的地理研究〉，一，《文藝復興月刊》，六十四期，民國六十四年七月，頁 

15。 

9  黃秀政，〈清代鹿港的移墾與社會發展〉，收入黃秀政等編，《臺灣史志論叢》（台北：五南出 

版社，民國八十八年初版一刷），頁7。 
10  陳靜寬，〈清代鹿港的開發與社會發展〉（台中：中興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七年）， 

頁19。 

11  同註9，頁11。 
12  侯怡泓，〈早期臺灣都市發展性質的研究〉（台北：臺灣大學人類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五年）， 

頁104。 

13  黃秀政，《鹿港鎮志》，沿革篇，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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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有水棚，可容六、七十人，冬日捕取烏魚。商船到此，載脂麻、粟、豆。」
14《臺海使槎錄》載：「烏魚於冬至前後盛出，由諸邑（諸羅縣）鹿仔港先出，

次及安平鎮大港，後至瑯嶠海腳。」15可知鹿港此時還不是一個繁盛的商港，

而是漁民捕魚和商船來此載貨的地點。 
    從康熙四十年（1701）開始，墾民大批湧進半線（彰化）地區，移墾的
路線，大抵不是由鹿港登陸（鹿港非正口，此乃偷渡），就是陸續由臺南、嘉

義一帶北進，以彰化作為策源地。16而八堡圳開成後，吸引大批移民入墾彰化

平原，對於臺灣中部的開發貢獻極大。鹿港因屬八堡圳灌溉區之一，且為臺

灣中部重要的出入港口，因此土地的拓墾日廣，人口亦隨之增加。17 

雍正元年（1723）年，分諸羅縣之地，添設彰化縣。縣治的增設，有助

於地方治安的加強，彰化距鹿港僅十餘里，移民拓墾可就近獲得官府的保護，
18雍正二年（1724），霧莊墾首陳拱取得墾照，開墾四至為東至山，西至海墘，

南至鹿仔港大車路，北至草港。19另外，閩人許佑德拓墾於頂厝至北部海埔厝

一帶，俗稱「許厝埔」。至乾隆初年北界的草港及東界的馬明山（今彰化縣秀

水鄉馬鳴山）都建有村庄。20 
雍正以後，彰化平原拓地日廣，糧產日豐，可供大量輸出，鹿港得地利

之便，成為彰化平原乃至臺灣中部之通商口岸。21乾隆年間，清廷海禁政策漸

弛，移民大批湧至，鹿港日趨繁榮，鹿仔港街，水路輻輳，米榖聚處。22《彰

化縣志》載：「鹿仔港，烟火萬家，舟車輻輳，為北路一大市鎮。西望重洋，

風帆爭飛，萬幅在目，波瀾壯闊，接天無際，真巨觀也。」23又載：「街衢縱

橫皆有，大街長三里許，泉、廈郊商居多，舟車輻輳，百貨充盈。臺自郡城

                                                 
14  周鍾瑄，《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山川，頁13。 

15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赤嵌筆談‧賦餉，頁22。 
16  蔡志展，《明清臺灣水利開發研究》，頁34。 
17  黃秀政，〈清代鹿港的移墾與社會發展〉，收入黃秀政等編，《臺灣史志論叢》，頁16。 
18  黃秀政，《鹿港鎮志》，沿革篇，頁128。 
19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大租取調書附屬參考書》，上卷，頁8；或見臺銀經濟研究室編，《清

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3。 
20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頁158。 
21  葉大沛，《鹿港發展史》，頁122。 
22  劉俊龍，〈水圳建設與彰化平原的開發〉（台南：成功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二年）， 

頁23。 

23  周璽，《彰化縣志》，卷一封域志‧海道，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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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外，各處貨市，當以鹿港為最。港中街名甚多，總以鹿港街概之，距邑治

二十里。」24道出鹿港人口眾多與市鎮繁華、商業之鼎盛。 
    鹿港由清領初期的荒埔，經過數十年後，成為臺灣最重要城市之一，除
了地理優越外，彰化平原盛產米榖也是重要原因，鹿港成為米榖之集散地，

帶動商機，吸引各地商人來此貿易並促使相關產業發展，而經濟活動也成為

鹿港居民的主要生活型態。 

三、北路理番同知設置前鹿港官治與武備 

（一）、清領以前 
    荷據時期，鹿港為馬芝遴社的活動地點，當時屬北部集會區。25鄭氏時期，

馬芝遴社臣服於鄭氏的北路安撫司轄下，鄭氏並未在馬芝遴社設立官署，只

分遣一支回教部隊進駐鹿港北頭一角（今郭厝里），擔任海防，並從事屯墾。
26 
    在清領之前，鹿港一帶少有漢人，也少商業活動，荷蘭及鄭氏在此不設
官治理，是可以理解；而鄭氏駐兵，也僅為國防及經濟目的。故清領之前，

鹿港仍處於草萊之初，無近代化之制度或官治組織。 
（二）、清領以後 
1、文治組織 

康熙二十二年（1683），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率軍攻打臺灣，鄭克塽投降。
翌年，清廷採納施琅建議，將臺灣收入版圖，設一府三縣，即臺灣府，下設

諸羅縣、臺灣縣及鳳山縣，隸屬於福建省分巡臺廈兵備道。 
鹿港此時歸諸羅縣管轄，諸羅縣設縣治於諸羅山（地為鄭氏故營址），因

而命名，取諸山羅列之義也。27又「置縣後，以民少番多，距郡遼遠，縣署、

北路參將營皆在開化里佳里興，離縣治南八十里。（康熙）四十三年〔1704〕
奉文：文武職官俱移歸諸羅山，縣治始定。」28在知縣仍留府城附近期間，可

推諸羅縣時期，官府所實際控制之地區，大概不及鹿港一地。 

                                                 
24  周璽，《彰化縣志》，卷二規制志‧街市，頁40。 
25  黃秀政，〈清代鹿港的移墾與社會發展〉，收入黃秀政等編，《臺灣史志論叢》，頁8。 
26  黃秀政，《鹿港鎮志》，沿革篇，頁123。 
27  諸羅地名，依漢人的解釋為「諸山羅列」之意。原本此地為平埔番諸羅山社所在，荷治時期以

它為地名，爾後，漢人以諸羅山為地名，而用為縣治名稱時則省略「山」字，是故，「諸羅」

二字除字音之外，不含任何意義。《臺灣外紀》一書用「猪羅」，可知此地乃為音譯之名。 
28  周鍾瑄，《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建置，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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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時期，臺灣府增設彰化縣及淡水廳，鹿港改隸彰化縣，因淡水廳初

設時係屬防務性質，僅負責稽查北路，兼負彰化的捕務，而淡水廳治則暫設

於彰化。彰化設縣之後，吸引了大批漢人移民前來開墾，拓墾的面積增加，

墾務也日益繁雜，雍正六年（1728）巡臺給事中赫碩色和巡臺御史夏之芳即
奏請增設巡檢，29而在雍正九年（1731）移福建臺灣淡水同知駐竹塹，添設臺
灣猫霧捒、鹿仔港、竹塹、八里坌四處巡檢各一員。30鹿仔港巡檢成為鹿港最

初設置之文官。 
巡檢（從九品）：「掌捕盜賊，詰奸宄。凡州縣關津顯要則置，隸州廳者，

專司河防。」31巡檢是一個專管緝捕盜賊的小官，底下設有皂隸二名，弓兵十

八名。32弓兵是從當地百姓中徵發，持有弓箭、刀矛之類的輕武器，在巡檢指

揮下，看守關卡，巡邏道路。33 
鹿港巡檢設置之初，吏部頒下的印信，把鹿仔港巡檢誤刻成「淡水防廳

鹿仔港巡檢司巡檢」、八里坌巡檢刻成「彰化縣八里坌巡檢司巡檢」，知府范

昌治認為「八里坌、鹿仔港均有地方之責，管轄上司不便錯綜」，轉請閩浙總

督那蘇圖疏請換鑄。34由此可知鹿港巡檢不但要緝捕盜賊、維護地方治安，也

是轄區的地方行政長官。 
鹿港巡檢職責上，要防守海口要地及稽查出入港口之船隻，而區域安全

的維護也是重點。閩浙總督那蘇圖奏：「虎尾溪之西至大甲溪長一百四、五十

里，皆係船隻出入，稽查不可不嚴，應請添設巡檢一員、民壯二十名，駐札

鹿仔港防汛，均為周密。」35可知中部沿海一帶，皆為鹿港巡檢治安轄區。故

鹿港巡檢有檢查來往鹿港船舶之責外，也負責彰化縣沿海地區的治安，隨著

彰化縣和鹿港人口增多與商業日趨繁榮，地方治安及海岸巡防，已非一位巡

檢所能承擔，不久便有一位更高階的官員移駐－北路理番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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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旨》，冊三，頁1896。 

30  覺羅勒德洪，《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冊三，卷一百三，頁1550。 

31  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冊二（國防研究院印，民國五十年鉛印本），卷一百十七職官志

三，頁1395。 

32  張勝彥，《清代臺灣廳縣制度之研究》（台北：華世出版社，1883年初版），頁90。 
33  郭建，《衙門開幕》，頁78。 
34  中研院史語所，《明清史料》，戊篇，冊一（台北：中研院史語所，民國四十六年刊行），頁

63。 

35  同前註，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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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備狀況 
    康熙時期鹿港的武備狀況，在駐軍上，陸路只有八名綠營兵，歸北路營
守備管理。36水師方面，鹿仔港汛隸屬於安平水師左營，根據《諸羅縣志》的

記載： 

康熙二十三年〔1684〕時，設鹿仔港分防左營把總一員，目兵一百名，

哨船二隻。內分笨港四十名，哨船一隻；猴樹港十名。四十三年，添

設沿海官兵哨船遊巡，設礮臺、烟墩、望高樓於要地。後來因為鹿仔

港沙壅，港口淺狹；三林港原係鹿仔港汛巡邏，港道稍寬，且居鹿仔、

海豐二港之中。將原設鹿仔港分防把總兵船移調三林港，添兵二十

名，共七十名；哨船一隻，仍留鹿仔港一汛。37 

雍正、乾隆時期鹿港的軍事部署，在陸防方面，雍正十年（1732）發生
大甲西社番亂及吳福生之亂後次年，鹿仔港汛添設把總一員；步戰守兵九十

名；戰船兩隻；礮臺、煙墩各一座，兼轄鹿仔港礮臺；38水師在乾隆五十三年

（1788），始分安平水師左營游擊一員，移駐鹿港，此因大將軍福康安平臺之
師，多從鹿港登陸，39清廷察覺鹿港地位重要所致。此時鹿港對清廷來說，不

惟是一個海防要地，也是從大陸運兵來臺平亂最好的港口。 

    總之，鹿港在隸屬諸羅縣時期，並無任何文官組織在鹿港設立，只有不

滿百名的水路官兵駐守在此，鹿港官治組織在康熙朝並未建立。彰化縣、淡

水廳設置後，清政府的對臺灣中、北部控制力漸增，鹿港發展迅速，故雍正

十年（1732）增設四處巡檢司，鹿港即為其一，此外，武備力量也逐漸加強，
顯示出鹿港已從小村落發展成城鎮，經濟、治安、社會等問題隨之而來，需

設置能處理各項問題之官員，北路理番同知的移駐，正反映這種需求。 

四、鹿港地位重要性之探討 

清廷注意鹿港地位重要之始，應自貴西道趙翼在林爽文事變後，向閩浙

總督李侍堯提議：「彰化城距鹿港二十里，不傍山，不通水，本非設縣之地。

若移於鹿港，鎮以文武大員，無事則指揮南北，聲息皆便；有事則守海口以

通內地應援，與鹿耳門為關鍵，使臺地常有兩路可入，則永無阻遏之患。」40

                                                 
36  周鍾瑄，《諸羅縣志》，卷七兵防志‧水路防汛，頁117。 

37  同前註，頁122。 
38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九武備（一）‧營制，頁371~372。 
39  周璽，《彰化縣志》，卷七兵防志‧兵制沿革，頁190。 

40  趙翼，〈移彰化縣城議〉，同前註，卷十二藝文志‧議，頁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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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翼認為鹿港地理位置優於彰化縣城，不但適合文治，也是海防重地。清廷

在此之前並無此認知，除原來的鹿港防汛和巡檢外，並無較高階文官駐守鹿

港。 
清廷將北路理番同知移駐鹿港，顯然已察覺鹿港之重要性，究竟鹿港在

清朝中葉之重要性為何？以下將從地理、軍事、商業發展三方面來探討。 

（一）、鹿港本身的地理優越性： 
一個城市之興衰，其所在之地點與位置有密切關係。對一個港口而言，

地點即港口所在地理條件之優劣，位置乃港口對外關係之盛衰，地點與位置

如能相輔相成，對港口之發展，大有裨益。41 

鹿港在彰化縣的位置如何，從各家記載可知一二，〈臺灣鹿港風俗一班〉

一文載：「鹿港是位於臺灣中部彰化縣的主要港口，東距彰化縣所在地僅有二

十華里，往東南經溪湖直通北斗，北面則有和美線，南為番挖，所以可以說

是通四方的咽喉之地。而且，向西僅一葦之水即與中國大陸的泉州相對。」42

〈重建浯江館碑記〉載：「彰之西，有鹿溪市（鹿港之別名）焉。其地負山環

海，泉廈之郊、閩粵之旅，車塵馬跡不絕於道，而後知臺陽之利藪必聚於斯

也。」43鹿港位於彰化縣之西，為中部之咽喉，水路交通便利，距大陸泉州不

遠，故商人、旅客皆以鹿港為貿易之重鎮、旅行之起點。  
    從鹿港本身位置在臺灣的重要性來看，陳盛韶的〈固鹿港議〉中提到：「鹿
港南抵郡城二百里，北抵淡水一百五十里，東至縣城二十里，為中軸要區。」 
44若從鹿港與大陸相對位置看，「由鹿港至泉之蚶江水程九更（六十里為一

更），泉之獺窟八更。以東北、東南風為順，西風為逆。由鹿港至廈門十二更，

以東北風為順。」45趙翼在〈移彰化縣城議〉中提及：「今彰化之鹿港，既通

往來，其地轉居南北之中。由泉州之蚶江往，海道僅四百里；風順半日可達。」

                                                 
41  何金鑄，〈鹿港興衰的地理研究〉，二，《文藝復興月刊》，六十五期，民國六十四年九月，

頁50。 

42  不著編者，〈臺灣鹿港風俗一班〉（臺大圖書館特藏組，未出版），頁2；或見陳其南譯，〈清

末的鹿港〉，收入其所著，《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台北：允晨文化，民國八十六年二版三

刷），頁190。 

43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中部碑文集成》（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八十八年一版二刷），

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五一種，重建浯江館碑記，頁41。 

44  陳盛韶，〈固鹿港議〉，收入周璽，《彰化縣志》，卷十二藝文志‧議，頁419。 
45  同前註之書，卷一封域志‧海道，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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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由此可知，鹿港在臺灣南北或在中國東南沿海的連絡上，遠比臺灣中部其他

港口優越。 
（二）、軍事優越性： 
    以軍事地位來說，鹿港之地理位置在清代具有重要性。清自領臺以來，
民變蜂起，大軍飛渡，雖北有八里坌，南有鹿耳門可資利用，總不若鹿港居

中策應，深得地利之便。47林爽文事件發生後，福康安的軍隊大都由鹿港登

陸，趙翼云：「幸林爽文等皆山賊，但知攻城，不知扼海口；故我師得以揚帆

至。」48可見鹿港確實是一個良好的運兵港口，陳盛韶在〈固鹿港議〉中指

出：「鹿港至番挖三十里，城鹿港即所以重海口；固海口即所以鎮撫南北、安

全臺之人心也。」49鹿港位於臺灣中軸要區，軍事地位極為重要，在臺灣兵

力不足的狀態下，遇有動亂，鹿港是清朝運兵來臺鎮壓之重要登陸點。《彰化

縣志》載：「鹿仔港汛，距邑治二十里，西臨大海。該處人煙稠密，商舶輻輳，

獨當一面籓籬。巡防跴緝，最宜嚴謹，練兵訓技，即在本處，為北路沿海扼

要之區。」50丁曰健任道臺時，認為臺屬最要之地為鹿港，還親往巡查，嚴

飭該管文武督率紳團兵役時，要認真稽查防範。51故從軍事觀點來看，當時

鹿港在臺灣中部確實為運兵、練兵之良好地點。 
（三）、商業發展的優越性 

鹿港諺語「頂到通宵，下到琅嶠」。就是指鹿港通商範圍涵括了臺灣中南

部地區，以北部尚未完全開發的情形下，鹿港的貿易在清朝中葉佔有絕對重

要之地位。鹿港位於臺灣中部彰化縣的主要港口，距彰化縣城僅二十里，且

向西僅隔一水之隔和中國大陸的泉州相對，為臺灣全島中離大陸最近之地 
，往來互動頻繁，商業興盛，劉良璧所修《重修臺灣府志》載：「鹿仔港街在

鹿仔港，水路碼頭，穀米聚處。」52《海東札記》載：「境內的鹿港、三林港

以及水裡港，均為南北沿岸小船停泊貿易地，港口規模不斷擴大。其中，鹿

港最早開發，是彰化縣治出入門戶，又與漳泉海運便捷，彰化縣米穀、民間 
 

                                                 
46  趙翼，〈移彰化縣城議〉，收入周璽，《彰化縣志》，卷十二藝文志‧議，頁406。 
47  葉大沛，《鹿港發展史》，頁72。 
48  同註46。 
49  陳盛韶，〈固鹿港議〉，收入周璽，《彰化縣志》，卷十二藝文志‧議，頁419。 

50  同前註之書，卷七兵防志‧水師兵制，頁199。 
51  丁曰健，〈剿滅嘉義二重溝逆巢並會同籌辦海防摺〉，收入其所編，《治臺必告錄》，頁498。 
52  劉良璧，《重修臺灣府志》，卷四疆域‧街市，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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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周璽，《彰化縣志》 
 

圖 2－2  鹿港飛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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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也大都由鹿港運抵府澳，港口發展最為迅速。」53《彰化縣志》載：「鹿

港為泉、廈二郊商船貿易要地。」54《臺陽見聞錄》載：「鹿港沿海一帶，港

道分歧，南則王公、番挖、西港、麥寮、五條港、下湖等澳，北則草港、福

安港、水裡港、梧棲、高密等澳，綿延百餘里，輕貨重偁，皆由鹿港配運。」
55可知鹿港為一因地理位置優越所興起之商業都市，且為米榖之集散中心，不

但是大陸貨品輸入臺灣的重要港口，還與臺灣島內各港口互動頻繁，故商業

繁盛，貿易發達。 
 
清代鹿港發展成臺灣中部舉足輕重之港口市鎮，最大的優勢在於地理位

置優越，連帶使軍事機能及商業機能跟著提升，更加凸顯出鹿港地位之重要

性。此外，綜觀彰化平原之拓墾，在時間上，約始於康熙中葉，至康熙末期

以後達到高峰；在地域上，以彰化和鹿港為中心，向平原中部和邊緣地區拓

展，56造就鹿港商業貿易的廣大腹地。鹿港在外部位置優越，內部經濟條件配

合下，促使其經濟、貿易發展迅速，並帶動市街繁榮。    

四、鹿港的開港與北路理番同知移駐    

（一）、鹿港的開港 
乾隆四十八年（1783），福州將軍永德奏請鹿港設為正口，在〈請設鹿港

正口疏〉中提到：「臺地往來海面，其南路臺灣、鳳山等屬，係鹿耳門出洋，

由廈門進口，是為正道。至北路諸羅、彰化等屬，則由鹿港出洋，從蚶江一

帶進口，較為便易。⋯⋯。是以臺地北路商販，貪便取利，即多由此（鹿港）

偷渡。」 此外，永德在文中建議「若於鹿港、蚶江口一帶，照廈門、鹿耳門
之例，設立專員，管轄稽查，聽民自便；則民不犯禁，而奸胥亦無能滋弊。」 
57永德在〈請設鹿港正口疏〉中反映臺灣中、北部在乾隆年間發展快速，鹿港

成為商販偷渡及走私重地，在治安及海防上均有管理不足之處，應視實際需

要開鹿港為正口，並設一專員管轄鹿港區域，是一件刻不容緩之事。 

    乾隆四十九年（1784），為鹿港繁榮鼎盛之關鍵年。是年，鹿港正式開口

與蚶江對航，擺脫其過去島內小港的定位，擢升為臺灣第二大港，北路第一

                                                 
53  朱景英，《海東札記》，卷二記政紀，頁18。                
54  周璽，《彰化縣志》，卷一封域志‧海道，頁21。 
55  唐贊衮，《臺陽見聞錄》，卷上建置‧鹿港，頁5。 
56  劉俊龍，〈水圳建設與彰化平原的開發〉，頁104。 
57  永德，〈請設鹿港正口疏〉，同註54，卷十二藝文志‧奏疏，頁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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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港，與南路鹿耳門相抗衡。58從正式設口後，至道光初年港口淤淺，期間約

半世紀為鹿港最繁榮時期，舟車輻輳，郊商雲集，除通商外，諸如配運兵穀，

配渡官兵、軍火、官員、渡海夫以及商人、旅客、移民等等，成為臺灣北路

對大陸貿易之要地。59 
（二）、北路理番同知的移駐：     
鹿港開港後，為管理貿易及治安、海防等事，設立一專員來駐守鹿港並

管理此一區域，為必然之事。因限於經費問題，且在乾隆六年（1738），清政
府議定一條法規，明定應需人員只能在省內各職官改調，不得具奏增設。內

容如下： 
  ⋯設官分職原有定制，增設改隸徒事紛更，蓋以官多則冗，役多則曠，
不特俸公役食徒事虛糜。應令各省督撫查明從前添設各員，就現在情

形詳加酌議，應行裁汰即據實具題，如無可裁汰之處，詳悉聲明具題

到日再議。嗣後各省倘有應需人員，止准於通省內隨時改調，蓋不得

具奏增設，致滋糜費。⋯⋯60 
北路理番同知得以設置，是裁泉州府西倉同知一職，鹿港如再增置官職，

恐有困難。故以駐彰化縣城內，距鹿港僅二十里之遙的北路理番同知就近管

理鹿港，為順理成章之事。 
    乾隆四十八年（1783），閩浙總督富勒渾上奏清廷，將鹿港的開港及北路
理番同知的移駐這兩件事等同看待，重要內容如下： 

⋯查廈門、鹿耳門出入船隻，均有駐剳同知，專司稽查；蚶江雖係沿

海口岸，向無專員分駐，鹿仔港亦止設巡檢分防，今該二處既准該渡，

必須另議丞倅等官駐守，以昭慎重。查閩省丞倅內，惟福寧府通判，

僅有經徵軍糧米石事務，本簡，請以該通判移駐蚶江，其應徵軍米，

附敦（郭）之霞浦縣辦理；又臺灣府理番同知，管理民番交涉事件，

原駐彰化縣城，彰化至鹿仔港僅止二十理，請將同知移駐鹿仔港駐

紮，民番交涉事件，仍可照舊辦理，所有蚶江、鹿仔港兩處海口出入

船隻，責成該同知、通判，專司查察掛驗、放行，如有玩悞，照例參

處，應需俸廉、役食，悉照舊額支領，蚶江通判應改為調缺，鹿仔港

                                                 
58  葉大沛，《鹿港發展史》，頁266。 
59  王世慶，〈鹿港開港史〉，頁8。 
60  李其昌，《蓮花廳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據乾隆二十五年刊本影印，民國七十八年）。卷

之二沿革，頁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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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檢一員歸該同知官轄差遣。⋯⋯61 

另外，《彰化縣志》載： 

乾隆四十九年〔1784〕，鹿仔港開設新口，以商艘聚集，宵小易生，

且稽查船隻私渡奸匪，盜儎禁物，並配運各事務，鹿港一巡檢微員，

難資經理。彰化縣原有地方之責，不能兼顧，淡防同知鞭長莫及。惟

有理番同知，同駐縣城，離港僅二十里許，堪以就近往來稽查；並督

飭鹿仔港巡檢，隨時就近辦理，於是特兼海防。五十年〔1785〕始兼

總捕分府。五十一年〔1787〕林爽文之亂，縣內衙署被燬。五十三年

〔1788〕，林逆平，遂移駐鹿仔港焉。62 

乾隆五十一年（1786），閩浙總督雅德奏稱：「將福寧府通判改駐酣江口、
臺灣府理番同知移駐鹿仔港，稽查驗放。」63得到吏部的同意。《清會典事例》

載：「乾隆五十一年〔1786〕，改福建臺灣府理番同知駐鹿仔港。」64 
由上述得知，鹿港開設正口與北路理番同知移駐鹿港的請求，是屬同一

事，不可分割。鹿港開設正口後，北路理番同知雖立即兼鹿港海防，但移駐

鹿港之事並未定案，直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時，才獲得中央認可。此時
剛好發生林爽文事件，北路理番同知移駐鹿港一事遂被耽擱。林爽文事件平

定後，貴西道趙翼曾建議將彰化縣城移駐鹿港，65遭到閩浙總督李侍堯否決，

原因可能是北路理番同知在林爽文事件前，進駐鹿港之事已成定案，所以無

須再遷移縣城。林爽文事件後，彰化縣城內之同知衙署因在戰亂中被毀，北

路理番同知終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遷駐鹿港。自此海防重地兼中部大城，
在鼎盛之時，才有較高階文官進駐，距清朝領有臺灣已超過百年（1684~1788） 
。 

    林爽文事件後，北路理番同知遷至鹿港，初期並無辦公衙署。據署鹿港
廳同知汪楠在〈重修天后宮碑記〉所言，移駐鹿港後，北路理番衙門暫設在

鹿港天后宮西偏，以為辦公之所。66又據《彰化縣志》載，北路理番同知廳署，

在鹿仔港粟倉南畔，嘉慶二年（1797）建，67此時北路理番同知才正式有辦公 
                                                 
61  中研院史語所，《明清史料》，戊篇，冊二，頁129。 
62  周璽，《彰化縣志》，卷三官秩志‧文秩，頁67~68。 
63  覺羅勒德洪，《大清高宗（乾隆）皇帝實錄》，冊二十五，卷一千二百四十七，頁18265。 

64  崑岡等總裁，《清會典事例》，冊一，卷二七吏部十一‧官制，頁344上a 

65  趙翼，〈移彰化縣城議〉，同註62，卷十二藝文志‧議，頁406。 
66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中部碑文集成》，重修天后宮碑記，頁15。 

67  同註62，卷二規制志‧官署，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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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周璽，《彰化縣志》 
 

圖 2－3  北路理番同知衙署圖 
 



- 54 - 清代臺灣北路理番同知研究（1766~1888） 

 
 
 
 
 
 
 
 
 
 
 
 
 
 
 
 
 
 
 
 
 
 
 
 
 
 
 
 
 
 
 
 
資料來源：施添福、林會承、陳國川撰，《鹿港鎮志》，地理篇，頁100。 

圖 2－4  北路理番同知衙署在鹿港城的位置圖 



第二章  北路理番同知的設置與變革 - 55 -      
地點。 
（三）、理番同知新增職責 
    北路理番同知移駐鹿港後，除原先理番職務外，新增不少重責。乾隆四
十八年（1783），閩浙總督富勒渾在奏定章程時曾提出所有蚶江口、鹿仔港兩
處海口出入船隻，責成該同知（臺灣府理番同知）、通判（福寧府通判），專

司查察，掛驗放行。而鹿仔港巡檢一員歸該同知管轄差遣。《彰化縣志》載： 
「五十年（1785）始兼總捕分府。」68 
乾隆五十一年（1786），閩浙總督雅德奏：「彰化縣所轄海洋事件及命、

盜等案，據令該縣詳報該同知查覈。」69乾隆五十四年（1789），閩浙總督福
康安在奏摺中提及：「鹿耳門、鹿仔港係南北要口，商民船隻出入，應行查驗。」
70乾隆五十七年（1792），吏部議准閩浙總督覺羅伍拉納等奏稱：「臺灣府中的
命、盜案，北路嘉義、彰化二縣歸鹿仔港同知協同緝捕。」71 
〈臺灣鹿港風俗一班〉一文中載有「文口」這一單位，屬文衙門（鹿港

同知），稱為稅局。稱為文口者，專門負責對海口之輸出入品課稅，以充做衙

門所需公費，一年的收入為武口（即鹿港游擊衙門所屬之稅局）之倍，大約

兩萬兩左右。鹿港廳的時代，總轄鹿港、新港（今彰化伸港鄉）、梧棲、王功、

番挖、北港（笨港）等六口。72綜合以上所述，大致可歸納出北路理番同知新

增職權及新管轄區域： 
1、維護鹿港地區及其沿海港口的海防安全，防止走私和偷渡，並稽查商
民船隻、掛驗放行等事。 

2、協緝嘉義及彰化二縣的的命案和盜案。 
3、管理中部地區沿海港口的稅收及按船配運、輸餉等事務。  
4、管轄鹿港併鹿仔港巡檢，督飭彰化知縣。 

 
理番原是北路理番同知唯一主要職責，但隨著中部地區開發及港口貿易

興盛，賦予同知的兼職也愈複雜，肩負理番、總捕、海防三責。既然北路理

番同知身兼數職，施政良窳也關係到中部臺灣的海防安全、社會治安，故清

                                                 
68  周璽，《彰化縣志》，卷三官秩志‧文秩，頁68。 
69  覺羅勒德洪，《大清高宗（乾隆）皇帝實錄》，冊二十五，卷一千二百四十七，頁18265。 
70  中研院史語所，《明清史料》，戊篇，冊二，頁140。 
71  同註69，冊二十九，卷一千四百四，頁20877。 

72  不著編者，〈臺灣鹿港風俗一班〉，頁10；或見陳其南譯，〈清末的鹿港〉，收入其所著，《臺

灣的傳統中國社會》，頁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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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期北路理番同知成為中臺灣縣級以上最重要文官。其次，北路理番同知

因衙署地點更換、職權增加，在名稱上變成有多種稱謂，如「鹿港同知」、「鹿

港廳」、「鹿仔港同知」等，皆是指移駐鹿港後之北路理番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