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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末期北路理番同知的的變革與地位下降 

     
清朝末年，內憂外患接踵而來，國外強權鯨吞蠶食清朝固有疆域與藩屬，

臺灣位於大陸東南沿海，形勢地位重要，故成為外國覬覦的對象，同治六年

（1867）發生「羅妹號（Rover）事件」及「走私樟腦案」；同治七年（1868）
發生「鳳山教案」；同治十年（1871）發生「牡丹社事件」，皆為列強藉故生
事，謀取臺灣利益之例。牡丹社事件後，清廷漸感臺灣地位重要，派船政大

臣沈葆楨來臺處理善後事宜，在諸多措施中，增設與調整官職為其重要改革

措施，南北路理番同知也在變動之列，故有光緒初年之變革。 

一、光緒初年北路理番同知變動原因 

    嘉慶以來，臺灣生齒日繁，前山已漸無曠土，漢人侵占番地愈烈，故自
嘉道以降，平埔熟番遷徙頻繁，漢族未到之境，非內山即山後，昔日熟番故

地之西部平原，多數已為漢人所有，熟番也加速同化於漢人，故民番糾紛漸

減；而內山一帶，番界政策逐漸崩解，界外荒地漸成漢人聚落，民番糾紛日

熾。北路理番同知離轄下番社漸遠，掌控能力有所不及，加上清末實施「開

山撫番」政策，理番同知職權也需順應時勢作調整。此外，鹿港本身港口淤

塞，商貿凋零，海防地位大不如前，促使光緒初年的臺灣官治改革，北路理

番同知角色地位即作調整。以下從番務性質轉變、鹿港的沒落及埔里的開發

三要素來探討北路理番同知變動原因。 
（一）、番務性質轉變 
    從道光以來，臺灣渡臺禁令廢弛，閩粵移民來臺有增無減，各地已無曠
土可資開墾，故侵占番地，贌典番業之情形，較前更甚。1平埔熟番土地遭漢

人侵占後，迫於生活所困，只有遷徙一途。 平埔族有二種遷徙方式，一是遷
到漢人較少的偏僻貧瘠的山麓、海邊地帶；二是遷到官府禁止漢人入墾的生

番地界。以後者規模較大。2在西部平原地區開發已近飽和，生存空間遭擠壓

下，漢人與熟番往東繼續開墾，3且熟番數次大規模移往生番地界及漢人少至

之偏僻地帶，北路理番同知卻仍駐在鹿港，對遷徙遠去之番社與民番糾紛處

                                                 
1   宋增璋，《臺灣撫墾志》，頁87。 
2   潘英，《臺灣平埔族史》，頁222。 
3   鍾幼蘭，〈平埔族群與埔里盆地〉，收入劉益昌、潘英海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南投：

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八十七年），頁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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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愈難管理與掌握。 
此外，同治年間，屢有生番戕害外國遇難船員之事，對生番引發之國際

問題，地方官處理時有失當，故解決生番問題，也是當務之急。遂在同治十

三年（1874），實施「開山撫番」政策，隔年即對理番同知職權與駐在地作調
整。 
欽差大臣沈葆楨認為山地不開，實難以控制全島；生番不撫，則無法清

除內患。4光緒元年（1875），清廷撤廢番境禁例，同時針對理番政策作調整，
重點有三：一、撤廢越界入番之禁，聽民番交易自如，開放番境之實；二、

番社境域，不准租予民人承佃；三、在不威脅番人贍養之範圍，雖屬番境，

不妨劃界，以供招墾，俾民番相安。在積極撫墾上，要旨有三：一、撫化番

黎，設義學於各地；二、授產於番，以期馴化為良民；三、招募移民，予以

保護，獎其墾成。5故「開山撫番」成為沈葆楨來臺重大政策，而理番同知一

職設置目的已不符清末撫番需求，故在奏請〈改駐南北路同知〉時云： 

朝廷因事而設官，任官者即宜顧名而思義；理番同知以理番為名，當

以撫番為事，向惟番境未闢，故分駐郡城、鹿港以待招徠。今榛莽日

開，蠢頑歸化，民熙熙而往，番攘攘而來。杜其猜嫌、均其樂利，咸

以官為依附，倘非躬親坐鎮，何以鎮撫循之實而齊聲教之同。6 

沈葆楨認為理番同知坐鎮府城與鹿港，並不能達成現今撫番需求，故希

望作調整，俾能幫助達成撫番目的。 

總之，在西部平原漸為漢人村鎮後，留在原部落之熟番漸與漢人同化，

理番同知管轄下之番社經數次遷徙變動，生、熟番與漢人發生糾紛地點漸移

往內山。此外，撫綏內山生番與開發山地為清末治臺重要政策之一，理番同

知須作內部與外部調整，以適應清末的政策與局勢。 
（二）鹿港的沒落 

鹿港位於鹿港溪口，前臨海峽，對當時航海船舶而言，闊深有餘，足具

河港且兼備海港機能，可為大陸漳泉一帶民人來臺捷徑，加上彰化平原農業

發達，腹地富庶，在對內與對外交通上，當時臺灣中部沿海各港條件，實無

                                                 
4   宋增璋，《臺灣撫墾志》，頁98。 
5   劉枝萬等纂，《南投縣志稿》，冊一，沿革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民國七十二年臺一版），

頁234。 
6   沈葆楨，《福建臺灣奏摺》（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八十六年），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九種，

請改駐南北路同知片，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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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右。7為何繁榮近百年後漸趨沒落，地理因素應為鹿港沒落最大原因。 
以地理因素論之，鹿港在清初時，似乎已註定其未來沒落之命運，《諸羅

縣志》載：「鹿仔港、台仔挖，舊可泊巨艦，今俱沙壅。」8顯示出鹿港在清

初即有淤淺危機存在。何金鑄認為鹿港衰落原因有二：一為海岸地形的演變，

因臺灣西部地盤上升，和河川下游遷徙泥沙淤積所致；二為人文環境轉移，

海運機能消失，彰化平原物產與運輸勢需仰賴陸運，此外，政治重心北移與

鹽場衰落，皆是鹿港沒落之人文環境因素。9 
近來研究鹿港史之各家，從各方因素來探討鹿港衰落之因，如王世慶認

為鹿港口門淤廢，加上咸豐八年（1858）天津條約訂定後，淡水、基隆、安
平、打狗四港准外國輪船通商，鹿港港口淤淺，大船不能出入，因而貨客為

南北諸港所奪。10侯怡泓認為鹿港衰敗之因乃其本身淤塞所致，加上人為因

素，使其避免不了沒落之途。11施懿芳認為鹿港衰落，一為港口日漸淤塞，影

響船隻進港與貨物運送；二為民變及分類械鬥，造成地方不安與生意買賣。12

葉大沛認為鹿港同知之存廢，為鹿港盛衰之象徵。13陳靜寬認為鹿港貿易發達 
，乃因彰化平原開發，而清廷在鹿港配運班兵與米榖，增加船隻出入，刺激

貿易，而此負擔分給其他港口後，船隻往來相對減少；清末臺灣開放通商口

岸，鹿港未能進入世界貿易之列，也是鹿港經濟蕭條之因。14以上研究者探討

鹿港衰落之因，大都不排除港口淤塞為鹿港沒落主因，筆者也認為地理因素

應是造成鹿港衰退之最大原因，而其他因素皆為地理優勢不再而牽連出之結

果。 
有部分學者從其他觀點來審視鹿港，如蔡采秀認為從港口自然環境的變

遷，無法完全解釋鹿港的興衰，也要考慮清廷在對臺統治上，對糧食與內部

治安的需求，並認為鹿港從雍正以來即負有重要農產品輸出功能，其運輸盛

                                                 
7   何金鑄，〈鹿港興衰的地理研究〉，二，頁50。 

8   周鍾瑄，《諸羅縣志》，卷十二雜記志‧外紀，頁287。 
9   何金鑄，〈鹿港興衰的地理研究〉，二，頁56；何金鑄，〈鹿港興衰的地理研究〉，三，《文

藝復興月刊》，六十六期，民國六十四年十月，頁17~18。 
10  王世慶，〈鹿港開港史〉，頁8。 
11  侯怡泓，〈早期臺灣都市發展性質的研究〉，頁158。 
12  施懿芳，〈從郊行的興衰看鹿港的社經變遷〉（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八十年），頁111。 

13  葉大沛，《鹿港發展史》，頁706。 
14  陳靜寬，〈清代鹿港的開發與社會發展〉，頁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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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直至光緒末年都維持不墜。15另有學者認為鹿港在商船貿易上雖不如前，但

直到清末，鹿港依然市鎮繁華，不能以「衰退」論之，如呂紹理以經濟面來

論，認為鹿港在日據時期仍存有清朝時期經濟傳統，且保有中部第三大都市

地位。16黃秀政從人口角度視之，認為鹿港經漢人二百多年的移墾，在零替之

中，仍十分熱鬧，為臺灣之重鎮。17 
筆者認為鹿港從清代臺灣第二大城，演變到日治時期降為臺灣中部第三

大城，實為嚴重衰退，因為港口城市首重貿易，無法維持貿易繁榮與成長，

經濟必會逐漸衰退，市鎮蕭條，縱使鹿港人口到清末還維持五、六萬的水準，

並不代表城市繁榮依舊，因臺灣人口在清代增加快速，數萬人口之城市為數

應不少，從進步觀點與臺灣其他市鎮相比，鹿港應是漸趨沒落。光緒十三年

（1887），彰化士紳蔡德芳建議省城建於鹿港，巡撫劉銘傳駁斥為荒謬，其所

持理由為：「鹿港瀕海，地勢低下，水口沙淺，不能泊船；該紳士蔡德芳等忽

請建立省城，非為控制全臺起見，特為本地貿易起色耳。」18清代官員認為

鹿港已失港口價值，地理優勢盡失，貿易蕭條，已無法再受到官方重視。 
（三）埔里的開發 
    埔里地處內地，平曠肥沃，早有土著耕獵其間。姚瑩在〈埔裏社紀略〉

中云：「水埔二十四社，自雍正、乾隆間即稱沃衍，為時番族猶盛，足以自固，

漢人不知虛實，無敢深入。」19嘉慶年間，漢人水沙連社通事社丁首黃林旺，

勢力十分雄厚，素羨水沙連內，地廣土肥，嘉慶十九年（1814），彼遂勾結彰

化人陳大用，嘉義人郭百年及臺府門丁黃里仁，以詐術請准開墾該地。20埔里

                                                 
15  蔡采秀，〈海運發展與傳統港都的形成－以清代的鹿港為例〉，收入湯熙勇主編，《中國海洋

發展史論文集》，第七輯，冊下（台北：中研院社科所，民國八十八年），頁505、535、536。 
16  呂紹理，〈鹿港簡史－經濟面的考察〉，收入余光弘編，《鹿港暑期人類學田野工作教室論文集》（台

北：中研院民族所，民國八十二年），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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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或見黃秀政

撰，《鹿港鎮志》，沿革篇，頁139。 

18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劉銘傳撫臺前後檔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八十六年），臺灣

文獻叢刊第二七六種，臺灣府行知巡撫劉銘傳批駁彰化縣紳士蔡德芳等請建省會於鹿港議，頁

104。 

19  姚瑩，《東槎紀略》（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八十五年），臺灣文獻叢刊第七種，埔裏社

紀略，頁39。 
20  張勝彥，《南投開拓史》（南投：南投縣政府，民國七十三年初版），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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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有埔番與眉番兩大部落世居，郭百年等人侵墾造成埔番的衰微。21嘉慶二十

二年（1817），臺灣鎮道乃盡逐佃農，枷杖郭百年，土著始得回歸各社。22 

    郭百年事件後，埔社因勢微，遂引進西部平埔族群來壯大自己，〈埔裏社

紀略〉載：「道光三年（1823），遂有萬斗六社革通事田成發詭與埔社謀招外

社熟番為衛，給以荒埔墾種，埔社聽之。」23自田成發招西部平埔族人潛往復

墾後，自此西部平埔族移住者接踵而至。24 

    事實上，郭百年事件與田成發事件皆為有計劃性的私墾行動，只不過後

者因情勢逆轉，事先徵得埔社同意，招來熟番墾田。田成發事件說明當時覬

覦埔里盆地之利者，不僅有漢人，還包括熟番族群，25而外人入墾埔里，造成

不良後果當為本地土著式微，如埔番衰微與郭百年等人侵墾有關；眉番的衰

微也和外人侵墾有關，但並非漢人，而是西部熟番。26熟番遺棄故土，率族遷

入埔里盆地，顯然係漢人在平地取得優勢而不得不遷移。27 

清代官方高層對地方奏開埔里一事，長期持保留態度。清廷對於漢人侵

墾番地，在郭百年事件前已有禁制，此事發生後更有豎碑嚴禁之舉。28道光

年間，官員議開埔裏社的言論不少，如鄧傳安在道光初期任鹿港同知時，力

言埔裏一帶，其地膏腴，山川秀美，頗有開設之議。 

道光四年（1824），福建巡撫孫爾準來臺巡閱，徵詢臺灣各官意見，前臺

灣知縣姚瑩、知府方傳穟、淡水同知吳性誠、噶瑪蘭通判呂志恆皆認為埔裏

社番與淡水、噶瑪蘭番民情況不同，開墾恐別滋事端，皆以禁為便，29孫爾

準回程後遂與閩浙總督趙慎畛會奏飭禁，請在入山隘口設汛專防，復令鹿港

同知、彰化知縣每年輪往巡查，以防偷越。30道光二十一年（1841），給事中

朱成烈以臺灣曠土甚多，奏請開墾，但是閩浙總督顏伯燾以臺灣道、府官員

                                                 
21  張環顯，〈清代埔里的開發〉（台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一年），頁23。 
22  張勝彥，《南投開拓史》，頁31。 
23  姚瑩，《東槎紀略》，埔裏社紀略，頁35。 
24  劉寧顏總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同胄篇，冊二，頁968。 
25  鍾幼蘭，〈平埔族群與埔里盆地〉，收入劉益昌、潘英海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頁113。 
26  同註21，頁23。 
27  劉枝萬等纂，《南投縣志稿》，冊一，沿革志，頁151。 
28  同註22。 
29  同註23，頁36。 

30  劉韻珂，〈奏開番地疏〉，收入丁曰健編，《治臺必告錄》，頁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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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報，「查臺灣界內並無未墾地畝。」31埔里一帶仍視為開墾禁地。 

劉韻珂任閩浙總督後，飭鹿港同知等官務令實力稽查，不准內地奸民私

越佔墾。鹿港同知史密等文武官員親至水沙連內山巡查，水沙連各社番告知

番地悉成曠土，皆伊等不懂耕作之故，以致生計日蹙，願薙髮易服，改為熟

番，求准內附，並獻各社輿圖，籲懇歸官經理。32後鹿港同知史密創議開墾，

閩浙總督劉韻珂也到臺灣實地勘察，回程後奏〈開番地疏〉與〈勘番地疏〉，

但軍機大臣、大學士等認為國家開闢邊境，計劃必周，與其輕議更張而貽患

於後，不若遵例封禁而遏利於先，而仍主張以土牛、石碑為界。33 

    從道光朝開埔之議來看，北路理番同知等地方官多主張開墾埔里，而督

撫乃至於中央官員多主張封禁，而考慮主因仍以治安為考量。但熟番與漢人

入墾埔里盆地已成潮流，埔里解禁時間僅早晚問題。主張暫時封禁的姚瑩云：

「臺灣生齒日繁，游手甚眾，山前無曠土矣；番弱，勢不能有其地，不及百

年，山後將全入版圖，不獨水、埔二社也。然會有其時，今則尚未可耳。」34

姚瑩此言，可謂頗有見解，不出五十年，全臺已收入版圖矣。 

    道光一朝，漢人在埔里盆地尚未形成勢力，但對臺灣中部內山全域未闢

地區，認識已臻清楚，反映漢人勢力仍不斷推進內山，另方面顯示原住民埔、

眉番固有勢力衰退及遷入熟番之新興勢力日漸膨脹。35 

    道光末年，雖然官方禁令未開，漢人拓墾範圍仍推進到水沙連的五城地

區，36但未至埔里盆地一帶。咸豐、同治年間，漢人開墾規模已不如前，埔

里盆地拓墾由移入之熟番進行，漢人僅少數混雜其間，此時熟番對漢人存有

戒心。如泉州人鄭勒率少數漢人遷入，漢人須「改姓名、從番俗」才得以居

住其間，足見熟番族群在盆地內已取得多數族群的優勢地位。37 

    鄭勒在咸豐七年（1857）左右以和平方式取得番人信任，此時官府又忙

                                                 
31  覺羅勒德洪，《大清宣宗成（道光）皇帝實錄》，冊九（台北：華文書局，民國五十三年出版），

卷三百四十五，頁6182。 

32  劉韻珂，〈奏開番地疏〉，收入丁曰健編，《治臺必告錄》，頁207~208。 
33  同註31，冊十二，卷四百四十八，頁7808。 

34  姚瑩，《東槎紀略》，埔裏社紀略，頁36 
35  張勝彥，《南投開拓史》，頁37。 
36  邱正略，〈清代臺灣中部平埔族遷移埔里拓墾之研究〉（台中：東海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民國八

十一年），頁216。五城指銃櫃、水社、猫蘭、司馬鞍、新城等五庄，因特別集中，在庄外設竹圍

以防衛，因此稱五城。 

37  鍾幼蘭，〈平埔族群與埔里盆地〉，收入劉益昌、潘英海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頁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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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應付會黨（咸豐三年，林恭、李石響應太平軍）、械鬥（咸豐九年淡北漳泉

人之爭），無轄顧及撫墾之政，此時漢人得以大批進入，埔裏社堡遂漸成漢人

聚落。38漢人陸續遷入埔里，墾耕者愈眾，熟番漸有戒備之心，曾前後二次

相謀襲擊漢人聚落。39 

    臺灣的拓墾一向以漢人為主，然而埔里盆地在開發過程中，因種種歷史

因素，大舉從西部平原遷徙而來的熟番族群反倒擔任拓墾者的角色，是少見

的特例。40當移住熟番生齒漸繁，在埔里盆地各處形成部落後，為統轄上所

需，官方在道光十年（1830）左右，即設通事一人，在其下各社更置土司一

人，掌管埔里盆地內的熟番，此可謂官方對熟番居住埔里盆地之正式承認。41 

    漢人勢力向內山的發展日熾，清廷的劃界遷民，封鎖番地之禁，在無形

中已失其效力。埔里的開發雖然非由漢人主導，但在清末「開山撫番」政策

下，埔里為中部地區良好據點，故北路理番同知在同治末年即派員進駐，成

為中部開山撫番前哨站，其後又歸中部撫民理番同知專理。 

二、北路理番同知的變革 

（一）、中路撫民理番同知設置背景 

    埔里為平埔族群拓墾區域，屬北路理番同知管轄，鹿港理番同知對埔里

一帶熟番的管理，在同治末年開始加強，同治十二年（1873），設鹿港理番同

知分廳於大肚城（今埔里鎮大城里），42光緒元年（1875），欽差大臣沈葆楨

奏稱： 

臺灣向設南北路理番同知，南路駐紮府城，北路駐紮鹿港，今內山開

闢日廣，番民交涉事件日多，舊治殊苦鞭長莫及，如將南路同知移紮

卑南，北路同知改為中路，移紮水沙連，各加撫民字樣，凡有民番訟

詞，俱歸審訊，將來陞科等件，亦由其經理，似於民番大有裨益。其

南北路屯餉，向由各縣徵收交該同知散放者，該同知既經移紮，礙難

                                                 
38  張勝彥，《南投開拓史》，頁37。 
39  張環顯，〈清代埔里的開發〉，頁89。戴潮春事件時，草屯洪欉一部被圍剿，餘徒洪益等遷入

埔里社境，唆使平埔族人分裂對抗，以眉溪為界，分成兩集團對抗，時間從同治五年至十二年，

埔里社堡被焚毀二次。 
40  鍾幼蘭，〈平埔族群與埔里盆地〉，收入劉益昌、潘英海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頁107。 
41  劉寧顏總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同胄篇，冊二，頁970。 
42  同前註。大肚城由拍瀑拉族大肚社族人遷移入埔所建，位置在今埔里鎮大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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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改為各縣就近自行發給。43 

對沈葆楨之建議，清廷准將臺灣南路同知移駐卑南、北路同知改為中路

移駐埔里，各加「撫民」字樣，稱為「埔裏社廳」。《臺陽見聞錄》載：「臺灣

北路理番同知，原駐鹿港，旋因內山開闢日廣，番民交涉事件日多，奏准將

北路同知改為中路，移駐埔里。」44《清會典事例》載：「光緒元年〔1875〕，

移臺灣南路同知駐卑南；改北路同知為中路同知，駐紮水沙連。」45《皇清

續文獻通考》載：「光緒元年，闢埔里、眉里、田頭、水社、沈鹿、猫蘭等六

社增置，治大埔城。移原駐鹿港之北路理番同知駐此，改為中路撫民理番同

知。」46從上述記載，埔裏社廳乃分水沙連六社番地所置。北路理番同知此

時改為中路同知，且應移駐埔里。 
（二）、移駐埔里之探討 

    鹿港北路理番同知理應於改制後，即刻移駐埔里，但卻始終未移駐。《臺
灣通志》載：「臺灣中路理番同知，駐水沙連。光緒元年〔1875〕，奏准於埔

裏社地方，築土城，建衙署。十年〔1884〕奏，仍為鹿港同知。十三年〔1887〕，

缺裁。」47意思為光緒元年至十年（1875~1884），鹿港同知移駐埔里，光緒十

年（1884）再移回鹿港。此段記載可能有誤，因埔里廳通判設置緣由為中路

理番同知未移埔里所致，此說倒因為果。 

此外，《臺灣通志》在〈列傳〉中載孫壽銘任鹿港同知期間，在鹿港的政

績。48孫壽銘在光緒四年至八年間（1878~1882）擔任鹿港同知，頗受地方好
評，光緒八年（1882）在鹿港留有〈重修文祠碑記〉。49《臺灣通志》記載前

後相牴觸，應以後載較接近事實。故從光緒元年（1875）改制後到光緒十三

年（1887）裁撤前，鹿港同知仍駐在鹿港，未曾改移，鹿港同知未移埔里應

無疑問。 

北路理番同知未移駐埔里之因，筆者未尋獲關鍵性史料，故無法論述主

因，但可能有下列三點原因：一、埔里為新闢之地，尚為荒涼之區，官員不

                                                 
43  洪安全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冊六，頁4869。 

44  唐贊衮，《臺陽見聞錄》，卷上建置‧鹿港，頁5。 
45  崑岡總裁，《清會典事例》，卷二七吏部十一‧官制，頁348下b。 

46  劉枝萬等纂，《南投縣志稿》，冊一，沿革志，頁232。 
47  薛紹元，《臺灣通志》（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八十二年），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三○種，

職官‧文職，頁342。 

48  同前註，列傳‧政績，頁433。 

49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中部碑文集成》，重修文祠碑記，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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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移駐：清代地方官員，對於新闢之地皆心存畏懼，不願前往治地，過去諸

羅縣、鳳山縣，乃至於淡水廳，皆經數十年後，衙署才移於治地。埔里番多

民少，位置偏遠，鹿港同知應具同樣心態，不願移往埔里；二、鹿港海防仍

需維護：鹿港同知未移駐埔里，也許與海防安全有關。清廷規劃鹿港同知移

駐埔里，並無安排接替海防任務官員，在任務無可付託之下，同知仍留駐鹿

港。光緒五年（1879），彰屬紳士丁壽泉等聯名簽稟，鹿港同知請照基隆之例，

彰化沿海一帶割歸專防。50因北路理番同知裁撤代表鹿港行政地位降低，然而

聯稟並未被採用，裁改也未立即實施。51原因可能因清末政局混亂，行政效率

減低，官職變動不易執行，故保持現狀為最好的處置，鹿港同知順勢仍駐在

鹿港，直到裁撤；三、政策執行未落實：光緒五年（1879），閩浙總督何璟等

奏，鹿港同知業已移紮水沙連，鹿港商賈輻輳，且須稽查海口，縣城距鹿港

二十里，無法兼顧，建議將南投縣丞移設鹿港，再將羅漢門巡檢改移南投。52

鹿港同知並未移駐埔里，閩浙總督卻不知情，故南投縣丞在光緒五年（1879）

也應未移鹿港，53臺灣地方官似有欺上之嫌。由此可推，清廷中央在政策下達

後，臺灣地方官員可能遇困難而便宜行事，下情也無上達，故高層官員在認

知上，才與臺灣實情有出入。 

鹿港同知移駐問題，清廷上下層官員有認知上的差距，應歸咎於高層政

策不夠嚴密，加上地方執行不佳，甚至官員似有怠職與瀆職嫌疑，才會產生

撫民同知不在轄區治理之窘況。 

（三）、中路撫民理番同知駐地與職權 

1、撫墾委員治埔與駐地 

中路撫民理番同知設置後，在同知下設撫墾委員，負責處理撫綏開墾業

                                                 
50  唐贊衮，《臺陽見聞錄》，卷上建置‧鹿港，頁5~6。 
51  李昭容，《鹿港丁家之研究》（彰化：左羊出版社，民國九十一年初版），頁58。 

52  朱壽朋，《光緒朝東華續錄選輯》（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八十六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二七七種，頁37。 

53 《臺灣通志》載：「臺灣府彰化縣丞，駐南投。乾隆二十三年增設。光緒元年奏移鹿港。十年奏， 

仍駐南投。十八年復移鹿港，本缺裁。」筆者認為南投縣丞因鹿港同知未移駐埔里，所以並未移 

駐鹿港。黃秀政所纂之《鹿港鎮志》，沿革志，認為依閩浙總督何璟之奏章內容，縣丞應有移駐鹿 

港。筆者認為南投縣丞移駐鹿港先決條件是鹿港同知有移駐埔里，故鹿港同知不動，南投縣丞也 

應留在原地較合理。本節末尾再詳細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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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54故撫墾委員成為同知在埔里的代理人，埔裏社廳業務由其辦理。55職制

如下： 

      委員：一人，月俸銀三十兩，總理一切撫墾事宜。 

      幕友：一人，受命於委員，審議計劃撫墾事宜。 

      司事：一人，月口糧六兩，辦理庶務。 

      醫生：二人，月口糧十兩，醫療民番疾病。 

      護勇：六人，月口糧四兩二錢，防遏番害，護衛墾民。56 

 

中路理番同知治地應為大埔城，蔣師轍之《臺游日記》載：「埔裏在彰化

東境，舊為番社，閩粵之民，雜墾其內。光緒初年招撫之。舊有大莆城（今

埔里鎮），57移鹿港同知駐其地。」58埔裏社廳設廳署於埔裏社街內，並由臺

灣鎮總兵吳光亮撥官帑修築土垣，環植修竹，設東西南北四城門，號稱「大

埔城」，當時埔里盆地已有一街三十餘庄。59相傳光緒五年（1879）理番委員

始遷入城內北門街之衙署。60 

2、中路撫民理番同知職權分析 

埔裏社廳設置類似淡水廳，皆為撫民同知，職權上有牧民之責，但中路

撫民理番同知從名稱上看，仍有撫番業務，而駐鹿港，尚需維持海防安全，

故中路撫民理番同知應有撫民、理番、海防三種職權，因現今尚無完整介紹

其職權資料，以下從各方記載來推測中路撫民理番同知職責與業務： 

在埔裏社廳方面，〈請改駐南北路同知片〉一文中，提及凡有民番訟詞，

俱歸審訊，將來陞科等件，亦由中部撫民理番同知經理。光緒三年（1877），
丁日昌以水沙連六社，洋人時往遊歷，設教堂，煽惑民番，以致從教日多，

而廈門美國領事恆禮遜（Joseph J. Henderson）親往該處遊歷多日，優給民番

                                                 
54  劉寧顏總纂，《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同胄篇。冊二，頁1140。 
55  劉枝萬等纂，《南投縣志稿》，冊一，沿革志，頁248。 
56  溫吉編譯，《臺灣蕃政志》，冊上，頁258。 

57  咸豐年間，此地有埔里社堡存在，在其中央位置形成漢人一聚落，此地亦是番人部落埔里社所在 

地，故以它為名，光緒元年設置埔裏社廳時，四周築起土城，城外種植莿竹，取名為大埔（莆） 

城，此乃在普「埔」字在上添加大字，在下添加城字而來。見安倍明義，《台灣地名研究》，頁170。 
58  蔣師轍，《臺游日記》（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八十六年），臺灣文獻叢刊第六種，卷三，頁103。 

59  洪敏麟，《臺灣舊地名之沿革》，冊二，下，，頁483。 
60  同註55，頁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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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物件，居心甚為叵測，而飭代理北路理番同知李時英接辦察明此事。61此

外，〈埔裏社廳輿圖說略〉載：「設義塾於各社。」62 
墾務上，光緒三年（1877），代理鹿港同知李時英，為配合清廷「開山撫

番」政策，查勘中路埔里各社，嚴定界址，不准番社恃強侵占或冒佔他人土

地，也不許地方民人將番業佔為己業。63同年，清廷將全臺之墾務、礦務分

區劃歸經理，其中前山中路之墾務、礦務，即歸鹿港同知彭鏖、彰化知縣鍾

鴻逵會同經理。64而臺灣道夏獻綸在查勘中路埔里各社後，與鹿港同知彭鏖

商酌在彰化縣一帶僱良農開墾耕作，並開水圳，將有礙大路之樹木芟除，宣

洩陰霉瘴癘之氣。65 

理番等業務，從同知作為上，可看出一些端倪。光緒三年（1877），水埔
六社番民因收成欠佳，彰化知縣鍾鴻逵會同鹿港同知李時英，查明實在口數，

按名每日給米一升，不分大小口，俟稻熟再行停止。66劉銘傳認為臺灣南、北

各屯弁丁，向隸卑南、中路兩廳專管。各弁中遇有升拔事故，由廳遴選，取

造冊結，照例送道會鎮考驗拔補。其番民戶婚、田土訟事，皆由該廳審理。67

而南北路屯餉，原由各縣徵收交理番同知散放，但同知既經移紮，礙難兼顧，

改為各縣就近自行發給。68光緒十二年（1886），中路理番同知蔡嘉榖諭新港

社土目新日升，編定新港社各番丁姓字郡名、堂名。69光緒十三年（1887），

築東勢角至埔裏社之道路，臺灣鎮飭調彰、嘉二縣抽選各半屯丁前去開路，

                                                 
61  洪安全編，《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冊三，頁2635~2636。 
62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地輿全圖》（台北：臺銀經濟研究室，民國五十二年），臺灣文獻

叢刊第一八五種，埔裏社廳輿圖說略，頁50。 
63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分巡臺澎兵備道札飭恆春縣戡定南路各番社界

址並將已墾未墾地畝查明稟覆，頁10~11。 
64  同前註，臺灣南路潮普營統領轉飭所有墾務礦物分別劃歸經理，頁13。 
65  同前註，臺灣府轉行臬道夏獻掄查勘中路埔裏各社籌辦事宜，頁15。 

66  同註61，冊三，頁2625。 
67  同註63，分巡臺澎兵備道札飭臺灣改省後全臺屯丁各歸該管縣營汛管帶並歸臺灣鎮統屬，頁

150~151。 
68  洪安全編，《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冊六，頁4869。 

69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壬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八十六年），臺灣文獻

叢刊第二二七種，中路理番同知蔡諭編新港社各番丁姓名郡名堂名，頁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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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遴選管帶一員，以專責成，在整件事情中，鹿港同知只有被照會而已。70此

外，中路番社如有番人攜帶山產鹿茸等物品至漢人街市兌換，稅歸鹿港廳徵

收；而北路則歸基隆廳徵收，南路歸臺防廳徵收。71 

    從以上所述及改制前原權責，約略可知中路撫民理番同知所具備之責： 

1、管理埔裏社廳民番事務，刑名錢榖等事，並教育番民。 

2、協助中部開山撫番政策執行。 

3、仍管轄中北部之番社與屯丁，但影響力減弱。 

4、徵收中部民番交易之稅。 

5、管轄鹿港城與負責中部海防。 

 

    中路撫民理番同知在光緒朝，仍以鹿港同知稱之居多，可能原因除仍駐

鹿港外，埔裏社廳業務少有涉及應為主因，其能否充分行使職權雖無法知悉，

但清廷明瞭鹿港同知未移駐後，另外增設埔裏廳通判，取代中路撫民理番同

知在埔里之責，可知未移埔里已辜負清廷期望。而鹿港同知失去埔裏社廳管

轄權後，等於恢復改制前狀態，在地位日趨式微下，埋下其建省後遭裁汰之

種子。 

三、中路撫民理番同知裁撤與替代之機構 

  中路撫民理番同知仍駐鹿港，只派委員辦理埔裏社廳業務，缺同知實蒞

已久，應不足以資彈壓，可能無從應付現實環境的發展，故清廷另設官員來

接替其埔裏社廳之撫民任務。鹿港沒落，無須同知等級官員坐鎮，故劉銘傳

重新劃定行政區時，鹿港同知遂成裁撤官缺，其所遺留之任務，轉為其他機

構辦理。 

（一）、埔里廳通判設置與中路撫民理番同知的裁撤 

    從光緒十年至十三年（1884~1887）的四年間，中部有埔裏廳通判與鹿港

同知二官員，分掌中路撫民理番同知之責，部分學者誤以為埔裏廳通判與鹿

港同知為同一官員，以下特為釐清： 

1、中路撫民理番同知與埔裏廳通判並存期 

光緒十年（1884），閩浙總督何璟、福建巡撫張朝棟奏准臺灣埔裏社添設

                                                 
70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臺灣府轉知巡撫劉銘傳批覆臺灣鎮稟報移營開

辦東勢角至埔裏社路工暨薛國鰲投效贖罪等情，頁102。 

71  陳英，〈臺東誌〉，收入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東州采訪冊》（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國

八十二年），臺灣文獻叢刊第八一種，頁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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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民通判，歸臺灣府考覈，於內地現任人員調補；如無人，從現任人員請升

並候補人員酌補。72閩浙總督何璟等上疏在水沙連另設通判，原因如下： 

⋯前議鹿港同知改為中路，移紮水沙連，曾於埔裏地方建設土城、官

廨。今鹿港同知未能改移，亟應另設通判一員，駐紮埔裏辦理撫番開

墾事宜，名為埔裏社撫民通判；凡有民番訟詞，俱歸審訊。將來陞科

等事，亦由其經理；如遇命、盜等案，仿照澎湖通判之式，由該通判

勘驗查緝，移歸彰化縣招解⋯⋯。73 

《清會典事例》載：「光緒八年〔1882〕，福建臺灣府設撫民通判一人，

駐埔裏社。」74《清會典事例》記載年代可能有誤，但可確定在光緒十年至十

三年間，中路撫民理番同知與埔裏廳通判二官並存。 

中路撫民理番同知雖已非埔裏社廳主官，仍具管轄鹿港兼理番、海防職

責，證據如下：管理鹿港方面，光緒十三年（1887），代理中部撫民理番同知

龍景惇立〈興安宮公業示禁碑〉，告示鹿港軍民，爾後凡有承稅應納興安宮置

地基店屋租稅，遵照認向本宮值年董事承稅，毋得私授短折，藉端阻撓以及

持強抗霸。75這是同知處理城內廟產糾紛一事所立之示禁碑，足證鹿港仍在鹿

港同知管轄內。 

海防維護上，光緒十年（1884）八月，英商舺舨船一隻在草港擱淺，該

庄民人疑法國船到境，持械出禦，並將船上物品搶掠一空，鹿港同知鄒漸鴻、

鹿港游擊郭發祥、署彰化縣蔡麟祥先後前往彈壓，拏犯追賠，將船上人員救

護上岸。76此為鹿港同知在海防事件處理上之個案。 
理番業務部分，光緒十四年（1888）時，署新竹知縣方祖蔭示諭新竹三

保房裏社，裁汰一些開支，其中包含鹿廳、竹縣對社差費榖一十二元。77同年

                                                 
72  薛紹元，《臺灣通志》，疆域‧建革，頁32。 

73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壬集，閩浙總督何璟、福建巡撫張兆棟擬請添設移改疏，

頁111。 

74  崑岡總裁，《清會典事例》，卷二七吏部十一‧官制，頁349下a。年代記載有誤，應為光緒十

年。 
75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中部碑文集成》，興安宮公業示禁碑，頁117。 

76  唐贊衮，《臺陽見聞錄》，卷上洋務，頁33。 
77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大租取調書附屬參考書》，中卷，頁80；或見臺銀經濟研究室編，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438。 



- 70 - 清代臺灣北路理番同知研究（1766~1888） 
淡水縣雷朗社將收入與開除款項開具四柱清冊，78送官查核，其中裁汰之款包

含鹿廳點卯費銀一十二元、遇鹿廳點卯費銀九十八元、鹿廳差費銀六十四元。
79中北部番社在鹿港廳裁撤前仍需不時到鹿港點卯，且鹿港同知仍舊派差至番

社，證明鹿港同知裁撤前，仍掌控中北部番社。 
    綜上所述，可知埔裏廳通判設置後，中路撫民理番同知依舊轄有鹿港，

遇有海防情事，仍需處理，中北部番社也還在其管轄內，故鹿港同知裁撤後，

番社對鹿港廳的開銷才隨之裁汰。   

2、中路撫民理番同知的裁撤 

    劉銘傳在〈建省略序〉中，規劃合嘉義、雲林、苗栗、彰化、埔裏通判，

四縣一廳為臺灣府，裁鹿港同知。80光緒十一年（1885），劉銘傳在建省規劃

中，鹿港同知已成裁汰官職。延至光緒十三年（1887），閩浙總督楊昌濬、臺

灣巡撫劉銘傳奏准裁撤鹿港同知一缺，81《清會典事例》也載此年裁鹿港廳。
82 

光緒十三年（1887），臺灣建省後，鹿港同知終於裁撤，鹿港又回歸彰化

縣管轄，結束其約一百二十年的歷史（1766~1887）。 

（二）替代中路撫民理番同知職權之機構 

    中路撫民理番同知最先喪失之職權為埔裏社廳撫民之責，由埔裏廳通判

取代。在轄境上，埔裏廳通判轄下之埔裏廳涵蓋埔裏六社，83與中路撫民理

番同知原來所轄埔裏社廳區域一致。在官員性質上，埔裏廳通判性質類似噶

瑪蘭廳通判或澎湖通判，負責管理命盜雜案及錢榖，至於刑名案件，仍歸彰

                                                 
78  四柱清冊乃是造錢糧收支冊時，要依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項數額編造，尾後要填明年、

月、日，蓋鈐印，字機要清晰。 
79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大租取調書附屬參考書》，中卷，頁83~84；或見臺銀經濟研究室編，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442。點卯是檢驗在官人役，舊例卯時舉行，謂之點卯。鹿廳點卯

乃是鹿港廳定期派員至番社查點通、土；而遇鹿廳點卯乃是通、土不定期至鹿港廳查點或鹿港

同知巡視番社。 

80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南投：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八十六年），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七種，

建省略序六，頁28。 

81  薛紹元，《臺灣通志》，疆域‧建革，頁33。 
82  崑岡總裁，《清會典事例》，冊二，卷一五二戶部一‧疆理，頁935下b。 

83  六社為眉社、田頭、水社、審鹿、猫蘭、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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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縣審結。84而埔裏廳通判之經費，在閩浙總督何璟等的規劃中，先由海防

經費項下酌給津貼辦公，一俟田園墾升，將養廉、役食等項次第籌給。85     

埔裏廳衙門組織設有十房，組織簡單，因係新開之地，無需複雜科房組

織之故。86同時基層組織設置總理、地保、鄉保及總甲等。總理或稱民長，

聯合各庄，推選才學兼備、精通地方事務且富裕者任之。地保設於街肆，辦

理人民訴訟。鄉保司搜查，總甲司捕拏。87 

在理番上，理番同知裁撤後，有全臺撫墾局之創設，最高層為撫墾總局，

其下設分局於番區要隘。撫墾總局直隸巡撫，總理撫墾局事務，衙門設於大

嵙崁街（今桃園大溪鎮）。88全臺撫墾局係併理番同知及招墾委員之職責，且

予以擴大。89各分局組織如下： 

委員：一人，掌理撫墾事務，由各地方官充之。 

幕友：二人，處理文案，審議計劃撫墾事宜，隨時聘用。 

      司事：二至四人，分辦庶務會計。 

      通事：人數不等，分任通譯。 

局勇：人數不等，保護墾務，並監督隘勇。 

      醫生：一至二人，以任醫務。90 

    此外，考量因地制宜，設有番婆、市司事、教讀及教耕等職，其職責如

下：91 

      番婆：由番婦嫁於漢民中遴選，對出山來局生番，饗以酒食，示以招

待。 

                                                 
84  張勝彥，《南投開拓史》，頁37。噶瑪蘭廳通判職權仿照澎湖通判，管理命、盜雜案及徵收銀糧等 

事，遇刑名案件，由臺灣府轉審。見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台北：臺銀經濟研究室，民國五十 

二年），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六○種，卷二職官‧官制，頁53。 

85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壬集，閩浙總督何璟、福建巡撫張兆棟擬請添設移改疏，

頁111。 

86  埔里廳衙門組織，在通判之下，設有十房，分別為吏房、戶房、禮房、兵房、刑房、工房、承 

發房、招房、糧房、徑管房。除招房、徑管房只設一人外，其他房皆有主管一人，書記二至五 

人，組織結構較同期其他縣為簡。詳見劉枝萬等纂，《南投縣志稿》，冊一，沿革志，頁249。 

87  劉枝萬等纂，《南投縣志稿》，冊一，沿革志，頁249~250。 
88  溫吉編譯，《臺灣蕃政志》，冊上，頁274。 
89  同註84，頁42。 
90  同註88，頁275~276。 

91  同註87，頁25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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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司事：監督民番貿易，嚴防漢民私售銃械火藥與番。 

      教讀：任教於義學，教番童讀書。 

      教耕：教番耕耘。 

 

撫墾局職務以內山生番為主要對象，在平地熟番部分，劉銘傳奏請：「臺

灣改設行省、添設郡縣，舊設之中路同知已奉裁撤，卑南同知改為臺東直隸

州。嗣後各屯遇有補革弁缺，即由該廳、縣會同營汛照章遴選詳辦，送道會

鎮考驗辦理。其番民交涉訟案並由該管之廳、縣就近審理，以專責成。」92從

上述記載可知，原先隸屬於南、北路理番同知管轄之番社、屯丁事務，皆改

由各番社所在廳縣辦理，熟番事務又回歸至地方官職權中。 

在海防上，末任鹿港同知龍景惇認為「鹿港究為中路最要口岸，沿海一

帶，人煙稠密，商賈輻輳，民情浮動，時虞滋生事端；而距彰化縣城多至二

十里，有鞭長莫及之勢。」建議將南投縣丞移駐鹿港，以資彈壓。93龍景惇

之建議似乎未獲得上層立即採納。但中部沿海一帶之馬芝、二林、深耕、線

西四堡，歸為鹿港分防地段，其餘由彰化縣典史專管。94 

《臺灣通志》載：「臺灣府彰化縣丞，駐南投。乾隆二十三年〔1758〕增
設。光緒元年〔1875〕奏移鹿港。十年〔1884〕奏仍駐南投。十八年〔1892〕
復移鹿港，本缺裁。」95此段記載似乎在說明光緒元年至十年（1875~1884）
南投縣丞已駐在鹿港；又光緒五年（1879），閩浙總督何璟等認為鹿港同知已

移駐埔里，建議將南投縣丞移駐鹿港，再將羅漢門巡檢改移南投。96另張勝

彥在所著《南投開拓史》中，認為光緒元年（1875），南投縣丞移駐鹿港，光
緒十年（1884）再移駐南投，97所採用資料應為《臺灣通志》；黃秀政在所修

《鹿港鎮志》，沿革志，採用何璟說法，認為光緒五年（1879），南投縣丞曾

移駐鹿港。98對以上之看法，筆者均有不同見解。 
筆者認為《臺灣通志》記載應有誤；而閩浙總督何璟不知鹿港同知仍駐

                                                 
92  臺銀經濟研究室編，《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分巡臺澎兵備道札飭臺灣改省後全臺屯丁各歸

該管縣營汛管帶並歸臺灣鎮統屬，頁151。 

93  唐贊衮，《臺陽見聞錄》，卷上建置‧鹿港同知，頁19。 

94  同前註。 
95  薛紹元，《臺灣通志》，職官‧文職，頁342。 
96  朱壽朋，《光緒朝東華續錄選輯》，頁37。 
97  張勝彥，《南投開拓史》，頁48。 
98  黃秀政撰，《鹿港鎮志》，沿革篇，頁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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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港，才有此建議。南投縣丞在光緒初期應未移駐鹿港，筆者所持原因有四：

一、如光緒元年（1875）既已移駐，又何來光緒五年（1879）何璟之奏，兩

者說法有矛盾；二、鹿港同知仍駐鹿港，而鹿港盛況不再，地位已不如前，

應無需兩位官員駐紮治理；三、光緒初期，南投縣丞如曾移駐鹿港，以鹿港

之地位，應還能留下蛛絲馬跡，但目前似無鹿港縣丞資料；四、鹿港文官衙

署長期只有同知衙門一處，99南投縣丞如移駐鹿港，縣丞要在何處辦公？一

個官員辦公處所非民宅可比，也未見其借廟宇辦公。由以上四點推測，鹿港

同知裁撤後五年，也就是光緒十八年（1892），南投縣丞才移駐鹿港較為合理，

因不久臺灣割讓與日本，故此部份資料才付之闕如。 
鹿港海防在鹿港同知裁撤後至南投縣丞移駐前（1887~1892），因資料不

足，無法知其詳情。海防可能是彰化知縣派員協同當地武弁游擊處理，或巡

撫派專員處理，至光緒十八年（1892），才由南投縣丞專責處理。 

「中路撫民理番同知」一詞存在十三年（1875~1887），職務變動上似乎

不大，前十年期間，雖轄有埔裏社廳，但未曾親蒞處理政務，故有埔裏廳通

判設置，取代其在埔里之責，而最後三年，仍維持改制前鹿港同知性質，鹿

港同知末期之定位，與其稱中路撫民理番同知，倒不如仍稱鹿港同知或北路

理番同知，較能符合其職務現況。 

 

    北路理番同知一職存在一百二十年，在鹿港有百年的時間，可謂因鹿港

興盛而移駐，也因鹿港沒落而裁撤。北路理番同知存廢似乎已成鹿港興衰之

標的，清末鹿港丁家曾聯稟請求鹿港同知留駐鹿港，反映出鹿港人民的希望，

因北路理番同知如裁撤，代表鹿港行政地位降低。100葉大沛也認為鹿港同知

存廢，為鹿港盛衰象徵。101在鹿港人眼中，北路理番同知或稱鹿港同知，代

表鹿港光榮繁華的過去，姑且不論鹿港同知政績如何，其存在自有光榮的意

義在內。 

 
 
 
 

                                                 
99  鹿港巡檢在雍正九年（1731）設置，嘉慶二十一年（1816）遷移大甲，距光緒五年（1879）已超 

過六十年，距設置年代近一百五十年，其衙署應早已毀壞或另作他途。 

100 李昭容，《鹿港丁家之研究》，頁58。  
101 葉大沛，《鹿港發展史》，頁706。 



- 74 - 清代臺灣北路理番同知研究（1766~1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