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鳳山八社番社共有地權制度之演變 
 

在誘致性制度變遷模型中，技術決定論者是將技術改變視為制度變遷的開

端，而Hicks誘發性技術變遷基本論點是人口增加促使生產技術的改變。當人口

稀少而土地無限時，土地相對於勞力稀少性的比例是很低，從野生動植物獲得食

物是最佳的技術，此為獲取食物的最低成本，當人口增加時，會突顯土地稀少性，

如果狩獵採集是唯一的糧食生產，則在有限的土地將很難增加食物供應；當農業

生產技術改變時，人類在相同土地資源下方能以較低的成本生產較多的糧食，故

Hicks指出生產技術的進步，驅使原始狩獵採集方式轉為尋找增加可用動植物再
生產的方式。 

 

漢移民移入屏東平原，屏東平原人口密度增加，土地相對成為稀少資源，漢

移民帶來農業生產技術並大量開墾荒埔地，使鳳山八社面臨生產型態及生產技術

變革之壓力，此種狀況會促使番社在傳統領域內建立排他性財產權。以當時番社

在經濟上屬弱勢地位，財產權的分配與保護，端賴官府的介入方能獲得保障，故

清廷的功能是提供法律，官府的干預可以補救制度供給的不足，其以強制手段壟

斷制度安排，強制推行誘致性制度變遷過程所不能提供的制度安排。本章將以上

述架構，分析鳳山八社番社地權由傳統共有型態逐漸形成地權私有化之過程。 

第一節   漢移民增加與番埔地的開墾 

    Binford認為，在特定區域內，不同的社會文化團體產生不均衡，從接受遷

徙地區的觀點而言，移民團體的遷入會擾亂該地區人口密度均衡，人口密度增加

後，會減少資源存量，使遷入地區造成生存壓力，有益於發展提高生產力的方法。

是以，漢移民的增加，致使大量番埔地流失成為民地，限縮鳳山八社傳統經濟活

動空間，土地漸次成為稀少性資源，故原本沒有建立財產權的狩獵採集生產方

式，於是建立私有制的財產權。 

一、鳳邑漢移民的增加及鳳山八社番丁數 

    Diamond 基於人口增加及遷移的觀點，認為人口密度增加，需要更多農產
量。因野生動植物資源日漸稀少，維持狩獵生計日益困難，當須改進生產技術，

特別是狩獵採集族群與定居農耕族群同時存在的地區，狩獵採集族群在一段期間

適應農耕生活時，最後也會成為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在清治時期，有關鳳邑之

番漢分布、漢移民人口數及鳳山八社番丁數，正可說明原屬鳳山八社狩獵採集之

番埔地，因漢移民的開墾，成為民地，使番地成為相對稀少性，而導致傳統共有

地權型態之變遷。 

〈一〉鳳邑番漢分布情形 
    清朝臺灣府所轄之縣級行政區域，區域內轄有里、保、莊、鎮及社，里、保、
莊、鎮皆漢人所居，社則土番處焉。漢人聚落在府縣所在地者為城，以工商業者



為中心者為街，從事農業者所居者為庄。〈戴炎輝，1998：351〉康熙 23年〈西

元1683年〉，鳳山縣原轄七里、二保、六莊、一鎮、十二社，1康熙58年〈西元

1719年〉，於鳳山八社領域，復設港東、港西二里，一般漢番分布以淡水溪為界，

溪以北漢人居之、溪以南土番處焉。當時鳳山自縣治北抵安平鎮等處，風俗略與

郡治同。由縣治南至金荊潭一帶，稍近喬野。自淡水溪以南，則番、漢雜居，而

客家族系人口特別多。〈陳文達，1719：3、25、80〉。 

 
    事實上，康熙 33 年，屏東平原除鳳山八社外，只有一個漢庄，稱為萬丹民
社，附近一帶已有漢人，以東港溪為界畫分為淡水港東里和淡水港西里，並各設

十八甲。（高拱乾：192、366、477－478）鳳山縣里莊內以工商業者為中心而設
街者，康熙中期，在縣治內有興隆莊街，竹橋莊內有下陂頭街。康熙 58年〈西

元 1719年〉，於港西里始設新園街與萬丹街。〈陳文達，1719：26-27〉由於漢移

民的增加，乾隆 25年〈西元 1760年〉，在港西里設阿里港街、在阿猴社社址附

近設阿猴街，於港東里設嵌頂街，下淡水巡檢司公館設在嵌頂街；〈王瑛曾，1764：

32〉自乾隆25年至光緒20年，港東里增設潮州莊街、東港街、下林仔邊街、枋

寮街及水底寮街。〈盧德嘉，1894：139〉由上述得知，至康熙末期以後，已有漢

移民入墾屏東平原鳳山八社領域，並陸續在乾隆25年以後，設立多個漢人街庄，

這些街庄曾經是鳳山八社傳統領域範圍，由於漢移民的移入，成為漢人商業活動

及農業開墾聚居之處，而其附近土地紛紛被開墾成田園。 

 
〈二〉鳳邑漢人人口數 

臺灣自康熙 23年〈西元 1683年〉歸清朝統治以後，朝廷惟恐臺灣成為奸民
犯罪之地，在政治上，復擔心臺灣又成為漢人反抗清政權的根據地，因而實施海

禁政策，禁止漢人偷渡來臺，康熙 40 年以後因渡台禁令漸為鬆弛，偷渡者日益
增加，禁令成為具文，肇致內陸人民偷渡來台接踵而至，且多私自越墾荒蕪番地。

（宋增璋，1980：126）於是康熙 51年覆准：「內地往臺灣之人，該縣給發照單。
如地方官濫給往臺灣照單，經該督、撫題參一次者，罰俸六月；二次者，罰俸一

年；三次者，降一級留任；四次者，降一級調用。如有良民情願入臺灣籍居住者，

令臺灣府、縣查明，出具印文，移付內地府、縣知照，該縣申報該道稽查，仍令

報明該督、撫存案。若臺灣府、廳、縣官不行查明以致姦宄叢雜居住，經該督、

撫查出題參，照隱諱例議處。」〈清會典臺灣事例，1899：30〉此項大陸內地人

民須經地方官准許方得來臺，否則官員應受罰俸、降一級留任或降一級調用處罰

之律令，在往後雍正 7年、乾隆元年、26年、49年、53年及嘉慶 5年皆三令五
申重覆規定，直至光緒元年才悉予解除。2 

 
清朝依循明朝之戶口調查制度，以五年為期查定編審，以寓重民數而正戶籍

                                                 
1 除鳳山八社屬熟番社外，另外四社屬歸化生番社，但不屬於西拉雅族番社。 
2參《清會典臺灣事例》，頁 30、31、149、150。 



之意，臺灣入清版圖後於康熙30年實施戶口調查，爾後五年重新查定。康熙52

年，詔告各省，以康熙 50年所查定之丁口數為常額，茲依據王瑛曾之《重修鳳

山縣志》、余文儀之《續修台灣府志》及《福建通志臺灣府》所載鳳山縣人口數，

分別以康熙 23年、50年、乾隆26年、嘉慶 16年及光緒20年為期，整理如表

4-1。而據清朝律令：凡有家眷者為一戶，男子年至十六者為成丁，婦孺為口，

寄寓者不編入在臺之丁口數。由表4-1得知，康熙23年鳳山縣丁數3,496，康熙

50年丁數 4,078，僅增加582丁，近三十年期間，男丁數幾未有增加，或許是實

施海禁政策之原因；再者「閩、粵二省濱海州、縣之民，從前俱於春時往耕，西

成回籍；隻身去來，習以為常。」，當時移民如為偷渡者，丁男流落四方，調查

戶口甚難，自康熙51年以後，大陸內地人民移入臺灣，改採許可制，乾隆25年，

復解除攜眷禁令，偷渡情形漸緩，戶口之調查較為精確，乾隆26年〈西元1761

年〉，鳳山縣之人口數123,237人，嘉慶16年〈西元1811年〉，人口數184,551

人，及至光緒20年〈西元1894年〉，鳳山縣人口已達393,456人。 

 

    光緒20年，鳳山縣人口數近40萬人，分布在十四個里中，其中原屬於鳳山

八社領域之港西里及港東里之總人口數161,056人，約占當時鳳山縣總人口數的

40%。而以當時屏東平原面積 1,600 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約有 100 個漢人
居住。 

表4-1鳳邑各時期之人口數 
   時期╲縣別 
 

人口數     備                註 

康熙23年 

〈西元 1683〉 

3,496 

〈2,445戶〉 

僅限年滿16歲以上之男丁 

康熙50年 

〈西元 1711〉 

4,078 

〈2,445戶〉 

僅限年滿16歲以上之男丁。乾隆12年，

臺灣才正式實施「攤丁入畝」，當時係以

康熙50年之丁數賦額為課稅總額。 

乾隆26年 

〈西元 1761〉 

123,237 

 

乾隆28年,含男女大小丁口數 

嘉慶16年 

〈西元 1811〉 

184,551 均含男婦大小戶口 

光緒20年 

〈西元 1894〉 

393,456 

〈73,719戶，男211,111

丁，女 182,345口〉 

其中港西里有108,928人，港東里有52,128

人，兩里約占鳳山縣總人口數的 40%。鳳

山八社領域劃歸港西里及港東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下列文獻： 

1.王瑛曾（1764），《重修鳳山縣志》卷四田賦志戶口，頁107。 

             2.余文儀〈1762〉，《續修台灣府志》，頁249-251。 

             3.《福建通志臺灣府》，頁 149-151。 

             4.盧德嘉〈1894〉，《鳳山縣采訪冊》，頁11-15。 



〈三〉鳳山八社番丁數 

康熙23年鳳山八社男女老少總人口數為3,552人。清朝初期，由於連年戰亂，

各地人丁銳減，清朝為確保徭役的供應，就「以亡丁之差加之孓遺之民」。貧丁

無力承擔繁重的丁銀，只好逃亡，因而應役人丁更少，清朝再將逃丁的丁銀加在

尚在的人丁身上，丁稅更加苛重。故為穩定人丁不再逃亡，以確保賦役收入，穩

定社會秩序，鞏固帝王統治，康熙51年（西元1712年），清朝頒布「盛世滋生

人丁永不加賦」的詔令，康熙在諭旨中指出：「今海宇承平已久，戶口日繁，若

按見在人丁加徵錢糧，實有不可。人丁雖增，地畝並未加廣，應令直省督撫，將

見今錢糧州內有名丁數，勿增勿減，永為定額。其自後所生人丁，不必徵收錢糧。」

〈梁希哲，2001：196-197〉執行盛世滋生永不加賦之規定，係以康熙 50年丁卌

所載之丁為定額數。〈王瑛曾，1764：106-107〉依清朝律令，番地免課正供（錢

糧或地稅），初期僅對番人〈含番丁及番婦〉課番餉，雍正4年以後又免除番婦

口餉，僅課番丁餉，而康熙50年鳳山八社番丁數有1,748丁。 

 

康熙55年鳳山八社男女老少總人口數為4,345人，乾隆2年番丁數為1,748

丁，係以康熙50年丁卌所載之番丁為定額數，故在乾隆以後清朝文獻對於鳳山

八社人口統計，皆一律統計1,748人，此數據僅代表課徵番餉之定額數，稱為課

餉番丁數，不代表鳳山八社實際之總人口數，詳如表4-2。 
 

表4-2 鳳山縣西拉雅族番社之番丁數〈課稅單位數〉 
                                                         單位：男丁數 

    社 別 
時 間 

上淡

水社 
阿猴

社 
搭樓 
社 

大澤 
機社 

下淡 
水社 

力力 
社 

茄藤 
社 

放索 
社 

合 計    備       註 

康熙 23年 

（西元 1683） 

 

     
 501 

     
 326 

     
 499 

     
 153 

     
 558 

     
 322 

     
 574 

     
 619 

      
 3,552 

含男婦老幼 

康熙 50年 

（西元 1711） 
 237  161  234   98  292  160  280  286  1,748 限男番，清朝並以康

熙50年番丁數之課稅
總額，為以後每年課
徵番餉之數額。 

康熙 55年 

（西元 1716） 
         4,345 含男女老少番 

乾隆 2年 

（西元 1737） 

237  161  234   98  292  160  280  286  1,748 課稅單位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下列文獻： 

          1.高拱乾（1694），《台灣府志》，頁129、130。  

          2.陳文達（1719），《鳳山縣志》，頁65。 

3.范咸（1746），《重修台灣府志》，頁193。 

 



清治時期，對於鳳山八社社番人口數，除在康熙 55年有統計數外，爾後並

未做實際調查。日據初期殖民政府曾於明治36年（西元1903年）針對阿猴廳熟

番庄做過戶口調查，依表4-3顯示，居住於鳳山八社領域行政區屬港西上里、港

西中里、港西下里、港東上里、港東中里及港東下里之熟番庄，共計39個村庄，

總計2,170戶，男6,267人，女6,681人，社番人口數合計12,948人。從表中得知，

加蚋埔、餉潭庄、新隘簝庄、番仔厝庄、高朗朗庄、老碑庄、新社君英庄、下溪

圳庄、赤山莊、新厝庄、荖廳林庄及糞箕湖庄等熟番庄為社番人口較多之地區，

清朝為實施教化工作，雍正 12年，臺灣道張嗣昌建議在各社社址設土番社學，

各置社師一人，以教化番童；〈王瑛曾，1764：182〉有關教化工作，一直延續

到光緒年間，如光緒元年，臺灣道憲夏獻綸在社番人口較多之港西里杜君英莊、

加獵埔莊、北勢寮莊與港東里枋寮莊、糞箕湖社及赤山莊，設番社義學。3〈盧

德嘉，1894：161-162〉 

 

日據初期將下淡水溪以南及林邊溪以北之屏東平原，劃入阿猴廳之行政區域

範圍，實施戶口調查時，將居住於屏東平原之鳳山八社社番稱為「熟番」，從表

4-3阿猴廳熟番庄戶口表有關鳳山八社社番人口數及分布地區，據以繪製清朝晚

期（日據初期）鳳山八社社番人口分布圖，從圖 6顯示，在 39個熟番村庄中至
少有 33 個村庄，皆位於屏東平原東邊緊鄰中央山脈之沿山地區，今之高樹鄉、
鹽埔鄉、內埔鄉、萬巒鄉、新埤鄉及枋寮鄉。依當時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生計之農

村社會，由該圖似可說明，在清朝末期，絕大多數社番在平原上已無田園可耕，

或在平原亦無番租可收取，此種情形對照圖 7清治時期鳳山八社番租分布圖（參
第四章第四節），在乾隆、嘉慶及道光時期，番租分布區主要仍在平原地區，即

今之美濃鎮、里港鄉、九如鄉屏東市、萬丹鄉、竹田鄉、潮州鎮及崁頂鄉等地帶，

而上述地區既然有番租分布，該地區當然亦為社番居處之空間。惟至清朝末期，

絕大多數社番卻居住於沿山地區，故可以解釋，原居住於平原的社番，在道光以

後，為謀生計，只能往東邊沿山一帶遷徙，致使鳳山八社社番分布在東部山區之

原因。 

 
表4-3 阿猴廳熟番庄戶口表 

                                                調查時間：明治 36年 

  人  口  數   里     名 

 

熟 番 社 名 戶 數 

男 女 

合 計  備      註 

  隘簝庄 13 30 42 72 沿山附近（高樹鄉）  
   加蚋埔 130 394 333 727 沿山附近（高樹鄉） 

                                                 
3至於土番社學，於光緒年間，在港東、港西二里，仍設八處番社學：如大餉營社一處、向潭社
一處、放索社一處、蜜婆山社一處、溝仔墘一處、漏陂莊一處、舊隘寮社一處、舊寮社一處。〈盧
德嘉，1894：164〉 

  



  舊庄 48 140 149 289 沿山附近（高樹鄉） 

  青埔尾庄 24 59 75 134 舊稱阿拔泉庄 

沿山附近（高樹鄉） 

 港 西 上 里 

 

  田仔庄 60 151 167 218 舊稱舊南勢庄 

沿山附近（高樹鄉） 

  高朗朗庄 92 293 282 575 沿山附近（鹽埔鄉） 
  新隘簝庄 125 346 357 703 沿山附近（.內埔鄉） 

  番仔厝庄 105 293 321 614 沿山附近（.內埔鄉） 
  頂大新庄 22 58 64 122 在番仔厝庄附近（.內埔

鄉） 

  下大新庄 78 223 225 448 在番仔厝庄附近（.內埔

鄉） 

 
 

 港 西 中 里 

 
 

  舊大新庄 23 54 63 117 在番仔厝庄附近（.內埔

鄉） 
  番仔埔庄 35 83 93 176 沿山附近（萬巒.鄉） 
  茄冬仔庄 32 79 69 148  
 新東老埤庄 151 556 613 1,169 沿山附近（內埔鄉） 
 新杜君英庄 38 117 144 261 沿山附近（內埔鄉） 
  中林庄 62 173 103 376 沿山附近（內埔鄉） 

  頂溪圳庄 18 54 51 105  
  下溪圳庄 93 268 279 547  
  舊溪圳庄 7 18 15 33  

 
 
 
 

  
 港 西 下 里 

 
 

  四隘寮庄 45 147 98 245  
  萬金庄 139 427 451 878 沿山附近（萬巒鄉） 
  赤山莊 112 391 457 848 沿山附近（萬巒鄉） 
  加匏郎庄 63 181 189 370 沿山附近（萬巒鄉） 
  新厝庄 111 281 282 563 沿山附近（萬巒鄉） 
  荖藤林庄 89 232 277 509 沿山附近（萬巒鄉） 

 
 
 
 港 東 上 里 

  新置庄 51 117 128 345 沿山附近（萬巒鄉） 
  萬瀧庄 32 69 74 143 沿山附近（新埤鄉） 
  餉潭庄 68 209 260 469 沿山附近（新埤鄉） 
  糞箕湖庄 52 147 155 202 沿山附近（新埤鄉） 
  獅頭庄 36 120 123 243 沿山附近（新埤鄉） 

 
 
 
 港 東 中 里 

  葫蘆尾庄 14 33 24 57 沿山附近（新埤鄉） 
  蜈蜞滿庄 10 27 21 48 在內簝庄附近（.枋寮

鄉） 

 
 
   頂營庄 16 58 21 72 沿山附近（.枋寮鄉） 



  內簝庄 17 41 34 84 沿山附近（.枋寮鄉） 
  中庄 25 71 45 116 沿山附近（.枋寮鄉） 
  新開庄 44 154 82 259 沿山附近（.枋寮鄉） 
  大餉營庄 44 118 125 268 沿山附近（.枋寮鄉） 
  隘簝營庄 38 86 140 199 沿山附近（.枋寮鄉） 

 港 東 下 里 

 
 

  瓦瑤新庄 19 49 115 164  
   總    計    39 2,170 6,267 6,681 12,948  
說    明：本表有五個庄，其男女人口合計數有些微錯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現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4254，番號 59《熟
番庄戶口表》，頁 42540590496~497）。 

 
 
 
 
 
 
 
 
 
 
 
 
 
 
 
 
 
 
 
 
 
 
 
 
 
 
 
 



 
 
 
 
 
 
 
 
 
 
 
 
 
 
 
 
 
 
 
 
 
 
 
 
 
 
 
 
 
 
 
 
 
 
 
 
 

圖6清朝晚期（日據初期）鳳山八社社番人口分布圖 



繪製說明：本圖有關日據初期鳳山八社社番分布地點，係對照下列《現藏臺灣總督府公 
文類纂》資料繪製而成： 

1.檔號：4404，番號 3，《調查既未濟圖港東下里第二派出所》，頁
44040030006；番號 8，《調查既未濟圖港西下里內埔派出所》，頁
44040080009；番號 14，《調查既未濟圖港東下里第一派出所》，頁
44040140011。 

2.檔號：4410，番號 6，《調查豫定甲數其他令達阿猴派出所》，頁
44100060033；番號 8，《調查豫定甲數其他令達阿里港派出所》，頁
44100080044；番號 20，《調查豫定甲數其他令達臺南外一派出所》，
頁 44100200106。 

 

二、漢移民開墾鳳邑番埔地之情形 

明末清初，大陸內地過勝的人口壓力，因東南省份沿海土地貧瘠，耕地作物

收穫不足供養，常年災歉加上賦稅徵收孔急，驅使大批漢人移民，渡海來臺開墾

「番埔地」，此種情形如同《春明夢餘錄》所描述的情境：「閩省海儒〈註：偏

遠之水邊地〉，地如巾帨，且沙礫相薄，耕亦弗收，加以年荒賦急，窮民緣是走

海如鶩，長子孫於唐市，指窟穴於臺灣」。4當時移民之特徵，農業性移民、貧

窮及性別比例懸殊。明末以來漢人移民臺灣，主要是基於經濟因素，如明天啟崇

禎年間，大陸福建全省凶歉，鄭芝龍獻策，移饑民數萬至臺灣，每人給銀三兩，

三人分配牛一頭，開墾荒地。同時間荷蘭人佔據臺南附近，亦獎勵移居漢人開墾，

其陂塘堤圳修築費用及耕牛農具種仔，皆由荷蘭人資給。〈臺灣文化志中卷，330〉 

 
自康熙 23年〈西元 1683年〉歸清朝統治以後，清廷惟恐臺灣成為奸民犯罪

之地，實施海禁政策，康熙 40 年以後因渡台禁令漸為鬆弛，偷渡者日益增加，
禁令成為具文，肇致內陸人民偷渡來台接踵而至，如康熙 49年臺灣知府周元文

所敘述：「閩、廣之梯航日眾，綜稽簿籍，每歲以十數萬計」。5依《重修台灣

府志》記述，大陸移民每年約有十幾萬人開始湧入臺灣，6當時臺灣仍僅置一府

三縣，即臺灣縣、諸羅縣及鳳山縣，僅就漢人在鳳山縣之墾佃情形，說明如下： 

 
〈一〉漢移民開墾番埔地須先申領墾照 

    清朝自順治 6年起，對於人民申報荒地開墾，由官府發給執照，准予作為永
業，而對於墾荒者給予牛具、籽種資助，對於著有績效之地方官員，分別給予敘

獎。初期清廷對於臺灣之番地、四川之夷地及雲南之苗地等地，一律禁止開墾，

〈岡松參太郎，1910：155-157〉然因內地閩、粵移民湧入，無法制止農耕移民
開墾荒地，官府為調和漢移民階級及熟番社會之利益，避免各番社土地漫無止境

遭受侵墾，遂採「許可制」規制漢人開墾各番社番埔地事宜，從康熙 43 年鳳山

                                                 
4《春明夢餘錄》收錄於黃叔璥〈1722〉所著之《臺海使槎錄》卷一赤嵌筆談，頁2。 
5參周元文〈1710〉，《重修台灣府志》卷十藝文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六
六種，民國四十九年，頁 112。 
6此一說法似有言過其實，應指某一段期間，移入臺灣的漢人相當多之意思。   



縣知縣宋永清發給港西上里墾戶蔡俊之墾照，其核發過程及內容規定如下。 
 

鳳山縣正堂宋永清知縣發給港西上里墾戶蔡俊之墾照 
「提出人  黃修甫 

福建臺灣府鳳山縣正堂宋  為懇天恩准給墾裕課事，據蔡俊具稟前事詞稱：切俊查

得上淡水港西里土名濫濫搭樓茅有荒補壹所。東至麻網坑、西至崙下、南至大潭底、

北至柳仔林，概係青埔，並無他人開墾在先及為礙番佃人等田園，俊茲欲募佃前往

開墾，但未經請懇不敢擅便，理合稟請叩乞恩准給墾，俾得募佃開墾上供國課，下

資自家沾恩叩等情到縣，據此，業經行據該通事管事查覆無礙，除給墾外合就出示

曉諭，為此示仰濫濫搭樓茅附近番民○○○○○○該墾戶蔡俊請墾該里草地，照依

四至聽其○○○○○墾輸課，不許附近勢豪及○○○○○○有誤國課，該墾戶○○

○○□混爭致啟訟端于咎未便特示。 

                           發上淡水濫濫搭樓茅曉諭 

康  熙 肆拾參 年 拾壹 月 初四 日給」（現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

4415，番號 26，《關於阿猴廳大租舊記書類》，頁 43150260183。） 

 

1.由各縣正堂（知縣）發單 

    在大陸各省，民間報墾荒地，係由省撫部布政使司核發墾照。臺灣遠隔海外，

臺灣府所轄之臺灣縣、諸羅縣及鳳山縣境內，漢人申報荒埔地開墾，直接由該縣

知縣發單，發給墾照予墾戶。 
2.須載明荒埔地四至範圍及墾戶姓名 

    墾照須填載四至界址如東至麻網坑、西至崙下、南至大潭底、北至柳仔林，

並載明墾戶姓名。         

3.承墾荒埔地須未經他人報墾及未侵擾社番田園 
    所謂「荒埔地」係指未經使用之無主土地，故私墾有人管業之土地，仍交原

業主管耕繳納錢糧。為禁止漢移民承墾已有管業之民地，及擅自侵墾番社土地，

肇致番漢爭訟或社番流離失所，以致「番不聊生」，清律規定申請墾照須經公告

五個月，徵求原業主提出異議。故為確實了解墾戶申報墾地範圍，有否確係荒地，

在核發墾照之前，倘經番社通事、土目實地面踏查覆無礙番地，鳳山知縣即發給

墾照並公告週知。 

4.限期墾竣並陞科 
    「陞科」或稱「正供」，意指向官府繳錢糧或地稅之意，承墾後陞科年限，
自順治以來迭有延長，如順治 2年，原荒之地，三年後陞科；康熙 10年限四年，
11 年則限六年陞科；雍正元年以後，規定田開墾期間為六年，六年後即向官府
繳納錢糧，園則規定十年。 

 
臺灣土地的開墾，初期是以墾戶制度為中心，所謂墾戶是指向官方申請開墾

執照的有力之家，因多數墾戶申請開墾土地四至範圍相當遼闊，無法自行開發，



官府又規定須限期開發成田園，墾戶只好招佃開墾，以業主身分，和佃戶簽立「佃

批約」，由佃戶自備工本前往開墾，開墾初期，收成不穩，業主和佃戶以分成收

租方式如「一九五抽的」，業主抽收全年作物所得 15﹪，俟開墾成熟田後，才改
為定額租方式，－甲水田繳納六石至八石（一石約 100 斤，即 60 公斤）。康熙
43 年（西元 1704 年），已有漢移民蔡俊向鳳山縣宋永清知縣請領墾照，開墾港
西里上淡水社領域荒（番）埔地，該地原屬青草荒蕪之地，依清律規定，先前只

要無人開墾，且非社番佃耕之地，經蔡俊招眾佃開墾成熟田，即屬民地，須向官

府繳納正供。漢移民開墾番埔地歷經康熙、雍正及乾隆初期，原為鳳山八社領域

土地之港西里及港東里，紛紛成為漢人土地，番社領域範圍逐漸限縮。 

 
〈二〉不在鄉業主置公館設管事招佃開墾收取租業 
    鳳山縣縣治原在興隆莊（興隆里），離臺灣府城80餘里，鳳山縣，分營曰
南路。清初設縣之初，土地寥曠，歷任鳳山知縣及文武官員大多僑居臺灣府城。

康熙60年（西元1721年）朱一貴之變後，文武職官才前往興隆莊縣治辦公。〈王

瑛曾，1764：5〉乾隆51年（西元1786年），因林爽文之亂，同黨莊大田攻陷

縣城，53年平定後，縣治移至大竹里陂頭街。〈盧德嘉，1894：1〉 

 

    我國自古以農立國，農業經濟社會，農地是唯一的生產工具，亦為累積財富

及代表社會地位的象徵，商賈出外經商致富，回鄉購置田產，方能顯示衣錦還鄉；

地主富豪前往外鄉請墾荒地，投資租業，為我國農村社會地主階級經營田業的固

有習慣。是故獎勵開荒為雍乾二朝積極之農政措施，地方縣官為挹注府庫，對於

富豪大戶或有力之家請墾拓荒及投資買賣租業，基本上是給予保障的，如此亦可

增加稅收。 
 

    據《鳳山縣志》的記述，請領墾照招佃開墾鳳山縣的墾戶，居住在臺灣府城
者約有七、八成，正好配合清初康熙年間歷任鳳山知縣都在府城辦公，業戶（墾

戶）就近以穀粟向官府納糧，官民兩相稱便。7墾戶在當地設館或堂號請管事招

佃開墾鳳山八社領域番埔地，並代為收租，長期下來，許多業主往往只知每年收

租數額，不知田園大小及坐落，對業主而言，土地產權已變成一種租業，不再是

生產因素，業主在計算財產時，則以某塊土地所能抽收租栗作為計量標準，而不

是以畝數或甲數來衡量家產之多寡。上述情形在鳳山八社番契或地契中常有記

載，如編號 2（參附錄一）乾隆 40 年薰重館業戶黃仕珍、黃起鳳出本招佃合墾
搭樓社溪埔圓及茄藤社荒埔地，編號 32（參附錄三）康熙 46年何周王招得傅如
鐸、傅成宿等開墾下淡水社，並請眾佃中一人為管事並代為收租，編號 98（參
附錄八）嘉慶 2年由住府城的陳瑞記承買薰重館業戶黃仕珍等位於茄藤社領域之
大小租業，編號 102（參附錄八）道光 3年由陳利春號承買位於力力社領域之租

                                                 
7「居郡城者十之七、八焉；正供概係本色，開徵之後，就府治催此，民之輸將更便、官之催科
不煩」。〈陳文達，1719：13〉   



業，編號 105（參附錄八）同治 6年蔡義榮堂承買位於力力社領域之陳振泰堂租
業，編號 108（參附錄八）光緒 2年台邑郡內黃耀記承買位於力力社領域黃景時
之租業。故不在鄉漢業主以「館」、「堂」或「號」為名招佃開墾者，在搭樓社、

下淡水社、力力社及茄藤社領域內均有開墾實例，上述大業戶中，黃仕珍、黃起

鳳及黃耀記，屬居住在臺灣府城之知名大業主，「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彙編」及「現

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案等資料，常有他們向官府請領墾照或取得社番墾批

契而在港西里與港東里招佃開墾的足跡。 
 

通常不在鄉業主都會在當地設租館置管事收租，如未在當地置管事，則現耕

佃人只知田主不知業主，部分田主有抗繳業主大租之情事，因而發生業主權糾

紛；由本研究搜集之契約，雖無類似記載，但是從下列之日據時期總督府檔號中，

在咸豐8年，鐘召棠承買港西里中庄林李氏大租田業一所，並已完成過戶繳納稅

契在案，因陳瑞泰串通邱鳳翔假造上手契矇混收取大租，各佃遂藉此抗繳鐘召棠

大租，本案田園經鳳山知縣羅憲章8判定原為林孟良（林李氏）租業，非屬林孟

德叛產，本租業既已賣給鐘召棠，眾佃原向林李氏繳納大租者，應按年繳納給鐘

召棠，不得故意拖延抗租。又屏東平原河流交錯，遇有水崩，幾年後浮復，他人

自備工本開墾成業後，因而有人冒充業主收租，或造成原業主與現業主之糾紛，

如港西上里許廷光、許汝州及顏桂秋常被控訴冒充業主而被申告，港西下里田主

張添壽有私謀不在業主黃慶甫業主權之糾紛。 

 

拖欠抗租 

「即補分府鳳山縣正堂加十級紀錄十次羅           為 

出示歸管諭佃交納事，本年九月二十六日據港西里新北勢庄同知御即補訓導鐘召棠稟

稱，咸豐八年間用價明買林李氏港西里中庄地方大租田業一所，經已過戶稅契完供割

串，併蒙出示歸管在案，時因陳瑞泰串通邱鳳翔假造上手無用之契出頭混控爭收，  憲

臺恐滋事端致沐出示封收候訊，陳邱自知理短不敢到案，各佃遂藉此抗租，連年賠繳正

供，悉已照□交清，現際冬成倘眾佃仍□□藉口延欠是棠明買林李氏之業，稟請迅賜查

案出示諭佃交收歸管等情，據此案查逆匪林恭案內有股首林孟德名下抄封叛產田園，業

經前縣暨本縣先後諭飭胥差內丁封收在案，茲據前情查鐘召棠承買林李氏產業即係林孟

良之業與林孟德無干，除飭內丁胥差將林孟德田園查收外，合行出示歸管諭佃交納，為

此示仰港西里中庄大新庄等庄諸佃戶人等知悉爾等，如有應納林李氏大租糖榖者，該氏

租業已經賣與即補訓導鐘召棠承管，自應按年完納清□，不得短欠，如敢藉延抗欠，一

經查出或被指控，定行拘追不饒，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曉諭 

咸  豐 拾 年 玖 月 二十七 日給」（現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4415，番號26，

                                                 
8 羅憲章，咸豐 5年 10月 1日攝理鳳山縣，9年 3月 15日交卸。又於 10年 3月 24日回任，同
治元年 8月 1日卸。（盧德嘉，1894：196） 



《關於阿猴廳大租舊記書類》，頁43150260188。） 

 

中壇區眾佃戶不承認許廷光為大租戶業主 

「稟明書 

茲我中圬庄，自乾隆四年李九禮、劉達峰二人，開墾以來，只有大租一館，後賣養生堂，

外無公館。又金瓜簝庄，有一館，三合和，賣于劉元春，以外實係無矣，因道光元年，

南頭河背一帶被水沖破，草木無生。至咸豐三年，續續浮復，而貧人無業耕種，有勤勞

者，各自備工本，開成此業，可栽蕃薯，栽有可收，各佃視之，竭力勤勞，開成田園。

至光緒十四年，舊政府清文，各業主領有丈單，及後完納錢糧。至光緒十九年，歸于新

政，照舊完納，後有復開未納者，至明治三十二年，聞新政諭示，各佃到區長申報，完

納地租，毫無少欠，至三十五年分，各佃人等，前後期完清楚了，而許廷光至中圬庄，

自稱大租戶，廷即與區長酌議，要收大租，又傳明眾佃人，召喚前來商議，眾佃曰此地

浮復之沙土，各自備工本開成田園，何謂爾大租地，彼曰，有契卷可據，廷即與眾佃商

議，廷曰，頭等上則田納谷七石，次等中則田納谷六石，下等田納谷五石，平等上則園

納銀六元，次等中則園納銀五元，下等園納銀四元，眾佃不甘，商議二三回未定，竟敢

寫出契約書招喚眾佃人來，押強指印，眾佃不甘指印不準，倘有不納大租者，將田園抄

封，眾佃無奈何而指之，所有指印契約書無憑，適接土地調查到中圬庄，廷發招喚狀，

□民割大租單申告，又無割大租單者，廷聲言綑縛，眾佃無奈何而割之，又收三十五年

分之大租，而民□之極矢，民等甘向官完納地租，不甘完納大租，仰望大人，請塗抹前

日既報之申告書內有寫許廷光之大租額及姓名，此是民等喝望所不止也。 

       

         阿猴廳港西上里中圬區  童水四  劉阿祿  劉添福  劉恭四  劉阿乾 

                               劉兆山                                             

                       金瓜簝  劉守乾  劉阿桂          

                       中圬庄  劉源春  劉秀春  劉辛福 

                     柚仔林庄  宋傳福 

                       瀰濃庄  林阿森  鄭增喜   

                   中圬庄庄長  劉炳華   

                       中圬庄  劉榮春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長中村是公殿 

明  治 三十六 年   月    日   右」（現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4396，番號：

38，《調書》，頁43960380388-0389。） 

港西上里中圬庄甲長委員業主良民等控訴許庭光、許汝州及顏桂秋冒充大租戶 

「具稟書 

      港西上里中圬庄甲長委員業主良民等  

      被告台南廳二老街  許庭光  許瀰州  顏桂秋 

右者台南府二老口街許庭光，遣伊侄許瀰州、許子何、顏桂秋三人到中圬庄內，通謀大



租戶，實勒索良民，膽敢復收三十五年錢糧，民等納日官一圓，桂秋收十圓，民等慘上

加慘，此中圬庄南片田埔，實係上年養生堂田尾，被大水沖壞，至光緒七年大河水復到，

屯起之土，民等自備工本，開墾成業，若不辨斷曲直，勒索至甚，恐傷命案，此□奉上

願候也。 

勒索金四圓                  中圬庄甲長劉恭四 

勒索金四圓                  頂竹圍甲長李洪泉 

勒索金五圓                  中圬庄委員劉秀春 

勒索金四圓                        業主劉大興 

勒索金四圓                        甲長邱阿榮 

土地調查鑒督官 

勒索金                      山簝業主鄭福丁 

勒索金                      山簝業主劉阿城 

勒索金貳圓                  山簝良民李阿華 

勒索金貳圓                  山簝良民李阿泉 

勒索金貳圓                  山簝良民李阿日 

明  治 三十六 年 六 月   日右」〈現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4396，番號38，

《調書》，頁43960380400。〉 

 
〈三〉文武官員設立官莊招佃開墾 

此處所謂「官莊」並非官有地，而是指清朝在臺文武官員私下招佃開墾番埔

地，踞為己業之土地，類似明鄭時期之「文武官田」，乾隆29年鳳山知縣王瑛曾

說：該縣轄區各里個莊均有官莊，而港東、港西二里特別多，清朝在臺官員何以

需設立官莊？應與清代官員的俸銀制度有關，清代官員的俸銀在歷代中是比較低

的，和明朝相比也是比較低的。清制規定：文武百官，一品官 180兩，二品官

155兩，以下遞減，九品官為33.1兩。9俸銀之外，還有米俸，每銀一兩給米一斛，

在外文官只給俸銀，不給俸米，武官低於文官，約為唐代官俸的五分之一至三分

之一，約為明代官俸的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一品官的官俸相當於擁有三百畝土

地地租的收入，九品小官的官俸相當於擁有五十畝土地地租的收入。〈梁希哲，

2001：210--213〉 
 
臺灣入清版圖以來，在臺文武官員招佃開墾番埔地，作為私有官莊，原則上 

官府並未禁止，以靖海侯施琅家族為例，曾設置「堂號」建立以家族為單位的租

業，如在今之臺南縣大沙塭一帶，施琅後裔施建興，在當地設意和堂，招漢佃開

墾，業佃雙方約定租額，第一年採「一九抽」，第二年與第三年採「一九五抽」，

第四年以後均採「二八抽」方式。〈參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4394，番號 40，
頁 43940400323〉另外施琅家族施世榜在港東里力力社領域內潮州庄及萬巒庄，

                                                 
9 康熙 58年（西元 1719年）鳳山知縣每年薪俸 27兩 4錢 9分，（陳文達，1719：75）光緒 7
年（西元 1881年）鳳山知縣每年薪俸 45兩。（清會典臺灣事例，1899：61） 



建立五大庄業，占有千甲田園，並建置以村莊為單位的家族租業。〈陳秋坤，民

90：25-31〉 

    在臺文武官員藉其官僚勢力，大量招攬漢移民開墾番埔地成為己業，難免會

侵擾民地及社番田園，肇致衝突之源，故康熙 60年朱一貴之亂後，奉旨清查，

嚴禁不許設立莊業，致擾番民。乾隆 9年上諭：外省鎮將等員，不許在任所置立
產業，例有明禁。凡歷任武職大員創立莊產，查明並無侵佔番地及與民番並無爭

控之案者，無論係本人子孫及轉售他人，均令照舊管業外，若有侵佔民番地界之

處，秉公清查：民產歸民、番產歸番，不許仍前矇混，以啟爭端。此後臺郡大小

武員創立莊產、闢墾草地之處，永行禁止。倘託名開墾者，將本官交部嚴加議處，

地畝入官；該管官通同容隱，並行議處。〈王瑛曾，1764：122〉 

 
施建興租業  

「本衙於諸邑大沙塭地呈請准墾荒埔壹所，備資築埤開圳招佃耕墾田園，茲據蔡青生請

給批，在北溪墘界內塭地犁分貳甲，係次則埔地，即日收過漬番銀壹拾貳大員，給次則

犁分貳甲，其埔炤約付□前去自備人工牛隻農□□墾成園，首年約定抽租粟每百石抽粟

壹拾石，第貳年第參年約定每百石抽粟壹拾伍石，第肆年照貳捌抽的，業主的貳，佃人

的捌，永遠定例，倘遭崩壞，佃人當自照僱修理不得推委，若有水源可耕，成田耕播雙

冬再定每百石抽增租粟壹拾石，此係業佃情愿公同預先立約，以為後來永遠定規，凡交

租粟斗，係滿栳佃人送至本庄港口就船交納，如有濕右應晒乾。 

業主毋得異言，自給墾後所招佃工夥計，務要誠實之人，不得為非作歹，□賭窩盜有干

憲法，均宜遵守，庶免貽累，茲給佃批付為炤。 

 業主施〈意和堂圖記〉 

乾隆拾柒年拾壹月                 日給」〈現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 
4394，番號 40《關於隆恩租地業主權認定文件》，頁 43940400323。〉 
（備註：據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調查人員調查得知本租業業主係施琅後裔施建

興，在當地設意和堂，土地位於台南縣大沙塭一帶。） 

 
〈四〉漢移民開墾鳳邑番埔地面積 
明鄭時期，鳳山縣開墾田園面積計 5,048.21甲，清治時期，自康熙 24年至

43年，新墾田園共 3,680.5甲，合計全縣 8,728.71甲。自康熙 44年至乾隆 9年，
新墾田園共 2,231.2甲〈不含撥歸臺灣縣之 784.8甲〉，通縣合計 10,960甲，〈重
修台灣府志，1746：156〉詳如表 4-4。由鳳山縣之田園面積情形，自康熙24年〈西
元1684年〉至乾隆9年間〈西元1744年〉，田園開墾面積增加一倍，至光緒 20
年（西元1894年）田園面積已有 70,311甲，當中在鳳山八社領域內港西里及港
東里田園面積合計 27,109甲，占鳳山縣全部田園面積之38.5%。 
 

表4-4 清朝時期鳳山縣之田園面積 
                                                         單位：甲 



 增             加 面積 
時間 

田 園  合   計 
田 園   合 計 

康熙 23年 

 
 2,678.5  2,369.71   5,048.21    

康熙 24年至 
 43年 

 3,466.2  5,262.5   8,728.71   787.7   2,892.8  3,680.5 

康熙 44年至 
 乾隆 9年 

 3,572.2  7,388.1  10,960   106   2,125.6  2,231.2 

乾隆 10年至 
光緒 20年 

34,514 35,796 70,311 30,981 28,408 59,38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下列文獻： 

      1.高拱乾〈1694〉，《臺灣府志》，頁115、118、121、124。 

      2.陳文達（1719），《鳳山縣志》，頁69、71。 

     3.范咸〈1746〉，《重修台灣府志》，頁135。 
         4.盧德嘉〈1894〉，《鳳山縣采訪冊》，頁14-15。 
說    明：鳳山縣十四個里田園開墾面積於光緒 20年已有 70,311甲，當中屬港 

         西里及港東里之田園面積合計為 27,109甲，對照表 3-3阿猴廳轄區港 

         西上中下里及港東上中下里合計約 4萬 5千餘甲，尚合於推斷。 

 

 

 

 

 

 

 

 

 

 



第二節 稻米作物的引進與生產技術的創新 

對於鳳山八社而言，番社傳統領域土地為其游耕游獵共同使用之場所，加以

地廣人稀，隨時隨地皆可利用，並無占據己有之必要。然十七世紀初期以後，漢

人稻米作物移入及生產技術的引進，生產方式由狩獵型態轉向定居農耕型態時，

人與人之間因使用土地所產生的地權關係，自應配合做調整。 

一、稻米作物的引進 

從人類歷史的演進來看，生產型態與地權型態息息相關。在古代原始社會

裡，地廣人稀，人類知識淺薄，在陸地上以狩獵飛群走獸為生，在河湖岸邊撈取

漁貝為食，如此的生產方式，居住無常所，生產無定地，對於土地自無佔據之必

要，於進入遊牧時期，始知利用地上自然生成牧草拳養牲畜，但牧草食完則將畜

群遷移他區放牧，而為保護畜群、防止外族入侵，乃集體占有土地，成為部落或

氏族暫時游耕游獵共用之場所。迨自採集果實轉化為農耕後，因在固定土地上種

植作物、拳養牲畜，居所也固定，乃思長期占據為己有私用。在漁獵時期，人類

社會形同一共同體，以粗放的集體勞動方式，共同從事狩獵、漁撈，共享勞動成

果，故個人並無私有財產，而工具、肉食歸於部落或氏族共有、分享，其共同財

產權並不具排他性質。於遊牧時期，生產方式仍未脫離粗放集體勞動型態，但土

地由部落或氏族共有雛形粗具，而在農耕時期，係以集約的個別勞動方式，在限

定範圍內從事生產，從而使部落或氏族共同體的經營型態，轉變為准許家族共同

體，甚至是單一家族個別經營型態，而其生產用地，也由共同所有轉化為兼容家

族私用。〈顏愛靜，民87：23〉 

 

遠在荷蘭時代末期，鳳山八社已逐漸捨棄傳統的狩獵和游耕，轉向水田稻作

的生產型態。至清朝康熙末期，鳳山八社已在平原上發展出雙冬稻作。如《臺海

使槎錄》記云：「下淡水八社尤多。… .四月..鳳山八社水田，收雙冬早稻」。〈黃
叔璥，1722：51-52〉臺灣南部鳳邑高雄平原一帶，歷經荷蘭及明鄭點狀開發，
引進稻作生產，已漸使鳳山八社活動空間受到威脅，清治以後，由於鳳邑屏東平

原全面性的開墾，各番社之番埔地，悉成為漢移民開墾區，由於漢移民不斷的拓

墾，番埔地逐漸減少，番地資源相對成為制約因素的情況下，為提高番地之生產

效能及滿足社番生活需求，定居農業全面取代鳳山八社之生產型態。清治時期，

漢人田園業主權私有的概念，對於番社地權共有趨向於排他性私有，當具有催化

作用。 

二、生產型態及技術之變革 

    Hicks誘致性技術變遷論及，當人口增加，在土地面積減少或維持不變的條
件下，生產技術必須做適當的變革，遠在荷蘭及明鄭時期，在鳳山縣興修水利設

施，為鳳邑下淡水溪以西（高雄平原）各地帶來水稻文化之基礎。至清治時期，



擅長水稻農耕之漢移民日趨增加，特別重視水利建設以從事水稻種植，由於鳳邑

下淡水溪以東（屏東平原）土地全面開墾並實施水田稻作，影響所及，鳳山八社

之生產型態產生變遷，生產技術亦隨變革，爰就相關史料說明此種變革之情形： 
 

〈一〉生產型態之變遷 

    鳳山縣範圍包括現今高雄縣一部分與屏東縣大部分，地理上含高雄平原南部
及屏東平原。從表 4-5與 4-6得知，屬高雄平原之觀音上里與仁壽下里比屏東平
原富饒，每甲中等則田平均收穫量為 45 石，約為 4,500斤，屏東平原港西里火
燒庄與德協庄，即現今之屏東市，每甲中則田平均收穫量為 25 石，約為 2,500
斤。是以，荷蘭及明鄭時期，在鳳山縣部分，漢移民先行開墾富饒之下淡水溪以

西十二里，即高雄平原部分。質言之，在明鄭時期，鳳邑高雄平原生產型態已變

遷為定居農耕型態，而屏東平原屬貧瘠之地，洪水經常泛濫，10漢移民尚未移入，

因地廣人稀，鳳山八社可無限量地獵殺野生動物，採集野生作物，動植物無枯竭

的徵兆，至清朝康熙中期漢移民移人，因生活領域的限縮，游耕游獵生產無法維

生，自當轉向定居農業生產，在十八世紀中期，鳳山八社即不以狩獵為生，完全

以定居農耕為主，各社居家生活有如漢人村莊，周圍以竹木圍繞，居家旁邊種植

果樹，蓄養牛羊豬等家畜，建有倉儲積存糧食，如《重修鳳山縣志》記載：「平

埔熟番共八社。按八社村居錯落，環植荊竹，周圍或數畝、或數十畝不等。中為

番厝，旁種果木、積貯廩囷，牛豕圈欄井井有條。社之前後左右，即其田園，與

漢人鄉井無異也」。〈王瑛曾，1764：60〉可知在十八世紀中期以後之鳳山八社，
已完全從事定居農耕之生產型態。 

 

        4-5高雄平原觀音上里及仁壽下里田園每甲平均 
收穫量 

                                                   單位：石 
收穫量 小租額    等則 

庄名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觀音上里
援巢中庄 

70 50 36 30 22 12 

仁壽下里
白樹仔庄 

62 45 30 28 18 12 

 

         資料來源：總督府檔號：4267，番號 44《鳳山廳地
租改正報告之件》，頁 42670440374。 

         說    明：石為容積單位，1石約等於 100斤。 

                                                 
10 因屏東平原處於下淡水溪、東港溪及林邊溪流域範圍，流域內支流交錯，又東臨中央山脈南
端，每年三、四月雨季來臨及夏秋之間，每年經常有洪水侵襲，故臺灣鎮南路參將營在屏東平原
多處設武洛汛、搭樓汛、老東市汛、新東市汛、萬丹汛、東港汛及排行路頭汛（參附錄十一~十
三）。而番契中出現「浮復荒埔」或「水崩之處，不堪為科帶餉」，就是在指明本區域常有洪水
泛濫。（現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4396，番號38《調書》，頁43960380382） 



4-6屏東平原港西中里田園每甲平均收穫量 

                                                          單位：石 
   等則 

庄名 
中 下 下下 五五 四四 三三 平均 

德協庄 
 

25 22 18 13 11 9 19 

火燒庄 
 

25 22 13    20 

  資料來源：總督府檔號：4267，番號 41《關於阿猴廳地租改正報告之件》，頁
42670410557。 

 
〈二〉生產技術之變革 
    在狩獵時期，所需基本技術為：石器、刀、棒、弓、箭，當轉向初期農業經
濟時，所需生產技術為飼養動物、栽種作物、樹木及開闢可耕地之技術，在邁入

定居農業時期，除需熟稔稻作種植之技術外，尚需依賴人為著地設備，（Hayami，

1997：12-13）在種植技術上，如《清一統治臺灣府》載：「鳳山縣放索等社熟番，
康熙三十五年歸化。其人善耕種，地產香米」。〈清一統治臺灣府，1820：45〉顯
示鳳山八社之生產技術，在十七世紀末期已開始產生變遷。 

 
所謂人為著地設備，乃指水利設施之興設，鳳山縣轄內高雄平原部分，在康

熙末期以前，鳳山縣水利設施有陂十七，其中除將軍陂〈在鳳山下莊，為施琅所

築〉及硫磺陂外，其餘如竹橋陂〈在竹橋莊〉、三鎮陂〈在維新里〉、三爺陂〈在

維新里〉、大湖陂〈在長治里〉、赤山陂〈在赤山莊〉11、賞舍陂〈在鳳山莊〉、蘇

左協陂〈在維新里〉、烏樹林陂〈在維新里〉、北領旗陂〈在維新里〉、王田陂〈在

嘉祥里〉、大陂〈在嘉祥里〉、五老爺陂〈在衣仁里〉、中衝崎陂〈在仁壽里〉、祥

官陂〈在衣仁里〉及新園陂〈在長治里〉12皆為明鄭時期所築。〈陳文達，1719：

29-31〉故在清初以前，高雄平原水利設施皆築於明鄭時期，當時實施軍屯時，

由各鎮築陂，瀦水或截溪流做為灌溉水源。清治以後，施琅在鳳山縣建立私有官

莊招佃開墾，為截取溪水，於鳳山下莊（雍正 9年改稱鳳山里）築將軍陂，清康
熙年間，在興隆莊（縣治所在）築硫磺陂，以上水利設施皆位於下淡水溪以西之

高雄平原上，足見當時該地區因配合生產技術的變遷，已進入水田稻作之生產型

態。 
至於下淡水溪以東屏東平原，鳳山八社領域內港西及港東里之水利設施，在

明鄭時期，並無水利設施之興設。雖無人工興築之水利設施，惟屏東平原屬沖積

                                                 
11 此赤山莊係位於今高雄縣仁武鄉大灣村與灣內村一帶，（洪英聖，民 88：169）與位於屏東縣
萬巒鄉赤山庄，非屬於同一地點，故此赤山陂乃位於高雄平原。 
12 此新園陂係位於高雄縣湖內鄉附近，康熙時期隸屬長治里新園莊，〈盧德嘉，1894：10；洪英
聖，民 88：158〉並非位於屏東縣新園鄉。 



扇地形，河流遍布，仍有天然的深潭或池塘可供灌溉水源，13在史料文獻上，屏

東平原最早興築的圳陂，係興築於乾隆初期，位於港西里之萬丹陂，做為夏秋蓄

水灌田之用。〈王瑛曾，1764：37〉而屏東平原之圳陂，在乾隆初期以後大量興

築，總計位於港西及港東里之水利設施有30條圳道及 32個陂澤，〈盧德嘉，1894：
65-69、87-91〉使屏東平原全面進入水田稻作之農耕階段，以在港西里之舊寮圳

為例，其濯田面積幾達一百六十甲。 

 

 

 

 

 

 

 

 

 

 

 

 

 

 

 

                                                 
13 在屏東平原上有 5口深潭與 4處池塘。〈盧德嘉，1894：105、108〉 



第三節 番社地權來源與清朝番地政策及律令 
 

清廷雖承認番社地權，但漢移民不斷的拓墾屏東平原，因社番社經條件比漢

人處於弱勢，如未能採行番地保護措施，番地勢必迅速流失成為民地，故清朝在

康熙、雍正及乾隆時期陸續頒布番地律令，14（如表 4-7）以確保番社或社番之番
地權利。清廷是以律令和行政措施干預產權制度，以免番地流失，以推行誘致性

制度變遷中所不能提供對弱勢族群特別的制度安排。然而根據清廷番地律令，界

定番社地權有其基本原則，並非所有番（荒）埔地皆屬番社所有。本節擬先闡述

鳳山八社地權來源後，再予以說明清廷對番地採取之重要產權保護措施。 
 

表4-7清朝番地政策與律令沿革及對番社地權之影響 
頒布時期 

〈西元〉 

 番  地  律  令  內  容   對  番  社  地  權  之  影  響 

  康熙 23年 

〈1683〉 

實施海禁防止漢人偷渡來臺 

 

康熙40年以後因禁令漸為鬆弛，漢移民偷渡接踵

而至，且多私墾荒埔地，逐漸限縮番社傳統活動

領域。 

  康熙 44年 

〈1704〉 

開墾荒埔地須經官府許可並取得

「墾照」 

漢人藉開墾荒埔地報陞成為民業，提供荒埔地大

量合法流失之途徑。 

  康熙 51年 

〈1711〉 

 

漢移民移入臺灣，由禁止制改採許

可制 

漢人藉合法管道或非法偷渡途徑，皆可移入臺

灣，大量移民湧入，開墾荒埔地及侵墾番地日益

嚴重。 

  康熙 61年 

〈1722〉 

勘定諸羅、臺灣及鳳山三縣生番界

線〈俗稱土牛界〉 

1.自此正式分為「界外生番地」及「界內熟番地」。 

2.界外生番地直到咸豐 11年才開放漢人開墾。 

雍正 2年 

〈1724〉 

臺灣各番鹿場閒曠地方可以墾種

者，令地方官曉諭，聽各番租與民

人耕種。 

1.准許番社〈或社番〉將番地租與〈給墾或佃批〉

漢人，漢人以「代番納餉」方式取得番地佃〈管〉

耕權。 

2.仍禁止番社〈社番〉杜賣番地（指業主權）及

漢民私買番地。 

乾隆 2年 

〈1737〉 

1.番餉照民丁例每番丁徵銀 2錢。 

2.嚴禁私買番地，漢人偷越番地

時，地方文武官員則受處罰。 

3.臺灣漢民不得擅娶番婦。違者，

土司、通事照民苗結親媒人減一等

例，各杖九十；地方官照失察民苗

結親例，降一級調用。 

1.減輕番餉負擔後「代番納餉」漸由「貼納番租」

或番大租取代，形成多層地權制。 

 

2.西拉雅族屬女系繼承制，漢人與番婦結婚，須

入贅番家，可以左右家務，侵佔番地，侵擾番界。

故禁止漢民娶番婦，可防止番地流失。 

                                                 
14 清朝番地律令，大多規定於雍正及乾隆時期，嘉慶以後除同治及光緒外，各朝較無涉及番地
地權之律令。 



乾隆 3年 

〈1738〉 

乾隆11年 

〈1746〉 

多次禁止漢人侵入番界瞨買番業： 

1.設立印簿管理熟番漢民地界。 

2.有契外越墾強佔者全數歸番，嗣

後永不許民人入侵番界瞨買番業。 

因甚多漢人私買番地並逃避陞科，乾隆3年令官

府查明熟番漢民所耕地界設立印簿管理，防止漢

人侵占番業。 

乾隆24年 

〈1759〉 

漢民瞨買墾耕陞科管業之田園，無

論例前例後，俱令一律貼納番租。 

社番將番地杜賣漢人，由漢人報陞繳納正供〈地

稅〉後，無論時間先後，皆需貼納番租予社番，

成為雙重負擔。 

乾隆33年 

〈1768〉 

1.臺郡番地原無徵賦之例，不准漢

佃杜買典瞨⋯凡漢人典瞨侵佔田園

悉行還番管耕，內有該番不能自

耕，許令民人承佃按甲納租⋯每甲

田收租 8石，每甲園收租4石，勻

給番眾口糧。 

2.漢人典瞨侵佔社番田園悉行清釐

斷還番管，內有令民人向番承種納

租者概免報陞，以昭劃一。 

1.番地不准杜賣出典漢人，如有社番不能自耕，

准許漢人承佃納租，另因社番與漢佃租額不定，

故規定番租數額以保障社番生活收入。 

 

 

 

2.免除漢佃戶墾耕番地陞科納供成為民地，杜絕

番地流失管道，番地業主權永遠歸社番（番社）。

番大租正式制度化。 

  康熙 33年 

  乾隆 53年 

〈1788〉 

1.康熙 33年臺廈道按察使公告「禁

重利剝民番」，取利毋過3分。 

2.乾隆 53年再次禁止重利剝削。 

社番以番租或番地為擔保向漢銀主借款，如利息

過高，日後因無銀抵還，致使收租權或番地管耕

權永遠歸漢銀主掌管；為避免「地權虛有化」，

故有重利剝削之禁止。 

乾隆53年 

〈1788〉 

 

 

戶部則例規定：番地租瞨與漢人

者，以社番為業主仍免陞科，如賣

斷與漢人，以漢人為業主照民地陞

科。 

此項規定形同承認以往漢人私買番地准予合法

化，只要向官府報陞納地稅，即可成為業主。 

同治 13年 

（1874） 

沈葆楨在臺灣南路、北路及中路實

施「開山撫番」 

同治 11年（西元 1872年）以前，清朝番地政策

限於治理生番界以西（界內）之熟番地權，同治

13年夏，日本以牡丹社事件侵臺，清廷命沈葆楨

為欽差大臣赴臺督辦軍務，沈葆楨以臺灣為東南

各省之藩衛，自非悉心經畫，不足以資富庶。故

於同治 13 年奏請分南路、北路及中路「開山撫

番」，其執行方式是在劃定路線之後調派軍隊開

闢道路，砍伐樹木，鑿山鎚險，深入山地，拓路

所經之處，招撫當地番社。在南路方面，由鳳山

縣之赤山莊（筆者註：屏東平原東邊）拓路至卑

南（筆者註：臺東縣），分別由海防同知袁聞柝

及總兵張其光負責執行。（沈葆楨，民 87：1、

485-486）由上述可知，沈葆楨之「開山撫番」係

在開墾生番界以東之「界外生番地」。 



光緒 14年 

（1888） 

劉銘傳實施「減四留六」之地稅改

革 

自光緒 14年起，按照上年所收租額做為十成，以

四成貼與小租戶並由小租戶領丈單繳稅，大租戶

實收六成。減四留六之實施，使一田二主大小租

權產生實質的消長。 

 
資料來源：本表有關番地律令內容整理自：1.《清會典臺灣事例》〈1899〉，頁 24、
28、30、38、43、44、167-168。2.黃叔璥（1722），《臺海使槎錄》，頁 167。3.
薛志亮〈1807〉，《續修臺灣縣志》，頁 73。4.范咸〈1746〉，《重修台灣府志》，頁
483。5.周元文〈1710〉，《重修台灣府志》，頁 310-311。6.岡松參太郎〈1910〉，《臺
灣私法》，頁194-195。7.沈葆楨，《沈文肅公牘》，頁 1、485-486。8.《清釐臺灣
番田例》。 

 一、鳳山八社地權來源 

在明鄭時期，下淡水溪以東的屏東平原，漢人足跡罕至，仍屬鳳山八社傳統

領域土地範圍，所謂傳統領域土地，指供鳳山八社社番狩獵、游耕或採集之土地。

因屬游耕游獵的土地利用型態，社番並未長期占有使用，故以漢人定居農業生產

型態的地權觀點，將其視為「荒埔地」，屬無人耕種的荒地，任何人得以「先占」

方式開墾成為田園並據為己業（擁有私人地權）。 

 

臺灣入清版圖後，依郁永和《裨海紀遊》記述：在十七世紀末期，從南部

遊歷到北部，臺灣西部平原四處可見漢移民開墾及平埔族耕種或狩獵的活動。

而依清律規定，歸化番社依該社番丁口數，每年向官府繳納番餉，則屬大清子

民，各社社番自行開墾的土地或由番社瞨給佃人耕種之地，屬於番地，不視為

荒埔地，漢移民向官府請領墾照開墾之荒埔地，經各番社通事或土目實地勘

查，如屬番地範圍者，官府就會否准，以保障番社地權，故從雍正 2年律令：
「⋯⋯令各『番』自行墾闢。限一年內盡成田園。不墾者，聽民墾耕，照依部

例即為業主（筆者註：以漢人為業主，屬民地）⋯⋯」。可知鳳山八社地權來

源，清廷是以社番應「占有使用」為基礎，否則縱然是傳統領域土地，如果社

番不自行開墾，只要由各番社出具「無礙民番」證明，即屬荒埔地，得由漢移

民向官府請領墾照開墾成為民地。故清廷是以「占有使用」來界定鳳山八社的

地權，此為官府保障番地產權的基本規則，陳秋坤所謂番社「任土作貢」，清

廷即承認番社地權，事實上番社納餉是歸順清廷之基本義務，不表示該番社所

有傳統領域土地皆屬其地權，從雍正 2年開放熟番地開墾之內容，即可得到佐
證。 

 

有關歸化番社依全社番丁口數，向官府繳納番餉，在清治初期，社番且不分



男婦皆課徵番餉，15對社番之田園，迄至劉銘傳實施清賦事業之前，免徵正供，

康熙23年〈西元1684年〉，規定番婦每口徵穀二石〈約折銀0.72兩〉，比當時

漢民丁稅 0.47兩高；雍正 3年覆准：「福建省臺灣鳳山縣上淡水、下淡水等八

社，自康熙二十三年，照舊額徵收丁賦，番婦每口徵穀二石，於康熙二十五年入

於台灣奏銷冊內。今將鳳山八社番婦一千八百四十四口折納穀三千六百八十石，

自雍正四年為始，照諸羅〈今改嘉義縣〉番婦一例免其納賦。」。〈清會典臺灣

事例，1899：69〉故自雍正 4年〈西元 1726年〉免除番婦口餉，僅剩番丁須納

餉。惟由表4-8得知，在乾隆 2年以前，鳳邑鳳山八社每番丁達到一兩多，比在
臺漢人丁口餉四錢七分六釐及內地每丁所繳二錢丁稅高出甚多，16以鳳山八社社

番之耕作技術與生產條件言之，此種番丁餉確是沉重負擔，此種情形，在乾隆時

有了改變，乾隆 2年詔曰：「聞臺地番黎，計大小九十六社，有每年輸納之項，
名曰番餉。按丁徵收有多至二兩、一兩有餘，及五、六錢不等者。朕思民番皆吾

赤子，原無岐視，所輸番餉，即百姓之丁銀也。著照民丁之例，每丁徵銀二錢，

其餘悉行裁減」，〈薛志亮，1807：73〉故從乾隆2年〈西元1737〉以後，臺灣

各番社之番丁，每年僅納番餉二錢，且番地又不必納正供。17以鳳山八社每年合

計僅繳349.6兩番餉給官府，平均每番社不到44兩。故自乾隆2年以後，每年徵

收番丁餉，通事通知各番完納，一呼立應，輸將恐後，或有貧困社番，攜帶其他

實物交給通事折納番餉，不敢逋〈筆者註：拖延〉欠。是以，施添福將鳳山八社

日趨貧困歸因於長期重課的說法，本研究以為，應有階段期間的區別。 
 

表4-8 鳳山八社課徵番餉一覽表 
                                                            單位：兩 

 

番 社 別 

康 熙 雍 正 間  

  之 各 社 應 納 

  舊  徵  額 

 乾 隆 二 年 各 

 社 應 納 之 改 

 徵 額 

以康熙 50年丁卌
所載之番丁為定

額數 

搭樓社 270.036 46.8 234 

武洛社 113.092 19.6 98 

阿猴社 185.794 32.2 161 

上淡水社 273.498 47.4 237 

下淡水社 336.968 58.4 292 

茄藤社 323.12 56 280 

力力社 184.64 32 160 

放索社 330.044 57.2 286 

   合      計 2,017 349.6 1,748 

資料來源：整理自下列文獻： 

                                                 
15 明鄭稱為「社餉」，清朝稱之「番餉」。 
16 名義上社番田園不徵地稅，實際上番丁餉比內地漢民丁稅高五倍左右。 
17 番社賦餉本輕；乾隆二年特恩，再減從前三分之一。 



        1.王瑛曾〈1764），《重修鳳山縣志》，頁11。 
        2.伊能嘉矩著，1904；溫吉編譯，1957；《臺灣番政志》，臺灣省 
          文獻委員會，民國四十六年十二月，頁 406、407。 
 
二、清朝的番地政策與律令 
原則上，清治以來，私有地產權分為文武官員所有之私有官莊、漢人土地及

番地。而社番之產權觀念接受自漢人的地權制度，由原來傳統以物易物的交易習

慣轉為商品化貨幣交易經濟，康熙 58年以後，自下淡水溪以東，已有番、漢雜

居情形，客族人士特別多，部落原居地變成街莊，模仿漢人生活習慣。〈陳文達，

1719：3、25、80〉杜賣、出典、典租或借貸為漢人田園交易之慣例，當社番取

得地權後，如受漢人商品化貨幣交易觀念的影響，任由社番杜賣番地，將很容易

喪失番地產權，故清廷以法律來約制並遏止漢移民團體對番地產權的侵擾，如建

立有約束機制的政治體制、透過法律秩序保障番業主產權及限制其處分權能等措

施，以防止番地地權的流失。 

 
（一）禁止漢移民私墾荒埔地 
清治初期，實施海禁防止漢人偷渡來臺，而偷渡來臺者，私墾荒埔地，影響

番社生計，康熙 40 年以後因禁令漸為鬆弛，.康熙 44 年規定漢移民開墾荒埔地
須經官府許可並取得「墾照」，否則視為侵墾番地，一律斷還歸番。 

 
（二）准許番社〈社番〉將番地租與漢人耕種 
當漢移民向官府請領墾照開墾之荒埔地，經各番社通事或土目實地勘查，如

屬番地範圍者，官府就會否准，此荒埔地原為各番社之「鹿場地」，基本上官府

鼓勵社番自行墾耕，如果社番不能開墾，與其拋荒，不如由各番社（社番）租給

漢人耕種，於是雍正 2年規定：「福建臺灣各番鹿場閒曠地方可以墾種者，令地
方官曉諭，聽各番租與民人耕種」，而漢人以「代番納餉」方式取得番地佃耕權

（田主權）。 

 
（三）禁止漢人私買番地業主權 
    清律規定一田園一業主，即一田一主，擁有田園所有權者稱為「業主」，臺

灣民間田園產權有一田二主之慣例，即是大租戶與小租戶並存制，但大租戶是清

律所承認的業主，小租戶僅是佃人而已。雍正 2年以後，雖准許漢人取得番地佃
耕權（田主權），但仍禁止社番將番地業主權杜賣漢人，為防止漢人侵占番業，

乾隆3年〈西元1738年〉，閩浙總督郝玉鱗奏准管理田園地籍之法，其內容為：

「熟番與漢民所耕地界，飭令查明，有契可憑、輸糧已久者，各照契內所開四至

畝數，立界管業。其漢民原瞨界內，有未墾、未陞田園，應令開墾報陞。仍將原

瞨買之契，示諭各業戶，呈縣驗明蓋印。該縣設立印簿，照契內買賣本人及中保

姓名、畝數、價銀、輸糧額數、土名、四至，逐一填明簿內。有未墾、未陞若干，



一併登明，毋許弊漏：仍照式彙造清冊，送司存案。將來倘有轉售，劃一呈驗登

填。庶田地有冊可考，不致侵佔番業。倘有契外越墾並土棍強佔者，令地方官查

出，全數歸番，分晰呈報。嗣後永不許民人入侵番界瞨買番業，令地方官督同土

官劃界立石，刊明界限土石；仍將各處立過界址土名，造冊繪圖申送，以垂永久」。

〈范咸，1746：483〉 

 

（四）實施番大租制杜絕番地流失成為民地 

清律規定番地一律免納正供，番地陞科後視為民地，當時民地正供額每甲上

等田為 2石 7斗 4升（參第五章第四節表 5-13），番租每甲田 8石園 6石，在比
較利益原則下，漢移民樂於繳正供，而不願意納番租，因此買斷番地情形未曾間

斷，為保障社番生計，乾隆 24年〈西元 1759 年〉規定：「漢民瞨買墾耕陞科
管業之田園，無論例前例後，俱令一律貼納番租」，社番將番地杜賣漢人，由漢

人報陞繳納正供後，無論時間先後，皆需再貼納番租予社番，此種須納正供的番

大租成為漢人之雙重負擔。故乾隆33年〈西元1768年〉閩浙總都崔應階曉諭：

「漢人典瞨侵佔社番田園悉行清釐斷還番管，內有令民人向番承種納租者概免報

陞，以昭劃一」，此舉在免除漢佃戶墾耕番地陞科納供成為民地，杜絕番地流失

管道，番地業主權永遠歸社番（番社）。乾隆 33年以後番大租正式制度化，依

此律令規定，可杜絕番地流失及保障社番收入來源。 
 

（五）禁重利削民番 

十七世紀末期郁永河之《裨海紀遊》中，曾對西拉雅族之民族特性與生活型

態做以下描述：「平地近番，冬夏一布，粗糲一飽，不識不知，無求無欲，自游

於葛天無懷之世，有擊壤鼓腹之遺風」，其生活方式為「終歲不知春夏，老死不

知年歲，寒然後求衣，飢然後求食，不知預計也」，從事狩獵採集端視基本生活

需求，不會未雨綢繆，亦無預先計畫的觀念，故「土番又不務稼穡，當春計食而

耕，都無蓄積，地力未盡，求闢土千一耳」，且「室無居積，秋冬之儲，春夏罄

之」。（郁永河，1697：72、74、51、83）《重修鳳山縣志》述及社番風俗時載
云：「每歲種植，只供一年自食，不交易；價雖數倍不售也」。〈王瑛曾，1764：
67-68〉事實上，社番原無借貸及交易之觀念，清治以後，因深受漢移民影響，
已習慣於漢人社會商品化貨幣經濟體系，故亦有胎借的習慣。 
 

    此種「自游於葛天無懷之世及擊壤鼓腹之遺風」的傳統風俗，平日無積蓄，
當生活日益貧困需借銀花費時，銀主要求計息，實為當時民間借貸之常態，在借

貸方面，官府定有「利息最高額限制」，如康熙 33 年任臺廈道按察使高拱乾有
感於社番較為質樸，擔心漢人以重利壓榨番民，於是公告「禁重利剝民示」，規

定社番借款利息一律不得超過三分利，乾隆53年〈西元1788年〉再次禁止重利

剝削。 
 
（六）減四留六之地稅改革 



光緒14年劉銘傳實施「減四留六」之地稅改革，除叛產及通土經手口糧（指
番社共有地）外，所有漢業戶、番業戶、番丁私口糧及屯丁養贍租等，自光緒
14 年起，按照上年所收租額做為十成，以四成貼與小租戶完糧，大租戶實收六
成。〈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01-01-003〉此項減四留六措施受到南部殷實大戶
的反對，在執行上遂有區域性的差別，在虎尾溪〈諸羅彰化兩縣交界〉以北丈單
歸小租戶收執並納稅，推行較為順利，至於虎尾溪以南如臺灣縣及鳳山縣，則由
大租戶與小租戶互相協議，其原因為：1.南部開發較早，開墾時是由墾首實際出
資招佃開墾，不若北部墾首，取得墾照後，由佃戶自力招墾，墾首未有資本投入
而坐收租穀之利。2.由小租戶領丈單繳稅，影響大租戶實權，〈岡松參太郎，1910：
163、164〉因此南部大租戶反對甚力。 
 
上述情形經本研究參考古文書契得知，在鳳山縣港西下里，發現有五份丈單

發給大租戶張奢，在港西上里，發給大租戶楊承明、藍瑞成，其中藍瑞成是屯大
租戶。〈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07-05-196、197、199〉故劉銘傳在屏東平原
推行減四留六時，丈單不一定核給小租戶，如果是小租戶領取丈單，以清律一業
一主之原則，劉銘傳似乎認為小租戶已是田園業主，故減四留六對於番地業主權
與田主權亦產生實質的消長。 

 
 

 
 
 
 
 
 
 
 
 
 
 
 
 
 
 
 
 
 
 



第四節 鳳山八社私有地權之形成與番租分布 
 

土地所有權之型態，其含義常因國情文化及社會背景而有不同，就以吾國歷

史文化為例，五千年帝制王朝統治之下，認為土地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黎民百姓是「率土之濱，莫非王士」，在清朝及歷代王朝，漢人的歷史文獻，並

無「土地所有權」的名辭，我國係以「業主」概念來代表土地所有權。（戴炎輝，

1969：282）清朝時期，稱「業」或「產業」者，泛指土地或田宅而言，如乾隆 3
年，閩浙總督郝玉鱗奏准：「將來倘有轉售，劃一呈驗登填。庶田地有冊可考，

不致侵佔番業。」，〈范咸，1746：483〉其中所指的「業」，並非番人的職業，而
是番人的田園土地，從鳳山八社番契中，經常可見如「承父龜分祖業」、「承祖父

建置租業」、「自行合墾大小租業」、「承祖父大租業」或「承父物業」等內容。 
 

    綜合上述各節論述，清治以後，鳳山八社傳統領域，由於漢移民大量移入，

致使生產型態變化及土地成為制約性資源，而產生對地權型態變遷的需求，歸化

平埔族各番社每年只要繳納番餉，對於傳統領域土地，社番如能自墾自耕或占有

使用，清廷即承認各番社地權。而由附錄一至附錄六鳳山八社番契中顯示，番社

私有地權型態，仍受到漢人一田二主制之影響；另外，在乾隆、嘉慶及道光時期

鳳山八社在屏東平原之番租分布情形，本研究擬繪製番租分布圖說明之。 
 
一、鳳山八社私有地權之形成 
由本章各節分析得知，鳳山八社傳統共有地權型態，至清期雍正以後已形成

私有地權，而從附錄一至附錄六鳳山八社番契內容可知，番社仍擁有部分番地之

業主權，此番社共有之情形，一直存續至清朝。亦即，雖然清治時期鳳山八社番

地大部分已形成私有，不過，還是有部分番地屬番社共有，茲說明如下： 
 
（一）社番自行開墾擁有完全所有權成為自耕業主或建置租業擁有業主權成為

收租業主 

清廷為安定熟番生計，政策上鼓勵熟番開墾荒埔地，熟番自行開墾荒埔地並

取得土地所有權，且番地不必繳納正供。由附錄一至附錄六鳳山八社番契，凡述

及土地來源時，皆以「承祖父遺下開墾地」、「承父園」或「承祖父水田」為原

因，如表 4-9 編號 16.21.54.58.及 60.這些都是社番繼承自先祖自行開墾的田園，
其先祖開墾成田園後，自行管理耕種，擁有完全的田園所有權，稱為「自耕業主」。 
以編號16.「洗找絕字契」為例，社番陳明於乾隆 14年已將田園產權杜賣給宅氏，
經過 18 年後，陳明之妻大兵，因年老窮困莫堪，請托其夫杜賣當時之中人蔡天
文，向宅氏商議找貼銀 3 兩 6；另編號 21.「杜絕洗找盡賣契」，自耕業主阿猴
社番潘阿偽等人於嘉慶6年5月將繼承自祖父之田園產權，一賣千休杜賣給高端

觀，且言明日後不得言贖言洗找（指杜賣之意），本契約雖言明不得找洗，但簽

約後七個月，於同年 12月，因潘阿偽乏銀遷移祖墳，而向原買主找洗 30元，另
外從本張找洗契瞭解到西拉雅族之喪葬習俗，當家人死亡，是將亡者葬在自家宅



屋地底下，該家宅地底埋葬七名亡者。 
上述編號 16.21.58.及 60.四件番契，番地權屬為一業一主之地權型態，社番

擁有完全的田園所有權，稱為「自耕業主」，從契約內容顯示，在十八世紀及十

九世紀時期，屏東平原的番地，並不是全部都屬一田二主之地權型態，畢竟還有

一些屬於社番自有耕地，這些自有耕地，只要社番守業有成，不要杜賣出去，於

日據初期實施土地調查時，將其歸類為「無租地」，但無從判定究屬漢人土地抑

或社番土地。以上述實例言之，Shepherd以番大租之有無做為判斷番地流失之依

據，還有小部分論證上之缺失，故其他區域研究者在論證番地流失時，對於此類

實例，應再做部分的補充。 

 

在漢移民墾佃制度下，社番學習漢人招佃開墾番埔地，或自行開墾成田園後

建置租業擁有業主權，將番地佃批給佃人收取租粟而成為收租業主。由附錄一至

附錄六鳳山八社番契，凡述及土地來源時，皆以「承祖父建置租業」、「自行開墾

番埔地收租」、「自己建置租業」、「自有租業」、「應收租粟」或「年收大租粟」為

原因，而此種契約類似墾戶制度，即番業主提供番埔地，漢佃負責開墾，每年並

繳納固定租額，契約簽立時，在場有中人，或由通土充當見證人，番業主在契約

上 劃 押 ， 表 示 承認 契 約 所 定 的 各 項 權 利 義 務。 如 表 4-9 編 號

18.22.23.24.25.28.29.30.41.47.59.67.69及 74.皆屬社番自置租業擁有業主權，每年
向佃人收租粟（大租粟），稱為「收租業主」。如編號24.「佃批契」，該田園租業

係社番趙引人自行建置的租業，於乾隆 38 年佃批給和興庄佃戶簡獻官耕作，佃
戶每年向趙引人繳納租粟1石；編號 69.「合約契」，茄藤社業主王元春等5人合
股建置東興庄租業，招佃開墾茄藤社鹿場角（位於今新埤鄉靠近山區一帶）番埔

地，開墾成園後所收租粟分作六股，王元春得2股，其餘4人各得1股。 

 
表4-9社番自行開墾擁有完全所有權或建置租業擁有業主權 

編號 件數 社番：土地來源、社番具有完全所有權或社番每年收取之租額 備  註 

16 
18 
21 
22 
 

23 
24 
25 
28 
29 
30 
41 
47 
 

54 
58 

 
 
 
 
 
  
 
 

19 
 
 

 

阿猴社番婦大兵等 3人：承父園1小坵1分。 
阿猴社番生莪等 2人：承祖父成置得芎蕉腳佃租粟、年收佃租粟 21石。 
阿猴社番潘阿偽等 6人：承祖父水田。 
阿猴社番通事尚夏：自己建置和興庄租業、年收租粟11石。 
阿猴社番趙引人等 3人：承祖父建置租業。 
阿猴社番趙引人：自有租業 1石。 
阿猴社番趙天生等 2人：承先祖開墾園2埔、置和興庄大租粟 369石。 
阿猴社番田鴻善：自有租業。 
阿猴社番趙天生：自有租業。 
阿猴社番趙天生：承祖父芎蕉腳庄大租業1處,。 
下淡水社番潘萬生：承父自墾下則園1所、潘萬生年收大租粟 1碩5斗。 
下淡水社番潘元聘等 3人：承祖父開墾之田、歷年應收2碩3斗大租。 
力力社番潘青涼兄弟等2人：承祖父遺下開墾地基 1所。 
茄籐社番卓戈嘪：承祖分授熟園1坵。 

所有權 
業主權 
所有權 
業主權 
業主權 
業主權 
業主權 
業主權 
業主權 
業主權 
業主權 
業主權 
所有權 
所有權 



59 
60 
67 
69 
 

74  

茄籐社番土目興修：社番應收租粟 14石。 
茄籐社番卓戈嘪等 4人：承父厝地園1所1分。 
茄籐社番潘連生等 2人：有水田18坵、社番年收大租粟2碩。 
茄籐社番王元春王元標王觀慶王依尾潘文問等 5人：王元春等 5人自行招
佃開墾番埔地收租。 
茄籐社番戴興郎等 5人：承祖父遺下開懇租粟數宗、年收租粟9碩4斗 6升。 

業主權 
所有權 
業主權 
業主權 
 
業主權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據附錄一至附錄六，自行整理。 
說     明： 

1.編號16.21.54.58.及 60.係社番繼承自先祖自行開墾的田園，並自行管理耕種， 
擁有完全的田園所有權，稱為「自耕業主」，不發生大小租關係。 
2.編號 18.22.23.24.25.30.41.47.59.67.69及 74.皆屬社番自置租業擁有業主權， 
社番每年向佃人收租粟（大租粟），稱為「收租業主」。 

編號16. 
「洗找絕字人阿猴社番婦大兵、長男海、次男眠，有承父園一小坵約近壹分之數，坐落
海豐庄南頭分埔圳溝墘，其四至俱載契內，明白為界，先夫陳朝于乾隆十四年，經同萬
雷賣與宅，時價銀捌，今因大兵老年窮困莫堪，復托天文再議貼洗找銀參兩陸正，其銀
即日憑中交訖，日後不淂再言，恐口無憑，立洗找絕字壹紙，再執為炤。 
                  即日收過洗找銀參兩陸正再炤 
                               為中人  蔡天文王坤山 
                             洗找字人  母大兵 
                         再洗找絕字人  男海、眠 
                               代書人  蔡天文 
                               知見人  萬雷通事 
                               〈正堂給阿猴社通事萬雷圖記〉 
乾 隆 參 拾 貳 年    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
本，第五輯第七冊：05-07-293〉 

 

編號21. 
「立杜絕洗找盡賣契人阿猴社番潘阿偽、沙琳、阿□、班存、番婦阿客、大水等，有承
祖父內併帶水田貳坯，連在□□□，坐落土名□跳存□其宅，東至高家許家竹圍，西至
自已田，南自高家田，北至高許兩家竹圍，又水田貳坵，東至自□□□□，西至水圳，
南至高家田，北至水屈，四至明白為界，今因乏銀費用，自情愿先盡問親□叔伯□等不
能承受外，將田貳坵宅壹所，拖中引就向典高端觀出首承買，三面言議，時債佛面銀壹
佰貳拾貳元正，其銀即日令中□□□□即踏付銀主前去起佃招耕收稅納租，永為已業一
賣千休，日后不得言贖言洗找等情，保此田宅係阿偽、阿□等承祖父龜分應分，以番親
人等無干亦無重帳典掛他人財物交加來歷不明等情，如有不明等一方抵當不干銀主之
事，此係二比干愿，各無反悔，恐口無憑，今欲有憑，立杜絕洗找盡賣契壹紙，付執存
□，完足再炤。 
    即日同中□□契內佛面銀□□□完足再炤 

      為中人  □事何慶觀 
      在場人   
立杜絕賣契人  阿偽、阿□、表弟沙琳、班存 
      代書人  黃阿明 

嘉 慶 陸 年 五 月 
再批明嘉慶陸年十二月□阿偽、阿□表弟沙琳、班存、番婦阿容、大水等宅內有祖□墓
柒穴，六年斐壞骨骸漂露，乏銀遷移，偽等□通事墾求高端觀孤念□出□□銀參拾大元，
偽等可愿將此墓地隨□付與銀主，栽插檳榔任從□□□□□□，日后□□伯叔兄弟姪人

  



等無干，不敢異言祖□墓遷移別葬，其宅內併無干銀主之事，此係二比兩愿，□□□□
批明炤。 
    再批嘉慶捌年托通事賣出水井□水磚一口收過銀壹大員批明再炤 

    為中人  〈理番分府給鳳邑阿猴社土目潘大成戳記〉 
      知見  番婦  阿容、大水 
    代書人  黃□明 
再立批字人   潘阿偽、阿□、表弟沙琳、班存 

嘉慶陸年拾貳月 
道光柒年批明修理□墓托通事再□□佛銀四大元再炤 
                  〈理番分府給□阿猴社通事潘□□長行戳記〉 
    契后再批明上手契不用叔兄弟侄應份龜書付用存炤 
道光二十年  月  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
六輯第四冊：06-04-112〉 
 
編號24. 
「立佃批字人阿猴社業主趙引人，因乾隆三十八年和興庄佃戶簡獻官，有東埔二分田，
東至自己溝，西至自己溝，南至自己溝，北至陳家田，因前年被洪水漂流崩陷，國課無
徵，今幸天賜浮覆，理應添租，三面言議，約定每年愿納租粟壹石，付業主以為納課之
資，恐口無憑，合立佃批字壹紙，付執為炤。 
    即日同場收過佃批開墾犁銀肆大員批明再炤 

秉中代書人  林世賢 
  立佃批人  業主趙引人 
同場知見人  姪天生、男文生 

嘉 慶 玖 年 拾 月  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
第六輯第四冊：06-04-120〉 

 
編號69. 
「同立合約字人王元春王元標王觀慶王依尾潘文問等，竊謂□官有正條民遵私約，此古
今之通義也，我等素常經過土名鹿場角地，土堪開田園耕種，是以議約建置庄社，坐落
土名東興庄居住，招佃開墾給約執管，但此番埔之地，有立涂牛併橫圳定界，圳西之埔
本係王元春自己熟地，若開成田園所有抽的及大租仍歸元春掌管收稅不得混收，其靠山圳東
壹帶之埔，乃係番埔之地，倘招佃開成田園，若抽的若干定租，作六股均分，元春得貳
股，依尾元標觀慶文問肆人得肆股，其庄中開井以及什費暨要照股均分不得推委，此係
公約各愿永無反悔，口恐無憑同立合約字五紙各執壹紙，付執為炤之。 
    再批明庄中開井什費及首年費用俱係元春先理，若有稅項收成應聽元春抵償明白後，餘
存者准照股均分，批明再炤之。 
                   王元標〈茄藤社業主王元標圖記〉 
                   王依尾〈茄藤社東依尾圖記〉 
      同立合約字人 王元春〈茄藤社業主王元春圖記〉 
                   王觀慶 
                   潘文問 
      代筆併在場人 隘首 
              〈加道衙候補府錢給鳳邑毛獅獅隘首王武勇戳記〉 
嘉  慶 拾 壹 年 拾 貳 月  日」（噶瑪蘭西拉雅古文書頁 140） 

 

（二）番社業主權與社番田主權 

臺灣田園因墾佃制度而產生的法律關係，在文獻上稱為「一田二主」，一地



二主制係將土地所有權分割為業主權與田主權，大租戶管田皮〈田面〉擁有業主

權；小租戶管田骨〈田底〉擁有田主權，業主與田主並存在一地，而小租戶係指

佃戶，即從事田園管理耕作者〈番契稱之為「管耕」〉。 

 
日據初期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曾於明治 32年至 36年，就清治時期所屬熟番

社，做過「熟番社現況調查」，各番社之財產方面，區分為社有財產及熟番私有

財產，番社社有財產中最重要者為土地，各由土目及業戶管理收租，社有財產充

當各社的費用，以中型番社為例，每年辛勞粟土目分得 100石，書記 40石，屯
目 12石，甲首 12石，番丁 14組，每組 16石，番社公館費用 40石，祭祀費用
30 石等，並支付購置武器彈藥等；私有財產之租穀，由熟番自己收取。（總督
府檔號：4254，番號 59《熟番社現況調查文件》，頁 42540590452-453、0493~0494）
番社對於官府最主要的義務是繳納番丁餉，官府課徵番餉係以番社為其對象，非

針對社番個人予以徵收，故番社從其所收租粟中繳納番餉。 

 

    由附錄一至附錄六鳳山八社社番簽立之番契，凡社番述及土地來源時，如以

「應分墾得埔園」、「承父應分得溝底田」、「承父龜分應分沙園」、「承祖父

分授熟園」、「自己應分田租粟」、「承父遺下應分得熟園」或「承祖父業」者，

如編號7.「復典契」，此種情況，一般是指番社將番地分配與社番開墾成為熟園

後，由社番取得田主權，番社並分配社番每年應繳納之租粟額。故在番契內即出

現本田園「年配納租粟」或「年帶納租粟」等，在同一番地上，番社擁有收取租

粟之業主權與社番擁有田主權之地權型態。而 Shepherd 認為一田二主地權制是
漢人租墾番地的結果，事實上，經本研究整理後如表4-10，在同一番地上，番社
與社番之間亦有形成一田二主之地權型態。 

 
表4-10 番社擁有業主權及社番擁有田主權之地權型態 

編號 件數 社番：土地來源、擁有田主權之社番每年應向番社配納租額 備  註 

  1 
4 
7 
9 
34 
35 
 

36 
38 
39 
42 
43 
44 
45 
46 
 

 
 
 
 
 
  
 
 
 
 
 

22 

搭樓社阿萬、吧迭、搭旋、成我兄弟等：幫墾山園一所、年納租粟3斗。 
搭樓社番潘邦峨：自墾遇水田四處、年配納業主大租粟8石。  
搭樓社番鄭水生兄弟等 2人：承父應分得溝底田 5坵、年配納乾淨租粟 2斗。 
搭樓社番鄭水生兄弟等 2人：承祖父應得溝底田、年配納大租粟 2斗。 
下淡水社番番紅孕等 2人：承叔父田、歷年帶納租粟 5斗。 
下淡水社番潘生莪：承父物業園 5分、年帶租粟 1碩 5斗。 
下淡水社番紅孕等 2人：承叔父弟埔 1所 2分、年帶租粟 3斗。 
下淡水社番藩興祖：自置草園、年帶租 1石。 
下淡水社番林水生：承父自懇下則埔園 1甲 2分、年帶納租粟 3碩 2斗。 
下淡水社番潘先明等 2人：承祖父開墾埔田 1甲、年帶納租粟 5斗。 
下淡水社番婦潘招等 3人：承祖父開墾埔園1甲、年配納租粟 2碩 3斗。 
下淡水社番婦賓落：承祖開墾埔園 1坵 7分、年配租粟 2石。 
下淡水社番潘烏奇等 2人：承父埔園 2分、年帶大租粟 3斗。 
下淡水社番土目南生等3人：承祖父開墾園 1坵 9分、年帶租粟 1碩8斗。 

 
 
 
 



50 
51 
 

52 
53 
 

61 
63 
64 
71 

下淡水社番林桂生：承祖父開墾下則埔園4分、年帶納租粟5斗。 
下淡水社番林添元等 2人：承祖父同管下則埔園11坵1甲 2分、年帶納租粟3
碩2斗。 
下淡水社番劉玉直：承祖父開墾田園 4坵1甲、年帶納大租粟 2碩 3斗。 
力力社番潘仙寧：承祖父遺下開墾水田 1所、年帶納大租谷 2斗 5升。 
茄籐社番阿美生兄弟等 2人：承父遺下水田 2甲 4分、年帶納大租粟 12石。 
茄籐社番鐘永元：承父遺下應分得熟園 1坵、年配納大租粟 5石。 
茄籐社番番鍾永元：承父遺下自已熟園、年配納大租谷 1石。 
茄籐社番潘開元：承父開墾園1段、年帶大租粟1斗。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據附錄一至附錄六，自行整理。 
 
編號7. 
「立復典契人搭樓社鄭水生、阿尾兄弟等，有承先父應分得溝底田大小共伍坵，坐
落土名檳榔寮港尾，東至自己田邊，西至莊家園，南至大岸，北至王家溝底田，東
西四至俱各分明為界，今因賊匪擾攘，合興庄林世清觀以致前契失脫，無奈托中再
向原業主付出契券為照，典價銀肆拾大員正，其銀契即日同中兩相交訖，將溝底之
田依舊付掌，每年配納乾淨租粟貳斗公平正，其田不限年，如銀到田還，若要取贖
候收成後听其自便，銀主不得刁難生端阻抑，或無銀者依舊掌管耕，水等不敢異言
生端滋事，保此田係水等兄弟承父應分物業，與房親人等無涉，亦無加交來歷不明
以及重張典掛他人財物為淂，如有不明等情，水等出首抵當不干銀主之事，此係二
比甘愿，各無反悔，恐口無憑，立典契壹紙為炤。 
    即日同中實收過契面銀肆拾大員正完足再炤 
                     〈理番分府□給鳳邑搭樓社通事□□戳記〉 

    為中人  張僯觀 
復立典契人  搭樓社鄭水生、鄭阿尾 
依口代筆人  王雲龍 

    再批明其前之契倘後日若有留存者不堪照用立批為炤 
嘉 慶 拾 貳 年 四 月  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臺灣公私藏古文
書影本，第七輯第八冊：07-08-339〉 
 
二、鳳山八社番租分布區域 

綜上論之，鳳山八社番地，在清期雍正以後已形成私有地權，私有地權中 

部分番地是由社番自行開墾後自任耕作屬於自耕業主，既是自耕，當然不發生大

租關係；部分番地則由社番建置租業後佃批給佃戶耕作，每年收取租粟，成為收

租業主。另外尚有部分番地屬番社之共有財產，番社將番地分配與社番開墾成為

熟園後，由社番取得田主權，番社並分配社番每年應繳納之租粟額；或由漢墾戶

以貼納番社租粟方式招佃開墾。是以，本研究根據附錄一至附錄六番契記載應向

番業主納租、社番年配納租粟或社番自置租業，及附錄七、八之地契中，凡契約

記載漢業主年配納番社社課或漢田主年帶納番租之土地坐落，查得文獻史料據以

繪製圖7「清治時期鳳山八社番租分布圖」，從圖上知悉，在乾隆、嘉慶及道光

年間鳳山八社番地多數仍分布在平原地區，如今之里港鄉、九如鄉.、屏東市、

萬丹鄉、竹田鄉、新園鄉、崁頂鄉、潮州鎮及南州鄉等平地鄉鎮。而分布在沿山

一帶者，有高樹鄉、萬巒鄉、新埤鄉及枋寮鄉等靠近山區鄉鎮。然而柯志明在論

述平埔族地權課題時，指出平埔族在平原上的番地在乾隆初期以前已流失殆盡，

是不適用於屏東平原上的鳳山八社。 



施添福認為鳳山八社在乾隆中期以後，因漢移民大量取得番社土地，大部分

捨棄較適合居住和耕作的沖積平原，紛紛離開舊社，向沿山一帶遷徙，聚居於近

山土地最為貧瘠的沖積扇帶，此是否代表乾隆中期以後鳳山八社在屏東平原已無

番租分布，施添福並未進一步闡明。不過從圖 7顯示，在乾隆、嘉慶及道光一百
二十年期間，鳳山八社番地多數還是在平原地區。另外雍正朝為防止漢移民越界

及生番騷擾番界，「使生番在外，漢民在內，熟番間隔於其中」為雍正 7 年之族
群隔離政策，於是劃定生番界為當時重要措施之一，至乾隆時期基本上仍延續雍

正朝之隔離措施，在屏東平原東邊山區立番界 43處；乾隆 42年，於埔姜溪旁隘
（著武洛社派番往防）、大南坪下雙溪口隘（著阿猴社撥壯番守隘）、思覓安莊後

隘（著搭樓社撥壯番駐守）、大路關隘（著阿猴社防守）、加臘埔隘（武洛社）、

雙溪口隘、杜君英隘（上淡水社）、新東老埤隘（下淡水社）、萬巾莊隘（力力社）、

吧陽毛獅獅隘（茄藤社）、糞箕湖、枋寮浦姜林隘（放索社）等 12隘建隘防守，
（福建通志台灣府，1868：340-341）官府派鳳山八社前往山區守隘，惟人數不
多。而乾隆 53 年於全臺沿山地帶重新劃界設隘，在鳳山縣屏東平原東側從北到
南設置隘寮（如圖 7），在思覓安莊後隘為山毛孩社生番出沒之所，設隘寮，由
搭樓社撥壯番駐守；加臘埔隘、大路關隘、雙溪口隘、杜君英隘及新東老埤隘，

分別由武洛社、阿猴社、上淡水社與下淡水社常川守衛；萬巾莊隘、糞箕湖隘，

為加泵生番出沒之所，由力力社與茄藤社派番往防；枋寮埔姜林隘，為大龜紋生

番出沒之所，由放索社設隘防守。〈福建通志臺灣府，1868：341-342〉而各社派
往隘寮常川守衛，每社最多以四百番丁計，共有三千番丁，官府則以隘寮附近的

荒埔地作為養瞻埔地，每番丁約分配一甲，供番丁耕作自給自足。此亦為施添福

所指大部分社番紛紛離開舊社，向沿山一帶遷徙聚居之原因。 

 

本研究以為，雖然在乾隆 53年，鳳山八社負有番界設隘守衛的勞役，而大

規模遷往山區守隘番丁最多約有三千人，但在嘉慶及道光年間，鳳山八社番地主

要仍分布在平原地帶，依此推論，當時在嘉慶及道光年間居住於平原地區的社番

應該還是居於多數。 
 
 
 
 
 
 
 
 
 
 
 



 
 
 
 
 
 
 
 
 
 
 
 
 
 
 
 
 
 
 
 
 
 
 
 
 
 
 
 
 
 
 
 
 
 
 
 
 

圖 7清治時期鳳山八社番租分布圖 



繪製說明： 
本圖有關清治時期鳳山八社番租（番地）分布，係參考本研究蒐集之鳳山八社番 

契曾出現之土名或地名。 
 
 

本章小結 
Hicks誘發性技術變遷基本論點是人口增加促使生產技術的改變，當人口稀

少而土地無限時，土地相對於勞力稀少性的比例是很低，毋須尋求新的生產技

術，只要依賴狩獵採集就能生存，不會有互相爭奪自然資源據為己有，因沒有搭

便車（free rider）的問題，就沒有建立財產權的誘因。在明鄭時期，漢移民尚未

移入下淡水溪以東的屏東平原，當時鳳山八社人口數最多僅有 3,552人，故不必
將土地據為己有。康熙 33 年，屏東平原除鳳山八社外，只有一個漢庄，附近一
帶已有漢人，至康熙末期以後，已有漢移民入墾屏東平原鳳山八社領域，並陸續

在乾隆 25年以後，設立多個漢人街庄，乾隆 26年〈西元1761年〉，鳳山縣之

人口數123,237人，至光緒20年〈西元1894年〉，鳳山縣人口已達393,456人，

其中屬於鳳山八社領域之港西里及港東里之總人口數161,056人，約占當時鳳山

縣總人口數的40%，而以當時屏東平原面積 1,600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約
有 100個漢人居住。至於鳳山八社人口數，康熙55年為4,345人，清治時期，對

於鳳山八社社番人口數，除在康熙 55 年有統計數外，爾後並未做實際調查。日
據初期殖民政府曾於明治 36年（西元 1903年）針對阿猴廳熟番庄做過戶口調查，
社番人口數合計 12,948人。 
 

當時漢移民，主要是基於生活因素，故屬於農業性移民，各番社領域原屬社

番狩獵採集之鹿場地，皆為漢移民所侵墾，康熙 44 年規定，漢移民須向官府請
領墾照始得開墾番埔地，另漢移民亦可與番社或社番簽立瞨墾契約招佃開墾。在

漢移民墾佃制度下，明鄭時期，鳳山縣開墾田園面積計 5,048.21 甲，在清康熙
43年，新墾田園共 3,680.5甲，合計全縣 8,728.71甲，至光緒 20年（西元1894
年）田園面積已有 70,311 甲，當中在鳳山八社領域內港西里及港東里田園面積
合計 27,109甲，占鳳山縣全部田園面積之38.5%。 
 

當人口增加，在土地面積減少或維持不變的條件下，生產技術及生產型態必

須做適當的變革，Diamond亦基於人口增加及遷移的觀點，認為人口密度增加，
需要更多農產量，因野生動植物資源日漸稀少，維持狩獵生計日益困難，當須改

進生產技術，特別是狩獵採集族群與定居農耕族群同時存在的地區，狩獵採集族

群在一段期間適應農耕生活時，最後也會成為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在清治時

期，有關鳳邑之番漢分布、漢移民人口數及鳳山八社番丁數，正可說明原屬鳳山

八社狩獵採集之番埔地，因漢移民的開墾，成為民地，使番地成為相對稀少性，

為提高番地之生產效能及滿足社番生活需求，促使鳳山八社學習漢人水田稻作技

術，從事定居農業之生產型態，因而導致共有地權變遷為私有地權型態。是以，



生產型態變化及土地成為制約性資源，產生對地權型態變遷的需求，而鳳山八社

地權來源，清廷是以社番應「占有使用」為基礎，否則縱然是傳統領域土地，如

果社番不自行開墾，只要由各番社出具「無礙民番」證明，即屬荒埔地，得由漢

移民向官府請領墾照開墾成為民地。而社番之產權觀念接受自漢人地權制度，杜

賣、出典、典租或借貸為漢人田園交易之慣例，當社番取得地權後，如以漢人產

權交易觀念，任由社番杜賣番地，因社番社經條件比漢人處於弱勢，如未能採行

番地保護措施，番地勢必迅速流失成為民地，故清廷以強制推行誘致性制度變遷

過程所不能提供的制度安排，如實施番大租制、限制社番的處分權能、禁重利削

民番等措施，以保障番業主地權。 
 

鳳山八社番地，在清期雍正以後已形成私有地權，私有地權中部分番地是由

社番自行開墾後自任耕作屬於自耕業主，既是自耕，當然不發生大租關係；部分

番地則由社番建置租業後佃批給佃戶耕作，每年收取租粟，成為收租業主。另外

尚有部分番地屬番社之共有財產，番社將番地分配與社番開墾成為熟園後，由社

番取得田主權，番社並分配社番每年應繳納之租粟額；或由漢墾戶以貼納番社租

粟方式招佃開墾。本研究根據附錄一至附錄六番契記載應向番業主納租、社番年

配納租粟或社番自置租業，及附錄七、八之地契中，凡契約記載漢業主年配納番

社社課或漢田主年帶納番租之土地坐落，查得文獻史料據以繪製「清治時期鳳山

八社番租分布圖」，從圖上知悉，在乾隆、嘉慶及道光年間鳳山八社番地多數仍

分布在平原地區，如今之里港鄉、九如鄉.、屏東市、萬丹鄉、竹田鄉、新園鄉、
崁頂鄉、潮州鎮及南州鄉等平地鄉鎮，依此推論，當時在嘉慶及道光年間居住於

平原地區的社番應該還是居於多數。而分布在沿山一帶者，有高樹鄉、萬巒鄉、

新埤鄉及枋寮鄉等靠近山區鄉鎮。故柯志明在論述平埔族地權課題時，指出平埔

族在平原上的番地在乾隆初期以前已流失殆盡，是不適用於屏東平原上的鳳山八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