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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論 

一、 研究動機 

本論文所要探討「代書」在台灣民間發展、定著的歷程。今日在國家法

上已改稱他們為「地政士」，但不少人還是習慣「代書」這個傳統的稱呼。

在民間社會中，在政府登記有案以此為業者，計有16,341人，1他們的身影散

布在鄉間小鎮，或是熙來人往的繁華城市中，倘若駐足留意街上的琳瑯滿目

的招牌，將不時可看到「某代書事務所」的看板高懸天際。 

但代書到底是一門什麼樣職業？若單純地由字面上來看，把「代書」單

純理解為「代」為「書」寫，那麼在今日國民教育入學率已達99﹪以上的今

日，豈不顯得突兀？今天，在國家法上，已經不稱他／她們為「代書」，賦

予了一個足以說明其職業內容名稱——「地政士」。若到google搜尋引擎鍵入

「代書」二字，檢索筆數竟達23,000餘筆，若細究「代書」的服務項目，竟

有23種之多，當中除包含不動產的估價、買斷、銷售、契約、登記等看似與

「地政」相關者外，甚至還提供超出「地政」以外的法律服務，諸如「法律

釋疑」、「代撰書狀」、「法院公證」、「支票本票問題」、「和解」、「存證信函」

                                                      
  1 行政院新聞局編，《中華民國年鑑》(台北：編者，2003)，頁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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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與律師業務重疊的服務。2但「法律釋疑」、「代撰書狀」等服務卻已遊

走在違反「律師法」的邊緣。3從代書的服務內容來看，這門職業介於「國

家機關」與「人民」之間，所提供的服務，不但與國家法規範之間異常密切，

也是人民生活中不可或缺的部分，人一生或許不見得會找律師，找代書則是

處理事情則是台灣人民共同的生活經驗。但我們對「代書」何以發展成為今

日這般面貌，瞭解仍十分有限。 

從比較觀點來看，今日台灣與中國民間社會，對於「代書」一詞的理解

兩者有所不同。當你到中國雅虎(Yahoo)搜尋引擎鍵入「代书」，得到的搜尋

結果，幾乎都將代書當作「動詞」使用，像是「代書遺囑」、「起訴狀代書」

等這類熱門關鍵字。但你若把「代書」鍵入台灣任何一家搜尋引擎，代書絕

對是做為職業的「名詞」存在。同為華人社會，但兩地對「代書」二字的用

法與認知，儼然已有相當差距，但兩地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對代書的認知並

無差距如此之大，我們不禁要問這是何種歷史因素所造成的結果？ 

「代書」這個角色對於傳統中國下人們來說並不陌生，台灣在清治時

期，隨著漢人移民腳步，同時帶進了傳統漢人社會中使用代書的習慣。此脈

絡有二，其一是由衙門考選代人撰狀的官代書；另一個脈絡則是民間替人代

筆私文書者。 

前者是在《大清律例》規定下，各衙門由當地人中考選所謂「官代書」，

且規定民人詞狀內需加蓋代書木戳，經衙門驗明方許收受。清帝國設置官代

書的目的，表面看似為方便不識字的人民代作詞狀之用，實則是透過官代書

在民間進行呈詞審查，4在清治台灣淡水廳、新竹縣衙門檔案中，的確可以

看到官代書的活動身影，在官府頒訂的制式狀式紙或是民間自用的紅白稟

                                                      
 2 名毅代書事務所網站：http://www.twe.com.tw/8au1/index.htm（資料取得日期：2005/11/22）。 
  3 律師法第48條：「未取得律師資格，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者，除依法令執行業務者外，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4 夫馬進著，范愉、王亞新譯，〈明清時代的訟師與訴訟制度〉，收於王亞新、梁治平編，《明

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頁397。 



 第一章  緒論  3  

上，經常可見朱紅色代書戳記。官代書人雖向當事人收費，卻是官府的耳目，

被用以掌握呈狀人的身分與行蹤。5但至日治時期，代書做為純粹一種私人

職業，不再是官廳的耳目，國家管制代書的目的，多少考慮到保障使用者權

益。兩者對代書的期待截然不同。 

民間對代書的認識則是基於其代筆的功能而言。傳統中國社會，締結契

約文書十分普遍，在一定團體範圍內，就特定事項，約定彼此間的各種關係，

是漢人社會的生活方式，民間私法上的關係向來就不是由官府制定法來加以

規定調整，甚至形成一套民間習慣與情理。6由於民間多為白丁，民間識字

者便扮演契約文書的「代筆人」、「代書人」、「秉筆人」、「寫字人」。台灣在

清治時期同樣存在這套傳統漢人社會中重視契字的習慣，甚至將平埔族也帶

進這套架構在契約文書之上的漢人「遊戲規則」，7舉凡土地交易、買賣借貸、

財產鬮分、婚姻收養等同樣習慣作成各類契約文書，多依賴代書人之手，契

約用語及形式上頗為一致。故台灣至清治時期為止，與中國內地對代書人仍

相差不遠，但今日中國社會對於「代書」的理解，仍延續著傳統對代書的認

識，目的在提供文字服務；8台灣顯然在特定的時點之後，已然超越了傳統

中國社會對代書的認識範疇，代書絕大部分的業務是環繞在國家法律上展

開，向人們提供特定的法律知識，成為人民與政府官僚體系或法庭的對話窗

口之一。 

                                                      
  5 戴炎輝、蔡章麟纂修，《台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司法篇第一冊》(台北：台灣省文獻會，1955)，

頁44-45。 
  6 岸本美緒著，王亞新譯，〈明清契約文書〉，收於收於王亞新、梁治平編，《明清時期的民事

審判與民間契約》，頁307-308。 
  7 陳秋坤，《清代台灣土著地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6-7。 
  8 現今中國對於「代書」的理解，仍就是停留在代人書寫文字的概念上。一篇題為〈贛州‧街頭

代書韓尚志〉報導文章中，雖稱以「代書」稱呼受訪人，但受訪人韓尚志在家所自製的木牌廣

告中，上頭寫著「贛州社會老年協會」字樣，綜觀其「代書」內容包括：書信、招牌、喜對、

喪聯、美術裝潢、訃告、通知、檢討、自傳、填表、報告、翻譯。服務項目清一色是「代筆」，

韓尚志自言在1960年代主要收入來源是替人寫信。顯然台灣對「代書」的理解，已經有相當大

的差距。吳重慶，〈贛州‧街頭代書韓尚志〉，《開放時代》2005年第5期，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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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中國走上了相異的發展進程，連帶改變了對「代書」的認識。影

響今日台灣「代書」性格最深的因素，並非來自於傳統中國，而是五十年的

日本統治經驗。「代書」名稱上的延續，但內涵卻隨著日本這個近代國家的

統治逐漸擴充。本文即是想要捕捉這個職業到底是在什麼樣的時空條件上逐

漸生成，生根於民間社會。當1945年缺乏台灣本地「代書業」歷史經驗的國

民黨政權進入台灣時，又將如何看待這個行業？兩者將擦出什麼火花？「國

家」在職業的塑造上又是扮演什麼樣的角色及功能？這些都將是本文嚐試回

答的問題。 

若從法律史的研究意義而言，型塑當今代書性格至為強烈的日本時代，

恰巧是台灣繼受西方法之始，但這套由日本人引進抽象性、普遍性且強制性

規範，必須透過民間法律專業人員這個操作機制，方能與民眾產生具體的接

觸。故本論文除了就一個職業史生成的側面來書寫之外，也將關照代書在人

們法律生活中的角色。就探究日治時期台灣繼受「西方法」這個命題來看，

若要說明上述的轉變歷程，單憑法律制度面的分析是不夠的，有哪些軟硬體

設施支持這套法律體系的才是問題核心。故本文企圖透過代書，瞭解國家如

何設定其在法制上的角色與位置，其存在對於人們接觸近代西方法律是否起

了一定作用？倘若瞭解這群法律實務家的可親性(accessibility)及能力素養問

題，將更可說明這套西方法對台灣社會造成的影響。 

本文選擇代書做為切入點，另外一個主要目的在於填補提供民間法律服

務者的空白。由於日治時期引進了西方式的司法制度，故在研究的取向上，

法律專業人員的組成、能力及品性就成為探究這套外來、西方式法律運作時

所不可或缺的視角。昔日多數研究者定義「法律專業人員」時，焦點集中在

判官、檢察官、辯護士之上，對擁有片面性法律知識的工作者而言，即被排

除在討論之外，代書就是一個具體的例子。人民的法律生活不單只是法庭上

的活動，以法律分工角度來看，訴訟代理外的法律生活，代書的積極性與活

躍程度不亞於辯護士。 

日治時期台灣代書的角色地位，深受日本內地司法代書人．司法書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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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的影響，今日代書在司法方面的機能由於政權更迭之故，在國家法的範疇

中相對弱化，但在民間法律生活中仍就隱約可見其延續性，這是否是某種歷

史經驗的傳遞？代書在人們法律生活中曾經擁有過的歷史，由於在戰後長期

受到國家與律師業的排斥，他們在生活中曾經發揮的功能並不受到重視。因

此本文另一個寫作目的之一，即是想從事代書角色與形象的勾沉工作。 

今日在英、美等世界其他國家，如果是由律師處理的事務，在台灣與日

本卻是落在代書、司法書士這類角色上。故律師(辯護士)的業務範圍，並非

是人民法律生活的全部。王泰升透過不動產買賣探究台灣民事財產法文化變

遷時，已經點出近代式不動產物權觀念向民間傳播的重要管道之一，即是日

治時期的司法代書人，他認為司法代書人「甚至可以稱為是國家法對社會進

行滲透的尖兵」9，但我們對於這個「尖兵」到底是如何被國家所建構、發

展的面貌仍是一片模糊。若捨代書不談，對於我們理解近代式法律對日治時

期人們所帶來什麼樣的影響，以及法律生活轉變，勢必有所缺憾。 

代書做為人民與統治者的中介，不論是前近代的清帝國與或是日本這個

近代國家，兩個性質截然不同的統治政權，對代書的作用，有著什麼樣期待

與設定？換言之，代書的角色是否會隨著國家能力的差異有所改變？本文將

企圖解答上述諸多疑問。 

二、 研究成果 

代書雖然是台灣人民耳熟能詳的一種職業，但迄今尚未得到學界足夠的

關注，有的只是片段、零星的記載，未見長時段的理解與考察。 

  但中國法制史學界中，基於對「訟師」好奇與研究上，會連帶提及「官

代書」這條官府設計的制式的撰狀管道，視為衙門訴訟過程的一環環節，10至

                                                      
 9  王泰升，〈台灣民事財產法文化的變遷——以不動產買賣為例〉，收於氏著，《台灣法的世紀

變革》(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358。 
 10 夫馬進著，范愉、王亞新譯，〈明清時代的訟師與訴訟制度〉，收於王亞新、梁治平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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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官代書在中國內地的出現原因與活動情形，則屬邱澎生的研究最為細膩，

邱澎生指出官代書的出現是清初查拏訟師的副產品，並且為縫補大清律例中

「見人愚而不能伸冤，教令得實」或是「為人書寫詞狀而最無增減」中留下

代人撰狀合法空間，便透過設置官代書這條管道，希冀壓縮訟師所能揮灑的

空間。該文透過內閣大庫檔案，說明官代書的活動樣貌，為目前學界作品中

對官代書描繪最深的作品。11至於官代書在台灣的實踐情形，戴炎輝在《台

灣省通志稿》中介紹了官代書制度，並提出觀察淡新檔案中官代書些許心

得，但當中似有部分誤解；王泰升透過淡新檔案，描繪清治台灣官府法律運

作情形時，將官代書納入討論，進一步說明官代書在活動樣貌，點出不少縣

正堂批斥官代書的案件，這提供進一步追索、分析的線索與基礎。12 

  日治時期以後，官代書的歷史脈絡，彷彿在學術研究中蒸發，研究重心

隨著日治時期建立西方式法院制度與訴訟程序的建立，偏向關心法律專業人

員如判官、檢察官、辯護士在法學能力、數量分布、廉潔程度對於司法運作

的影響，對於做為民間法律專業人員的辯護士，王泰升首先針對人數變化、

族群因素與服務量能等，為日治時期辯護士研究開啟先河；13接著對於日治

時期辯護士制度發展歷程、職業倫理、職業運作，以及在國家法曹中的定位

則以陳鋕雄的研究最具代表性；14王泰升、曾文亮以會史研究為中心，深入

剖析台北律師公會的前世今生，對日治時期台北辯護士會的成立目的、辯護

士會活動、社會參與等做出長時間的觀察，將研究時間斷限拉長至戰後，該

                                                                                                                                       
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頁397；Melissa Macauley, Statecraft Legalism and Administrative 
Despair: Litigation Mas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77-81.. 

 11 邱澎生，〈爭訟、唆訟與包訟：清代前期的查拏訟師運動〉，國立故宮博物院主辦，「文獻足

徵：第二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年11月3日至5日，頁10-17。 
 12 王泰升主持，〈從淡新檔案觀察清治台灣官府法律之運作〉，計畫編號NSC87-2414-H-002-019，

頁76-77。 
 13 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台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1999），頁167-192。 
 14 陳鋕雄，〈日治時期的台灣法曹：以國家為中心之歷史考察〉(台北：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

士論文，1996)。 



 第一章  緒論  7  

書最精彩的部分則是針對會員出身之分析，以具體數字、圖表說明國家政

策、族群因素與會員組成結構之關係。15 

  至於政權轉替對於辯護士的影響，以王泰升較早觸及國治時期這群原有

本地法律專業人員的際遇，與族群結構的轉變，16劉恆妏進一步針對日治時

期台灣人辯護士進行細膩考證，將台灣人法律人才置於整個帝國內法政人才

的培養與出路架構來思考，暫時卸下殖民態度，重新審視日本帝國的法政人

才政策，並以戰後《民報》為素材，說明了原有辯護士資格轉換的曲折歷程。

17張復鈞的論文則思考戰後哪些因素促成戰後台灣律師界對於擁護「人權」

行動轉趨關心並付諸行動。18但談到戰後律師制度的研究，因需回溯清末對

律師制度的引介，與民國時代中國的發展歷程。相關研究中以孫慧敏的博士

論文為代表，其著眼於中國近代知識份子，如何透過律師職業「抗邊緣化」

與「抗貧窮化」的努力。她與美國、中國學者及其留美學人採取「專業」的

出現、「公共領域」的擴張(律師公會運作情形)和司法制度改革等研究視角有

所不同。19 

  故學界有關台灣律師制度史的研究，可說已見初步成果。以台灣為主體

的律師制度史研究，雖不像民國中國律師史研究尚有「外力」奧援，在辛勤

耕耘澆灌下，已從一片荒蕪到，如今已見幼苗，不過整體的研究取向受限學

術積累，偏重制度興革，對於人們法律生活的影響與改變，仍留有相當大的

                                                      
 15 王泰升、曾文亮，《二十世紀台北律師公會會史》（台北：台北律師公會，2005），頁63-86、

155-217。 
 16 王泰升，〈台灣戰後初期政權轉替與法律體系的承接(1945-1949)〉，收於氏著，《台灣法的斷 

裂與延續》(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頁100-102。 
 17 劉恆妏，〈日治與國治政權交替前後台籍法律人之研究——以取得終戰前之日本法曹資格者為

中心〉，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賀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輯，《戰鬥的法律人 Iurisperitvs activa 林
山田教授退休祝賀論文集》（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頁587-637。 

 18 張復鈞，〈戰後台灣的律師——從個別到集體的擁護人權〉(台北：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6)。 
 19 有關近代中國律師的研究回顧，請參看孫慧敏在博士論文中的整理。另外孫慧敏並以博士論文

為主軸，發表數篇單篇論文。孫慧敏，〈建立一個高尚的職業：近代上海律師業的興起與頓挫〉

(台北：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頁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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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空間。 

   

  台灣法律史研究者中，最早關心日治時期代書發展面貌者，首推鄭宏基

的碩士論文，其論文透過大量契字，分析台灣土地買賣關係的法規範轉變歷

程，以及民間習慣與價值體系在如何強大的國家法律力量所影響，既有習慣

不斷被壓縮的過程。在討論國家法對民間習慣影響的管道，將司法代書人

(1935年後改稱司法書士)放在「契字作成者」脈絡展開討論，並非以代書為

觀察角度，雖然如此，仍針對出現脈絡、能力及人數變動等做出了相當不錯

的先行研究。20討論比重上，其主要討論司法代書人以及土地關係，對於1923

年前的代書人、土地買賣之外角色，以及代書業的動態發展歷程等議題並非

該論文重心，故著墨不多。儘管如此，本論文仍是台灣學術界中首度將日治

時期代書的放入學術討論範疇中。 

在鄭宏基的研究基礎下，王泰升通論性的《台灣法律史概論》一書，把

「代書」與、「司法官」、「律師」、「公證人」一同納入「法律專業人員」的

討論當中，並素描了清治以來代書業近百年的變遷梗概。值得注意的是，王

泰升將代書歸類在「法律專業人員」中，這不只意謂將代書拉到學術檯面上，

藉此烘托代書作為人民使用法律、接觸法律媒介功能，特別是戰前司法書士

在戰後仍延續下來，1969年以前仍從事代人撰擬、繕寫民刑及非訟事件書狀

的業務。21 

由於台灣的代書制度深受日本影響，加上自結束於一世紀半前解除鎖國

政策，當明治政府在受到西洋法制的建立時，代書人角色已是做為司法制度

之一環，且由於戰後其功能不曾退化，繼1978年導入國家考試制度，2002

年被賦予有關簡易裁判所訴訟代理之權限，在日本民間法律生活中占有一席

                                                      
  20 鄭宏基，〈從契字看台灣法律史上有關土地買賣的法規範〉(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1998)，頁247-263。 
  21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概論》(台北：元照出版社，2004)，頁245-247。 



 第一章  緒論  9  

之地。22故有關日本司法書士史的研究，當推日本司法書士聯合会所編纂的

會史最為詳盡，該會1981年編纂完成《日本司法書士史  明治．大正．昭和

戰前篇》。23該書圍繞在司法書士的歷史發展脈絡，詳盡地說明日本在地代書

業的發展樣貌，論述的重心放在代書人如何爭取國家以「法律」承認其地位

的歷程。由於是由司法書士會出面編纂會史，除公文書、議事錄之外，會員

提供不少私人業務資料，頗能深入職業運作裏層。日本司法書士會的堅實研

究，提供對照日治時期台灣代書業發展時，極有助益，有助於對照日本內地

同時期的發展面貌，不將台灣情形過分特殊化。 

 

史學研究之外，戰後地政期刊雜誌中，雖有文章涉及代書發展，但主軸

是探討寫作時代書制度的利弊得失、改良意見與定位問題。 

  蔡尚正〈土地登記代理人制度之研究〉一文是地政學界早期研究「土地

代書」的作品之一。24該文以問卷實證研究方式出發，企圖由「土地代書」、

「委託人」及「地政機關人員」三方面的觀點來呈顯代書的執業內容、觀感

與角色功能等面貌。唯該文有效問卷不多，研究年代始於1968年行政院廢除

「台灣省土地代書人管理規則」之後，解釋效度與觀察時間十分有限。再者，

該文研究目的在於究明土地代書制度的利弊分析，企圖說明土地代書存在的

必要性，並非歷史性考察。劉祥熹、林振民〈職業證照管制之政經分析—以

「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為例〉一文則以經濟學供給與需求觀點，透過「土

地登記專業代理人」(即本文所指涉的「代書」)來檢視既有的證照管制理論，

                                                      
  22 「日本司法書士会連合会」網站：http://www.shiho-shoshi.or.jp/web/shiho-shoshi/history.html。 
  23 日本司法書士聯合会、司法書士史編纂委員會編集，《日本司法書士史  明治．大正．昭和

戰前篇》（東京：株式會社ぎょうせい，1981）。另外於潮見俊隆主編的岩波講座《現代の

法律家》一書中，江藤价泰曾回顧了司法書士的前身代書人，在日本明治維新的法律近代西

方化的出現脈絡，其內容大抵成為《日本書士史》的基本敘述脈絡。潮見俊隆編，《現代の

法律家》(東京：岩波書店，1966)，頁294-306。 
  24 蔡尚正，〈土地登記代理人制度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私立中國地政研究所合辦地

政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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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證照管制不單純只是為了公眾利益，往往又牽涉到政治運作，同時

利益團體在證照管制政策的形成過程中，其影響力亦不可忽視。該研究雖然

提供了看待問題的新角度，但其研究目的主要在於修正、添補既有證照管制

理論的瑕疵與缺陷，非以代書為研究主體，看不到代書的角色功能及其歷時

性變化。25 

尤重道〈土地代書制度之研究〉一文，除交代了土地代書的起源，並述

及戰後土地代書制度管理、廢除、再管理的歷程，讓讀者得以從法規面上鳥

瞰國家對代書的態度。26尤重道另指出日治時期想要當代書的台灣人「則必

是徹頭徹尾的順民，所以在日據時代，代書人不會發生問題，亦絕對不敢胡

作非為」，而且代書這門職業由於不需本錢，「當時社會社稱謀生容易者有：

（一）西醫；（二）代書；（三）娼妓」。把「醫生」與「娼妓」二種極端的

社會形象跟「代書」並列，看似突兀的類比，暗示代書在日治時期可做為一

種治生之道。惟該文無註明出處，有賴進一步的查考，多為印象觀察。 

在戰後土地及地政方面的期刊中，目前可見近百篇關於代書的論述，篇

幅都不長，但卻有一共通特色：亦即大聲呼籲政府儘速介入管理代書業，制

訂管理規則或專法，企圖藉由政府「背書」，將代書這門職業提升成為一種

專業。戰後政府長時間以消極看待代書制度，甚至一度放棄管制，剎時間，

不少代書紛紛為文，或明或暗指責政府縱容「不肖」地下代書，為了說服政

府介入管制，不少作者從代書的執業內容來說明代書是一門「專業」，有其

存在的必要性，並扣連代書做為地政機關的協力角色，凸顯自身職業對國家

地政的重要性。27  

戰後當政府釋出有意出面管理代書的風聲時，論述一面倒向贊成，要求

                                                      
 25 劉祥熹、林振民，〈職業證照管制之政經分析—以「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為例〉，《中國行

政評論》12:4（2003.9），頁139-170。 
 26 尤重道，〈土地代書制度之研究〉，《法律評論》55:3=1257(1989.3)，頁19-25。 
 27 曾有一位執業代書就曾如此說道：「任憑你如何能書善寫，一碰到登記手續書類，恐怕你就束

手無策。因為登記手續書類，一一根據法律規定而生。」蔡圳枝，〈從革新政風聲中談談代書

制度〉，《土地事務月刊》7(1972.1)，頁6。 



 第一章  緒論  11  

政府，「速付實施」的建議不絕於耳。28化約上述文章的共同脈絡與論點，可

以發現文章的作者無不希望代書成為一種「專門職業」，期盼透過「政府管

理、國家考試、公會約束」，藉此提供專業服務。做為一項歷史研究，我們

不禁要問從業者的這些訴求，主動期盼納入政府管制，是否是基於某種生活

經驗的反射，戰後國民黨政府何以長期擺盪在立法管理與放任之間？其中原

委為何，頗值得進一步探究。 

 

代書同為法律工作從業者，由於在現時社會中，形象與地位不若律師為

高，加上存在價值向來為律師界所壓抑，戰後統治者曾一度對代書貶抑態

度，專業性不足與律師相比。在這樣社會氛圍底下，以台灣為研究主體的法

律史研究者如王泰升、鄭宏基等人，雖已點出對於代書在法律生活的重要

性，但尚難提供代書發展脈絡輪廓與外在社會環境的變化；地政界人士的文

章多是探究現況，提供制度興革意見，殊少歷史縱身的觀察。弔詭的是，在

今日人民生活中有一席之地的代書，學術研究上長期被邊緣化，將近16,000

人的從業者，其歷史彷彿如真空般。筆者相信若能由底層民眾的實務觀點來

看待專業問題，嚐試撥開律師這層法律專業人員的光環，代書們在民間法律

生活的影響力，將占有相當比重。 

三、 名詞界定、研究途徑與論文架構 

首先本文若干用語，有必要加以界定說明。本文所指稱的「代書」，將

有國家法以及民間用語二層意義。國家對「代書」曾賦予不同的名稱，民間

自有一套理解代書的角度。如今日所習稱的代書，在清治時期的民間契約文

書中屢見不鮮，有時亦以「代筆」、「秉筆」來指稱「代書」這個工作；日治

                                                      
 28 林肇家，〈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管理辦法請速公佈施行〉，《土地事務月刊》69(1977.3)，頁

4-5；林元興，〈殷望「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管理辦法」速付實施〉，《土地改革》30:10(1980.10)，
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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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對於代書首度發布施行管理規則，總督府對於代書的認識，實揉合了台

灣本地的實況，以及日本內地代書人業的雙重面貌，於是出現「代書人」、「司

法代書人」、「司法書士」、「行政代書」等用語。戰後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

國家法上一度以「司法書記」、「土地代書人」名之，「土地代書人」後又更

名為「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地政士」。故本文在國治及日治時期，論及

代書「制度」面時，將依國家法的稱呼，在截然不同的法律體系中（傳統中國

法與歐陸式的日本法或中華民國法），代書的意義與角色不盡然相同。以法規範的

層面而言，本研究斷限橫跨清朝、日本與國民黨三個統治政權，戰後的討論

斷限止於2001年。29 

但民間社會與國家對「代書」的理解與稱呼，不見得與國家法上的名稱

變動同步。人們對「代書」一詞的理解，放在不同的歷史時空中，雖然既有

詞彙已有不同意涵，但一般人仍是習稱代書，因此本文中指稱代書、群體、

業務內容時，仍使用「代書」一詞做為統稱，採取較為寬鬆定義，未必緊隨

國家法上的名稱。30故本文題目採取「代書」，基本上是由人民日常稱呼出發。 

其次，在日治時期的討論時，將以「台灣人」一詞取代當時做為法律用

語的「本島人」。31「本島人」的範圍係指1895年以前自中國大陸遷入台灣嗣

                                                      
29  2000年後取得中央執政權的民進黨之所以不納入討論，是因為2001年地政士法雖是在民進黨政

府時期立法通過，但地政士法的草擬是在1997年國民黨政府執政時，展開立法籌備計畫，故該

法可以視為國民黨政權對於代書的態度。張元緒總編輯，《地政士法制定實錄》(台北：內政

部，2003)，頁2。 
 30 台灣人民出於傳統與親切感，一般人以及從業者仍習慣以「代書」稱呼國家法上的專門職業名

詞——地政士。地政士之前身是「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更名之初，一般人甚至還以為「土

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是某種新職業。就筆者手頭上名片，有些地政士還是會在名片上加註「土

地代書」或「代書」。但對部分地政士從業而言，不見得喜好「代書」這個用詞，認為代書一

詞未能深刻說明定位與角色，但本文基於研究需要，將採取具有歷史意涵的代書一詞，內涵意

義隨著時代已有不同定義。皓群，〈我能當代書嗎？——就從今日起〉，《現代地政》

2:12(1982.12)，頁29；王進祥，〈地政士如何善用社會資源創造財富〉，收於桃園縣政府編，

《95年度桃園地政士論壇》(桃園：桃園縣政府，2006)，頁9 
 31 在民事法上「本島人」是指依明治38年台灣總督府令第93號戶口規則、昭和十年台灣總督府令

第32號改正戶口規則上以「本島人」登錄於戶口簿上，且依同規則在台灣有本居者，並不包括

居住於「蕃地」行政區內的南島語族。本文中的台灣人不包括高山族原住民，乃是為了尊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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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取得日本國籍的漢人及其後裔，包括福佬、客家、平埔族群，故指涉範圍

等同於日治時期法制上所稱「本島人」，惟在日治時期所出現的「台灣人」

乃是相對於日治之後來自日本的「內地人」而產生的稱呼。對日治時期同樣

是屬於法律用語的「內地人」，在本文則稱為「日本人」，在此「日本人」非

指具有日本國國籍之人，而是原本居於日本內地，嗣後至台灣短期或長期居

留者及其後裔，但皆依日本戶籍法在日本內地設有本籍者。本文在日治時期

使用「日本人」一詞，並非只是出於研究者行文或讀者閱讀之便，當時即有

如此用法。32 

惟在戰後，台灣人民的族群背景有所變化，於今對「台灣人」一詞的內

涵存在著種種不同的指涉，包括指稱所有現在住在台灣的人們，已有別於日

治時期的原始意義，所以在敘述上，將不再使用「台灣人」一詞，而改為稱

呼原即住在日治台灣者為「本省族群」（或「本省人」），以及戰後始從中國

各省移入台灣者為「外省族群」（或「外省人」）。為了闡釋戰後歷史發展過

程，這樣的名稱定義有其必要性。33 

 

  對於「專業」本文有所界定。近代社會的一大特色，即是社會分工下專

門職業的誕生，但東亞國家在專業形象塑造上，並非如西方是從業者對職業

的壟斷，經長時期運作產生專業自主性(professional autonomy)的結果，國家

力量(state power)是不可忽略的角色。西方近代意義下的專業，則是19世紀以

來，認為需經過專門訓練具有相當學識才能勝任之職業，特別是英美「法律

                                                                                                                                       
住民族與在台漢人不完全相同的歷史經驗，非可以在台漢人經驗一概而論。姉齒松平，《本島

人ノミニ關スル親族法並相續法ノ大要》(台北：台法月報發行所，1938)，頁7-8、12-14。 
 32 例如在1920年12月因當時中國發生飢荒，台灣方面曾有募集米糧送往中國北方，當時報稱「台

灣居民：卽日本人、台灣人、支那人，爲救濟北支那飢民，寄附米穀五千石，經臺灣總督府送

到。」不僅是日本人辦的《台灣日日新報》對台灣居民用「台灣人」、「日本人」來區分；台

灣人自己辦的報紙如《台灣民報》更經常將台灣人、日本人在報導中並用，特別是在雙方待遇、

地位不平等時，用台灣人、日本人背後具有實質區別意義，與清楚的指涉對象。粗體為筆者所

加，〈電報．臺灣救飢米到〉，《台灣日日新報》，1920年12月27日，第3版。 
 33 以上對名詞的界定，參考自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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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legal profession )泛指各種必須接受專門教育、形成職業團體自律，34但

已有學者懷疑「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研究視角，在近代中國律師業

研究上的分析效度；35其餘像是社會科學界對現代社會中形成「專業」認知

的許多質素，例如高度專門進階教育及訓練、共同規範倫理、職業的公共性

角色、嚴格檢覈及認證的外在型式條件、高度社會威望、高收入、就業市場

獨占性等，36用以觀察代書發展並不完全合適，畢竟上述列舉之專業性是經

歸納的後設觀點，而且代書的發展歷程未必自始被設定在專業化的發展路

途，若強以上述標準「檢驗」代書發展脈絡，不免有削足適履之弊，但上述

特質不失為提醒觀察代書發展脈絡時的參考面向。本文看待代書時，將主要

採取日本對法律家(ほうりつか)的觀點：即面對社會上所呈現的法律事務需

要，做為專門職業提供服務者。37特別是日本在法制度乃至於裁判制度設計

上，由於政府刻意採取分化的結果，使得原本在西歐是由律師處理的業務，

在日本則分屬於不同的專門者，如辯護士、公證人、辨理士(專利及商標代

理)、計理士(稅務)，38戰前的司法代書人、司法書士，業務內容同樣是以法

律為核心展開，與民眾日常權利與義務有極為密切的關係，台灣在日治時期

受日本影響，法律專門事務的切割情形也被帶進台灣。故此種由使用者為立

場出發、以特定法律事務領域為專業的實務家，將是筆者看待日治以後代書

發展的觀察點。  

研究途徑上，將注重國家與民間社會關係改變後，國家力量對職業的塑

                                                      
 34 孫慧敏，〈建立一個高尚的職業：近代上海律師業的興起與頓挫〉，頁2-5。 
 35 孫慧敏，〈書評：Chinese Professionals and the Republican State: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in Shanghai, 1912-1937, By Xiaoqun Xu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41(2003.9)，
頁233。 

 36  Charles E McClelland, The German Experience of Professionalization : Modern Learned 
Professions and Their Organizations from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Hitler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4. 感謝呂紹理老師惠賜此一書訊。 

 37 住吉博，《新しい日本の法律家——弁護士と司法書士》(東京：株式会社テアハン，1988)，
頁3。 

 38 陳鋕雄，〈日治時期的台灣法曹：以國家為中心之歷史考察〉，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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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與形象轉變的影響力。本文除以職業為中心展開討論外，將以生活法律化

的角度觀察代書在日治時期的出。在日治時期時人已深感日常生活「皆法律

生活矣」，時代不斷要求「法律的民眾化」與「民眾的法律化」，39人們與國

家的密切程度有增無減，國家職能逐步擴大，廣泛介入民間各種生活領域，

擴大了代書的職業空間，造就了新的法律專門家。在國家作為與代書具有連

動關係下，本文將緊貼國家權力擴張的脈絡下思考代書所扮演的角色。 

除透過傳統史學方法進行史料的蒐集與分析研究外，本文試圖採取「法

律與社會」的研究取徑，對法規範的實際適用情況或社會實效進行探討，同

時兼顧法律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帶來的秩序變遷。本研究從制度出發，卻不單

以探究制度變遷情形為足，將進一步分析「形成制度(法律)的原因」、「制度(法

律)的規範內容」和「制度(法律)的社會效應」三者間相互影響之處。40由於

規範的內容多半極其抽象與繁瑣，如何分析其社會效應，必然需仰賴有效的

執行媒介，代書即是用以作為嫁接規範內容與社會效應之間的轉承軸。故行

文時將兼及「國家規制」、「代書對應」與「人民反應」三方軸線。 

 

在文獻材料使用上，由於官方文書檔案材料相對有限，本研究將大量使

用報紙素材。41報紙材料可以提供不同於官文書的取材觀點，特別是在探究

代書在民間生活實況，報紙材料雖屬片段記錄，仔細閱讀分析之後，仍可拼

湊出一個認識輪廓，貼近人民生活中代書的活動內容。但官文書、檔案對於

                                                      
 39 涂枝火、巫秋楊，《說明附き台灣現行手續實例書式總攬》(花蓮：鄭南河發行，1932)，著者

序。在此生活法律化的概念，並非意指清治時期沒有「法律」，清治民間當然存在著許多共同

認可的行事規範，在此所指法律乃是指以近代國家之力加以貫徹的實定法層面，包括立法機關

通過的法律、行政機關的命令或釋示、司法機關的判決或解釋等，這種國家實定法擴張的現象

在日治時期尤其明顯，特別表現在詳密化行政法令，根據統計，日治五十年公布法令達9,800
件之多，絕大部分係屬行政法規，涵蓋生活各層面。黃靜嘉，《春帆樓下晚濤急——日本對台

灣殖民統治及其影響》(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257。 
 40 王泰升，《台灣法律史的建立》(台北：自刊，1997)，頁8-9。 
 41 日治時期出版的《台灣日日新報》，漢文部分經常無句讀或只以句點、頓點斷開，以下筆者行

文援引時，將逕改為新式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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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解官府、國家對代書態度亦為不可或缺資料，戰前包括「淡新檔案」、「台

灣總督府公文類纂」等。戰後初期，由於土地代書人管理是以省為最高單位，

故《台灣省政府公報》是代書管理制度的重要資料來源；另外，筆者將利用

新近開放的「台灣省諮議會檔案」，由於台灣省議會是國會改選前，本省籍

議員得以發聲主要場所，這批檔案尤能提供不同於中央對代書的態度。 

由於本文在定位上「職業史」為中心展開，如果能直接掌握從業者的觀

點是再好不過，故筆者將透過日治時期由司法代書人發行的《台灣司法代書

人會報》、《台灣司法書士會報》，理解從業者的自我觀感；戰後的討論擇要

使用從業者散見於地政雜誌的文章。此外，筆者嚐試使用戰後法院判決書所

呈顯的「事實內容」，用以探究政府態度以及代書在人民生活中的角色，戰

後法院判決書，擁有多樣豐富素材，值得史學界進一步使用。42 

為了貼近歷史現場，筆者幸運尋覓到目前高齡107歲的孫江淮先生，孫

先生具有日治與戰後代書經驗，筆者曾與台灣大學法學院師生一同為孫江淮

先生進行口述訪問，本文許多問題點得力於孫先生提示，並將利用其所藏文

書資料。本文將適時納入口述訪談與文書資料，盼能貼近制度運作裏層。43  

  

                                                      
 42 目前台灣最為齊全的法學資料庫為「法律法源網」，當中所收錄的「判解函示」、「裁判書查

詢」等，可全文檢索，內容值得戰後台灣史研究進一步開發使用。 
網址：http://www.lawbank.com.tw使 

 43 目前孫江淮先生的訪談已納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室訪談計畫中，由王泰升與林

玉茹兩位教授主持，分為「個人生命史、產業經營史及日常生活史的口述訪談」與「法律實務

的口述訪談」，筆者曾與王泰升教授、劉恆妏、曾文亮先生等分別於2006年12月23日、2007
年1月6、19日、3月9-10日數度拜訪住在台南縣善化鎮的孫江淮先生，就法律實務部分進行訪

談，並由筆者整理訪談初稿，未來如獲審查通過，將出版口述歷史專書。以下援引口述訪談內

容時，將以：「王泰升、吳俊瑩、劉恆妏、曾文亮訪問；吳俊瑩記錄整理，『孫江淮先生訪問

記錄』」為註腳格式，將來如有機會再補齊頁數；另外，孫江淮先生也將私人所藏文書，全數

無償捐獻給中研院台史所，未來將納入古文室中典藏，由於文書數量龐大，整理作業仍在進行

中，尚未給與典藏批號，故筆者援引文書內容時，將先簡單註記為「孫江淮先生文書」，文書

批號仍待日後增補。除孫先生外，筆者另外對台南縣歸仁鄉鄭麗芬代書進行了訪問，盼能深化

對戰後代書業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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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論文章節架構除緒論與結論外，共分四部分，以時間序列發展為經，

代書業務與人民生活互動為緯展開討論。 

第二章「清治時期的代書樣貌」將做為代書在傳統中華帝國的角色，區

分為衙門訴訟所設計的官代書與民間契字代筆者的角色說明。將先說明官代

書在中國內地的生成脈絡，並說明官代書制度在清治台灣下的實踐情形，主

要做為理解在傳統漢人社會中對於代書最原初的認識背景之用。 

第三章「日治時期代書制度的建立與變貌」，將以1923年為分割點。1923

年以前將先描繪國家力量正式建立代書管理制度前，原有民間代書人的活動

樣貌，以及總督府介入代書管理的背景與動機、目的、管理制度內容，詮釋

代書業管理制度建立意義。1923年施行日本「司法代書人法」，為台灣代書

業帶來重要轉折，本章後半將討論法施行的動機為何，以及法令位階提升後

如何型塑既有代書業脈絡，國家與從業者自我觀感是否有所轉變，以及同業

內部運作以及執業情形。國家對代書規範確立後，將用統計資料說明代書的

可親性(accessibility)，就人數、分布與族群結構加以分析，並就收費及使用

門檻等面向與同為法律專業者的辯護士加以比較。 

第四章「代書與人民法律生活」嚐試說明代書在民間法律生活的功能面

向。在前章所描繪的制度性基礎下，本章將就「法院訴訟」、「土地登記」、「公

證、印鑑制度」和「有關行政代書業務」四方面切入，瞭解代書人．司法代

書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國家政策與代書人兩者的互動關係。最後特

闢專節討論經法院篩選的司法代書人其法學知識水準、法學知識取得管道，

說明司法代書人在人們使用西式法院制度的影響力。 

第五章「戰後的遺緒與制度的再建立(1945-2001)」主軸放在戰後國民黨

政權統治台灣後，面對歷史經驗中前所未見的戰前代書脈絡其反應與接納過

程。特別著重於不同歷史經驗者對代書的理解，以及但在民間實際生活中，

在客觀條件的限制下以及長期以來的習慣，是否延續著戰前代書的觀感與使

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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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展開百餘年的代書發展歷程追索之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