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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清治時期的代書樣貌 

由於清朝統治下的台灣，乃是處於傳統中國法律文明影響下，中國內地

的制度規定與官僚文化會對台灣理有一定程度的影響，因此論及官代書制度

時，傳統中國對官代書的態度成為觀察清治台灣代書的參考點。然而中國內

地的發展只是觀察清治台灣歷史的參考座標之一，台灣時空環境下的在地實

踐，更是本研究關心的重點，再者廣土眾民的清帝國，其檔案文書中實踐材

料也只是特定時空下的產物，因此討論清治台灣歷史脈絡下的官代書時，最

後的歸結仍是在台灣的實踐狀況。 

第一節  傳統中國對代書理解與發展脈絡 

在傳統士大夫或是官員腦中，尋求自然秩序的和諧是中國傳統的價值

觀。在傳統中國因爭執而起衝突，被認為是破壞天道和諧，因而「爭訟」本

身就缺乏道德正當性，連帶「無訟」、「非訟」、「息訟」的觀念盤旋在官員的

腦際之中，1揮之不去。即便地方官員秉持「訟端不容輕起」、「控詞不宜率准」

的信念，地方官員仍不得不面數量龐大民間詞訟，因為對訟事的厭惡已成為

                                                      
  1 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頁33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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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驗的價值觀，除了嚴懲「挑撥是非」的訟棍外，2人們仍有「代作詞狀」的

需求，官府的因應之道即是將撰狀管道制度化，南宋以來即可見到此一發展。 

一、 南宋的「書舖」 

代作詞狀的制度化並非始自明清，宋朝時已見制度化專責機構。南宋縣

級衙門，對於人民向官府投詞呈狀的流程已有詳細規定。3當中與本文研究相

關者，即當時「書舖」之設，但書舖並非官方機構，而是經由官府認證的民

間機構，不僅代人書寫狀紙，還具備證明所載事實為真。除了特殊情況外，

一般人民不准向官府呈遞不合官府規格的「白紙」詞狀，得赴書舖寫狀投陳，

當時官員明白表示狀紙「不經書舖不受」。4 

民人若欲開設書舖，必須符合官府所規定的消極資格。於提出申請、勘

會得實後，則將書舖與保人姓名載入官府簿籍，之後書舖則「各用木牌狀式，

並約束事件掛門首」。書舖的非官府機構，卻擁有來自官府所認定的身份，

在處罰上比照公吏犯罪責罰民營書舖，5南宋官員對書舖似乎期待他們能恰如

其份地如實直書： 

據人戶到舖寫狀，先須仔細審問，不得添借語言，多入閑辭，及論訴

不干己事，若實有合訴之事，須是分明楷定，某人行打或某人毀罵之

類，即不得稱疑，及虛立證見，妄攀人父母妻女赴官，意在凌辱，若

勘見本情，其寫狀人亦勾勘。6 

                                                      
  2 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研究》，頁194-197。 
  3 根據劉馨珺的研究，南宋縣衙官員已明確要求投狀人應準備被接受的「型式要件」，包括如年

齡、身體狀況，以及本文以下所關注的寫狀人等規定。劉馨珺，《明鏡高懸——南宋縣衙的獄

訟》(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99-104。 
  4 戴建國，〈宋代的公證機構——書鋪〉，《中國史研究》4(北京，1988)，頁137-144。 
  5 劉馨珺，《明鏡高懸——南宋縣衙的獄訟》，頁104-105。 
  6 [宋]李元弼，〈寫狀鈔書舖戶約束〉，《作邑自箴》卷8，轉引自劉馨珺，《明鏡高懸——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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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舖需仔細「審問」當事人，確認「事實」內容，並將訴狀內容單純化。這

種態度與日後明清時代官員要求作狀之人不得牽連、增減情事並無二致。 

 除設置書舖外，官府同時刊布「狀式」頒給書舖印刷，藉此標準格式限

制敘述字數，從格式上落實對書舖「不得添借語言，多入閑辭」的期待。7宋

代官員對於書舖的期待與要求，反映出官員藉民力協助減輕縣衙的訴訟負

擔，但此時官府透過制度設計，賦予書舖半官方的角色，並納入訴訟制度之

一環的背後動機，與唐宋之際社會結構的變動不無關係。南宋的書舖，元代

仍存其制，但明朝初年，類似「書舖」之設的規定不見於官府法令，只零星

地存在於個別官員轄下的地方衙門之中，16世紀如呂坤(1536-1618)任職山西

時，即下令各府州縣衙門備「代書人」為民眾書寫狀紙，但究竟明朝有多少

地方州縣設置代書，並不確定。官代書再次成為官府定制，得待至清雍正年

間，8這將是台灣本地官代書的脈絡的始點。 

二、 清朝的代書制度形成與運作情形 

誠如前述，代書制度在清朝立國之初，並非定制，並無寫入做為官員辦

事規則的《大清律例》中。清朝代書制度的出現的大背景，邱澎生認為這是

與清代初期一場查拏訟師的運動，試圖修補律例本身的內在矛盾有關。9 

《大清律例．教唆詞訟》條咸認是官府用來對付訟師之用，但代人撰狀，

目的在替人申冤者，： 

                                                                                                                                       
縣衙的獄訟》，頁106。 

  7 劉馨珺，《明鏡高懸——南宋縣衙的獄訟》，頁109-111。 
  8 邱澎生，〈以法為名——訟師與幕友對明清法律秩序的衝擊〉，《新史學》15:4(2004.12)，頁

13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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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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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教唆詞訟，及為人作詞狀，増減情罪，誣吿人者，與犯人同罪……

其見人愚而不能伸冤，教令得實，及為人書寫詞狀，而罪無增減者，

勿論。10 

  教唆詞訟條雖係針對教唆詞訟與代作詞狀之人而發，當中但書規定，卻

給了代作詞狀一個合法空間，如果「見人愚而不能伸冤」在「教令得實」、「罪

無增減」的前提下，代作詞狀仍有其合法空間。邱澎生指出清廷官員在查拏

訟師的同時，同時必須照顧到「為民伸冤」的核心價值觀衝突問題，若訟師

果真是為民伸冤大抱不平，那麼就可能鬆動教唆詞訟律自身合理性。11 

  「教唆詞訟」條係延續明律而來，明律中原只有2條例文，12清朝初年卻

增補至12條例文，並加重誣告刑責、增加官員查拏訟師責任、加重民眾雇用

訟師之責以及查禁訟師秘本等訟學流通管道，無非都是為了因應訟師「危害」

越發猛烈的局面，反映民眾爭訟有增無減。13面對此訟事增加，以及律例中

可能出現的罅隙，官府便思以制度化的方式填補，不容訟師作狀。 

(一)   代書制度化 

  因此雍正7年(1729) 在「教唆詞訟」條下，添補專門考取代書之「例」，

該例如下： 

内外刑名衙門，務擇里民中之誠實識字者，考取代書。凡有呈狀皆令

其照本人情詞據實謄寫，呈後登記代書姓名，該衙門驗明方許收受。

如無代書姓名，即嚴行査究，其有教唆増減者，照律治罪。14 

                                                      
  10 [清]薛允升撰述、黃靜嘉編校，《讀例存疑重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重刊光緒三十一年版，

1970)，頁1019。 
  11 邱澎生，〈爭訟、唆訟與包訟：清代前期的查拏訟師運動〉，頁11。 
  12 黃彰健編，《明代律例彙編(下)》(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9)，頁883。 
  13 邱澎生，〈爭訟、唆訟與包訟：清代前期的查拏訟師運動〉，頁6-7。 
  14 [清]薛允升撰述、黃靜嘉編校，《讀例存疑(重刊本)》，頁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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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允升說明增添此例的原因在於：鄉民不能自寫呈詞者頗多，「覓人代寫，

則增減情節者，比比皆是矣，代書之設所以不容已也」。薛允升道出代寫詞

狀勢必牽扯增減情節的問題，因而有意透過考取官代書的方式，將代寫詞狀

之人納入管理當中。1817年並進一步增訂有關官代書的例文： 

凡有控告事件者，其呈詞俱責令自作。不能自作者，准其口訴，令書

吏及官代書，據其口訴之詞，從實書寫；如有增減情節者，將代書之

人，照例治罪。其唆訟棍徒，該管地方官實力查拏，從重究辦。15 

綜合以上兩例來看，目的在將代寫詞狀制度化，壓縮訟師在「教令得實」下

的合法空間，16至此代書以合法身分出現於官府成文法規定，公開在民間社

會中活動。作為清朝官員辦公時所必須依循的《大清律例》，既已添補考選

官代書之例，我們有必要瞭解清朝官員將如何看待代書？以及對代書的期待

與實際運作情形又是如何？ 

(二) 中國內地代書的運作狀況 

考選官代書在提供地方官員辦事準則的官箴書中，被視為走馬上任之初

的重要前置工作。17世紀末葉著名的官箴書作者黃六鴻，總結二任知縣經驗

編輯而成的《福惠全書》中，就將「考代書」視為蒞任之初的重點工作。「考

代書」之所以被黃六鴻視為新官上任時的重點工作，原因在於代書「良窳」

與詞訟「繁簡」之間連帶相關。亦即官府認為若能夠保證代書「品質」，也

等於先行對詞狀的內容進行把關工作。為此官府往往對代書發出嚴厲告示，

強調「敢有虛捏擅書，立拿重責枷示」，且狀紙若無代書戳記，一概不收。17 

依黃六鴻所提官代書的考取標準標準來看，即：「詞理明通」與「狀貌

                                                      
  15 [清]薛允升撰述、黃靜嘉編校，《讀例存疑(重刊本)》，頁1023。 
 16 邱澎生，〈爭訟、唆訟與包訟：清代前期的查拏訟師運動〉，頁11-12。  
 17 黃六鴻，《福惠全書》(台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8)，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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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良」。狀貌端良但憑主觀印象，詞理明通則是指狀紙內容的流暢與清晰程

度，代書必須有能力將原被告的口說呈詞化為書面文字。同時為了禁止官代

書「枝詞蔓語」，胡亂牽連，黃六鴻提醒他的同僚讀者，「立狀式」與「考代

書」同等重要，透過刊布標準狀紙，得以限定訴狀的行數字數。因此官府處

心積慮目的在使訟案單純化，用黃六鴻來說：考代書目的在於「杜謊」；定

狀式則讓作狀之人「不敢脫毋以全虛」、「不得浮詞以飾聽」。18 

考代書加立狀式似乎減輕了黃六鴻面對衙門訟事的壓力，他亦頗為自得

於官代書的考選與管理。黃六鴻亦自言「鴻承乏兩邑即用此法，無捏詞虛告

理，省卻許多心事也」。19因此設置官代書同時是為了減輕了官方行政負荷。

在某些官員心中，代書的理想功能除上述之外，也被官府用以掌握向衙門遞

狀的老百姓身分。放告時間到來時，有縣正堂即命代書立於公堂之側，確認

相關人等身分是否屬實，20且官代書也是官府揪出訟師的線索之一，亦即在

收呈時供詞與呈詞不符者，則官府將立刻傳訊代書，「問詞稾之所自來……

立拏該原告同來之人，必究出真正訟師，嚴辦而後已」。21因此具有「準官方

身分」的官代書，在官府職能有限的情況下，被用來當作協助官府掌握訴訟

當事人的手段，以及排除訟師介入訴訟的二種手段。 

道光年間任職湖北、江蘇一帶的地方官裕謙(1793-1841)就上述二種手段，

具體指示官代書如何與官府密切配合，讓官代書掌握當事人口述呈詞到寫成

狀紙的這整個發展過程。裕謙此舉原是出於收呈時，常見呈詞內原開列多名

當事人，開庭時點名不到，或遞呈後「即行潛匿」，他因而要求官代書必須

查明詞內人等皆已到城候審，始准將名開列詞內，代書並要與歇家「通同一

                                                      
 18 黃六鴻，《福惠全書》頁119。 
 19 黃六鴻，《福惠全書》，頁49。 
 20 王鳳生，〈從政要言〉，收於盛康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卷101(台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

史料叢刊847冊，1972)，頁4585 
 21 劉衡，〈議覆理訟章程書〉，收於盛康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卷102，頁4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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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22反制冒名捏控及替人包告扛訟等弊。23對於自帶詞稿前往官代書處者，

則必須問明是本人自作還是他人代作，若係依口代寫則註明「代書作稿」。24 

裕謙是官箴書中少見對官代書連發二道告示者，反映出他對代書功能的

深切期待，卻也說明了官代書制度似乎偏離出原先的制度設計之外，官府想

要將寫狀制度化的期待，與過往覓人代寫詞狀的習慣經驗，勢必產生摩擦。

讓我們不能只單從官方宣稱來掌握代書的活動樣貌，必須考慮到一般人民與

代書自身的行動邏輯， 

(三) 代書制度的理想與現實背離 

  實際訴訟文書是觀察代書運作實況的具體切入點。以四川巴縣在乾隆24

年(1759)的一張狀紙為例，該訴狀除由代書蓋戳之外，狀尾列有不少有關於

官代書的規定，： 

被告非命盜不得過三名，違者定拿本人、代書究處。 

不遵狀式，無代書戳記，及格外雙行者不准。 

本人帶來訟師底稿，代書混行謄錄者不准。 

代書故意留難，多索錢文及增減情節，審出究處。25 

 上述狀尾規定與其說是用以提醒當事人(當事人恐怕也看不懂)，不如說是官

府告誡官代書的具體事項。當禁止規定出現時，意味著被禁止的行為可能已

是普遍現象，部分官代書似無善盡官府對他的期待，本應「依口官代書」卻

「混行謄錄」當事人自行帶來的草稿，官代書同樣是在「架捏」呈詞，與訟

                                                      
 22 「歇家」係指停歇客商貨物之家。當民人赴城來控時，應居於特定的處所，以便官府傳詢。  
 23 裕謙，〈諭各代書牌〉，收於徐棟輯，《牧令書》卷18(道光28年刊本)。收於官箴書編纂委員

會編，《官箴書集成(第七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頁398。 
 24 裕謙，〈再諭各代書牌〉，收於徐棟輯，《牧令書》卷18(道光28年刊本)，該書收於官箴書編

纂委員會編，《官箴書集成(第七冊)》，頁398。 
 25 張我得、楊若荷、裴燕生編著，《清代文書》(長沙：嶽麓書社，2004)，頁185。 



26 台灣代書的歷史考察   

 

師不過是一丘之貉。26  

  事實上即便是合法的官代書，由於「教唆增減」本來就是十分模糊的界

定，因此官代書極有可能成為官府所欲懲治的對象，也可以合理推測，不少

訟師可能披上官代書這件合法外衣活躍於民間，或是兩者聯手，訟師撰狀、

官代書蓋戳。乾隆12年(1747)貴州監察道御史嚴源燾的一件奏摺，明確指出

了兩者交互為用的情形： 

代書之設所以杜絕訟師，其法甚善，無如訟師所捏虛詞，欲圖衙門收

受，務必囑代書登記姓名，代書惟利是圖，遂與登名，此弊所不能無

者。27 

「代書之設所以杜絕訟師」，清楚點出代書在官員心目中的功能，就在考選

官代書之例寫入大清律例後不到22年，實際運作即與制度初衷大相逕庭的情

形，官代書反倒扮演「橡皮圖章」，為求增加收入而與訟師聯手通同。嘉慶

21年(1816)作為浙江省例的《治浙成規》中，同樣曉諭官代書「毋許訟棍暗

中教唆，交付詞稿，代為謄寫用戳」。28這種將他人寫就之狀擅登代書自己姓

名，蒙混進呈的案件，干犯例禁之事，29頗令地方衙門長官感到頭痛。 

                                                      
 26 在19世紀中末葉頗富地方行政經歷的方大湜(1821-1886)認為「民間詞訟，以小為大，增輕作重，

甚至海市蜃樓，憑空結撰，非因訟師教唆，即由代書架捏。」民間詞訟在官府看來，多目為細

事，但對當事者而言無非都是「大事」，更何況是民間調解不成而冒著極大花費走向訴訟一途

的案件，「增輕作重」的目的無非是希望狀紙獲准，後述清治北台灣的訴狀風格中分析，官員

和訟師、官代書其實共處在「聳聽」的訟詞文化中。若從制度來看，狀紙准與不准之權操之正

堂之手，為求獲准，官府眼中的「捏詞架誣」情事也就無可避免。方大湜，《平平言．代書》

卷2，收於徐棟輯，《牧令書》卷18(同治6年刊本)，該書收於官箴書編纂委員會編，《官箴書

集成(第七冊)》，頁639。 
 27 故宮博物院藏，〈奏陳司法衙門代書之弊甚烈應嚴飭禁絕以杜訟師由(原摺)〉，《軍機處檔》，

文獻編號001615。 
 28 〔清〕不著撰人，《治浙成規》(道光十七年刊本)，收於官箴書編纂委員會編，《官箴書集成(第

六冊)》(合肥：黃山書社，1994)，頁656。 
 29 張偉仁，《清代法制研究(冊一輯一)》(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3)，頁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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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狀中需蓋有官代書戳記方為官府收受的規定，本是讓狀紙須經官代

書「審查」案情內容的制度設計，但弊端卻也由戳記而生。嘉慶10年(1806)

左副都御史陳嗣龍觀察到此種現象，言及官代書藉由「戳記居奇需索，不肯

印用，而惰逸自安之地方官，亦遂以無記不閱，推諉延攔」。30原本被用來

擔保詞狀內容與當事人的代書戳記，反倒成為奇貨可居之物，地方官竟以之為

樂，藉詞狀無代書戳記駁回不閱。 

   

  官代書在發展過程中，隨著1729年寫入《大清律例》後，考設官代書成

為朝廷既定方針，漸向全國普及，31卻也因制度扭曲原意而發生廢除官代書

的波折。有鑑於訟師交結官代書，加上部分官代書，勾結、說合胥吏差役，

代遞大量呈詞，行徑幾如訟師，致使地方官員痛陳官代書之弊，要求廢除聲

浪此起彼落。乾隆31年(1766)江蘇布政使蘇爾德建議「禁革外省官代書」，他

指出：官代書不僅與訟師通同，寫呈時「無不多方需索」，呈內之言「只圖

遷就律例，以致失其本情」；若民人狀告胥吏，官代書還出言「恐嚇」；或有

替當事人「包攬上司詞狀，鬼名代遞」，從事打點胥吏工作。蘇爾德慨嘆官

代書制度「實益于書役，深累於官民也」。但該案交刑部會商討論時，鑑於

「代書一革，必且訟棍朋興」，且官代書之弊總較無法掌握訟棍來得易於稽

查，尚「無庸因噎廢食，輕易更張」，刑部的態度似乎是這些弊端的帳，至

少還可以算在官代書的頭上。32 

                                                      
 30 《仁宗睿皇帝實錄(二)》卷152(北京：中華書局，1985-87)，「嘉慶十年十一月上」條，頁

1100-1-1100-2。  
 31 《清仁宗皇帝實錄(二)》卷152，嘉慶十年十一月上條。 
 32 邱澎生，〈爭訟、唆訟與包訟：清代前期的查拏訟師運動〉，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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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捨代書就訟師 

代書功能不彰，人們不願利用的現象，倒是提醒我們思索另外一個問

題，即為何人民捨體制內官代書不用，習於延請訟師代為撰狀？這或許可由

官代書的能力、分布情形來解釋人民的選擇理由。在能力方面，19世紀晚期

著名幕友王有孚的觀察，頗能用以說明官代書能力高下的問題： 

若夫安分良民，或為豪強欺壓，或為仇盜扳累……捶胸飲恨，抱屈莫

伸。僅假手庸碌代書，具詞呈訴，非格格不吐，即草草敷衍，徒令閱

者心煩，真情難達。于此而得一智能之士，為之作詞狀，摘伏發奸，

驚心動魄。教令對簿公堂，理直氣壯……卒使冤者得白，奸者坐誣，

大快人心。不唯無害於人，實有功於世。33 

名幕王有孚以他的經驗說明了「官代書」與「訟師」在撰狀能力的高低差別，

「庸碌代書」寫出令人閱之心煩的狀紙，也難怪人民會捨官代書就訟師。這

不僅是王有孚一人之見，就訟師所寫的狀紙在品質與效果上優於政府承認官

代書而言，則是明、清時代不少民眾的共識。34就分布層面而言，官代書人

數有限，也是人們轉而求助訟師之因。平均來說，每縣給戳當差者僅2、3人，

35加上官代書多居縣城，對鄉間僻野居民並不方便。1741年湖南湘鄉知縣甚

感轄下4名官代書不敷使用，向巡撫請示有意將官代書擴增至30名，應付民

間繁多的詞訟，這是因為該知縣發現「向來呈詞，止代書戳記」，多數詞狀

出自民間代作詞狀「謀生」者之手，偌大廳縣轄下僅有數名官代書，勢難以

                                                      
 33 王有孚，〈一得偶談〉，收於徐棟輯，《牧令書》卷18(道光28年刊本)，該書收於官箴書編纂

委員會編，《官箴書集成(第七冊)》，頁406-407。 
 34 明朝地方誌書中曾指代書所作之狀：「質而不文，不能聳觀，多置勿理，民乃不得不謀之訟師」。

參見邱澎生，〈爭訟、唆訟與包訟：清代前期的查拏訟師運動〉，頁14。 
 35 劉衡，〈議覆理訟章程書〉，頁4735。 



   第二章  清治時期的代書樣貌  29  

 

滿足需求，但湘鄉知縣此議並無完全照准，36畢竟官代書自始本非以提供法

律服務為出發點。 

  官代書不支領官府薪水，收入來民間百姓，因與衙門胥吏過從甚密，不

免染上衙門吏役的「壞」名聲，這或許是人們捨官代書就訟師的原因之一；

37再者官代書的「半官方角色」也無法得到人們的信任，尤其所涉案情繁雜

者，寧找訟師寫狀，心理上「總覺得代書是官設的，有些隔閡」。38與訟師接

觸反倒沒有這層顧慮，當事人討論可和訟師討論案情該如何呈現。 

   

  清政府設置官代書的目的是在反制訟師，同時再彌補教唆訴訟律中出現

的合法代作詞狀縫隙。同時規定訴狀上需要有官代書蓋印，方准收受的規定，

目的在期待官代書為訴狀內容把關。實際運作上，官員雖然把考取代書視為上

任時的重要工作，但功能並沒有發揮，客觀原因是人數根本不符所需，能力上

不足以訟師相比。代書雖是經有司考取，以此為業，即便處於官方的監視下，

與訟師聯手通同，代訟師「謄寫用戳」者不乏其人，或視代書戳記為奇貨可居

之物，留難詞狀，不肯蓋戳。這些弊端一度導致官員間出現禁革官代書聲浪，

但代書制度仍舊延續。在訴訟文書中，官代書已經成為一種制式存在，雖無發

揮太多預期的功能，但呈狀上究竟還是要蓋上官代書戳記，一般要打官司的人

大概都知道得要去找官代書蓋戳，才能將狀紙送入衙門，成為訴訟時必要花

費，雖然不找官代書寫狀紙，或許多少能夠打聽一些衙門狀況。 

                                                      
 36 湘鄉知縣是少數正視地方訟事頗多，以滿足需求的方式取代向來歸咎訟師的消極態度，因此有

意擴增官代書名額，將寫狀者納入管制，認為「與其暗從若輩代人寫狀，不若明收若輩充作官

(代)書，使就約束」，但湖南巡撫卻認為三十名官代書「似屬過多」，應改為15名即可。《湖

南成例成案．刑律訴訟．越訴》卷8，頁11-12。轉引自邱澎生，〈爭訟、唆訟與包訟：清代前

期的查拏訟師運動〉，頁14。 
 37 Melissa Macauley , Social Power and Legal Culture: Litigation Mas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78. 
 38 張偉仁，《清代法制研究(冊一輯一)》，頁15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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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中國內地官代書發展的大致脈絡，但本文更關心的是官代書在台

灣的實踐情況又是如何？官代書除替狀紙蓋上「正堂歐陽給考取代書汪明達戳

記」的大紅戳記外，39還有哪些角色功能？將是以下所要處理的問題。 

第二節  清治台灣的官代書制度 

初入大清版圖的台灣，官府還處於「興其百廢，益其未備」的階段，從

荷治與鄭治時期即涉險來台，對外貿易性格為特徵的閩粵移民們，看在清初

在台官員的眼中雖是一群「千萬之利，在所必爭」之徒，即便有了爭端衝突，

官府並不是他們選擇解決紛爭的手段，若有爭執衝突，大事則「親鄰置酒解

之」，40小事「即以檳榔睦之」41或以「百文之費，而息兩氏一朝之忿」42。用

罰酒、檳榔化解私了，似乎是清治台灣初期解決紛爭的寫照，由於不上官府

解決紛爭，也就沒有作狀需要，同時期中國內地尚未考設官代書，因而康熙

時期的台灣並不需要也不存在官代書。 

                                                      
 39 阿風著、臼井佐知子譯，〈明清徽州訴訟文書の分類〉，頁124、126（資料取得來源：

http://www.dilins.c-dats.tufs.ac.jp/object_link/brief/CT00000406/00120115.pdf）由本文所附徽州訴

訟文書圖片來看，在明代的訴訟檔案卷宗中並無代書戳記之設，但一張雍正10年(1733)制式的

稟狀，即已應1729年考取代書之例寫入律例，狀式紙中不但有代書欄位，也蓋有「胡風」表示

代書姓名簡單戳記，後來的戳記則會註記為那位縣正堂所發。 
 40 周鍾瑄，《諸羅縣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硏究室編，1962)，頁145。按《諸羅縣誌》成書於

1717年，可用以描述清治台灣初期的社會現象。  
 41 在清治初期的在台官員高拱乾所編纂的志書中，並無出現對台人「好訟」的刻板印象，這或許

因為官署正處草創階段制度未立的狀態，未暇旁及這些民人細事所致，也可能是移民們不習於

將紛爭交由官府所致。高拱乾纂修，《台灣府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硏究室編，1960)，頁

186。  
 42 周鍾瑄，《諸羅縣志》，頁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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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方志及台灣文獻中的代書 

當1729年清廷中央將官代書之例寫入《大清律例》時，台地官府對此有

無反應，囿於資料殘缺不全，難以得知。但澎湖一地的地方志中隱約透露官

代書出現的蛛絲馬跡。《澎湖紀略》約成書1769年，該方志認為澎湖一地不

考設官代書之因在於澎湖風俗淳厚，無命盜重案，「詞訟絕少，併省聽斷之

煩」，43方志作者解釋詞訟清簡的原因在於： 

澎湖亦無唆訟、訟師等輩，以故詞訟甚少，每月不過三、五件或六、

七件。亦無代書，遞詞者少、喊稟者多。44 

看來訟事清簡讓代書無用武之地，倘若考取官代書，恐怕生活無以為繼。此

時的距考官代書之例寫入大清律例已近40年，45澎湖的人們還是習慣親赴官

府「喊稟」，較少遞狀。這當中透露官代書的出現實與訟事繁簡密切相關。

隨著時間的推演，人口增加連帶社會摩擦加劇，1832年新刊刻的地方志《澎

湖續編》出現了「代書」的紀錄，該書言澎湖： 

前無代書，現在詞訟漸繁，設有代書保戳。亦不知始自何年，無案可

稽。46 

《澎湖續編》與《澎湖紀略》成書時間約相差60餘年，這期間澎湖人口數由

25,843人增至59,128人，增幅達2.3倍；戶數則增加3.2倍，達到8,974戶。47我

                                                      
 43 周于仁、胡格纂修，《澎湖志略》，頁38。該書約成書於1740年間。  
 44 粗體為筆者所加。胡建偉纂修，《澎湖紀略》(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硏究室編，1961)，頁56。 
 45 澎湖通判胡建偉所纂修的《澎湖紀略》成書於1769年，約1771年左右刊行。 
 46 蔣鏞纂修，《澎湖續編》(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硏究室編，1961)，頁12。蔣鏞此書是接續《澎

湖紀略》，增補1770年以後事物，1882年該書付梓。 
 47 胡建偉纂修，《澎湖紀略》，頁270-271；蔣鏞纂修，《澎湖續編》，頁64-65。傳統中國歷來

志書中所載人口，係指該地年滿16歲以上男丁數目，每丁需徵丁稅，且必家有恆產，能繳納丁

稅者，始編列為丁口，若一旦地方無法徵課無著，例由廳縣賠補，因此志書戶役人口數目之真

實性有待商榷，但可視為最低人口數目。但由於台灣及澎湖丁銀於乾隆12年(1747)均入田園徵

受，且澎湖丁銀撥歸台邑田畝均徵，澎湖地糧豁免徵派，加上澎湖人口屆編審之年，均遵照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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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似乎可以合理推測人口增長，「詞訟漸繁」，而有了官代書的求。 

澎湖官代書的出現過程，說明了官代書的出現與訟事繁簡之間的相關

性，遺憾的是，清治台灣的地方志並無再見到任何有關官代書的記載，無法

從中理出官代書在台灣本島出現的脈絡。 

若由規範面來看，《福建省例》提示些許官府對官代書的規定與要求。

乾隆59年(1794)年《福建省例》寫入了有關呈詞狀式條款，目的在於透過制

式手段嚇阻閩省刁告之風。這起因於閩省官員閱覽呈狀時，往往發現當中「非

密行細字，即累幅粘單，或混加不美之名，各攻奸諱言之隱」，「告一事而牽

連數事，告一人而羅織多人」，並認定此皆出於訟棍教唆與「各屬代書貪錢

兜攬」所致，因此為壓縮訟棍「巧施伎倆」空間，防堵官代書為多索銀錢增

添文字的情事，官府企圖以頒布制式狀式反制。48福建省例中列舉20種狀式，

略舉一例： 

告驗傷保辜式(不許多報一傷，違者看明重究。路遠告辜，不得過五日)。 

   某府州縣某人為毆傷事。有某(父、母、伯、叔、兄、弟、妻、子)年若

干歲，某年月日，某刻，與某人為某事(多不許過二十字)相爭，被其執拏

(磚石、金刃、他物，或用拳腳)將某(父、母、伯、叔、兄、弟、妻、子)打傷某處

(青、紅)色共有幾傷，某人見證。為此扶到官，伏乞驗看，或傷重不起，

伏乞往驗候取保辜。上告。49 

官府看來希望透過刊布狀式，將各類案件類型化，限制訟棍及官代書的揮灑

文字空間，甚至要求只能以二十字述說案情，要求作狀人強調人證、物證的

描述，目的無非在使案件單純化。 

                                                                                                                                       
程，照實編查，並該地向來被視為重要軍事據點，收入版圖後即置重兵戍守，稽查較為嚴格，

因此該地人口數目自乾隆以後相對準確可信度也較高。許雪姬總編纂、顏尚文編纂，《續修澎

湖縣志．人民志》(澎湖：澎湖縣政府，2005)，頁5-6。 
 48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省例》(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頁964。 
 49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省例》，頁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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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官府透過《福建省例》責令治下官代書「照式書寫」的同時，反映出

官府原欲透過官代書扮演訟事進入官府前「審查」案情的初衷，而企圖以頒

布狀式框架方式，要求書寫時簡化，不得不以更為清楚明確的狀式框架限制

如何撰狀，除非官府真的是目的在讓「凡愚夫愚婦略知文義，即能照式書寫」

考慮到一般人不易申冤之苦，一來豈不增加案源？官府是否願意如此？此舉

毋寧還是為了反制訟師、因應訟事日增而發，當官代書脫離官府期待對來稿

案情不加細審，官府便思以簡明狀式限制官代書的揮灑空間。 

二、 日人調查記錄中的官代書制度 

就清治台灣官代書進一步的制度內容，囿於當時史料所限，只能退而求

其次借用日治前期的舊慣調查成果，捕捉清治台灣的官代書面貌。雖然這類

調查，特別是有關法律制度調查，經常是帶著近代歐陸式的認識框架看待清

治台灣下的許多制度，這是研究者使用這批資料前，必須有所警覺。不過這

類調查材料可貴之處，除了書面文字資料等整理蒐集，訪諸清治台灣下的耆

老，亦是資料的重要產出源頭。50 

白井新太郎《台灣清時ノ司法制度》一書，就是在前清官員的協助下所

完成的著作。白井新太郎在序言中，再三感謝時任台灣總督府囑託張幼成在

調查工作上的大力協助。51張幼成為前清官吏，曾受六品銜，52相信有了張氏

的實務經驗襄助，不僅增加本書的參考價值，也讓白井描述清治台灣官代書

樣貌時，更能夠貼近清治台灣下的運作實況。以下將以《台灣清時ノ司法制

度》為主，輔以其他材料，捕捉清治台灣下的代書面貌。 

                                                      
 50 鄭政誠，〈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1896-1922)〉(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1)，

頁36-48。  
 51 白井新太郎，《台灣清時ノ司法制度》(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01)，序。 
 52 鷹田取一郎，《台灣列紳傳》(台北：台灣總督府，1916)，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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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官代書的考選與分布 

《台灣清時ノ司法制度》一書中，特闢了專章說明代書人的性質，將代

書放在「人民的訴訟手續」中來理解代書在訴訟中的角色位置。在白井的筆

下，官代書被描述為一種由衙門長官指名特許的職業，照例各衙門皆須設置

一名官代書。53官代書除由縣正堂指名產生之外，亦有以考試遴選。日本人

統治之初所纂成的《安平縣雜記》，54論及安平縣知縣職掌時，就將官代書考

選列為該縣「定例」之一： 

設有代書數人，給予戳記。民人呈狀，均須代書蓋戳為憑。凡欲當代

書者，必先赴考，須事理明白、字畫端楷，方准頂充，例由刑房報名

造冊送考。55 

在安平縣欲為官代書的民人，需經考試，條件是「事理明白、字畫端楷」。

何謂「事理明白」？由於沒有具體考題，實難得知，字詞不枝不蔓或許是官

府的期待；對文書程式、套語應有基本認識，否則呈狀會遭縣正堂批「違式」

指斥。關於字畫端楷一項，觀之淡新檔案中，文字確實都是十分工整的細楷。

有意從事官代書者，照例向衙門刑房報名後，由該房造冊送考，考試事務則

由衙門中負責文書掛號往來、刊登公文與收發呈詞的承發房承辦。56 

  官代書與同樣提供撰狀服務的狀師、訟師相較，官代書可公開活動，不

需遮遮掩掩。官代書須在家門前掛起「某官衙代書人」的招牌。57代書人的

招牌指涉縣城內部市街空間位置的指標之一。19世紀中葉前台南府城西定坊

                                                      
 53 白井新太郎，《台灣清時ノ司法制度》，頁41。 
 54 安平縣前身為台灣縣，光緒14年(1889)改。 
 55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安平縣雜記》(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91。 
 56 台南州共榮會編纂，《南部台灣誌》(台北：南天書局復刻1934版，1994)，頁98、115。波越重

之編，《新竹廳誌》(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明治四十年排印本，1985)，頁82。 
 57 白井新太郎，《台灣清時ノ司法制度》，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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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即有「代書館街」，58台廈道與海防廳等公署衙門即在該坊內；嘉義縣城內

也有一條「代書館巷」，嘉義縣衙門則位在此路南端。59這些以代書為名的街

名，說明這是代書同業們的聚集之地；空間位置上，代書館街(巷)鄰近衙門，

顯示出與官府間的密切關係。 

(二) 官代書與訴狀關係 

  清治台灣官府考取官代書的背後思維，與中國內地相同，目的在由官府

提供一條寫狀紙的制式管道，排除訟師捉刀寫狀的情形。60配合制式管道，

則是將訴訟用紙統一化。清治台灣下的人民，提起訴訟時有以具呈、具控、

控告、具稟、具喊等稱呼，提起的方法可分為書面及口頭二種，依照訴訟進

行階段過程不同，大體上可分為提起時的「告狀」；催促官府裁判的「催狀」；

被告等人答辯的「訴狀」，然此區別，非如此絕對。61 

  告狀、訴狀、催狀，用紙依身分不同，略有區別，大致可分狀式紙、紅

稟與白稟三類。狀式紙樣式由刑部制訂後，交由地方照式打樣，將必要載入

呈狀的條項以欄位標示，交由特定舖店印製，使用者多是代書人以及民人；

紅、白稟以顏色區分，折疊如法帖形狀，多為地方紳士、紳商使用，62地方

簽首、總理等稟告公事常使用紅稟，訴訟用紙約略透露出身分之別，一般人

民若非使用狀式紙，則以使用紅稟為常例。 

  對於一般人常用的狀式紙，官府交由官代書一手發賣。金額由正堂決

                                                      
 58 陳國瑛，《台灣采訪冊》(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59) ，頁16。該書約成於1830年。 
 59 顏尚文總編纂、吳育臻編纂，《嘉義市志．人文地理志》(嘉義：嘉義市政府，2002)，頁47。  
 60 白井新太郎，《台灣清時ノ司法制度》，頁44。 
 61 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台灣私法（第一卷上）》

(台北：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1909)，頁457-458。 
 62 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台灣私法（第一卷

上）》，頁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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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清末北台淡水縣為例，官代書向特定刊印狀式紙的紙商，一圓約可購

入6、7張狀式紙，於縣、府、巡撫衙門各級官衙中，分別以16、20、50錢的

價格賣出，層級越高，狀式紙利潤越大，但這些利潤如同清代官場中的許多

陋規一般，入私人或正堂口袋。63 

  狀式紙只能由官代書手上買到，那麼一般人欲提出呈告時，顯然和官代

書有所接觸，官府便可透過官代書掌握提起訴訟之人。64就制度規定而言，

狀式紙若無代書人蓋印，官府應以「違式」不予受理。但對地方仕紳頭人，

官府便不一定要求代書戳記，理由是這些人居有定所，容易召喚，復有家族、

資產之累，不會輕易逃亡。6518世紀中葉曾任鹿港理番同知陳盛韶也指出民

間頭人如總理之流「得以紅呈稟事，不遵狀式」。66 

  相較於紅白稟，狀式紙在民間使用機會較高，且由官府頒訂制式格式，

內在意涵頗值得探究。首先思考的問題是，官府何以要頒訂狀式紙？而且狀

式紙皆由衙門授權官代書一手專賣，兩者關係頗堪玩味。白井新太郎認為官

府頒訂狀式紙目的是為了便利人民訴訟起見： 

狀式紙本為多數下等不諳文事者之便利而設，是故標示有應記入之姓

名、事件等其他必要事項之處。是以代書人皆使用此狀式紙，廣泛接

受代書委託。然下等人民中能書寫者，概亦用之。67 

便利訴訟的概念並非清朝官府主要考量所在，狀式紙的目的，與其說是方便

                                                      
 63 白井還為此批評縣正堂不僅是「政府的罪人」，也可比作「狀式紙中的罪人」，以「腐敗亦甚」

批評正堂。但白井會發出如此感受與批評，似乎是以當下職司裁判的法院來評價清治台灣的官

府，難以理解這原本應屬國家司法行政上的收入為何會合法地落入到縣正堂口袋中。官代書雖

不由官府支薪，但坐擁狀式紙專賣獲利。白井新太郎，《台灣清時ノ司法制度》，頁39-41。 
 64 白井新太郎，《台灣清時ノ司法制度》，頁43。 
 65 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編，《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台灣私法（第一卷

上）》，頁462。 
 66 陳盛韶，《問俗錄》(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81。 
 67 白井新太郎，《台灣清時ノ司法制度》，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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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使用，不如說是官府透過狀式紙，要以限制字數，使案情單純化。68更

何況在民間，具備書寫能力者實不多，狀式紙毋寧是用來規範民間社會中這

類能書能寫者。白井顯然是以近代法律訴訟制度下對訴狀的認識，投射到狀

式紙的理解上。 

  這點還可從狀式紙其尾所印應注意事項中得到印證。在淡新檔案中，我

們可以發現官府在狀式紙的頂端印有「雙行疊寫不閱不收代書提責」，狀紙

尾端刊刻有關撰狀規定中，可看出狀式紙是用以防止枝詞蔓語，非便利人民

為目的。舉數條以明大略： 

一、呈詞不得過三百字。如不遵呈式逐一填註、並雙行疊寫，及無副

狀與代書戳記，不准。 

一、擅用紅白呈稟，長篇混書，不遵俟放告日期投遞者，不准。69  

亦即狀式紙就是要用來杜絕類似紅、白稟這類沒有字數限制的「長篇混書」。

在北台地方衙門檔案中，縣正堂甚至會警告官代書不可對一般民人所遞紅稟

隨意給戳：  

惟不□用狀式紙，以致詞□。此後代書遇有似此紅呈，均不准混行給

戳，併飭。70 

縣正堂批斥官代書下次不可再犯，算一算此紅稟字數將近500字，較狀式紙

所設320字之限，超出許多，這或許是引起縣正堂不悅之因。不過縣正堂仍

依當事人所請，派遣差役調查，接受了這張紅呈。在淡新檔案中也可見以無

格白紙書寫，代書為之蓋戳，但官府並無任何反應，即便不用狀式紙，仍會

為官府所受理。 

                                                      
 68 那思陸，《清代州縣衙門審判制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頁63-67； 
 69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22609-32。 
 70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326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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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代書的費用 

代書是官許職業，其生計維持就在於替人代寫狀紙，故福建省例准代書

向當事人收取「紙張、筆墨、飯食錢」，收取標準依行政層級不同，在府州

縣以上的衙門，因呈詞簡少，每張可收30錢；至於地方府、州、縣衙門，民

間因「搆詞興訟者多」，每張用戳代書，准受紙張、飯食錢20文，此外毋許

多索。71但白井新太郎書中所記載的台灣官代書收費，比福建省例規定為高，

代書的報酬，有時視事件的難易及委託人的貧富，以40、50錢為多，60、70

錢亦有之，甚至有百餘圓者。這顯然比公定價格高出數倍，顯示出官代書收

費並無一定。 

第三節  淡新檔案中的官代書 

  整體來看，在台灣的官代書其最初目的跟內地一樣，是為了讓官府方便

掌握當事人行蹤之用；同時希望官代書替不識字的人依口代筆，在訴狀進入

衙門前過濾案情，避免訟師之流者有機可趁。但從前述中國內地的討論來

看，當官代書寫入大清律例後不久，官代書在某些地方，於實踐上已經偏離

制度設計初衷，在清治台灣下的情形又是如何？以下將透過淡新檔案，以實

際運作面上觀察官代書的角色與功能。 

一、 分籍考取與閩粵雜處 

  在「淡新檔案」中經常可以見到人民將狀詞書寫於官方印製的狀式紙

上，狀式紙有一定格式，就形式上來看，狀式紙中央已印妥一行「具呈人  住  

保  庄  屬離城  里」文字，由當事人在空白處依序填入姓名、住址、本籍

                                                      
 71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省例》，頁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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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距離縣城的里數，在本籍欄多數會記入如同安、詔安、海澄、漳州（福

建省）、鎮平、揭陽、陸豐（廣東省）等內地州縣名。72在「淡新檔案」合計1,143

案中，絕大多數集中在光緒年間（1875-1895），共有838案；其次為同治年間

（1862-1874），共有161案。73換言之多數案件距離清帝國治理台灣已經超過

150年，這些祖先來自閩、粵地區的漢人移民後代們，依舊填入原鄉做為本

籍，在狀式紙中尚未見到以台灣填做本籍。遲至19世紀中後半葉，對這些住

在北台灣的移民而言，原鄉本籍仍是一個重要的標示身分指標。由狀式紙標

示出內地祖籍來看，很快可發現到淡水廳與新竹縣衙門治下，閩、粵移民交

錯分布，這讓衙門考取官代書時，出現了內地所無的語言使用考量。 

  在具呈人資料項目的左方，印妥「經承」、「原差」、「代書」、「作狀」四

欄，以下將著重討論與本文有關之「代書」與「作狀」二欄。「代書」欄位

多數鈐蓋官府所發給代書戳記。代書的紅色戳記在狀紙上十分顯眼，形狀多

為長方形，上方橫欄會刻正楷「某某縣正堂某」或「某某分府某」；右側一

直欄位以正楷刻「給某籍代書」；左側則刻「某某某戳記」；中間空白部分，

常以草書或行書寫上「必也無訟」、「政平」、「無訟」、74「杜漸防微」75、「黃

鐘大呂」76等正堂所書花押。這些花押顯示出縣正堂對官代書的期待，設置

官代書目的在於「無訟」，即便不得已提起訴訟，也盼官代書能夠仔細詳查

案情，防微杜漸。在檔案中搜尋到一個特別代書戳記，上頭沒刻代書姓名，

                                                      
 72 滋賀秀三，〈淡新檔案の初步的知識——訴訟案件に現れる文書の類型〉，收於島田正郎博士

頌壽記念論集刊行委員會編，《東洋法史の探究：島田正郎博士順壽紀念論集》(東京：汲古

書院，1987)，頁256。 
 73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台灣研究資源「淡新檔案」簡介」，網址：

http://www.lib.ntu.edu.tw/CG/resources/Taiwan/taiwan_ds3_sta.htm。拜訪日期：2006/12/5。 
 74 張偉仁，《清代法制研究(冊一輯二)》，頁13。 
 75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22213-15。 
 76 黃鐘大呂是形容音樂或文辭正大、莊嚴而高妙。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17315-41、

222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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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雕刻「署淡水分府□給粵籍代書理直情」等字，77印文道出官府對官代

的期待——有理、直書、得情。 

  比較淡新檔案與台灣南部地區的訴訟文書可以發現，狀式紙中的代書戳

記略有差異。在一張光緒9年(1883)收錄於《台灣私法》中的狀式紙中，恆春

縣的代書戳記上只刻有「縣正堂蔡給代書宋煥文認真奉公戳記」；約莫同時

期的新竹縣衙門發給的代書戳記中，則又在戳記中特別註明係屬「泉籍代書」

78、「漳籍代書」79與「廣籍代書」80、「粵籍代書」，81這顯示新竹縣衙門治下

閩粵雜居的情形。 

  據日治初期所編纂的《新竹廳誌》，官府考取官代書時，會刻意分籍錄

取，名額分別是泉籍2人、漳籍1人、粵籍1人。82清治北台灣較為複雜的移民

雜居的現象，使縣正堂們在考取官代書時，考量不同母語的使用者，官代書

考選上出現異於內地的移民社會特徵。 

  閩、粵之間，甚至連閩省內漳、泉腔調歧異的情形下，分籍考取官代書，

是官府設想遞狀人會找上相同母語的代書，以期當事人的口述，能正確無誤

地轉換成書狀用語。83戴炎輝曾引《新竹廳誌》認為考取不同籍貫的官代書，

                                                      
 77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13104-55。唐澤靖彥根據不完全的資料指出：同時期中國內

地考取官代書時，官府要求受試者要能夠將當事人口頭陳述，「簡明」要約地書寫出來，「據

口直書之法」是官代書的基本能力。唐澤靖彦，〈清代における訴狀とその作成者〉，《中国——
社会と文化》第13期(1998.6) ，頁310。 

 78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16305-23。 
 79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15211-15。 
 80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12220-1。 
 81 但在同治朝(1861-1875)以前較為少見到在戳記上註明原籍，在鹹豐朝後19世紀中後半葉，代書

戳記以註明代書籍貫為常態。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16305-11、17301、17302、17404
等案。 

 82 波越重之編，《新竹廳誌》(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明治40年版，1985)，頁270 
 83 艾馬克(Mark A. Allee)著、王興安譯，《晚清中國的法律與地方社會：十九世紀的北部台灣》(台

北：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2003)，頁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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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於「同籍相找」，各對同籍兩造的呈訴狀，負責撰狀蓋戳，理由是「同

籍貫之代書，熟識同籍貫之兩造故也」。84實際上一般人民是否都如官府所預

期向同籍代書口訴案情？代書的服務對象僅限同籍？事實上並不盡然，常可

見到檔案中同一位當事人，前前後後提出的呈狀，找了粵籍、泉籍、漳籍代

書蓋戳。85 

  由《淡新檔案》來看，當新縣正堂上任時，會重新考取轄下官代書，故

少有人長期擔任官代書；前述《新竹廳誌》所言官代書考取人數，徵諸清治

末期的淡新檔案，大致不差。如於1886-1889年任新竹縣知縣的方祖蔭，任內

即計有廣籍代書林本、泉籍代書黃為、漳籍代書林久、呂黃鐘等4人。86至於

對官代書的管理，似乎流於批詞上的斥責。例如代書不照規定於狀尾抄錄前

批，只寫「批示在案」填寫於呈尾，即被正堂目為「屬實玩違，姑先記責一

次，如敢再犯，定即革退」。87其他如漏記抱告年齡、舊詞混蓋新戳等也會遭

「記責」處分。88 

二、 代書作狀？ 

  狀式紙「作狀」一欄的註記可顯示代書在繕寫書狀時扮演何種角色。89註

記內容大體可以分為三類，第一類是「自稿」、「自帶稿」、「稿自帶」、「自稿

                                                      
 84 波越重之編，《新竹廳誌》，頁270；戴炎輝、蔡章麟纂修，《台灣省通志稿．政事志．司法

篇》第一冊(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5)，頁45-46。 
 85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22302-1、5、6。 
 86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11321-4、14124-8、12231-2、14228-15。 
 87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22403-33。 
 88 王泰升主持，〈從淡新檔案觀察清治台灣官府法律之運作〉，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

計畫成果報告NSC87-2414-H-002-019，頁77。 
 89 艾馬克(Mark A. Allee)著、王興安譯，《晚清中國的法律與地方社會：十九世紀的北部台灣》，

頁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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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繕」，由本人作狀，由代書照原稿謄於狀式紙上；第二類是「自稿繕便」、

「帶稿繕便」、「自帶稿繕便」，由本人帶著草稿，交由官代書潤飾；第三類

則是「便稿」、「繕稿」，這類是由當事人向官代書口述案情，由官代書擬寫，

90也是最符合官代書設置的原初目的。唐澤靖彦進一步分析由戴炎輝針對淡

新檔案所作的「刑事」與「民事」案件分類後發現，完全由代書作成的呈狀

（作狀欄註明「便稿」、「繕稿」者）只占全部的訴狀的1﹪，將近80﹪以上的訴

狀則是出自當事人或其他具有讀寫能力者之手。91 

  瞭解一般人利用官代書的方式後，便可解釋狀式紙中，何以呈狀人與官

代書原籍相異。對此現象，早先美國學者艾馬克(Mark A. Allee)將「同籍不相

找」之因解釋為： 

遲至 1870 年代，已不再要求或強調須以同籍代書作狀，這或許與語

言漸趨一致有關。92 

以閩粵移民語言混合解釋當事人與官代書原籍相異情形，乍聽之下十分合

理，若考慮到上述使用人們官代書的習慣，多是帶著草稿至官代書處要求謄

抄，將此解釋為閩粵人士語言使用上漸趨一致，恐欠妥當，何況官府未曾要

求需以同籍代書作狀，這只是官府的一種期待罷了。況且淡新檔案中早在

1870年以前，即已出現官代書與當事人籍貫相異之例，1822年的一張呈狀

中，原籍廣東饒平的當事人呈狀蓋的是「泉籍代書林長春」的戳記。93 

 

  北台灣的絕大多數的民人是拿著已經擬妥的草稿到官代書處要求代抄

(原因為狀式紙由官代書專賣)或蓋戳記而已，絕大多數非當場口述其情，當中

                                                      
 90 滋賀秀三，〈淡新檔案の初步的知識——訴訟案件に現れる文書の類型〉，頁257。 
 91 其餘19﹪為原件破損或無注記。唐澤靖彦，〈清代における訴狀とその作成者〉，頁312。 
 92 艾馬克(Mark A. Allee)著、王興安譯，《晚清中國的法律與地方社會：十九世紀的北部台灣》，

頁169。 
 93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173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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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狀者，顯另有其人。 

  那又會是誰提供這類撰寫訴狀的服務呢？1720年的《台灣縣志》風俗

條，首次出現訟師記錄：「訟師，黠民也。台民多訟，其弊多訟師主之。蓋

村民何之？惟訟師一力承擔，故訟雖不可止」。94看來從清帝國領台後不久，

南部設官治理時，南部民間就有不少訟師活躍其間。台灣一地，在清政府官

員眼中不但是流民聚集、民番交錯的難治之地，也是訟棍最多的地方，1849

年台灣道徐宗幹甚將「訟師」與盜賊、蠹役並列台灣三大害。 

  若暫時放下官府對訟師的負面觀感，以民人的角度來看，台地訟師多，

意味存在著不小的代作詞狀的「市場」需求，在官代書多住在縣城內，且人

民心理服務範圍有限，這類代作詞狀之人便應運而生，人民好訟，未必盡是

訟師唆弄所致。在淡新檔案中，一般小民為戶田婚土等細事纏訟呈控，所在

多有，那台灣民間又是哪類人物從事提供替人代做詞稿的訟師呢？閩、台兩

地素以治訟棍聞名的藍鼎元，於朱一貴事後與台廈道吳昌祚討論台事善後癥

結問題時，提出他的觀察，藍鼎元認為台地居民健訟原因在於「台地訟師最

多」，當中「多武舉、武進士主之」；若由淡新檔案來看，在衙門中負責掌理

敘稿、謄寫公文等文書工作的卯書，因與「衙門慣熟」，在民間替人寫狀，「混

蓋代書」戳記，送入衙門，而被當事人目為「訟師」。95 

由台灣民間觀點看代作詞狀之人 

  台灣民間對這類替人捉刀代筆詞狀者，似乎有著異於上層的觀點。從民

                                                      
 94 陳文達，《台灣縣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60。 
 95 縣正堂對於當事人指控衙門內卯書黃榮華代為作狀，批示「黃榮華做狀有何確據，並即查究」，

但該案隨著雙方和息，便不了了之。因此一方指責對方找訟師「善〔擅〕為做狀，捏詞混訴，

圖翻新案」的說詞來看，似也深明官府難以容忍訟師之流的人物存在，訴諸此道，不失為引起

正堂側目的一種論述策略。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22302-40、41。 



44 台灣代書的歷史考察   

 

間的角度來看這類人物，可得到一種替人伸張正義、為民申冤的正面形象。

在1936年由李獻璋所編《台灣民間文學集》中，賴和在彰化民間採集並改寫

這則民間故事，述說一位替人潤飾狀紙的讀書人，如何透過「聳聽」的修辭，

替眾人出氣。這則民間故事顯示出下層民間社會，對於替人代作詞狀者的觀

點顯然與上層所有不同。賴和將這則故事題為〈善訟人的故事〉，敘說彰化

一位「林先生」與公塚出現的故事，故事的時間背景發生在清治台灣時。故

事主角林先生原是「志舍」家中負責掌管帳目的伙計，「志舍」是地方上的

有錢人，又占有一整座山頭，縣城內凡是要在這座山頭埋葬的人，得要付給

志舍五銀錢做為代價。某天林先生在志舍午覺時，憐憫隔壁沒錢購地葬父的

窮人家，林先生私允先下葬，錢再來想辦法來還。但志舍起床聞後，對林先

生的作法，大感不滿，斥責林先生說道：「這樣，頭家讓你做較好啦！」此

際林先生在平日累積對於志舍的憎惡感，在此爆發，說道：「這頭路，誰希

罕！」並質問志舍憑什麼占有這一帶的山地？林先生離開前撂下話說：「你

自謂有錢什麼都不怕？好，試看姓林的手段！」而自從林先生離開後，志舍

確實平添無數煩惱，越來越多「百姓會不馴良了起來」，不願意交錢給志舍

就去做風水，志舍眼看財源即將失去，「仗著錢神的能力，去要求官府保護」，

在此同時林先生也向官府提出告訴，狀紙大意是： 

……土地盡屬王的所有，人民皆是王的百姓，所以不論什麼人，應該

都享有一份土地的權利，來做他個人開拓人生幸福的基礎……現在志

舍這人，沒有一點理由，占有那樣廣闊的山野田地，任期荒蕪墟廢，

使很多的人，失去生之幸福的基礎……況且對於不幸的死人，又徵收

墳地的錢，再使窮苦的人棄屍溝渠，更為無理。所以官府必須把他的

占有權剝奪起來……官府需秉王道的公平，替多數的百姓設法。96 

                                                      
 96 粗體為筆者所加。賴和先是以傳統中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想法，營造受欺壓的正當性，

但賴和在行文間，卻又無意加進當時代所不存在著「權利」概念，賴和並不瞭解在近代權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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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官府是站在志舍那邊，「究竟還是錢的能力大」，官府便以煽動擾亂秩序的

罪名押林先生去坐監。眾人氣不過，直搗衙門，讓縣太爺不得不放人。 

  林先生見到眾人熱切的幫助，又上府城向道台告了一狀，但台南還是在

志舍的錢財的勢力範圍，為了討回公道，林先生決定從鹿港出發到福州告

狀。在福州下船後，當林先生在打聽到總督衙門的路上時，在茶館中赫然聽

見他要福州的目的，已在茶房中傳開。心裡不安之餘，突然有一位貌似乞丐

者求林先生請喝杯茶，此素未蒙面之人似洞悉林先生來意，當林先生福州之

行的目的說畢時，便說道：「我有十六個字請先生寫進呈子裏去，我想當會

使先生所寫的增強了力量」，那人便用用指頭蘸了碗裏的茶向棹面寫著：「生

人無路，死人無土，牧羊無埔，耕牛無草」，而這正是林先生「他想講而想

不出要怎樣去表現的意思」。林先生大為感激之餘，此人亦無所求於雲淡風

輕地離開。最後，彰化縣城內的人們也聽道了在省城打贏官司的消息，志舍

的山場也成為了公塚。97這則民間故事裡以好結局收場。 

  從這則彰化所蒐集改編的民間故事中，反映出民間與官府不同的價值

觀，民間文學可以說是集體共感的情緒，得以從中觀察「他們的宇宙觀」。98

若從官府來看，林先生和茶館中巧遇之人，或許是官府所不喜見到的人物，

但這些「善訟」者，在民間故事中卻被是以正面形象存在，民間對於這類代

人捉刀者，顯然有著與官府相異價值觀感與實際需求。這則由台灣「民間」

採集而來、流傳已久故事，並不是在傳遞「訟則終凶」的儒家價值觀，從民

間故事我們看到了更多價值取向。更有趣的是，那人為林先生添入有如訟師

秘本中的四字修辭，是故事情節中打贏官司的關鍵，讓狀紙行文簡潔、緊湊

                                                                                                                                       
義下，其所保障的利益，不可任意被政府所剝奪。但賴和之所以使用「權利」做為行文用語，

則是因為當時的書籍皆已使用「權利」一詞。懶雲(賴和筆名)輯，〈善訟人的故事(彰化)〉，

收於李獻璋編著，《台灣民間文學集》(台北：台灣新文學社，1936)，頁112。 
 97 懶雲輯，〈善訟人的故事(彰化)〉，收于李獻璋編著，《台灣民間文學集》，頁104-123。 
 98 李獻章，〈自序〉，收于李獻璋編著，《台灣民間文學集》，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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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顯氣勢，人們洞悉官府習慣這套表述方式，以誇張方式，營造自己受欺，

被逼到絕路的弱者形象的表達方式，博取官府「主持公道」。這樣的思維方

式也可以在淡新檔案中得到實證。 

三、 訴狀的風格 

  這種習慣以「誇張」式訴狀風格的歷史記憶，其實在淡新檔案中有跡可

尋。99日本學者滋賀秀三很早就指出進入官府的紛爭，在開啟官司程序的事

件、呈遞給衙門的狀詞，在言詞表達、甚至內容上都呈現出不可思議的相似

性。從淡新檔案的訴狀書寫架構，或說是一種「說故事」的方式來看，小題

大作、誇張事實是閱讀檔案者的普遍經驗感。「誇張」目的在於達到「聳聽」

(即引起官府重視)效果的一種書寫修辭。100相較巴縣檔案的訴狀，淡新檔案

中的訴狀在文字修辭上充滿更多華麗誇張以及更多的套語，將自身的「慘境」

融入常人所熟悉的「情理」中，訴諸人際關係的重視與的衡平感中，強調自

己弱者受欺的形象，營造彼強己弱、彼惡己善的圖像，101訴諸對方的欺壓——

而非兩方當事者依據明確的法或權利提出主張——請求縣正堂主持公道，希

望沉冤得雪。102 

  對於訴狀風格呈現如此一致的原因可能有數端。首先是清朝人民並沒有

將案件分類的概念，並習於將事件都包裹在「暴力」外衣下提出，再加上訴

                                                      
 99 例如「刀筆一揮，平地變起風波；舌尖一轉，是非立見顛倒」這與前述民間故事用語，頗有異

曲同工之妙。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22408-1。 
 100 滋賀秀三，〈清代州縣衙門訴訟的若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檔案為史料〉，收於劉俊文主編，

《日本學者研究中國使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524、527。 
 101 陳韻如，〈帝國的盡頭——淡新檔案中的姦拐故事與申冤者〉(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84-87。 
 102 寺田浩明，〈權利與冤抑——清代聽訟與民眾的民事法制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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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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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最後成於官代書或訟師之手，便形成一種制式的書寫方式，使得訴狀風格

十分接近。103 

  為了具體呈顯官代書的書寫風格為何，檢證過去研究者的論斷，我由狀

式紙中的「作狀」欄位，挑選一份註記「便稿」與「繕稿」者，這部分認為

是由本人口述、代書筆錄的狀紙，比起「自(來)稿」、「自(帶)稿繕便」這類送

到官代書謄抄、蓋戳的狀紙，更可以看出官代書轉換口說為文字的敘事方

式。不嫌冗長，將《淡新檔案》極少數是「繕稿」的呈狀，迻錄如下： 

具催呈狀人鄭寶，年六十二歲，住中巷。抱告鄭炘，年二十四歲。為

姦黨允匿莫從傳訊乞准飭拘跟傳到案訊斷究還生死有依事。痛寶具控

林石頭聽棍林查某主謀，強兜留婦賣姦圖利等情一案，詞悉前呈，蒙

差傳訛等因。無如陳錦溪、陳勝與張真目將媳婦綢涼允匿在娼首林雪

嫂家姦嫖，而林石頭朝出暮入，差到不面，莫從傳訊。切思陳錦溪等

事非干涉，當日敢逞強奪留林綢涼，事經控案，蒙差傳訊，復敢允匿

嫖淫，視王法如草芥，欺藐孱弱，非蒙恩准拘陳錦溪、陳勝、張真目

併主謀林查某等跟出林綢涼及林石頭到案訊究追還，何能了結？似此

橫強，奪媳絕嗣，心奚以甘？勢亟哀乞 

大老爺為孱作主，恩迅飭拘訊究追還。陰騭如天。沾叩。104 

看來原告鄭寶在官代書筆下被描述為「姦黨」所欺之「孱弱」之人，對方「似

此橫強，奪媳絕嗣」，因而懇請「大老爺為孱作主」。即便出自官代書之手的

                                                      
103 堯嘉寧，〈官府中的紛爭解決——以淡新檔案觀察相當於今日新竹市之區域之案件〉(台北：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頁146。 
104 這是一樁光緒7年的逃妻案件，原告鄭寶控告林石頭將女兒許配給姪鄭氏為媳婦，卻趁媳婦林

綢涼歸寧時留置不放，指鄭寶買女為姦，雙方便開始遞狀互控，正堂雖飭差傳訊，但差役回

稟無法傳人到案，正堂斥責該役疲玩要求再傳，最後該案無下文。本案中還有一件在作狀上

註記「便稿」，本件也應是成於官代書之手，但本件內容較為簡單，是原告林石頭對於官府

未有所行動的催呈，希望趕緊糾集當事人對質。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21202-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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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狀，風格上與目前學界分析並無太大差異。官代書、訟師和做為讀者的縣

正堂(或幕友)，其實共處在相同的共享表達結構中。105 

四、 代筆之外的功能 

  當適度澄清「同籍相找」成說，以及瞭解呈狀多是官代書謄抄當事人的

自帶稿所作成的背景知識後，官代書主要功能不再是代筆，而是擔保狀紙內

容真實，以及掌握呈狀人的行蹤上。106 

  官代書對於自帶稿在極少數情形下會有不肯用戳的情形，在代書欄位上

浮貼一紙「詞內指明事由多繁，代書不戳」，縣正堂的批文也認為此呈「情

詞繁雜，聲敘不清，著即明白另呈察查，不得以無稽之詞任意砌瀆干究」107；

亦有民人呈狀遭到代書拒絕蓋戳，只好直訴縣正堂之例。108這類代書不肯蓋

戳的案件並不多見，絕大多數的情形，官代書對於來稿都會給與蓋戳認證，

甚至還有已經被縣正堂要求族房公親理處的家產糾紛，官代書仍舊為呈狀用

戳，遭縣正堂指斥「舊詞混蓋新戳」，109 

  官府面對狀紙未蓋代書戳記時，會予以斥責或要求補蓋外。110對於需要

                                                      
105  曾有呈狀縣正堂指為「呈內所敘，語不可解，代書能為繕寫，亦實文理未通」，這可能是官代

書文筆潤飾能力不佳，或只是照抄來稿，並沒有將來稿重新組合入事實邏輯中。在本案中，同

人所提出的呈狀，多次被縣正堂指為「語多費解」，自行提出的紅稟也被指「所敘不成句讀，

語亦難解」。因此我推測這些詞狀，可能是成於當事人之手。若推測無誤，這反應出一個現象，

即便具有書寫能力，但要能夠寫出一張令官府信服接受的狀紙，顯然還有一段距離。台灣大學

圖書館藏，《淡新檔案》22403-46、65、78。 
106 對於沒有代書戳記的呈狀，縣正堂有時會批示「著即補蓋代書戳記」，但這不表示官府拒收沒

有代書戳記的呈狀。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22402-2。 
107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22403-20。 
 108 「復經九月間，生以慘情呈訴，代書又不戳，無奈將呈攀叩仁  捧讀」。台灣大學圖書館藏，

《淡新檔案》32611-103、104。 
 109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22706-3、4。 
 110 王泰升主持，〈從淡新檔案觀察清治台灣官府法律之運作〉，頁76。 



   第二章  清治時期的代書樣貌  49  

 

傳訊當事人的案件，官府會命代書「跟交」具呈人，要求官代書將人帶到。

例如在檔案中「白查黃丙等前經妄稟，且有代書可跟，難得脫得逃訊」111。

有時官代書被命跟交當事人時，反而會被指控為對造幫兇。 

  光緒10年(1885)4月新竹咸菜甕庄一件家族內部祭祀公業的糾紛中，原告

鄭慶陞(鄭國棟)母鄭張氏曾先後出具兩份相互矛盾的呈狀，她先是出具手模

結狀指斥其子鄭慶陞「素好比匪，多行不義」，藉機誣控房親；另一份呈狀

卻改口稱「陞素慕急公好義，在家聽遣，扶倫正紀，家有不合義之事，每遵

祖母理諭」。這二份自相矛盾的的呈狀，使得縣正堂徐錫祉認定當中定有人

「冒名混遞」呈狀，112正堂隨即票差命為鄭張氏呈狀蓋印的粵籍代書戴上恩

跟交鄭張氏到案。113戴上恩調查後發現，戴先至「保家」黃古處，詢問鄭張

氏一案，黃古表示鄭張氏後來提出的呈狀，是鄭慶陞要他保認，非出自鄭張

氏本人意願；戴上恩又去詢問鄭張氏前呈的抱告鄭慶興，確認鄭張氏斥責慶

陞之事屬實。徐錫祉根據代書戴上恩的稟覆，認定鄭慶陞「冒遞」後呈，要

求差役夥同官代書戴上恩跟傳鄭慶陞到案。114雷聲大雨點小，鄭慶陞不僅未

到案，也未見徐正堂有何進一步行動，待新縣正堂彭達孫上上任後，鄭慶陞

抓住時機遞上催呈，呈詞中寫道： 

徐前憲復治竹邑，每致意善政澤民，平洋夷道，風息四境安寧。寧何

棟一家之爭，獨不如此？為懷奈告而不准，准而不傳，代書故意留難，

冤抑何伸？115 

鄭慶陞除藉機「挖苦」了一下前憲徐錫祉，先說他「善政澤民」，卻又不願

積極處理，另指自身「冤屈」難伸是代書從中作梗。為求取信於正堂，鄭慶

                                                      
 111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15412-65。 
 112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22706-10。 
 113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22706-11。 
 114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22706-14。 
 115 底線為筆者所加。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227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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陞調整策略，調整陳述內容，將砲火轉向前任官代書戴上恩，直指戴為長房

鄭六昌所收買，「瞞稟護昌」，說長房與「前代書扶同捏抵，希圖混稟脫准」，

116「所有情弊皆由前代書戴上恩而起」。117雖然鄭慶陞緊抓新憲交接時上催

呈，但縣正堂彭達孫、方祖蔭皆不採信鄭慶陞的所有說法，斥鄭慶陞「毋庸

辯瀆」。 

  由本案看來，官代書雖不支領官方薪水，縣正堂仍將官代書視為衙門差

役使喚，偕同差役跟交當事人，官代書在縣正堂的要求下，得負起協助官方

掌握呈控人的行蹤的功能。在稟覆中戴上恩以「案下代書」自稱，說明他自

己也亦知需為本案負責。當代書被命跟交特定人時，對方顯然也對該代書感

到不滿，為求官府准狀，便把對造與代書通同做為呈狀論述策略。當中雖不

乏胡亂指控的可能，反面來看，這也意味著官代書可能提供當事人訴訟策略

與建議。另外，戴上恩跟交當事人時，會先至「保家」(或稱「歇家」)處，

這是因為保家為外地人到縣城呈告時投宿的旅店，同時負有確認當事人身分

之責，官代書和保家應當互相熟識，保家也可替人生地不熟的當事人介紹官

代書，兩者關係密切，官代書跟交時往往先由保家著手。118 

 

  附帶一提，「代書」的角色，不能只是聯想到與訴訟的紛爭有關，只要

是向官府「稟事」，不免就會與代書接觸。例如退辦街庄正、承充總理隘首、

保領、僉稟哨丁勒索、請領丈單、斥革總理等，119都有，民間社會各階層人

                                                      
 116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22706-17。 
 117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22706-19。 
 118 在淡新檔案一件差役的稟覆中，也點出了官代書與保家的關連：「查許時行有赴前憲呈訴，

代書高連標、孫正邦蓋戳，定有認記保戳。應請憲恩，著令前代書高連標、孫正邦，並行跟趕，

以便稟訊。」(粗體為筆者所加)滋賀秀三，〈淡新檔案の初步的知識——訴訟案件に現れる文

書の類型〉，頁256、277。 
119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12227-3、16303-23、13219-12、14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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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包括具有功名的生員、貢生；120領有官府戳記的地方頭人如總理、保正、

街庄正；121民間有力人士如墾戶、業戶、隘首，122以及一般民人、佃戶、舖

戶、船戶等，123在其與官府的往來文書中，不論是使用狀式紙或紅、白稟，

都可見到代書戳記。由此看來，清治時期北台灣的代書雖然不多且集中在縣

城，由於與官府往來者各個階層的人士都含括在內。普遍說來，當時人應對

於官代書不會太陌生，由於代書接觸層面廣，加上普遍不識字的情況下，加

上清代文書有其一定的公文程式與用語，官代書是社會上熟諳此道之人，當

人民要與官府打交道時，代書在官民溝通上也應有所助益。 

第四節  契字中的代筆人 

在清朝治下的台灣人民，對於從事代筆的這類人物應不陌生。由於土地

買賣以締結書面契約為習慣，但識字之人無多，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與這類

替人代筆者接觸機會可說相當頻繁。在契約除稱代筆人外，亦以秉筆人、代

書人稱之。 

清治台灣下的契約文書末尾署名處，可見到代書人的署名。代書人或代

筆人在買賣契約中的角色，僅止於證明契字為真，對於其他事項，並不負絲

毫責任，有時還會特別註明「依口代筆」、「(在場)依口執筆」，124應是特別強

調契字內容與代書人或代筆人本身無關，只照當事人約定書寫。125代書人功

                                                      
 120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17301-102、17402-29。 
 121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17302-18、17404-132、12201-1。 
 122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17316-36、13202-1。 
 123 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11703-9、14203-20、11321-4、15203-1、15206-1 
124 台灣銀行經濟硏究室，《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4重印)，頁196、214、

382、511。 
125 鄭宏基，〈從契字看台灣法律史上有關土地買賣的法規範〉，頁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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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雖在替不識字之人代筆，長期下來，大抵契字皆須有代書人署名為常。126  

立契時雙方當事人得支付中人與代筆人的花紅禮金。根據日治初期日本

人調查，買主、賣主在負擔這筆契約費用上並不平均，一般說來，「中人禮」

比代筆費為高。這與中人在促成買賣上，以及買賣後如果發生紛議，負有出

面催討、仲裁、交涉之責有關，。在民間習慣生成的契約秩序中，中人扮演

一種使雙方產生互相信賴的基礎，特別是一般人民普遍不使用官府認證過的

「紅契」情形下，127中人反而成為締結契約所不可或缺者，也因中人在買賣

中負有相當責任，民間俗諺云：「一生不為仲，一生不為保，一生無煩惱」。

128中人責任既大，禮金似乎也相對較高。 

至於代筆禮的負擔與金額，台灣各地習慣不一。有買主、賣主各自負擔，

或共同負擔之例；費用方面，代筆報酬每百元50錢甚至8元都有，相差十餘

倍。以台南市的行情為利，平均是50-80錢，由賣主負擔；嘉義廳鹿仔草堡(今

嘉義鹿草鄉)代筆費用有1元乃至4元，由買主負擔；中北部如苗栗通霄一帶，

約2、3元，由賣主負擔。129總之，代筆費多寡不一，留有相當大的彈性，官

府從未介入，任由民間習慣。值得注意的是，代筆人／代書人與中人角色並

非截然二分，契字中可見「代筆並為中人」130，但大多數契字中，代筆人與

中人仍分隸不同人。 

至於對於民間社會契約文書的代筆人，官府對於他們並無任何干涉與管

                                                      
126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編，《台灣土地慣行一斑  第三編》(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印刷，1905)，

頁155-156。 
127 將契字投稅時需繳交百分之三的契稅，雖律例規定買賣契字需要投稅，但官府在審判中仍承認

白契可以做為證據之用。日治初期也認為在清政府時代，因「稅契例寬」，「民間有契，非招

之，恆不投稅」。〈業契待審〉，《台灣日日新報》，1899年7月19日，第3版。 
128 田井輝雄，〈雞肋集續(四)〉，《民俗台灣》3:2(1943.2)，頁22。田井輝雄即戴炎輝。 
129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編，《台灣土地慣行一斑  第三編》，頁157-162。 
130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灣私法物權篇》(台北：台灣銀行，1963)，頁535；台灣銀行經濟

研究室編，《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台北：台灣銀行，1963)，頁216、555、66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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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乾隆25年(1760)福建省雖曾頒布官定的典賣契式，要求省內治下人民一

體遵照，理由在於官員發現閩省詞訟，大半由於田產契字記載不清，因而紛

爭頻傳，例如閩省各地出典田產時，往往不立下契，因此出典人在取贖時，

由於沒有契字以為憑證，徒滋紛擾。有鑑於上述問題，為杜爭端，官府刊布

官定格式，官府頒布的契字型式與民間通行契約並無太大差異，只是特別要

求立典契時，需「一手繕寫二紙」，立上下契字，分交典主(承典人)、原主(出

典人)收執。131但省例規定缺乏執行力亦未被人民所遵守。在台灣當出典之

時，仍只由原主立一張典契並交付目的物，同時將上手契一併交給典主管

業。132契約文書中的代筆人或代書人，替人寫契字時，所依據的是民間不成

文、存在特定地域的民間習慣，有關土地買賣的官府成文規定似乎不在考慮

之列，例如官府雖明文禁止找洗習慣，禁止一再向原買主請求原價金之外的

價額，卻可見對賣業一再重找。絕大多數有關土地買賣的官府成文規定，毋

寧重視稅賦徵收與社會穩定，做為官員辦事準則的律例中，對於民間「戶婚

田土錢債」規範甚少，原則上不採取涉入態度。133如下章所述，此一情況到

了日治時期將有所改變，國家大舉對民間生活層面採取積極介入的結果，國

家法律取代民間某種共認的客觀性標準，成為代書人代為立契時所必須考慮

的依據，特別在土地買賣方面，民間習慣將受到相當程度的擠壓與改造， 

   

  除了漢人的代筆人、代書人之外，台灣因荷蘭人統治，為原住民族留下

了深遠的影響，在西拉雅族社會中擁有能拼寫母語的代筆人。荷蘭人傳教師

為新港社人創造一套羅馬拼音文字，即所謂的新港語，目前還可見到大約 150

                                                      
131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省例》，頁442-443。 
132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編，《台灣土地慣行一斑  第三編》，頁99-100。 
133 鄭宏基，〈從契字看台灣法律史上有關土地買賣的法規範〉，頁101-115；王泰升，〈台灣民

事財產法文化的變遷——以不動產買賣為例〉，頁339-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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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這類以拉丁化的新港語所寫成的文書，年代最晚的是 1813 年。當 1662 年

荷蘭人離開台灣時，台灣南部的「熟番」(平埔族)仍繼續使用這套拉丁字母

的表音文字來寫契約長達一世紀半。當他們與漢人簽訂土地契約時，原本屬

於如「贌」、「典」、「胎」、「找洗」、「杜賣」等等漢人土地利用習慣，仍曾使

用自己的語言拼寫契約；或以雙語對照的方式書寫契約，契字的右邊是由右

而左直書的中文，左邊則是自左而右橫書的新港文。1341759 新港社與漢人所

立的一張雙語典契中註明：「立番漢典契壹紙，付執銀主收炤」，契尾註明「代

書漢字人  陳愈謙(花押)」與「代書番字人  西日(花押)」，135番、漢代書各

自用自己的語言拼寫契約；由於與漢人往來密切，在契字中經常可見 taijsou、

taijsolang 一詞，此為福佬語「代書」、「代書人」的發音，136以外來語型式進

入新港文，成為新港社人的日常生活語彙。清治台灣初期的官員記述與方志

中，還可以番代書的身影，成書於 1717 年的《諸羅縣志》就記載了這群能

書「紅毛字」者的身影： 

習紅毛字，橫書為行，自左而右；字與古蝸篆相彷彿。能書者，令掌

官司符檄課役數目，謂之「教冊仔」。今官設塾師於社，熟番子弟俱

令從學，漸通漢文矣。137 

平埔族群隨著與漢人往來接觸日益頻繁，他們以契約方式約定各種土地使用

關係時，並非只由漢人代筆，熟番中逐漸有能書漢文者，現今留存的新港文

書中，還可見契約莫尾署名「教冊 施仔落」，並鈐蓋 seijarok 的羅馬字戳記；

單語契約中可見「taijsou karodal」下蓋有「新港社甲冊羅寧哦圖記」，或署

名「代書人 甲冊沙耒」、138，且新港社的番代書經常包辦番漢雙與契字的代

                                                      
134 周婉窈，《台灣歷史圖說》(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頁56-61。 
135 村上直次郎，《新港文書》(台北：捷幼出版社復刻1933年版，1995)，頁11、25。 
136 村上直次郎，《新港文書》，頁12、42、60。 
137 周鍾瑄纂修，《諸羅縣志．風俗志．番俗》，頁163。 
138 村上直次郎，《新港文書》，圖版XII、頁61、13、。 



   第二章  清治時期的代書樣貌  55  

 

筆工作，能以漢文書寫契字139。根據翁佳音、吳國聖對於新港社 8 張雙語典

契的分析指出：乾隆年間部分新港社人掌握漢文的能力似乎較當時入墾的漢

人農民為佳，就新港語與漢語在契字中的分布前後來看，至少有 2 張契字是

番語置前，甚至在一張漢契中註明「東西四至載在番字，明白為界」，最重

要的地界僅載於番契字。意味著雙語契字原本預設就是要寫雙語，而非漢契

字之附屬，新港語對漢人曾是優勢語言，部落中的番代書熟練地遊走於新港

語和漢語文之間。140在代筆角色之外，番代書還會扮演中人角色，在番語契

約中可見「taijso ping tioung lang 」(代書併中人)之例。141隨著漢語文的勢力

逐漸興盛，番漢語勢力翻轉，19 世紀初葉番語契字消逝，能操番漢雙語的番

代書亦不復見。 

 

  清治時期的台灣，不論是漢人或是平埔族社會中，都存有「代書」這個

角色，在鄉里間有著不少替人代寫契字的代筆人。但這些代筆人或代書人是

否發展成為民間一種職業則有待考慮。日治初期《法院月報》在報導全島代

書人人數時，提到自清治以來，民間「契字作成殆賴代書人之手，應有不少

人以之為業」。142地方識字階層，應有不少是基於情誼而為之代筆，若如日人

所言，即便有以此為業，可能只是局部地區的現象，或是以現時的狀況，對

過往情形一種推想。代書要於民間社會中做為一個普遍性職業，與國家力量

對於民間的滲透與影響成正比，代書「業」的成立，得待進入日本統治，國

                                                      
139 在新港社番與向漢人找洗的一分雙語契字中，在漢語部分即可見「漢字代書併為中卓家朗哦」

字樣，明顯指出漢字部分契字出自新港社番代書之手。村上直次郎，《新港文書》，頁35、137。 
140 翁佳音、吳國聖，〈新港文書研究：典契的解讀與格式〉，頁24-25，台南縣政府主辦「建構

西拉雅 ——2005 台南地區平埔族群學術研討會」 2005 年 12 月 17-18 日。檔案下載：

http://siraya.tnc.gov.tw/modules/mydownloads/singlefile.php?cid=1&lid=5。 
141 村上直次郎，《新港文書》，頁25 
142 〈彙報．全島代書人數〉，《法院月報》1:6(1907.11)，頁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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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與民間社會的關係有了相當大的轉變之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