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鳳山八社地權結構之演變 
 

臺灣歸清朝版圖後，為顧及大陸東南沿海各省安定並防止臺灣成為罪犯之淵

藪，於康熙23年實施海禁，康熙40年以後因禁令漸為鬆弛，漢移民偷渡接踵而

至，且大多私墾番埔地，康熙 44年規定開墾番埔地須向官府申領「墾照」，墾

竣後報陞成為民地，康熙 51年由於漢移民的增加，鑑於侵墾情形嚴重，雍正 2

年〈西元1724年〉福建臺灣水路提督藍鼎元乃建議開放熟番地的奏摺： 

「台北、彰化縣地多荒蕪，宜令民開墾為田，勿閒曠。前此皆以『番地』禁

民侵耕，今已設縣治，無仍棄拋荒之理。若云『番地』，則台全皆取之『番』，

欲還不勝還也。宜先出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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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令民貼『番』納餉易地開墾，亦兩便

之道。」 

藍鼎元的奏議是鑒於臺北及彰化一帶多荒埔，當時官府視「荒埔地」皆屬傳

統的「番地」，應該由社番自行墾耕成為業主，如果社番不能開墾，與其拋荒或

任由漢移民私墾，不如由漢人申請開墾成為民地，既可陞科增加稅收又可地盡其

利，或由漢人以「貼納番餉」方式瞨墾番地，可以減輕社番繳納番餉負擔，故當

時開放熟番地是基於財政、促進荒地利用及減輕番餉負擔等目的。藍鼎元奏議經

採納後，雍正 2年覆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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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會典臺灣事例，1899：43〉雍正 2年，藍鼎
元「開放熟番地」奏摺經採納後，由上述奏摺內容可歸納出清廷對番地的三種開

墾方式。 
 

第一種開墾方式「由社番自行開墾」：如第四章第四節所述，部分是由番社

將番地分配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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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係由社番自行開墾番埔地擁有番地所有權成為自耕業主，或

自行建置租業擁有業主權成為收租業主。 

第二種開墾方式「由漢墾戶向官府取照後招佃開墾為民地」：當富豪等有力

人士請領墾照招佃開墾荒埔地，田開墾期間為六年，六年後即向官府陞科繳納正

供成為民地且毋須向番社貼納番租；乾隆 12年，臺灣府正式實施「攤丁入畝」，
當時鳳山縣民地每畝新墾田園中等則再勻攤丁銀平均約為四釐一亳八絲六忽。

〈王瑛曾，1764：107-108〉此種開墾方式造成鳳山八社傳統領域土地大量流失，
成為民地後，田園業主權與田主權皆屬漢人所有，如表 5-1，就土地性質而言，
已非屬番地，不在本章探討課題之範圍。 
至於第三種開墾方式「由漢墾〈佃〉戶以『貼納番餉』方式取得番地田主權」，

其取得田主權的途徑，是由漢墾〈佃〉戶與番業主立契，約定每年繳納一定數額

租粟。番業主在瞨墾制度或以立典契方式將番地田主權〈田底權〉交給漢人，以

致地權分割為二，社番淪為只有收租而不從事農作之業主，屬一田二主的「番業

漢佃」的分割地權型態。對於番業主而言，陳秋坤認為番業漢佃具有防止其他漢



移民再行侵墾及社番提供未墾番地給漢人生產以分享農作成果之優點。（陳秋

坤，1997：.7） 

 
開放熟番地的奏議，雖然是在規定彰化縣及臺北荒埔地的開墾方式，但是從

鳳山縣發給漢移民墾照1及鳳山八社番契中2得以知悉，在康熙年間，鳳山八社荒
埔地的開墾，就已經有上述的開墾情形。由此推斷，雍正 2 年開放熟番地的開墾，
只不過是康熙年間臺灣西南部荒埔地開墾現況的描述。 

 
表5-1清代鳳山縣鳳山八社傳統領域內港西里及港東里漢人間簽 

         立之業主權〈大租業〉交易地契 
本表所列土地 
坐落範圍及交 
 易特性說明 

 

件數 
編號（番社傳統領域別、土地來源、契字、簽立地契原因、
業主年收大租粟額、業主須向官府繳納正供並勻攤丁銀
額、其他約定內容及交易當事人） 

立契時間 

    本表所列之
土地業主權〈大
租業〉屬漢人所
有，其土地坐落
於鳳山八社傳統
領域內，行政區
域隸屬清朝鳳山
縣港西里及港東
里，其業主權〈大
租業〉交易屬漢
人與漢人之間的
典賣行為，取得
業主權之承買人
每年依例向官府
繳納正供並勻攤
丁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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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力力社領域：承祖父建置大租田業乙宗，賣杜絕盡 
   根大租契字，乏銀費用，本租業業主陳振泰堂年收大 
   租粟8.5石，業主年納正供粟2石，出賣人業主林后 
   庄陳振泰堂承買人潮州庄蔡義榮堂〉 
106〈力力社領域：承父買過陳宏季大租業乙宗，賣找絕 
   盡根大租契，乏銀費用，本租業業主年收大租業粟 511. 
   2 石同治元年抽出 181.6石正供粟8石出典與蔡義榮 
   堂，業主年納正供粟 39.1石配納丁銀 1兩8錢2分1 
   厘，有上手契司單及前典契共 2紙，出賣人業主林后 
   庄陳振泰承買人潮州庄街蔡義榮堂〉 
111〈茄藤社領域：承父與兄弟明買頂社皮庄林家熟園，  
    賣杜絕盡根契，乏銀費用，年配納正供銀4錢2分6， 
    有上手契連前□單印契共2紙，出賣人業主北勢頭劉 
    庄周王大鼻承買人頂社皮庄陳柔官〉 
93〈阿猴社領域：奉府憲方奉主翟勘丈界內埔園，佃批， 
   被水沖崩暫次浮復，佃戶年應完納業主方大租銀 3錢 
   2分，業主方壽記佃戶陳羽求墾〉 

110〈茄藤社領域：承先人遺下買大小租業埔園乙所，找 

   賣絕盡根契，找貼，有上手番契紅契各 1紙，出賣人 
   大小租業業主陳成記再向承典人許會記找貼〉 

同治6年 
〈1867〉 
 
 

同治7年 
〈1868〉 
 
 
 
 

同治17年 
〈1878〉 

 
 

光緒 5年 
〈1879〉 

 

光緒7年 
〈1881〉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據附錄七至附錄八，自行整理。 

 

地權結構之演變，係指人與人之間因占有、使用土地而產生權利內容變動及

消長情形。基於前章第四節論述及附錄一至附錄六各番社番契顯示，在雍正年間

以後，番地地權已形成私有化，如社番自行開墾擁有完全所有權成為自耕業主，

或亦仿漢人建置租業擁有業主權成為收租業主，或社番每年向番社繳納租粟取得

番社土地之田主權，另外尚有部分番地屬番社之共有財產，由漢墾戶以貼納番社

                                                 
1參前章第一節鳳山縣宋永清知縣於康熙 43年發給港西上里漢墾戶蔡俊墾照。 
2參附錄三編號 32.下淡水社於康熙 46年將該社草地 1所，交給漢墾戶何周王招佃開墾。 



租粟方式招佃開墾。前述之自耕業主，既是自耕，當然不發生番租關係，後三者

爰產生繳納租粟（或番租）關係。故從前章第四節圖 7.之鳳山八社番租分布圖得
知，在乾隆、嘉慶及道光年間番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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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從總督府檔案資料顯示，日據初期（清朝光緒末期）殖民政府調查阿猴廳

轄區港東上里及港東中里之番租額合計僅區區 11石 5斗〈如表 5-2〉，是殖民政
府大租權調查委員會調查失實？還是港東上里及港東中里確無幾許番租？然經

本研究搜集之鳳山八社番契及其傳統領域內漢人之間簽立之地契中，港東上里及

港東中里在清治時期屬於力力社與茄藤社領域，由力力社與茄藤社番契及該二社

領域內漢人間簽立之地契，從表 5-3 得知，在清治時期，力力社於道光 20 年至
同治 10年之間〈西元 1815年至 1871年〉，番租數額至少計有 207石 4斗 5升，
茄藤社於雍正 5年至嘉慶 18年之間〈西元 1727年至 1813年〉，番租數額至少
計有 123石 2斗，此代表之意涵為何？是否意謂番社地權私有化，歷經清朝中期
以後，其地權結構產生變化？ 

 
本章將就有關鳳山八社地權結構演變過程，配合清朝番地律令、鳳山八社番

契〈如附錄一至附錄六〉及港西里與港東里漢人之間有關田主權或業主權交易之

地契內容〈如附錄七、附錄八〉，探討鳳山八社地權結構之變化。 

 
表5-2阿猴廳轄區港東上里及港東中里土地番租額數 

調查時間：明治 32年至 36年 
番租（口糧租、屯租、番餉租）額數  

地 區 
 

現 今 位 址 谷 銀 （ 元 ） 銀〈兩〉 

 
備 註 

港東上里 萬巒鄉南部、潮州鎮北
部及崁頂鄉一部分 

5 900     番 租 

港東中里 萬巒鄉一部分、潮州鎮
南部、新埤鄉、南州
鄉、東港鎮及林邊鄉一
部分 

 
5 

 
600 

     
番 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現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 
4257，番號 115《阿猴廳港東上里土地申告事項表》；番號 118《阿猴 
廳港東中里土地申告事項表》。 

補充說明：日據初期阿猴廳轄區包括港西上里、港西中里、港西下里、港東上里 
、港東中里、港東下里、新園里及琉球嶼。 

 
表5-3 清治時期力力社與茄藤社領域（港東上里及港東中里）之番 
      租數額 

番   社 
日據初期 
之行政區 

編 號 時    間 番租額(石) 
合計 
(石) 

備註 



99 
嘉慶20年 
（1815） 

80 

102 
道光3年 
（1823） 

50 

103 
道光30年 
（1850） 

39 

104 
咸豐10年 
（1859） 

3.2 

107 
同治10年 
（1871） 

5 

力力社 港東上里 

53 
同治10年 
（1871） 

0.25 

 
 
 
 
 
 
207.45 
 

 

55 
雍正5年 
（1727） 

27.5 

56 
雍正11年 
（1733） 

50 

59 
乾隆28年 
（1763） 

14 

61 
乾隆36年 
（1771） 

12 

63 
乾隆45年 
（1780） 

5 

98 
嘉慶2年 
（1797） 

10 

67 
嘉慶8年 
（1803） 

2 

70 
嘉慶14年 
（1809） 

0.1 

71 
嘉慶16年 
（1811） 

0.1 

茄藤社 
港東上里 
港東中里 

72 
嘉慶18年 
（1813） 

2.5 

123.2 

 

  資料來源：依據附錄四、附錄五及附錄八中有關契約記載需向社番或番社繳納番租 
            額之統計結果。 
 
 

第一節 番業主權與漢佃田主權 
 
雍正 2年，藍鼎元「開放熟番地」奏摺經採納後，清朝律令正式准許番社〈社

番〉將番地租與〈給墾或佃批〉漢人，漢人以「貼納番租（餉）」方式合法取得

番地田主權。在財產權理論中，財產權之可移轉性，為有效率財產權機制準則之

一，而一束完全的所有權，業主對其所有標的可無限制的使用，其使用、收益或

管理之任一權利，如移轉予他人，因而限制所有權之實質權利〈restricted real 

rights〉，其所有權因此而分割，不在具有完全的所有權，〈Furubotn and Richter，



2000：78-79〉當部分番社〈社番〉不能開墾時，將番地田主權歸墾戶〈佃戶〉所
有，其番地之實質權利，自當因而受到限制，墾戶〈佃戶〉在番地上耕作，番業

主收取定額番租，使墾戶〈佃戶〉有較大的誘因去從事更大的生產，此種關係形

成「所有權與管耕權分離」〈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從新制度經濟學

的觀點，所有權與管耕權分離是一種有效率的經濟組合。〈148-149）這或許是雍

正2年，藍鼎元主張開放熟番地「租與民人耕種」以增加生產避免拋荒之政策理

由。 

 
    開放熟番地之第三種開墾方式，漢人以「貼納番租（餉）」方式取得番地田
主權，社番對番地的實質權利雖因而受限制，是否表示社番喪失番地的管業權？

從表 5-4 之部分給墾〈佃批〉契約中顯示（編號 55.6），在雍正及嘉慶初期，固
然番地「田主權」永遠歸墾戶〈佃戶〉所有，墾戶〈佃戶〉如有拖欠番租，番業

主可撤佃並另外找人佃耕〈番契稱之「起耕別佃」〉，日後佃戶如將田主權轉讓第

三人，應先通知番業主，不得私自頂讓，故由表 5-4得知，漢人以「納番業主大
租粟」3方式墾佃番地之規範下，田主權雖歸墾戶〈佃戶〉所有，然而社番對於

番地仍有部分管業的能力；而番地所有權分割為業主權與田主權的地權型態，類

似日耳曼共同體「上級所有權」（Obereigentum）及「下級所有權」（Untereigentum）

分割地權的概念，而從不同時期之契約內容發現，原則上在雍正及嘉慶初期番社

（社番）對於番地尚具有部分支配的權能，而漢佃戶具有完全使用收益的權能。

為何番社（社番）僅有部分支配的權能，因番業主不能無故撤銷佃戶，且佃戶如

轉讓田主權給他人，僅通知番業主即可，不用事先徵得同意。基此，岡松參太郎

指出大租權最初有完整之管業權，本研究以為，與番契記載內容，尚有出入。在

番業主權與漢佃田主權之地權結構下，漢移民是以下列番契類型取得番地田主

權。4 

 
一、合約〈給墾契〉 
在康熙、雍正年間番契內容對於下淡水溪以東的描述，屏東平原盡是草地、

青埔地或荒埔地，皆屬鳳山八社各社領域範圍，足見當時漢移民並未大規模移

入，5屏東平原四處皆為荒埔草地，因開墾成為田園工資須費甚大，如果社番又

不能自耕，不如由番社簽立合約〈如表 5-4編號 32.55.56〉，將荒埔草地，給與漢
墾戶招佃開墾，收取租粟以便向官府繳納番丁餉。清朝對於民事關係，原則上不

加以干涉，任由民間之慣習或契約予以拘束私人間權利義務關係，當時在臺漢人

                                                 
3 因番社（社番）仍擁有業主權，故既屬番地，當然不必另外向官府繳納正供，此即為柯志明所
稱之「免納正供的番大租」。 
4合約與給佃約為漢移民取得番地田主權之途徑，唯一不同者，似乎番社通常是與漢移民簽立合
約，而社番則與漢移民簽立給佃約之方式為多。 
5 康熙 50年，鳳山縣（轄區含高雄平原及屏東平原）男丁數為 4,078丁，乾隆年間漢移民才大
量移入鳳山縣。（請參第四章第一節） 



對於取得或移轉田園，通常多有訂立契字的習慣，〈岡松參太郎，1910：22-23〉6

故漢番簽訂之契約內容，是由番社與開墾者自行約定，部分合約立契時，墾戶須

先付田園底銀、番劍銀或墾底佛銀7予番社，番社向墾戶收受墾底銀，等於是將

「田主權」永遠交給墾戶，故立契後，墾戶有權招佃開墾並永為己業，每年須向

番社繳納租粟。亦即番社與漢人立下合約後，除非墾戶違約不繳納番租，否則番

地田主權，永遠歸漢人所有，而番社仍擁有業主權。 

 
此種番社擁有業主權，田主權歸漢人之地權關係，以編號 55 之番契為例，

雍正 5年〈西元 1727年〉茄藤社領域內有糞箕湖草地一處，社番稀少耕作倘任
其荒廢，因在乾隆2年以前番餉負擔較重，茄藤社每年須向官府繳納番餉 323兩，
既然社番無力耕種，茄藤社又面臨納餉的負擔，經鳳山知縣蕭震批示，准由漢墾

戶佃人兼管事林永統與謝聯昌等 17 位佃人瞨墾認佃，與該社土官礁傑簽立合
約，雙方約定每甲田納 7石租穀，每甲園納 4石租穀，每年由管事林永統負責將
租穀運送到土官礁傑家，不得短缺否則送官府究辦，該地如有糾紛由業主負責處

理，惟開墾之佃人如因入山遭生番殺害，佃人自行負責，另佃人如返回大陸內地，

可將田底權〈田主權〉退佃，番社不得有任何阻撓。本張番契是基於番餉負擔而

將茄藤社領域有糞箕湖草地（今新埤鄉內）給墾漢墾戶招佃開墾；編號 32.番契
是下淡水社土官因該社人口眾多需要更多口糧，將該社頓物庄（今竹田鄉內）草

地給墾何周王招佃開墾。 
 
編號55. 
「同立合約佃人管事林永統謝聯昌等前來瞨得土官礁傑有糞箕湖草地一所，番民稀 
  少耕 
  dephaptang kate Ase Atoko Ata keat□□ta? Sa?to saij getan koi ke san sauteong 
  seij teong 
  種，拋荒累課慘實難堪，茲蒙太老爺蕭〈筆者註：鳳山知縣蕭震，雍正元年至七年〉  
  批准向番認佃供稅，統等情愿耕作完課，議約至冬成明 
  set ka ji hoij se ke ka 4 ta ha havong dap Aru cou ke dong au kma kota ke At 
  丈田每甲納租柒碩滿，園每甲納租肆石正滿，戈係裁尺壹丈三尺永為定例，車運至   
  土官家，交納不得少欠，如有少欠即將招佃鳴官究治，不得執占草地，不明之事係 
  業主抵當與佃人無干，倘有佃人入山不測之事，係佃人之事與業主無干，另田底或 
  欲回唐之日，佃人任從退工，本業主不得阻擋，恐口無憑仝合約二紙，分執為炤之。 
        管事林永統佃人謝聯昌、謝定煌、謝弘遠、謝振學、謝紹發、謝官 
                            龍、林受運、陳石標、陳鶴聖、陳文支、張允 
                            珍、張蒼玉、鄧會琳、鄧彥支、鄧支琳、鄧鳳 
                            琳 
        即日批明茄藤社傀儡社二社通事倘有事情係業主之事與佃人無干再炤                                              

                                                 
6為防止漢人以不合理的契約內容取得番業，乾隆 53年北路理番同知黃嘉訓頒發示諭：「日後番
地杜賣、瞨墾，概須通事土目蓋印，方准生效」，上述示諭是在規範北路之番地移轉事宜。而南
路西拉雅族番契中，如編號 8.在乾隆31年所簽訂的給墾契，已蓋有土目戳記，故南路比北路更
早實施，惟當時仍有不少西拉雅族番契縱然未經通事土目蓋印，依民間慣例，其契約仍然有效。 
7 無論是田園底銀、番劍銀、墾底佛銀、荒埔犁銀、墾耕佃儀佛面銀或埔底銀，皆係承墾者開墾
埔園時，給予番社或社番之權利金。 



                        在場  男大秀 陳二章 
  iong sin kau 5 ku 2 
                      立合約  土官礁傑 
  雍  正  伍 年 二 月  日」（噶瑪蘭西拉雅古文書頁 110） 
 
二、給佃約〈佃批契〉 
開放熟番地後，清朝律令正式准許番社將番地給墾或社番佃批給漢人開墾，

有關番社將該社草地以合約方式給墾漢人招佃開墾，已如前述。而在第四章第四

節論及社番地權私有化後，在漢移民墾佃制度下，社番學習漢人建置租業收取租

粟而成為收租業主，如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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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向佃人收租粟（大租粟）。 

 

另外社番在番社領域內自置埔園或將占有之荒埔地招漢佃戶自備牛、種子前

往開墾，開墾後由佃戶永遠耕作使用，此即所稱「開墾永佃」之由來，「佃」與

「瞨」意義相似，係指在不移轉業主權，對土地有使用收益之權，給佃批係指給

出田園的契字，大多發生大租權。〈岡松參太郎，1910：310〉由於漢佃自行投資
工本改良田園，按照契約內容，享有長期耕作的權利，稱為「永佃權」，只要漢

佃繼續繳租，業主不可隨意撤退，也不能任意加租，此種永佃權原本為鼓勵佃戶

長期在同一坵塊耕作，藉此改善生產力，爾後，永佃權成為漢佃戶管理耕作之權，

致使漢佃成為田主，與番業主分享部分的田園產權。如表 5-4 編號
2.3.6.19.24.27.40.69.此類給佃契約在立契時由佃戶先付犛頭銀，因荒埔地開墾需
先投入費用，有些是言明墾竣後再繳，墾竣後每年繳納定額番租，佃戶不得私自

頂讓耕作。以編號 6.番契為例，搭樓社番業主王徑義等二人在雙尾莊〈今里港鄉
內〉有荒埔地一處，原被大水沖蝕，現已成為浮復地，番業主無力開墾，嘉慶 2
年與漢人鄭雙琳簽立佃批字契約，每甲支付埔底銀四大元，三年開墾期間不必付

番租，嘉慶 5年以後每甲每年付予番租銀二元半，因該埔地丈量面積 8分，實際
支付番租銀二元，從本張契字所載內容，番業主仍擁有管業權，如佃戶欠租，由

番業主起耕別佃，並約定佃戶不得私自將佃耕權頂讓他人；編號 24.「佃批契」，
該地係社番趙引人自置的田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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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經
過鹿場角（位於今新埤鄉靠近山區一帶），因該地可以開墾田園耕種，五人商議

合股建置東興庄，招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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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編號 2.3.19.40.27.社番招瞨漢佃開墾或將埔園佃批給漢人開
墾，田主權永遠歸漢佃所有，漢佃每年則須向番業主繳納租粟。 
 
編號6. 
「同立佃批字搭樓社番業主王徑義、王雲龍，前年父在日，有埔地址在雙尾莊，被
水沖崩，幸已浮復。嘉慶二年，有漢人鄭雙琳官托中前來認墾，約每甲埔底銀四大
元，三年內開荒無租，至第四年每甲納業主大租銀二元半。茲業佃公同丈得本佃墾
園一段，東至曾家園，西至小路，南至陳緘官園；北至葉家園為界。計園八分，年
納大租銀二元正，訂十月完楚，不得違約抗欠，如有抗欠，將園聽業主起耕別佃；



抑佃租無欠，欲將園轉退他人頂業，務先達知業主，以便查察過佃收租，不得私相
頂退。倘日後園被水沖沒，其大租隨園之存失。保此埔園係義等功兄弟兩人承父應
分淨復物業，與房親人等無  干，亦無交加來歷不明等情；如有等情，義等一方抵
擋，不干佃人之事。今欲有憑，同立批字一紙，給付存照。 
  嘉 慶 五 年 十 月  日給」〈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1904：56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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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4漢墾戶〈佃戶〉與番社〈社番〉簽立之給墾〈佃批〉契 
  契 約 種 類 
（契約性質） 

件數 編號（社別、土地來源、契字、簽立契字原因、應納番業
主《或番社》大租額及其他重要內容） 

立契時間 

給墾契〈給佃契 
〉： 
 
番社或社番以立
給墾契或給佃契
方式，將番埔地
給予墾戶或佃戶
開墾，立契約
時，通常須繳田
底銀或埔底銀，
墾竣後取得田主
權〈管耕權〉，按
年向番業主〈番
社〉繳納大租
粟，田園由墾戶
或佃戶掌管耕作
永為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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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下淡水社：該社原有草地，合約，因社番眾多番齒益 
   眾，佃戶每甲年納番社7石5斗，由何周王墾戶招佃 
   開墾。其佃人日後有別圖生業以及回唐者，其田底聽 
   憑佃人頂退抵還工本〉 
55〈茄籐社：該社草地，合約，因番民稀少耕種拋荒累課 
   慘實難堪，每甲田向番業主納租 7石園 4石，由佃人 
   管事林永統等瞨墾。交納如有少欠即招佃鳴官究治， 
   不得執占草地，倘有佃人入山不測之事，係佃人之事 
   與業主無干，另田底或欲回唐之日，佃人任從退工〉 
56〈茄籐社：該社荒埔，合約，因共同瞨墾荒埔，年貼納 
   番業主埔占粟50石，由墾戶陳毓芝招佃開墾〉 
2〈搭樓社：自墾溪埔園，招耕字，因守隘乏力耕種，開 
   墾成業收租年納埔底租谷30石通事社課租粟 100 石， 
   由黃仕珍、黃起風出本招佃耕墾。有生番下山作歹與  
   業主無干，倘被水沖崩，物業係業佃二比消摩後，日 
   復浮復納不得異言短欠〉 
3〈搭樓社：自置埔園，招瞨字，因乏銀應用，向番業主 
   納大租粟2石4 斗，由馮外承瞨〉 
19（阿猴社：浮復荒埔地，給佃約字，因墾耕工資浩大不 

康熙 60年 
（1721） 
 
 

雍正5年 
〈1727〉 
 
 
 

雍正11年 
〈1733〉 
乾隆40年 
（1775） 
 
 
 

乾隆47年 
（1782） 
乾隆51年 



   能自墾耕作，年納番業主地租粟 2石，由簡責觀開墾） 
6（搭樓社：承父埔地，佃批字，原被沖崩現浮復，由漢 
   人鄭雙琳認墾，三年內開荒無租，至第四年每甲納番 
   業主大租銀 2元半，如有拖欠，由業主起耕別佃，佃 
   戶如將田園轉讓他人頂業，須先達知業主，不得私相 
   頂讓） 
24（阿猴社：佃批字，因崩陷後浮覆，佃戶年納番業主租 
   粟1石，由和興庄佃戶簡獻官請墾） 
69〈茄籐社：番埔之地，合約，堪開田園耕種，開墾收租， 
   由社番王元春等5位業主分6股共同招佃開墾〉 
40（下淡水社：承祖父開墾下則田，給佃批約字，因 
   無力承耕，五年間如未被水沖覆，交由佃戶永遠 
   為業，五年以後，按年向番業主納定額番租，由 
   佃戶李雲從自備牛、種子前往開墾） 
27（阿猴社：承祖開置草地，墾單，因洪水崩壞後浮復， 
   年納番業主大租粟 1石，由招煙墩腳庄陳前官墾耕） 

〈1786〉 
嘉慶5年 
（1800） 

 
 
 
嘉慶9年 
〈1804〉 
嘉慶11年 
〈1806〉 

 
嘉慶 12年
（1807） 
 
 
嘉慶16年
〈1811〉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自附錄一至附錄六。而表中之「員」與「元」同義。 
 
 
 
 
 
 
 
 
 
 
 
 
 
 
 
 
 
 
 
 
 
 
 
 
 
 
 
 
 
 
 
 
 
 



第二節  番大租戶與漢大租戶及漢小租戶之多層地權制 
 
一、番租的起源 
鳳山八社之生產型態，在十七世紀末期已開始產生變遷，縱然進入十八世紀

中期以後，雖已完全從事定居農耕之生產型態，8惟從部分番契中顯示，仍有以
「因守隘乏力耕種」、「不能自耕」、「墾耕工資浩大不能自墾耕作」或「無力
承耕」為原因而典賣番地。由此推知，在十七世紀末期鳳山八社社番應未完全熟
諳水田稻作生產，各番社領域四處荒埔，擅長農業開墾的漢移民進入屏東平原，.

視荒埔地為無主土地，故私自開墾者占據己有，或與番社協商開墾番埔地，而最
早番租的起源，9係始於康熙46年〈西元1707年〉由墾戶以「何周王」名義招傅
如鐸及傅成宿等數名佃人開墾下淡水社草地〈番埔地〉成為為頓物庄10〈今屏東
縣竹田鄉頓物村〉，後來因有糾紛，番社與何周王爭訟向鳳山縣宋永清知縣〈任
期康熙43年至51年〉控述，宋審定：頓物庄租粟應歸下淡水社，水利設施及開
墾費用皆由佃人自備，開墾成水田從事稻作生產，每年每甲繳納7石租穀給下淡
水社；至康熙59年〈西元1720年〉，因下淡水社番眾增加，向佃人要求增租再
生爭議，故向李丕煜知縣〈任期康熙56年至61年〉控述，李審定每年每甲增加
2石租穀，康熙 60年〈西元 1721年〉，以每年每甲減少 1.5石做為代價，向各
佃人總計借得租穀700石，以後每年每甲只收7.5石租穀，日後佃人如開創其他
事業或回大陸內地時，該田底權任由佃人轉讓他人，以抵償當初開墾工本，番社
〈番業主〉不會阻擋，至於協助番業主催繳租穀的佃人兼管事黃其薦，仍然依前
例，免繳五甲的租穀，倘爾後番社再有事端，佃人以此張契約為憑交官查辦。〈參
編號32.〉 

 

    業主權與田主權分離之一田二主，為當時臺灣田園普遍之地權型態，此張合

約於康熙 60年由下淡水社土官阿里莫及副土官引人等社番所簽訂，依契約內

容，何周王墾戶招數名佃人自行投資工本施設水利開墾成為水田，業佃雙方同

意，佃戶每甲繳納定額租粟7石，番社與墾戶承認佃戶取得田底權〈田主權〉，

可以自由轉讓，此張契約基本在保障佃戶的耕作權，避免番社與墾戶任意起耕別

佃或增加租穀，而在同一土地上，形成有別於一田二主之多層地權結構

〈multi- tiered land rights〉關係：即佃戶→漢墾戶〈何周王為漢業主〉→番大租
戶〈下淡水社為番業主〉，番社名義上仍擁有業主權，每年收取定額番租，而漢

業主與佃戶協議分享農作所得，一般為收穫額的十分之四。〈東嘉生，1955：155〉 

 

    依當時律令，番地是不准租瞨漢人開墾，竟然該地在康熙 46年早由漢墾戶

                                                 
8 參第四章第二節。 
9 Shepherd 認為番大租的起源，可追溯自康熙46年下淡水社社番與漢人簽訂之番地合約，後來
逐漸普及全臺各番社，直到乾隆33年以後，成為番大租制度。〈Shepherd，1995：253-254〉 
10當墾戶〈商人或富豪〉向官府取得墾照後，設庄招佃開墾，一般稱漢移民聚集居住之處，稱為
庄，而熟番聚集居住之處，稱為社，故清治初期有所謂「漢庄番社」之稱呼。惟自十九世紀以後，
因部分社番遷徙他處或漢番雜處情形普遍，番社界線更為模糊，社番居住地稱為「庄」或社番居
住在漢庄者，亦常多見。〈請參清嘉慶臺灣輿圖，另從鳳山八社番契內容亦可窺知〉 



招佃人開墾，已構成私墾的行為，既然有爭訟，縣官照例應「斷還歸番」，結果

兩位知縣基於維護番眾生計，准許番地歸漢佃戶管耕並以公權力同意番社要求增

租的行為，每年每甲收9石；以當時情況，漢移民迭有侵墾番地，加上社番如不

自耕，與其任由社番私下協議給予漢人墾耕而收取低額番租（如表5-19，每甲番

租平均在 2至 3石之間），不如以公權力介入保障番租額，故鳳山知縣採取漢移
民習慣，將番地分割出番大租權、漢大租權與小租權，田主權則歸佃戶，而租額

如有爭議，則由官府審定。 
 

臺灣的田園，大多是漢移民向官府申請開墾或向番社（社番）承墾之土地，

此類土地多半附有大租，而亦有與大租無關者，而與大租無關之土地究有多少，

依日據初期土地調查局統計得知，不附帶大租的土地約占調查總面積之一半。11

惟日據初期針對原鳳山八社傳統領域所在地屏東平原（日據初期劃定為阿猴廳）

私有地（含漢人土地及番地）調查得知（如表5-5），在阿猴廳轄區私有地面積為

48,726甲，負有大租之面積計有37,015甲，占全部私有地面積之76%，無租地為

11,711甲占24%。（總督府檔號：4259，番號110-117，頁42591100227~42591170242）

至於負有大租之私有地，究竟番地面積占多少面積？目前尚無統計資料，不過從

阿猴廳負有大租土地之分布區域（如表5-6），對照本研究蒐集鳳山八社番契或地

契有出現番租或社課之土名（土地坐落），在表中各區域之分布街庄中屬斜體字

型之街庄，即代表本研究搜集之111件番契及地契均有出現之街庄（參附錄一至

附錄八）。只是迄至日據初期，這些街庄未必仍然有番租之分布。 
 
編號32. 
「同立合約人，下淡水社士官阿里莫、加貓、居□、副土引人、居覓教冊施也落等 
  ，原有草地壹所，自肆拾陸年，因何周王招得□□□□□□□〈註：因番契年代 
  久遠，部分文字極難辨識，故以□代之〉傅如鐸，傅成宿等開墾成頓物庄後，本 
  社番民與何周王爭訟，蒙  前任縣主宋永清〈註：任期康熙43年至51年〉審斷 
  ，頓物庄租粟歸于番民，完課當日番佃面立合約，其築埤開圳費用工本，俱係佃 
  人自備，墾成水田，業主□□□□□□拾伍甲□□□□□□□□□□□無異□□ 
  □十餘□，歷年每甲納租七石，送社交倉明白，茲因伍拾玖年，本社番齒益眾， 
  向佃議增租粟，致控縣主李丕煜〈註：任期康熙56年至61年〉審斷，加租貳石 
  □□□案，番佃兩相允服，茲今頓物庄，各佃名下額租，併審斷所加之租，俱一 
  足收，但今本社眾番，苦無□應公，仍向頓物庄，各佃揭過粟共柒百石，于完□ 
  供□□□斷□情愿允□□歷年每甲扣除減租壹石伍斗滿為利，當日業佃面議□， 
  每年每甲實收租粟柒石伍斗滿，佃人車運本社交倉，永為定例，其佃人□日後有 
  別圖生業以及回唐者，其田底聽憑佃人頂退抵還工本，業主不得再生枝節，其管 
  事任收照舊免，田伍甲無租，倘日後番民仍行弊端，任憑□佃人執字鳴。官究治 

                                                 
11此類未發生大租權之土地如下：1.私墾者占據無主土地之田園，私墾土地，向官府自首時免罰，
官府並承認其有業主權，如雍正 12年閩浙總督及福建巡撫奏摺中有：「隱匿者准令自首，立有
免罪之條」。2.墾戶招佃開墾荒地時，約定墾竣後分出部分比例給予佃戶，各自向官府陞科，如
北部地區的茶園及宜蘭地區土地。3.官府禁止設立大租之土地，嘉慶 15年，宜蘭設治時，除番
社土地外，禁止設立大租權，在設治以前已發生大小租關係之田園二千四百餘甲，沒收大租權。
4.荷蘭及明鄭時期開墾之土地，臺南地區大部分土地開墾於此，清治以後，將官田、文武官田及
營盤田悉歸民業，故不發生大租關係。〈岡松參太郎，1910：211-212〉 



  此，二比甘愿，兩無逼勒，今欲有憑，立合約永執付照。 
在見僯庄管事  黃其薦 
      在場見  張明觀副土引人、居□、加貓 
同立合約下淡水社  土官 阿里莫、加貓、居□、副土 引人、 
                  居□、加貓、 教冊  施仔落、太問文 
     代書書手  李恩（下淡水社書手李恩圖記） 
  康 熙 陸 拾 年 貳 月 日」（新港文書第十一號下淡水文書，臺北市宮原敦氏 
  所藏原文書，頁141） 

康熙陸拾年下淡水社番契12 
 
 
 
 
 
 
 
 
 
 
 
 
 
 
 
 
 
 
 
 
 
 
 
 
 
 
 
 
 
 
 
 
 

                                                 
12本張番契分別以漢字及番字〈羅馬拼音之新港文書〉立契，立合約人為下淡水社土官阿里莫等
人，代書書手〈即代書人〉為李恩，立契時間在康熙60年〈西元 1721年〉，荷蘭自西元 1624
年至 1662年占據臺灣南部期間，在西拉雅族部分番社所推行的新港文書，在一百年以後，還有
社番使用；另據筆者搜集之番契中，有一張立契時間在嘉慶 21年〈西元 1815年〉，也是以漢番
字立契。 



表 5-5 阿猴廳轄區私有地大租調查情形 

                             調查時間：明治 32年至 36年；單位：甲 
   面積 
地區 

清朝番社
領域名稱 

現今鄉鎮 有租地 
 

無租地 合計 

港西上里 搭樓社、武
洛社 

大樹鄉美濃鎮里
港鄉高樹鄉鹽埔
鄉九如鄉一部分 

4,244 4,410 8,654 

港西中里 阿猴社 
 

九如鄉南部屏東
市長治鄉及麟洛
鄉 

8,651 2,751 11,402 

港西下里 上下淡水
社 

萬丹鄉竹田鄉內
埔鄉新園鄉崁頂
鄉及萬巒鄉北部 

6,350 1,186 7,536 

港東上里 力力社 
 

萬巒鄉南部潮州
鎮北部及崁頂鄉
一部分 

7,484 929 8,413 

港東中里 茄藤社 
 

萬巒鄉潮州鎮新
埤鄉南州鄉東港
鎮林邊鄉一部分 

5,397 1,334 6,731 

港東下里 放索社 
 

林邊鄉西南部佳
冬鄉及枋寮鄉 2,356 714 3,037 

新園里   2,171 379 2,550 
琉球嶼  小琉球鄉 362 8 370 

   合            計（﹪） 37,015（76﹪） 11,711（24﹪） 48,726 

 資料來源：現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4259，番號 110《阿猴廳新園 
里新舊甲數比較表》；番號 111《阿猴廳琉球嶼新舊甲數比較表》； 
番號 112《阿猴廳港東上里新舊甲數比較表》；番號 113《阿猴廳 
港西下里新舊甲數比較表》；番號 114《阿猴廳港西中里新舊甲數 
比較表》；番號 115《阿猴廳港東中里新舊甲數比較表》；番號 116 
《阿猴廳港西上里新舊甲數比較表》；番號 117《阿猴廳港東下里 
新舊甲數比較表》。頁 42591100227~42591170242。 

        說    明： 

                1.本表所稱「私有地」（不含官有地），包括漢人土地及番地。 
              2.本表私有地，僅限於編定為「田」、「旱」地目之土地；至於「有

租地」係指該地有大租關係。 

表 5-6 日據初期阿猴廳轄區負有大租之土地分布區域  

                                         調查期間：明治 32年至 36年 
    街 庄 
 區 域 

          分    布    街    庄    名  備 註 

 阿    猴 阿猴街、海豐庄、社皮庄、火燒庄、德協庄、崇蘭
庄、大湖庄、前溪庄、麟洛庄。 

 萬    丹 萬丹庄、下蚶庄、濫庄、後庄仔、興化廓庄、新庄
仔庄、頂林仔庄、仙公廟庄、田洋仔庄、新園庄。 

斜體字型代
表本研究蒐
集鳳山八社
番契或地契



  
 店 仔 口 

番社街、糞箕湖庄、蓮潭庄、馬稠后庄、番仔簝庄、
下茄苳庄、海豐庄、許秀才庄、牛稠埔庄、崁仔頭
庄、埤仔頭庄。 

 阿 里 港 阿里港街、土庫庄、金瓜簝庄、中壇庄、吉洋庄、
加蚋埔庄、田仔庄、鹽埔庄、高樹下庄、舊簝庄。 

 港東上里 萬巒庄、力社庄、崁頂庄、潮州庄、洲仔庄、五溝
水庄、八老爺庄、過溪仔庄、加佐庄。 

  
 港東中里 

東港街、七塊厝庄、塭仔庄、車路墘庄、南屏庄、
溪洲庄、溫頭庄、牛埔庄、田墘厝庄、巷仔內庄、
大潭新庄。 

  
 港東下里 

水底簝庄、番仔崙庄、大庄、下埔頭庄、葫爐尾庄、
茄苳腳庄、武丁潭庄、埤頭庄、建功庄、打鐵庄、
南岸庄、餉潭庄、糞箕湖庄、枋寮庄、大響宮庄、
內簝庄。 

 內    埔 
 

頓物庄、西勢庄、鳳山厝庄。 

有出現番租
之街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現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檔號：4396，番號 37《大租調》，頁 43960370367-0372。） 
 
二、一田三主多層地權型態 
有關一田三主之多層地權型態，在鳳山八社傳統領域內港西里及港東里漢人

間簽立之業主權交易地契，亦迭有出現，如表 5-7 編號 99.合夥契約內容所示：
位於力力社洲仔庄大租業 484石，係張清連與張瑞琪兄弟之祖父向前手買得，其
祖父承買時間，推估應在乾隆中期年代，而由該約末段「此係二比甘愿各無反悔，

恐口無憑，合立邀夥字壹紙並繳呈邑主給執照字壹紙，又買潘復和、李邑主給照

字壹紙，又上手契壹紙，認佃字壹紙共陸紙，送執為照」推論，本大租業當時前

手是向鳳山縣請領墾照招眾佃戶開墾成熟田後，每年收取眾佃戶大租粟合計484

石，既然是合法取照並開墾成為民地，故應陞科向官府繳納正供粟 29石並攤丁

銀 2兩 3錢 3分，可見該塊荒埔地墾峻時間應在乾隆 12年〈西元 1747年〉以後。
惟該田園既屬民地，何以「又納番租粟 80 石」？此可由第四章第三節表 4-7 得
知，在乾隆 24年〈西元 1759年〉以前，清朝律令規定，番地不准杜賣漢人，並
責成地方官員查處有越墾、強占或私買番地，一律「斷還歸番」，其目的在保護

番業主權，不過事實上還是有漢人私買番地之情事，如表 5-8，茄籐社在乾隆 23
年，已有社番與漢人簽訂「一賣千休日後子孫不敢言贖亦不敢找貼」之所有權及

業主權杜賣契，因漢人買斷番地情形未曾間斷，無法完全禁絕；因此乾隆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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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此規定目的在保障社番生計，而一田三主多層地權型態關係如下： 

                                                 
13柯志明認為：番契屬「杜賣契」者，顯係買斷，不須貼納番餉。〈柯志明，民90：91〉柯氏應
指賣「業主權」而言，但如屬賣「田主權」之杜賣契，則承買人尚須年納番租〈番餉〉予番社或
社番。 



     
    現耕佃人           漢小租戶         漢大租戶           番大租戶 

                     〈田主：漢佃戶〉       〈漢業主：館堂號墾戶〉   〈番業主：番社或社番〉 
 
    綜上分析，該塊荒埔地前手請領墾照時間應在乾隆24年以後，由表5-7得知，
在乾隆 24年以後所請領之墾照或漢民瞨墾陞科之田園，無論例前例後，均應貼
納社課〈番租〉。再從表 5-7編號 99.101.108.109.顯示，本租業業主張清連與張
瑞琪兄弟於嘉慶20年〈西元1815年〉分三股，將其中二股以佛銀2仟2佰員〈每
股1仟1佰員〉代價邀黃太老、陳利泰二人合夥入股，嘉慶25年〈西元1820年〉
張清連與張瑞琪兄弟將擁有之一股賣給黃太老、陳利泰二人，故自嘉慶25年起，
本租業業主全部歸黃太老、陳利泰二人所有，至光緒 2年〈西元 1876年〉，黃
太老子孫黃景時因開創事業需要銀錢以佛銀2,500大員賣給住在臺南府城的不在
鄉業主黃國珍，隔年光緒 3年〈西元 1877年〉黃國珍同樣另有事業開創以佛銀
1,800大員賣給陳順和。本租業從嘉慶25年至光緒3年五十七年間業主權轉手三
次，賣價越賣越低，表示當時臺灣社會，不在鄉業主常會從事其他事業的投資，
投資田園置產已非唯一途徑，另外本租業自乾隆中期至光緒3年，約一百年間漢
業主每年都要向番業主繳納 80 石番租，依契約內容得知，在此期間番業主並未
將番租典押借款，故仍然擁有收租權。上述租業，漢業主每年除須納番租外，還
要向官府繳納正供，此即為柯志明所稱之「須納正供的番大租」，在鳳山八社亦
有此番租類型。 

 
強制性制度變遷（imposed institutional change）的推動主體是官府，官府以公

權力強制實施某種行政作為，不需要一致同意，社會成員無論同意與否都必須遵

守，官府無須付出協調成本。當時清廷為免因社番不能自耕，而失去生活憑藉，

乾隆33年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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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律令，其實有一個例外情形，即社番不能自耕，還是可以出

典漢人，其對於社番最大保障是規定番大租數額，而此一保障措施端賴官府的介

入。至此，Shepherd認為「番大租制」自乾隆中期以後正式成型〈maturation〉，

臺灣西部部分區域由番大租支配，他們完全適應多層地權〈multi-tiered land rights〉

關係，直到二十世紀初期日本殖民政府廢除大租權為止。另柯志明亦認為清朝於

乾隆33年規定番大租數額，是保障番地之一大貢獻，因其能確保社番基本生計，
減少番地完全賣斷與漢人之機會。本研究以為，如果Shepherd與柯志明論點成立，

為何本研究搜集之嘉慶、道光及同治年間力力社與茄藤社番契及該二社領域內

（港東上里及港東中里）漢人間簽立之地契，兩社番租數額共計有326石1斗5升，
但至日據初期僅剩11石5斗，造成大多數番租消失的原因何在？本章第五節將進
一步說明。 

 
再者，由表 5-7一田三主多層地權型態中得知，同一塊土地上出現兩位業主

一位田主，漢人擁有業主權，每年向佃戶（田主）收取大租粟，並依例向官府繳
納正供及勻攤丁銀外，尚須向番業主（社番或番社）繳納大租粟或社課，從契約

漢大租 社課（番大租） 漢小租 



內容窺知，漢人業主隨時可將此大租業杜賣，番業主無權干涉，承買大租業（業
主權）之人，當然仍需履行上述義務。故在一田三主多層地權型態中，番業主實
際已完全喪失管業的權能，此與一田二主中番業主仍擁有部分管業權能不同。 
 
編號 99. 
「同立邀合夥約字人張清連、弟張瑞琪、有承父龜分過祖父明買得力力社洲仔庄大
租業壹所，東至茄苳溝，西至溪水墘，南至排仔渡頭，北至力力社大車路，四至明
白為界，年收佃戶大租粟肆佰捌拾肆石滿栳，又收大租糖陸仟陸佰觔，年納董世嘉、
李世動戶名車餉銀貳兩捌錢，正供粟貳拾玖石，又納李世勳戶名正供粟拾玖石、 丁
銀貳兩參錢參分， □粟伍石玖斗陸升二合，又納番租粟捌拾石，又承父當官明買
潘復和糖廓半張牛分陸隻，年收大租糖陸仟陸佰觔，又收大租粟拾貳石滿栳，年納
正供粟玖石，車餉銀貳兩捌錢。坐落力力社洲仔庄，東至本庄，西至東港溪，南至
茄苳溝外鄭家糖廓，北至東港溪，四至明白為界。又承父明買遇林文庄湖底洋等處，
東西四至，載在上手契內，年收滿栳大租粟貳佰伍拾柒石四斗，年納正供粟參拾陸
石壹斗壹升壹合， 勻攤丁銀照配完納。今因乏銀完供餉，先問房親人等，不肯承
受外托中邀遇黃太老祖生伯陳利泰合夥同中面議，公估價銀參仟參佰大員，約作三
股掌管，黃太老、陳利泰貳股，應出佛銀貳仟貳佰員，清連兄弟壹股，應出佛銀壹
仟壹佰員，即日同中收過貳股分額來佛銀貳仟貳佰員，連兄弟壹股，留存佛銀壹仟
壹佰員與黃太老、陳利泰同管是庄祖業，年公倩妥當管事一人向佃收討糖租粟，開
除完納正供廓餉及勻攤社課管事辛金什費外，餘作參股均分面限參年為滿，聽連兄
弟備足面貳股銀額續回原契，不得刁難。此係二比甘愿各無反悔，恐口無憑，合立
邀夥字壹紙並繳呈邑主給執照字壹紙，又堂買潘復和、李邑主給照字壹紙，又上手
契壹紙，認佃字壹紙共陸紙，送執為照。 
    即日同中收過契內股分銀貳仟貳佰大員，完足為炤。 
    批明此庄業自嘉慶拾玖年以前，所有未完供餉，係連兄弟自己完納，其嘉慶 
    貳拾年起，應完供餉公同完納其拾玖年分糖粟租額及佃欠舊租糖粟，係連 
    兄弟之額，不干銀主之事，合批明存炤。 
                      立邀夥約字人  張清連、瑞琪 
                            知見人  功叔、崑山忠 
                            為中人  黃首光、柯章恩 
                            執筆人  張清連 
嘉  慶 貳拾 年 貳 月  日」〈現藏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檔號：4415，《大租》，
番號：36，《港東上里大租租率表》，頁 44150360293。〉 

 
5-7清代鳳山八社傳統領域內港西里及港東里漢人間簽立之業主權
〈大租業〉交易地契〈該地須年納番大租或社課〉 

本表所列土地 
坐落範圍及交 
 易特性說明 

 

件數 

編號（番社傳統領域別、土地來源、契字、簽立買賣
契原因、業主年收大租粟額、業主須向官府繳納正供並
勻攤丁銀額、業主須年納社番大租粟或番社社課額、其
他約定內容及交易當事人） 

立契時間 

    本表所列之
土地業主權屬漢
人所有，其土地
坐落於鳳山八社
傳統領域內，行
政區域隸屬清朝
鳳山縣港西里及

 
 
 
 
 
 
 

99〈力力社領域：承父龜分祖父明買大租業、承父當官明 
  買潘復和及林文大租業，合夥約字，乏銀完供餉，本租 
  業業主年收大租粟合計 753石大租糖13,200觔，業主年 
納正供粟93.1石勻攤丁銀2兩3錢3分車餉銀5兩8錢， 
業主年納番租粟 80石，有邑主給執照上手契及認佃字共 
  4紙，業主張清連張瑞琪兄弟邀黃太老、陳利泰二人合 
  夥共分3股〉 

嘉慶 20年 
〈1815〉 

 
 
 
 
 
 



港東里，其業主
權交易屬漢人與
漢人之間的典賣
行為，取得業主
權之承買人，除
每年依例向官府
繳納正供並勻攤
丁銀外，尚須向
社番繳納番大租
粟，或向番社繳
納社課。 
 

 
 
 
 
 
 
 
 
 
 
 8 

101〈力力社領域：承父龜分祖父明買大租業、承父當官 
   明買潘復和及林文大租業，盡絕賣契，本租業業主年 
   收大租粟753石大租糖13,200觔，業主年納正供粟93. 
   1石勻攤丁銀2兩3錢3分車餉銀5兩8錢， 業主年 
   納番租粟80石，有邑主給執照上手契及認佃字共4紙， 
   出賣人業主張清連張瑞琪兄弟承買人黃太老、陳利泰 
   二人承買另一股〉 
102〈力力社領域：承父應份大租業，盡根杜賣契，乏銀 
   別創，本租業業主年收佃人大租粟合小功粟共 1,156. 7 
   石，業主年配納正供粟96.8石丁銀3兩2錢9分看濫 
   林辛勞粟3石，業主年納社課粟 50石，有上手契4紙 
   ，出賣人業主張心正承買人林後庄陳利春號〉 
84〈下淡水社領域：承祖父明買陳河蘇鳳邑上蚶庄租業， 找 
  盡絕賣契，無銀取贖窮困難堪，業主年收大租粟165石 
  大租糖10,540觔，業主年納正供粟6.9石勻攤配丁銀3 錢 
  9分2厘5毫，業主年配社課粟 7石5斗，出賣人業主 
  張心正承買人黃耀記〉 
103〈力力社領域：大租業分次出賣或出典，業主年收大 
   租業525.8石等，業主年納正供粟43.7石丁銀1兩6 
   錢6分等，業主年納社課粟24石等，承買人五魁僚庄 
   鄴塭記〉 
107〈力力社領域：咸豐年間與蔡義榮2人合夥明買陳振 
   春邱厝厝庄，賣杜絕盡根契，乏銀完課，本租業業主 
   年收大租粟212.847石，業主年納正供粟8.5石配丁銀 
   2錢,看濫0.75石，業主年納社課5石，有上手契，出 
   賣人業主五魁簝庄鄴溫記承買人由合夥人蔡義榮承買 
   鄴溫記一半大租業〉 
108〈力力社領域：承父明買張清連、瑞琪大租業乙所，  
   杜盡絕根賣契，乏項別創，本租業業主應收大租額75 
   3 石 大租糖13,200觔，業主年納正供粟93.1石勻攤 
   丁銀2兩3錢3分車餉銀5兩8錢，業主年納番租粟8 
   0石，出賣人業主黃景時承買人台邑郡內黃國珍即黃 
   珍記〉《註：新業主為不在鄉業主》 
109〈力力社領域：自己明買黃景時大租業乙所，賣杜盡 
   絕根契，乏項別置，本租業業主應收大租額年納正供 
   粟年納番租粟參編號108，有上手契，出賣人業主台 
   邑郡內番薯崎黃國珍即黃珍記承買人鳳邑大竹里苓仔 
   寮庄陳順和號〉 

嘉慶 25年 
〈1820〉 

 
 
 
 
 
 

道光 3年 
〈1823〉 

 
 
 
 

道光 8年 
〈1828〉 

 
 
 

道光 30年 
〈1850〉 

 
 

同治10年 
〈1871〉 

 
 
 
 

 

光緒 2年 
〈1876〉 

 
 
 
 
 

光緒 3年 
〈1877〉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據附錄七及附錄八資料，自行整理。 
 

5-8番業主杜賣所有權或業主權〈大租業〉之番契 
 契 約 類 型 
 （契約性質） 

件數 編號（番社別、土地來源、契字、簽立杜賣業主權原因、
年收大租粟及承買人身分） 

立契時間 

賣契（即出售田 
     園業主權或

所有權）： 
 
  社番收時價銀
後，將田園業主

 
 
 
 
 
 

58（茄籐社：承繼祖業，盡賣園契，欠銀完課，由本社溪 
   洲番親卑人莪承買） 
16（阿猴社：承繼父業，找洗絕字契《乾隆14 年其夫陳 
   朝已絕賣 8兩，本次簽「找洗絕契」再找洗價銀 3兩》， 
   窮困莫堪，向萬雷找洗） 

乾隆23年 
〈1758〉 
乾隆32年 
〈1767〉 

 



後，將田園業主
權或所有權交付
銀主，永為己
業，一賣千休，
並約定日後子孫
不敢言贖不敢言
找亦不敢言貼，
永斷葛籐。 

 6 60（茄籐社：承繼父業，增洗絕契字《前已絕賣本次再找 
   洗銀 2員》，無銀再用，由番親潘紅莪承買） 
21（阿猴社：承繼祖父業，杜絕洗找盡賣契，乏銀費用， 
   由高端觀承買，佛面銀 122元，嘉慶 6年 12月向高端 
   觀找洗 30元，道光 7年托通事再找洗 4元） 
47〈下淡水社：承祖父開墾之業，賣盡根大租契，乏銀費 
   用，年收大租粟2石3斗，由水哮庄李佳觀承買〉 
54（力力社：承繼祖父開墾之業，杜賣地基地竹木字，由 
   五溝水庄劉新郎承買） 

乾隆35年 
〈1770〉 
嘉慶 6年 
〈1801〉 

 
嘉慶 21年 
〈1816〉 
光緒 3年 
〈1877〉 

資料來源：本文從「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彙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清代臺 
          灣大租調查書」及「噶瑪蘭西拉雅古文書」等史料文獻中搜集西拉雅 
          族鳳山八社社番簽訂之番地契約共計 74件，並依序編號，而「賣契」 
          類型計有 18件，當中屬賣「所有權」者有 4件，屬賣「田主權」〈小 

租權〉者有 12件，屬賣「業主權」〈大租權〉者僅 2件。 

 
 
 
 
 
 
 
 
 
 
 
 
 
 
 
 
 
 
 
 
 
 
 



第三節 番收租權與漢移民支配權 
 

開放熟番地之第一種開墾方式「由社番自行開墾」，如第四章第四節所述，

部分是由番社將番地分配給社番開墾成為田園後，由社番取得田主權，番社並分

配社番每年應繳納之租粟額；部分係由社番自行建置租業擁有業主權成為收租業

主。前已述及，在番契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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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承父遺下應分得熟園」者，此種情況，一般是指番社將番地分配給

社番開墾成為田園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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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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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第四

章第四節表4-10）。 
 

至於部分由社番自行建置租業擁有業主權成為收租業主，乃指社番學習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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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 第 四 章 第 四 節 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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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向佃
人收租粟（大租粟），惟該佃人究為漢人抑或社番，上述契約雖未詳載，不過應

是漢佃多於番佃，如有部分為番佃者，則在同一番地上，社番則各自擁有業主權

與田主權。 
 

番地因社番自行開墾形成之番社（社番）擁有業主權與社番擁有田主權之地

權型態，稱之為「番業番佃」，由附錄一至附錄六番契資料顯示，各番社皆有番

業番佃的地權型態，可見當時清廷在政策上是鼓勵社番自行開墾利用，以達番地

番用目的，故各番社如能維持此類番業番佃的地權關係，應可減緩「番業漢佃」

的情形，然而從表5-9及5-10得知，在番業番佃的地權型態中，番田主將田主權

出典或賣給漢人，雖番社（社番）仍擁有業主權，漢人已逐漸對番地具有支配權。

以上情形，本節將做進一步探討。 
 
一、番收租權 
    典契又稱典字，即出典不動產的契字，典係借銀者向銀主借錢，以其土地為
擔保，將土地交付銀主管耕使用，所借之銀，通常稱為典價，提供典價而取得典

權，即稱為承典，典權的設定，謂之出典，出典人稱為原主，而承典人稱為典主

或銀主，典權期限屆滿，出典人清償債權以消滅典權，則稱為回（取）贖。（戴

炎輝，1981：313） 

 
清律雖禁止番地所有權（業主權）杜賣與漢人，然對於出典，則未禁止。在

鳳山八社番契中，擁有田主權之社番與漢人簽立之契字，以「典契」類型居多，



而賣契次之。亦即，鳳山八社社番將田主權交付漢人管耕，多數是透過典契為之，

而社番簽立之典契，至期本可備足原價銀取贖，然大多無力回贖，田園仍付漢銀

主管耕。從表 5-9「鳳山八社番田主與漢銀主簽立之典契」，其契字裏一般呈現
如下內容： 
1.田園皆為社番承繼祖父或父之田園或祖父自墾之業，為社番之田業， 亦即，
番地田主權為社番所有。 
2.社番因缺少銀員花費或無經費開創別種事業時，會先徵詢伯叔兄弟姪等番親之
承受意願後，再請託中人尋找漢銀主。 
3.經三方面協議，銀主交付銀員與社番，社番即將田主權交給銀主前去管耕使
用，銀主對田園有占有、使用及收益之權，以抵充利息，社番對所借銀員，不另

付利息。 
4.典權期間，銀主每年須向擁有業主權之番業主，繳納租粟。 
5.社番須保證田園係其家業，該田園與房親伯叔兄弟姪等親屬無涉，且過去並無
典給他人之情事。 
6.典契如訂有期間，當期限屆滿時，社番應備原典契銀員取贖原契，如無銀回贖，
只好將田主權繼續交給銀主管耕使用。〈參編號 4.，古文書 07-08-322；編號 45，
古文書 07-08-054；編號 63.，噶瑪蘭西拉雅古文書頁 129〉 

 
番業番佃之地權型態如第四章第四節表 4-10 所列情形，另第四章第四節表

4-9社番自置租業擁有業主權，每年向佃人收租粟（大租粟），該佃人如為社番，
則 此 種 地 權 型 態 亦 屬 番 業 番 佃 之 情 形 。 而 表 4-10 編 號

4.7.9.38.39.42.43.45.51.52.63.64，社番基於「乏銀費用」或「乏銀完餉」而出典
番地田主權，經彙整如表 5-9「番田主與漢銀主簽立之典契」，本表編號8.10.番

地業主分別為社番鄭朗洛及陳四海，其他編號之番地業主皆為番社。由表中得

知，漢銀主〈佃戶〉付銀圓給社番，社番將田主權交給漢銀主管耕，因業主權為

番社所有，漢銀主每年向番社繳納租穀，當典契屆滿時，社番應歸還典價取贖番

地，不過多數社番都無銀取贖，漢銀主〈佃戶〉仍繼續擁有田園之田主權，如社

番無力償還典價，番地田主權則歸漢民所有；如果社番出典番地田主權後，再向

原承典人找貼或添典，則原典價加上找貼價後，社番更無力取贖，如編號 39.51.。
清朝律令雖承認番社（社番）擁有番地業主權，實際上田主權已歸漢人所有，隨

清朝中期以後因業主權的式微，名義上番社（或社番）仍為業主，但僅剩下收租

權而已。14番地地權屬關係型態改變如下： 
        『 
          現耕佃人           番小租戶             番大租戶     改變為 
                     〈田主：番佃戶〉     〈番業主：番社或社番〉』 

                                                 
14岡松參太郎認為，社番所有的土地，部分是以永佃或永耕名義移轉土地產權，社番僅保留番大
租，而社番所立之契字，稱為招瞨字、招佃字或招耕字，佃人所立之契字，稱為瞨耕字、認瞨字
或認佃字。〈岡松參太郎，1910：321-323〉然而從西拉雅族番契亦可得知，漢人藉簽立典契的方
式，如社番無力償還典價，社番最後還是僅保有番租而已。 

番小租 大租（租粟）



 
   『  
    現耕佃人         漢小租戶            番大租戶 
              〈田主：漢佃戶〉    〈番業主：番社或社番〉』 
 
清朝除未禁止番地出典漢人外，對於田主權的買賣，亦未明文禁止。第四章

第四節表 4-10 番社擁有業主權及社番擁有田主權之地權型態中，編號
1.34.35.36.44.46.50.53.，社番因「乏銀別創」或「乏銀費用」而出賣番地田主權，
經彙整如表 5-10「鳳山八社番田主杜賣田主權之番契」，本表編號 31.72.業主為
社番，其他編號之業主皆為番社，除編號1.搭樓社社番阿萬等3人將田主權賣給
社番潘惠官及編號 72.茄籐社社番王讚水、王崑山同樣賣給社番潘沙嗹外，餘皆
由漢人承買，而該番地業主權仍為番社或社番擁有，故漢人承買後每年仍需向番
社〈番業主〉繳納租粟，日後田主權任由漢田主處分，番社或社番最後亦僅保有
收租權而已。而這種番地田主權買賣，早在乾隆 53 年以前即已發生，其地權關
係型態如上述。 
 
另外劉瑞華於《臺灣土地開發歷程與原住民的土地流失─清代竹塹社的產權

變動研究》一文中，提到竹塹社番地產權的典賣契約內容與漢人相差無幾，土地
移轉是在自願的交易下完成。本研究特別搜集屏東平原漢人與漢人簽立之田主權
典賣地契如表 5-11，就契約內容觀之，與表 5-9及 5-10番地典賣契約比較結果，
契約內有關土地四至範圍的描述、請託中人介紹買（典）主過程、銀貨兩訖、產
權保證清楚及簽約雙方權利義務等，的確兩者契約內容皆相同，似乎是一般定型
化契約的格式，也都是自由交易的典賣契約。但是進一步探究簽立典契原因，兩
者有些微出入，漢人地契出賣（典）人以「乏銀費用」及「乏銀別創」居多，番
契出賣（典）人大多基於「乏銀費用」，其他尚有以「不能自耕」為原因。由此
觀之，縱然番地典賣契約內容與漢人相差無幾，但在經濟上及耕作能力上，相較
於漢人而言，鳳山八社仍舊處於劣勢。 

 
表5-9 鳳山八社番田主與漢銀主簽立之典契 

 契 約 種 類 
 （契約性質） 件數 

編號（社別、土地來源面積、簽立典契原因、出典價格、
期限、該地每年應向番業主繳納租額或其他重要內容） 立契時間 

典契： 
 
漢人付銀圓

給番田主，番田
主將番地田主權
交付漢銀主起耕
掌管招佃耕作，
屆期番田主無銀
取贖原契，田園
仍付漢銀主管
耕，因表列土地
業主權為番社或
社番（編號8.業
主為社番鄭朗
洛、10.業主為社

 
 
 
 
 
 
 
 
 
   
 
 
 
 
 
 

63〈茄籐社：承父遺下熟園，乏銀完納，典價番銀 60員， 
25年，年配納大租粟5石，有上手契，由吳壁觀吳玉 
麟承典招佃耕作〉 

4（搭樓社：自墾水田，今因不能自耕，典價 40兩，10年， 
年配納業主大租粟 8石，由大港街林瑞和承典） 

64（茄籐社：承父遺下熟園 1甲，乏銀應用，典價 86大員， 
25年，年配納業主大租谷1石，有上手契，由吳德候 
吳壁藩承典） 

38（下淡水社番藩興祖：自置草園，乏銀費用，典價 62 
員，8年，年帶租 1石，由蘇宅承典起佃招耕） 

39（下淡水社：承父自懇埔園 1甲 2分，乏銀費用，15年， 
年帶納租粟 3石2斗，由余仁觀承典掌管為業，典價 
佛銀250大元，嘉慶12年，向原典主添典佛銀66大 
元） 

乾隆45年 
〈1780〉 

 
乾隆 47年 
〈1782〉 

 
嘉慶元年 
〈1796〉 

 
嘉慶 5年 
（1800） 

 
嘉慶 8年 
〈1803〉 

 
 

漢小租 番大租 



洛、10.業主為社
番陳四海，而其
他編號之業主皆
為番社）擁有，
故漢銀主每年需
向番業主繳納租
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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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搭樓社：承父應分溝底田，前契失脫，典價 40大員， 
未定期限銀到田還，年配納租粟2斗，由合興庄林世 
清承典） 

8（搭樓社：承祖父應得溝底田，乏銀費用，典價 20大員， 
15年，年配納大租粟2斗，有上手契，由後庄張義觀 
承典掌管耕作） 

42（下淡水社：承祖父開墾埔田5分，乏銀費用，典價 195 
大員，8年，年帶納租粟8斗，有上手契，由瓦窟仔 
庄李開國承典掌管為業） 

43（下淡水社：承祖父開墾埔園1甲，乏銀費用，典價 130 
員，不限，年配納租粟2碩3斗，由陳七嬸承典招佃 
耕作） 

45（下淡水社：承父埔園2分，乏銀應用，典價60大元， 
15年，年帶大租粟3斗，有上手契，由蘇道觀承典） 

9（搭樓社：承祖父遺下溝底田，乏銀費用，典價 120大元， 
10年，年配納大租粟2斗，有上手契，由阿里港街徐 
泮水承典掌管耕作） 

51（下淡水社：承祖父同管下則埔園 1甲 2分，乏銀費用， 
典價 370大員，9年，年帶納租粟 3碩 2斗，本次 
向余炎觀添典49大員，原典價321大員〉 

10（搭樓社：承祖父遺下溝底田，乏銀公用，典價 270大 
員，15年，年納業主大租粟2斗，有上手契，由後庄 
許帝雲承典招佃耕作） 

52（下淡水社：承祖父開墾田園 1甲，乏銀費用，典價 420 
   大員，9年，年帶納大租粟2碩3斗，由新庄仔庄張即 
奢承典招佃耕作） 

嘉慶 12年 
〈1807〉 

 
嘉慶 12年 
〈1807〉 

 
 

嘉慶 15年 
〈1810〉 

 
嘉慶 16年 
（1811） 

 
 

嘉慶 18年 
〈1813〉 
道光元年 
〈1821〉 

 
 

道光 4年 
〈1824〉 
 

道光 7年 
（1827） 
 

光緒 6年 
（1880）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據附錄一至附錄六資料，自行整理。 
 

表5-10 鳳山八社番田主杜賣田主權給漢民之番契 

 契 約 類 型 
（契約性質） 

件數 
編號（番社別、土地來源面積、契字、簽立賣契原因、
出賣價格、該地每年應向番業主繳納租額及承買人身
分或其他重要內容） 

立契時間 

賣契（出售田 
      園田主權 

）： 
 
番田主收價銀
後，將田園田主
權交付承買人永
為己業，一賣千
休，並約定日後
子孫不敢言贖不
敢言找亦不敢言
貼，永斷葛籐。
因表列土地業主
權為番社或社番
（編號 73.業主

 
 
 
 
 
 
   
 
 
 
 
 
 
 
 
  11 

1〈搭樓社：幫墾山園，杜絕賣契，乏銀別創，賣價番劍銀 
12大員，年納〈業主〉租粟3斗，由社番潘惠承買〉 
《註：本件係賣給社番，並非賣給漢民》 

34〈下淡水社：承叔父田 3分，杜絕賣契，乏銀別置，賣 
價番劍銀 90大員，歷年帶納業主租粟5斗，有上手契， 
由劉都觀翁友觀承買〉 

35〈下淡水社：承父物業園 5分，賣杜絕契，乏銀費用， 
賣價 100兩，年帶租粟1碩5斗，有上手契3紙，由 
楊祐官承買〉 

36〈下淡水社：承叔父弟埔 2分，杜絕賣契，乏銀費用， 
賣價劍銀 45大員，年帶租粟3斗，由翁有觀承買〉 

73〈放索社：買得水田 2甲 5分，杜絕賣田契，別創乏用， 
賣價 180大員，年供納放索社總頭目潘加貓大租粟 21 
碩，有上手契 4紙，由邱俊魁承買〉 

乾隆29年 
（1764） 

 
 

乾隆 45年 
（1780） 

 
乾隆 48年 
（1783） 

 
乾隆 48年 
（1783） 
 

嘉慶 7年
〈1802〉 

 
 



為社番潘加貓、
72.業主為社番
王元標、31. 業
主為社番潘萬
大，而其他編號
之業主皆為番
社）擁有，漢銀
主每年仍需向番
業主繳納租粟。 
 
 

44〈下淡水社：承祖開墾埔園 7分，杜盡找絕賣契，陳宅 
期滿後賣予李雲從，年配租粟 2石，，有上手契，由 
李雲從承買〉 

72〈茄籐社：承兄明買林天生園 2甲，轉賣杜絕盡根契， 
乏銀應用，賣價 23大員，年帶納茄籐社業主大租粟2 
石5斗，有上手契，由潘沙嗹承買〉《註：本件係賣給 
社番，並非賣給漢民》 

46〈下淡水社：承祖父開墾園 9分，杜絕賣契，賣價 130 
大員，年帶租粟1碩8斗，由李丹陽承買〉 

50〈下淡水社：承祖父開墾下則埔園 4分，杜絕找盡契， 
賣價 103大員，年帶納租粟5斗，由甘棠門庄李士達 
承買〉 

31〈阿猴社：承先祖父自己開墾水田，出賣杜絕盡根田契， 
   家母身故乏銀費用，賣價 18大元，年帶納潘萬大租粟 
2斗，由本街陳達觀承買〉 

53〈力力社：承祖父遺下開墾水田，賣田契，乏應用，賣 
價 220大員，年帶納大租谷 2斗 5升，有上手契 3紙，由佳 

左庄陳滿連承買〉 

嘉慶 17年 
（1812） 

 
嘉慶18年 
〈1813〉 

 
 
 

嘉慶 19年 
（1814） 
道光 2年 
（1822） 
 
 

道光15年 
〈1835〉 
 

同治10年 
〈1871〉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據附錄一至附錄六資料，自行整理。 
 
表5-11 清代鳳山縣鳳山八社傳統領域內港西里及港東里漢人間簽 
        立之田主權典賣地契(漢人土地) 
 本表所列土地 
 坐落範圍及交 
  易特性說明 
 

件數 
編號（番社傳統領域別、土地來源面積、契字、簽立
地契原因、典賣價格、該地田主須年納漢人業主大租
粟額、其他約定內容及交易當事人） 

立契時間 

    本表所列之
土地業主權及田
底權〈田主權〉
皆屬漢人所有，
其土地坐落於鳳
山八社傳統領
域內，行政區域
隸屬清朝鳳山
縣港西里及港
東里，其田底權
交易屬漢人與
漢人之間的典
賣行為，而取得
田底權之承買
人或承典人每
年仍須向漢人
業主繳納大租
粟。 
 
 
 

 
 
 
 
 
 
 
 
 
 
 
 
 
 
 
 
 
 
 
 
 
 
 
 

75〈下淡水社領域：買自新庄仔陳巧官之田1甲5分，賣 
斷根契，乏銀別創，賣價 110兩，田主年帶納業主租 
粟6石8斗，有上手契，出賣人崙仔頂庄田主陳賢承 
買人張蔭娘〉 

76〈塔樓社領域：承父龜分祖業 1甲，杜賣契，別創乏銀， 
賣價 120兩，田主年帶納業主祖谷 12石，出賣人田主 
楊仕廣等 2人承買人房叔〉 

77〈塔樓社領域：前年承買之蔗園 1甲 8分，賣杜絕蔗分 
契，乏銀費用，賣價 240大員，田主歷年完納業主租 
糖 775觔，有上手契 2紙，出賣人田主族內再兄承買 
人族弟〉 

79〈阿猴社領域：自己開墾溪埔，賣杜盡絕園契，乏銀費 
   用，賣價 44員，田主年共納業主大租銀3員，有開墾 
單 2紙，出賣人歸來庄田主許桃承買人蔣及官〉 

80〈下淡水社領域：自置水田，賣盡杜絕契，乏銀費用， 
   賣價90員，田主年帶李頭家大租粟 5石.租糖 10 0斤， 
有上手朱契，出賣人阿猴街田主陳梧觀承買人劉富生〉 

81〈阿猴社領域：承叔父遺下蔗園 2分，杜賣契，乏銀別 
創，賣價 16員，因早年被水流崩業主方免其大租，出 
賣人田主陳光映承買人姪陳祈亮〉 

100〈放索社社領域：承買三塊厝洋尾田 4分，杜賣契，乏 

乾隆 15年 
（1750） 

 
 

乾隆17年 
（1752） 

 
 

乾隆30年 
（17６5） 

 
 

嘉慶 7年 
〈1802〉 

 
 

嘉慶 7年 
〈1802〉 

 
嘉慶10年 
〈1805〉 

 
嘉慶 21年 
〈1816〉 



 
 
 
 
 
 

 
 
 17 
 
 
 
 
 
 
 
 
 
 
 
 
 
 
 

銀別創，賣價 50員，田主年納業主租粟3碩，有上手 
契，出賣人田主武寧庄楊炳助同妻蔡氏承買人邱盛卓 
母溫氏〉 

82〈阿猴社領域：承父買過族內再兄蔗園，賣杜絕園契， 
   乏銀完租，賣價 100員，田主年配納業主方大租糖 20 

0觔，有上手契，出賣人田主陳光映承買人簡國興〉 
83〈阿猴社領域：承父明買過崙尾庄陳光映熟園，典契， 
   乏銀費用，典價120員，其園言約不限年聽園備銀贖原 
契銀主不得刁難，有上手契，田主年配 納業主方府大 
租糖 200觔，出典人玉成庄田主簡國亨、國智承典人 
本庄洪強觀〉 

85〈阿猴社領域：自墾溪埔，杜絕盡根契，乏銀費用，賣 
價 55員，田主年配納業主黃大租銀 1兩，出賣人玉成 
庄田主辜金生承買人本庄陳糞觀〉 

86〈阿猴社領域：明買崙仔尾庄陳光映熟園，賣杜絕契， 
   乏銀別創，賣價 136員，田主年配納方業主租糖200觔 
，有上手契2紙，出賣人玉成庄田主簡國亨、國治承 
買人本庄洪強官〉 

87〈阿猴社領域：自置溪埔園，賣杜絕盡根契，乏費用， 
   賣價 60員，田主年帶納業主方大租銀 2錢，有上手契 

2紙，出賣人田主陳糞承買人顏厝寮莊顏愛〉 
89〈阿猴社領域：承祖父明典簡國亨兄弟園，典園契，6 
   年，乏銀費用，典價 120員，田主年配納業主大租糖 

200觔，有上手契 2紙，出典人玉成庄田主洪西經、 
洪漏生、洪漏爽兄弟等承典人崙尾庄黃衛觀〉 

90〈阿猴社領域：承祖父遺下蔗份園，找絕盡根園契，乏 
   銀應用，賣價 180員，田主年帶納業主大租糖690斤， 
出賣人竹仔腳庄田主李葉承買人歸來庄許登見〉 

94〈阿猴社領域：承父買過陳光映蔗份園，賣杜絕園契， 
   乏銀應用，賣價 50員，年帶納業主方大租銀 3 錢 2分， 
有上手契，出賣人田主玉成庄陳羽承買人本庄簡媽生〉 

96〈阿猴社領域：承祖父遺下買過李葉蔗份園，典園契， 
   10年，乏銀費用，典價 50員，田主年帶納大租糖 69 

0斤，有上手契 5紙，出賣人田主歸來庄許辜氏承買 
人本庄許宗輝〉 

97〈阿猴社領域：承先父明典本街周榜嫂田，轉典契，乏 
   銀費用，典價 70員，田主年帶納業主陳大租銀 5角， 
   有上手契 5紙，出賣人田主阿猴街陳珍承買人本街協順 
行孫杰觀〉 

 
 
 

嘉慶24年 
〈1819〉 

 
 

道光 2年 
〈1822〉 

 
 
 
 

道光 10年 
〈1830〉 

 
道光 18年 
〈1838〉 

 
 
 

道光22年 
〈1842〉 

 
咸豐 8年 
〈1857〉 

 
 

咸豐 9年 
〈1858〉 

 
 

光緒 5年 
〈1879〉 

 
光緒 16年 
〈1890〉 

 
 
 

光緒 19年 
〈1887〉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據附錄七至附錄八資料，自行整理。 
說明：本表鳳山八社傳統領域內土地權利型態如下： 
     
    現耕佃人         漢小租戶          漢大租戶 
                   〈田主：漢佃戶〉        〈業主：漢業主〉 
 
二、漢移民支配權與社番找貼權 
    在番業番佃之地權型態中，當番田主出典番地田主權給漢移民屆期社番無銀
取贖，或番田主出賣番地田主權，漢人擁有田主權後，即逐漸具有管業的權能，

漢小租 漢大租 



如租給其他佃人從中收取農作所得半額作為小租或典賣田主權，可完全支配番

地，番社或社番最後僅剩下收租權，象徵性代表其擁有業主權之形式意義。至於

漢移民取得番地支配權，是否須俟「至期社番無銀取贖仍由銀主掌管耕作」，其

實不然，從表 5-12中典契得知，本表所列典契，有別於在乾隆期間簽立之典契，
在嘉慶朝以後，社番與漢銀主所簽立典契，漢銀主付銀圓與社番，番地交銀主「掌

管招佃耕作」，即漢銀主即可另行招佃耕作，完全聽任漢銀主處理，以編號 52.
之典契為例，漢銀主張即奢付佛銀 420大員後，即可招佃耕作，向現耕佃人收小
租，而向番社繳納大租。由本表之典契顯示，原則上在嘉慶以後簽立之典契，漢

銀主（漢佃戶）付銀時即可招佃起耕，正足以反應清朝中期以後，番地大小租權

權利之消長情形。 

 
故在嘉慶朝以後，社番與漢銀主所簽立典契，付銀後，社番番地交銀主「掌

管招佃耕作」，完全任由漢銀主支配，但期限屆滿時，社番還是有取贖權，如果

至期無力回贖，田主權永遠歸漢銀主所有，以當時業主權與田主權權利消長之趨

勢，漢銀主同時掌握番地使用、收益及支配權利，不過值得注意者，此時原田主

仍有找貼權，表 5-12編號 38為例，下淡水社番藩興祖於嘉慶 5年 3月，將田主
權出典給蘇宅，典價銀 62員，出典期限 8年，隔年嘉慶 6 年 3月藩興祖就要求
蘇宅增貼佛銀 1員，嘉慶 10年再增貼佛銀 2員，嘉慶 13年典契到期屆滿，藩興
祖應備銀 65 員取贖，因無銀取贖，田主權繼續歸蘇宅所有，爾後，藩興祖在嘉
慶 15年 3月又增貼佛銀 6員，蘇宅還是同意給付，在嘉慶 22年其子潘喬生也要
求蘇宅找貼 19 員。總之，本典契有四項特點：其一，十七年期間有四次找貼。
其二，找貼價銀合計 28員。其三，典期屆滿無力回贖仍然可以繼續找貼。其四，
後代子孫仍有找貼權。換言之，該塊番地蘇宅總計花佛銀 90 員，才完全取得田
主權，當時臺灣民間土地買賣有所謂「轉典為賣」慣例，以出典名義規避賣田產，

典價一般是低於賣價，究為賣價幾成，以此個案推算，在嘉慶期間，臺灣南部田

園典價約為賣價的六成八（68%）。 
 

編號38. 

「立典契人社口藩興租，有自置早園乙坵，坐落土名社口庄，年帶租各乙石滿斗正，東

至徐宅園，西至簡宅園界，南至簡宅田，北至車路，四至明白為界，今因乏銀費用，先

問房親外，原將此園出典托中引就，與蘇宅承典，三面言議，時值價銀陸拾貳員正，其

銀即日同中交訖，其園隨付與銀主起佃招耕，不敢異言阻執，此典限至捌年收成，終備

契面銀完足取贖，原字如銀未□，不在此限，保此園實係興祖自置物業，與叔兄弟侄無

干，亦無重張典掛他人財物拖欠大租及來歷交加不明等情，如有此情祖自抵當，不干銀

主之事，茲係二比甘愿，各無反悔，恐口無憑，立典契乙紙付執為炤。 

    即日同中實收過契面銀陸拾貳員正完足再炤 

    再批明立典契乙紙前手契字貳紙共參紙付執再炤 

  為中人  周論觀 



立典契人  藩興祖 

  知見人  男遷紅 

     〈理番分府給鳳邑下淡社□□□□戳記〉 

嘉 慶 伍 年 參 月    日 

嘉慶陸年三月增貼佛銀壹併一合銀陸拾參伴正，即日批明定實， 

嘉慶拾年增貼佛銀貳元□共契內六十五元半批明實 

嘉慶拾伍年三月再增貼佛頭銀陸大元合前典□契內計共佛頭銀柒拾壹大元半足正收訖

所批是寔炤 

再批明約限捌年終取瞨對月其所批是寔炤 

嘉慶二拾二年正月潘喬生找貼佛銀拾玖大員正，再前與契內銀七拾一大員四錢計共玖拾

一大員足正收訖所批是寔正為炤 

再批明約限至捌年終取瞨原典契對月其所批是寔付執為炤 

為中人  張拱官 

                立找貼字  自已興祖 

知見男  新宜、喬生   

在場妻  知仔紅 

              代筆并為中  魏元光 

                立找貼字  自己喬生 

知見男 琴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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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8-332〉 

 
5-12  漢銀主〈佃戶〉承典番地後即可招佃起耕之典契 

  契 約 種 類 
（ 契 約 性 質 ） 

件 數 編號（社別、期限、番租額或其他重要內容）   備    註 

典契： 
漢人付銀圓與社番，
田主權交銀主起佃招
耕收租納課，每年向
番社或社番繳租，屆
期典主無銀可贖，田
園仍付銀主掌管。 

 
 
 
 
 
   
 
  5 
 
 

63〈茄籐社：承父遺下熟園，乏銀完納，典價番銀 
60員，25年，年配納大租粟5石，有上手契， 
由吳壁觀吳玉麟承典招佃耕作〉 

38〈下淡水社：自置旱園乙坵，乏銀費用，8年， 
年帶租各乙石，由蘇宅承典，其銀即日同中交 
訖，其園隨付與銀主起佃招耕，原典價 62員， 
本契先後歷經 4次找貼，合計找貼價銀 91員〉 

43（下淡水社：未定期限，年配納租粟 2石 3斗， 
    田園付銀主起耕掌管，招佃耕作） 
52（下淡水社：15年，年帶納大租粟 2石 3斗， 
    其田園付銀主起耕掌管招佃耕作，收過小租納 
    大租，不敢阻擋） 
10（塔樓社：5年，年納業主大租粟2斗，其銀即 
    日交訖，其田踏付交與銀主前去掌管招佃耕 
    作，收租納課，不敢阻擋） 

乾隆45年 
〈1780〉 

 
 

嘉慶 5年 
〈1800〉 

 
 

嘉慶 16年 
〈1811〉 

 
光緒 6年 
〈1880〉 

 
道光 7年 
〈1827〉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據附錄一至附錄六資料，自行整理。 
 
 編號52. 

 
 



「立典契字人下淡社溝仔墘庄番通事劉玉直，有承祖父開墾田併園壹宗大小共肆坵，受
丈明經壹甲，年帶納大租粟貳碩參斗滿正，坐落土名在番仔溝墘，東至張家園，西至陳
家園，南至溝併李家園，北至李家園，四至界址明白，今因乏銀費用，先問房親人等不
能承受外，托中引就向與新庄仔庄張相公即奢官出首承典，當日三面言議，時價□  佛
銀肆佰貳拾大員正，銀契即日同中兩相交訖，其田園付銀主起耕掌管招佃耕作，收過小
租納大租，不敢阻擋，言約限至拾伍年終四月冬，收成明白聽典主備足契面銀，取贖原
契銀主不得刁難，如至限無銀取贖，仍再銀主掌管為業，保此田園係是直承祖父自墾物
業，與番親人等無干，亦無重張典掛他人，以及拖欠大租交加不明等情，倘有不明諸情，
真出首竭力抵當，不干銀主之事，此係二比甘愿，各無反悔，恐口無憑，合立典契字壹
紙，付執為炤。 
    批明即日同中寔收過契面銀各□佛肆佰貳拾大員正完足再炤 

在場人  邱建致、張仁安 
       〈放索屯給下淡社□目邱建致戳記〉 
       〈放索屯給下淡社□目張仁安戳記〉  
知見人  潘添 
立典契字人  通事劉玉真 
為中人  李孝□ 
代書人  李維祺 
為公人  李卿保 

光 緒 陸 年 肆 月  日 
    再批明有春長，契面銀典主開費不敷再求銀主，加添以佛銀拾 
    大元合前契面銀肆佰貳拾大元總共肆佰參拾大元，日后要取贖 
    時一齊清楚，此係兩愿批明在契后存炤。 
                          再立加添契后字人  劉玉真 
      〈理番分府□給下淡社通事□□戳記〉 
    再批明此業后，抽出西畔田園貳坵的銀壹佰貳拾參元，付玉真 
    贖回轉典過萬丹街尾李春卿掌管，年配納大租粟柒年批明為炤， 
    又批明玉真，另收去銀四大元，言約園中有番墓乙窟，就緊遷 
出以為工資之費再炤」〈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臺灣公私藏古 
 文書影本，第七輯第十一冊：07-11-414〉 
 
 
 
 
 
 
 
 
 
 
 
 
 
 
 
 
 
 



第四節  番大小租權消長與價格分析 
 
    承前所述，在雍正及嘉慶初期番業主對於番地尚具有部分的支配權能，漢佃
戶具有完全使用收益的經濟權能及部分的支配權能〈管耕權〉，至清朝中期以後

因業主權的式微，名義上番社雖仍為業主，但僅剩收租權，漢銀主擁有田主權後，

即具有管業的權能，可完全支配番地。而漢佃戶擁有支配權後，如將番地另行「招

佃耕作」時，漢佃戶即成為小租戶，社番則屬番大租戶，自此以後，小租戶具有

「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土地權利」及「自由換佃及向現耕佃人收取租穀」等之

權利內容，小租戶之田主權已趨近於完全所有權的實質內涵。有關上述番大小租

權〈即業主權與田主權〉消長情形，本節擬配合番契內容以實例方式，計算番大

小租權價格差距情形。 
 
一、一般民地大小租戶實質所得之分析 
    在一田二主之地權型態中，大租額是由大小租戶間以契約自由約定，大租之

租額，係在墾戶〈佃戶〉開墾荒埔完竣或典賣當時，斟酌地力的肥瘠與水利的有

無而決定的，雖無一定的標準，但大致為全部收穫量的十分之一。如表 5-13，依
據土地的等則，上田每甲八石，中田六石，下田四石，上園六石，中園四石，下

園二石，此為大租之一般標準。依清朝律令，大租戶為田園業主須繳納正供，每

甲上田大租額 8石扣除正供額 2.74石，大租戶實質所得為 5.26石，中田為 3.92
石，下田為 2.242石，而每甲上園大租額 6石扣除正供額 2.08石，大租戶實質所
得為 3.92石，中園為 2.242石，下園為 0.284石。至於小租額，如表 5-14，則視
田園的肥瘠及水利設施之便利而定，一般為收穫額的十分之四，一甲的租額約

30∼35石，由小租戶（田主）與佃人間協議定之。〈東嘉生，1955：156〉每甲
上田小租額 32石扣除大租額 8石，小租戶實質所得為 24 石，中田為 18石，下
田為 12石，而每甲上園小租額 24石扣除大租額 6石，小租戶實質所得為 18石，
中園為 12石，下園為 6石。 
    清朝在道光 23年〈西元 1843年〉以前，大租戶繳納正供給官府，採實物徵
收方式，屬「納穀制」，民間大小租之繳納，也是以實物支付，而從表 5-13及表
5-14大小租戶之實質所得中得知，就上、中等田園而言，一般民地大租戶扣除應
納正供額後，實質所得每甲約為 2 石~5 石之間，小租戶扣除應納大租額後，實
質所得每甲約為 12 石~24石之間，每甲小租戶實質所得約為大租戶之 4.5 倍至
5.4 倍之間，15如以百分比的方式來表示，大租戶實質所得約占小租戶實質所得

18.5%至 22%之間。 
 

                                                 
15 道光 23年〈西元 1843年〉以後，一般民地大租戶繳納正供給官府，改採「納銀制」，大小
租之繳納，仍以實物收取，只是大租戶繳納正供時，須先以穀換算銀員，當時穀 1石市價為 1
圓左右，但繳納正供穀 1石，官府卻以 2員之比例徵收，「納銀制」的實施，形同加稅，一般民
地大租戶的實質所得，幾乎少了一半，故在道光 23年〈西元 1843年〉以後，一般民地大小租戶
實質所得差距更大，每甲小租戶實質所得約為大租戶之 9倍。 



表 5-13 清代道光以前臺灣田園每甲大租戶實質所得 
                                                                    單位：石 
 上田 中田 下田 上園 中園 下園 

大租額 8.00 6.00 4.00 6.00 4.00 2.00
正供額 2.74 2.08 1.758 2.08 1.758 1.716
實質所得 5.26 3.92 2.242 3.92 2.242 0.284

資料來源：東嘉生著〈1955〉，周憲文譯〈1985〉，《臺灣經濟史概說》，帕米爾書店，
民國七十四年八月，頁154。 

    表 5-14 清代道光以前臺灣田園每甲小租戶實質所得  
單位：石 

 上田 中田 下田 上園 中園 下園 
小租額 32 24 16 24 16 8 
大租額 8 6 4 6 4 2 
實質所得 24 18 12 18 12 6 

資料來源：同表5-13，頁157。 
 

    道光23年以後改為「納銀制」，即租穀一石，改徵墨西哥銀二圓，正供（地

稅）改為納銀制，則大租與小租的繳納，亦改為納銀；〈東嘉生，1955：158〉

不過，當時穀一石的價格為一圓左右，而正供穀一石，官府則以二圓之比例徵收，

故大租戶的所得，幾乎少了一半，是以，改行納銀制後大租戶每甲的實質所得如

表5-16，每甲上田大租額8.8圓扣除正供額5.48圓，大租戶實質所得為3.32圓，

中田為2.44圓，下田為0.884圓，至於小租戶每甲的實質所得如表5-17，每甲上

田小租額40圓扣除大租額8.8圓，小租戶實質所得為31.2圓，中田為23.4圓，

下田為 15.6圓。故實施納銀制後，大租戶的所得，由於正供的實質賦額增加的

關係，受到損失；反之，小租額則與過去一樣，幾無變動，由表 5-15及5-16得

知，一般民地在清道光23年實施納銀制以後，小租戶實質所得為大租戶之9倍，

足以說明在道光23年以後，大租戶與小租戶實質所得差距更為明顯。  
 
表 5-15 道光二十三年改行納銀制後大租戶每甲之實質所得  

 上田 中田 下田 上園 中園 下園 
大租額（石） 8.00 6.00 4.00 6.00 4.00 2.00 
時  價（圓） 8.80 6.60 4.40 6.60 4.40 2.20 
正供（圓） 5.48 4.16 3.516 4.16 3.516 3.432 
實質所得（圓） 3.32 2.44 0.884 2.44 0.844 1.232 
資料來源：同表5-13，頁159。 
說明： 
1.當時穀價每石為墨西哥銀一圓，而大租的容器比小租大一成，故大租一石折合時 

   價銀1.1圓。 
    2.正供則以表5-3-7之正供額，穀1石換算銀2圓。 

 
表 5-16 道光二十三年改行納銀制後小租戶每甲之實質所得  

單位：圓 
 上田 中田 下田 上園 中園 下園 

小租額 40 30 20 30 20 10 



大租額 8.8 6.6 4.4 6.6 4.4 2.2 
實質所得 31.2 23.4 15.6 23.4 15.6 7.8 

資料來源：同表 5-13。 
 
二、番大租權與小租權價格比之分析 
    由上述得知，在道光 23年〈西元 1843年〉以前，一般民地大小租戶實質所
得平均相差約為 5 倍，至於番地大小租權價格消長情形是否同一般民地？如表
5-17，陳秋坤針對臺灣中部巴宰海族岸裡社同時載有面積、小租權〈田底權〉典
賣價格及大租穀數額之 13 張典賣番契，推算岸裡社大小租權價格比例，番大租
租粟負擔〈當時 1 石穀折合時價佛頭銀 1 員〉平均約為小租權價格之 2.5%，相
差達 40倍。〈陳秋坤，民 86：159〉 

 
    何以番大小租權價格差距如此之多？國內土地估價理論學者林英彥認為，土
地價格是基於效用、相對稀少性及有效需要等三者互相結合所產生之經濟價值，

而以貨幣額表示者，〈林英彥，2000：6〉為保護社番生計，清朝律令承認番大租
戶〈番業戶〉為番地業主，惟番地田主權〈小租權或管耕權〉已歸小租戶永為己

業，並可自由處分小租權，故小租權已具有完全所有權的內涵，小租權成為當時

民間典賣田園的主要標的，16此種效用因可滿足小租戶佔有該土地之欲望，成為

有效需求的對象。故小租權的典賣價格除包括收益價格外，尚包含代表農村社會

財富及地位象徵的無形財產價格在內，此為番大小租權價格消長之原因。 
    再者，造成番大租權價格便宜，小租權價格高昂原因，早在道光 13 年〈西
元 1833年〉擔任北路理番同知陳盛韶指出：佃戶與大租戶之間，沒有簽訂契約，
即使是抗租的佃戶很多，大租戶仍不能更換佃戶，因此大租權的讓渡價格相當便

宜。小租權價格為何會如此高？水田的租額一甲約繳交二、三十石米、旱地一甲

則約一、二十石米，而且小租戶〈佃戶〉不用繳交正供給朝廷，與佃人簽訂佃耕

契約，不管租額多寡，一旦抗租就被視同解除契約，故小租權價格因此非常高。

（陳盛韶，1833：153-154） 

 

由上述觀之，大租戶名義上為田園業主但已實亡，甚至還會有收不到租的情

形，故民間交易寥寥無幾，筆者搜集到一張鳳山八社杜賣大租權番契〈如編號

47.〉，下淡水社社番潘元聘等三人簽訂「賣盡根大租契」，將歷年應收番大租粟
「2石3斗」出賣給漢人李佳觀，價格是佛頭銀「13元」，17值得注意的是，如以

陳秋坤在表 5-17 的計算方式，大租粟「2石3斗」，其大租權價格應為 2.3員，
然本案例之交易價格為 13員，事實上這是「收益資本化率」還原的結果，本實

                                                 
16 74件鳳山八社番契，屬「典契」類型計有 30件，係以小租權〈管耕權、田底權或田主
權〉為設典之標的；屬「賣契」類型計有 18件，賣「所有權」〈大小租權〉者有 4件，賣
「業主權」〈大租權〉者有 2件，賣「小租權」〈田主權〉者有 12件。故小租權仍為當時
民間設典或杜賣之主要標的。 
17 在番契中「員」與「元」同義。 



例之收益還原利率為17.7%〈即2.3÷13=0.1769〉；類似上述大租權交易價格實例，

從《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及《大租取調書附屬參考書》中找到4個交易實例，

如表5-18，以大租權為典賣標的，在道光2年〈西元 1822年〉，大租權收益還原
利率為32%，光緒年間，大租權收益還原利率介於16%∼24%之間。故本研究認

為表 5-17「臺灣中部巴宰海族岸裡社大小租權價格比例」，應再以資本還原利率

計算出番大租價格，另外陳秋坤收集之 13 張小租權〈田底權〉典賣番契，其中
有屬於出典契約，則應一律將小租權典價換算為買賣價格，再與番大租價格相

比，較為妥適。 
 

表5-17 臺灣中部巴宰海族岸裡社大小租權價格比例 
              〈西元1798~1895〉 

番地典
賣年代 

 
番社別 

 田園 
 面積 
（甲） 

小 租 權
價格〈佛
頭銀員〉 

番大租
谷 
〈石〉 

小租權價
格╱甲 
〈佛頭銀
員〉 

番大租
谷╱甲
〈石〉 

番大租佔
小租權價
格之比值 

資料來源 

1798 岸裡社 2.50 280 15 112 6 0.05 
岸裡文
書,No.683 

1820 岸裡社 0.80 600 5.60 750 7 0.01 
岸裡文
書,No.1001 

1824 岸裡社 0.80 520 5.60 650 7 0.01 
岸裡文
書,No.1005 

1825 岸裡社 0.80 560 5.60 700 7 0.01 
岸裡文
書,No.1007 

1829 岸裡社 0.80 570 5.60 725 7 0.01 
岸裡文
書,No.1010 

1837 岸裡社 0.80 600 5.60 750 7 0.01 
岸裡文
書,No.1012 

1852 岸裡社 4.56 1000 31.50 219 6.91 0.03 
岸裡文
書,No.1052 

1854 岸裡社 5.00 820 40.00 164 8 0.05 
岸裡文
書,No.1016 

1870 岸裡社 
2.16 
 

330 17.00 153 7.87 0.05 
岸裡文
書,No.1027 

1885 岸裡社 0.60 330 4.20 550 7.00 0.01 
岸裡文
書,No.1030 

1887 岸裡社 2.50 1250 20.00 429 8.00 0.02 
岸裡文
書,No.1031 

1888 岸裡社 2.10 750 18.80 357 8.95 0.03 
岸裡文
書,No.1033 

1895 岸裡社 5.00 1510 40.00 302 8.00 0.03 
岸裡文
書,No.1036 

資料來源：陳秋坤（民86），《清代台灣土著地權》（1700-1895），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頁157-158。 



編號47. 
「立賣盡根大租契字人下淡水社番潘元聘、番婦潘招、潘紅等，有承祖父開墾港仔 
  墘田□，大租粟貳碩參斗滿正，今因乏銀費用，愿將歷年應收此貳碩參斗滿大租 
  粟，拖中引就向與水哮庄李佳觀出首承買，三面言議買出佛頭銀壹拾參大元，其 
  銀即日憑中收訖，其貳碩參斗滿大租粟立即交付銀主掌管，歷年收抵利息一賣千 
  休，割籐永斷，保此大租，聘等承祖父開墾物業，與別房無干，自此賣後不敢異 
  言生端，亦不敢及找贖，恐口無憑，今欲有憑，立大租契字壹紙，永為存炤。 
    即日同中收過大租契內銀壹拾參大元完足再炤 
                    〈下淡水社潘檳榔莪圖記〉 
                                為中人  潘檳榔莪 
                    立賣盡根大租契字人  潘招、潘元聘、潘紅 
                                在場人  潘良北 
                                代筆人  劉仙達 
嘉 慶 貳 拾 壹 年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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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輯第六冊：07-06-253〉 
 

表5-18 清代臺灣中部地區每甲大租權典賣價格                    
 年代 
〈西元〉 

  
 地 區 

 田 園 
 面 積 
〈甲〉 

大租谷 
〈石〉 

典 賣 大
租權  價 
格〈佛頭
銀員〉 

 大租谷
╱甲 
〈石〉 

 收 益 還 
 原 利 率 

大租權價 
格╱甲 
〈佛頭銀
員〉 

  
 資料來源 

道光 2年 
〈1822〉 

南 大 肚
社 

1.6 12.8 
〈番大租〉 

 40 8 32% 25 大租附屬書
〈中卷〉頁

238 
光緒17年 
〈1891〉 

 

馬芝堡  
16.1 

74.3 
〈漢大租〉 

 
300 

 
4.6 

 
24% 

 
19 

大租調查書
（上冊）頁

310 
光緒18年 
〈1892〉 

武 西 堡
崙 仔 腳
莊 

 
5.4 

28.3 
〈漢大租〉 

 
115 

 
5.2 

 
24.8% 

 
21 

大租調查書
（上冊）頁

312 

光緒28年 
（1902） 

 

武西保關
帝廳莊 

 
15.5 

74.4 
〈漢大租〉 

 
466 

 
4.8 

 
16% 

   
  30 

大租調查書（上
冊）頁 31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收益還原法〈Income Capitalization Method〉，是將土地之純收益資本化，算
出收益價格，以此做為該土地之實質價值之估價方法，由於土地具有永續使用的

特性，只要不從事破壞地利或掠奪式經營，其純收益，就能繼續且有規則的產生，

將此隨時間之經過而能繼續取得之純收益，折算為現在價值之總額，稱為收益價

值，而以貨幣表示者，即為收益價格。故求取收益價格之基本要素為純收益〈net 
income〉與資本還原利率〈capitalization rate〉，在商品化之農業社會，土地純收
益可視為如同貨幣資本之利息，貨幣資本之利息對所有人而言即為收益，資本與

利息之比率以百分率表示者即稱為利率，如以 a代表土地純收益，r代表資本還
原利率，以 a╱r 方式可計算出土地收益價格；〈林英彥，2000：144-145〉林英
彥認為收益還原法對於供收益目的使用之土地，如租賃土地之估價至為有效，而

且是具有理論根據之估價方法。 



    表 5-19為鳳山八社社番 15件番地田主權〈小租權〉典賣實例，社番典賣時，
契約上都會標明該地年配納定額租粟〈穀或谷〉若干石，對於番大租戶〈番社或

社番〉而言，是屬繼續且有規則的純收益，帶入資本還原利率後當能求出番大租

價格。而鳳山八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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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嘉慶年間，官方

規定民間借款年息不得超過 3分〈如借款 10員，每年母利 3員〉，18惟民間借款

年息超過 3 分經常有之，如本章第五節表 5-21所列，鳳山八社社番因「乏銀費
用」向漢銀主借款所簽立之9件「胎借契」及3件「典租契」中，有一半以上之

年息約為 3分利〈介於 3分至 3分 6釐之間〉，而以 4分利或 5分利計息的借款
亦有。因此本實例之資本還原利率，採官方規定之 3分利，擬決定為 30%，此應
為當時民間較為通行之借款利率水準。 

 
清治時期，臺灣民間小租權交易有出典及杜賣兩種方式，交易方式如屬出

典，典期屆滿出典人償還典價回贖典物（小租權），故出典與杜賣終究有別，典

價與賣價有一段差距，依日據初期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調查結果，清治時期台灣

民間田園土地出典慣例，訂立「典契」時，輕典時，其典價為杜賣價之七成，重

典時，其典價為杜賣價之六成。（總督府檔號：4254，番號 58《杜賣約款》，頁
42540580436）另者，部分出典人在典期屆滿時，如無銀員回贖典物時，該田園
小租權繼續由承典人管理耕作，依民間當時「轉典為賣」的慣例，原出典人得要

求找貼，以本章第三節表 5-12編號 38.典契為例，經過四次找貼後推算結果，典
價約為賣價的六成八（68%）。是以，本研究擬以七成做為典價還原成賣價的計算
基礎，將表 5-19中編號 61.64.39.24.42.71.43.45.八張典契之典價換算為買賣價格。 

 
    資本還原利率為 30%，故每甲番大租谷經收益資本化後，得出每甲番大租價
格，再與小租權買賣價格做比較，即可計算出兩者之價格比，由表 5-19得知，

在乾隆至咸豐期間鳳山八社番大租佔小租權價格比，由小到大排列分別為【0.01,  

0.012,  0.016,  0.02,  0.027,  0.034,  0.035,  0.037,  0.04,  0.041,  0.046,  

0.085,  0.22,   0.39,  0.586】，其價格差距倍數之統計方式如表 5-20，因不同統

計方式會有不同的價格差距倍數，如採平均數方式，番大租佔小租權價格之

10.66%，19兩者差9.4倍；採中位數，代表性或有不足，是以，應採截尾平均數方

式，將上述系列中極端值【0.01,  0.586】刪除，得出番大租佔小租權價格之7.7%，

故鳳山八社小租權價格平均約為番大租權價格之13倍。20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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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利，乾隆53年〈西元1788年〉再次禁
止重利剝削，〈周元文，1710：312；清會典臺灣事例，1899：28〉 
19 陳秋坤分析岸裡社大小租權價格比，係採平均數方式。 
20 筆者曾在中國地政研究所於九十一年七月出版之「土地經濟年刊」發表《清代臺灣南部西拉
雅族鳳山八社大小租權價格之分析》一文，推算兩者價格差為 10倍。（頁 59-61）因當時未考
慮典價與賣價之差距情形，故計算過程將出典價格視同買賣價格，爰得到大小租權價格差距為



表5-19鳳山八社番大小租權價格比〈西元1752~1860〉 

編 
號 

 

番地典 
賣時間 

 
番社別 

 田園 
 面積 
（甲） 

小租權買
賣價格〈佛
頭銀員〉 

年配納大
租粟
〈谷、 
石〉 

小租權買
賣價格╱
甲〈佛頭銀
員〉 

番大租谷
╱甲〈石〉 

每甲番大租
價格╱收益
資本化率 
〈30%〉 

番大租佔 
小租權價 
格之比例 

61 
 

乾隆36年 
〈1771〉 

茄籐社 
（典契） 

2.4 
賣價：471 
典價：330 12 196.3 5 16.7 0.085 

34 
 

乾隆45年 
〈1780〉 

下淡水社 
（賣契） 1 賣價：103 

〈90劍銀〉 0.5 103 0.5 1.67 0.016 

35 
 
乾隆 48 年 

〈1783〉 
下淡水社 
（賣契） 0.5 

賣價：143 
〈100兩〉 

1.5 286 3 10 0.035 

36 
 
乾隆 48 年 

〈1783〉 
下淡水社 
（賣契） 0.2 

賣價：51 
〈45劍銀〉 0.3 255 1.5 5 0.02 

64 
 

嘉慶1年 
〈1796〉 

茄籐社 
（典契） 1 

賣價：122.9 

典價：86 1 122.9 1 3.3   0.027 

73 
 

嘉慶7年 
〈1802〉 

放索社 
（賣契） 2.5 賣價：180 21 72 8.4 28 0.39 

39 
 

嘉慶8年 
〈1803〉 

下淡水社 
（再添典
契） 

1.2 
添典價：316 

典價：250 3.2 263.3 2.7 9 0.034 

24 
 

嘉慶9年 
〈1804〉 

阿猴社 
（典契） 0.2 

賣價：5.7 
典價：4 1 28.5 5 16.7 0.586 

42 
 

嘉慶15年 
〈1810〉 

下淡水社 
（典契） 1 

賣價：278.6 

典價：195 0.8 278.6 0.8 2.7 0.01 

71 
 

嘉慶16年 
〈1811〉 

茄籐社 
（典契） 0.1 

添找價：9 
典價：4 0.1 90 1 3.3 0.037 

43 
 

嘉慶16年 
〈1811〉 

下淡水社 
（典契） 1 

賣價：185.7 
典價：130 2.3 185.7 2.3 7.7 0.041 

44 
 
嘉慶 17 年 

〈1812〉 
下淡水社 
（賣契） 0.7 賣價：30 2 43 2.9 9.7 0.22 

45 
 

嘉慶18年 
〈1813〉 

下淡水社 
（典契） 0.2 

賣價：85.7 
典價：60 0.3 428.5 1.5 5 0.012 

46 
 
嘉慶 19 年 

〈1814〉 
下淡水社 
（賣契） 0.9 賣價：130 1.8 144 2 6.7 0.046 

104 
 

咸豐10年 
〈1859〉 

力力社 
（賣契） 1.2 賣價：270 3.2 225 2.7 9 0.04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據附錄一至附錄六與附錄八資料，自行整理。 
說明：1.本表所列小租權買賣價格，即屬田主權之價格，係指當時鳳山八社出典或杜賣

番地之價格，如屬出典，則以典價除 0.7，推算賣價。 
      2.鳳山八社典賣番地時，在番契中之貨幣單位出現佛頭銀、劍銀或銀兩，銀兩為 
     清朝法定貨幣單位；佛頭銀又稱佛面銀，係指有人像的銀幣，多屬墨西哥銀幣； 
     佛頭銀 1員=0.7銀兩，劍銀 1員=0.8銀兩，〈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第七輯 
     第一冊：07-01-021、07-01-026) 故劍銀 1員=1.14員佛頭銀。在鳳山八社番契 
    所載貨幣單位，大多為佛頭銀，為方便計算起見，本表一律換算為佛頭銀。 

                                                                                                                                            
10倍。 



    3..臺灣在乾隆、嘉慶年間，1石穀市價約為佛頭銀1員。 
      4.收益資本化率為30%，故每甲番大租谷除以30%，即得出每甲番大租價格。 

 
表 5-20 鳳山八社大小租權價格差倍數之統計方式  

 
    統  計  方  式 

 

番  大  租  佔  小 
租 權  價  格  之 

比 例 

  番 大 租 與 小 租 
  權 價 格 差 距 之 
    平  均  倍  數 

 
平    均    數 

 
中    位    數 

 
截 尾 平 均 數 

 

 
〈0.1066〉 

 
〈0.037〉 

 
〈0.077〉 

 

 
9.4 

 
27 
 

13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說    明：上述大小租權價格差倍數之統計方式，參顏月珠〈民 81〉，《現代統 
          計學》，頁 62-88。 
 
 
 
 
 
 
 
 
 
 
 
 
 
 
 
 
 
 
 
 
 
 
 
 
 
 
 
 
 
 
 



第五節  社番地權虛有化 
 
    由第四章第四節圖 7.「鳳山八社番租分布圖」圖上顯示，在乾隆、嘉慶及道
光年間番租地多數仍分布在平原地區。而本研究搜集之力力社與茄藤社番契及地

契，該二社在清治時期之番租數額合計有 330.65石，惟日據初期（清光緒末期）
殖民政府調查阿猴廳轄區港東上里（力力社領域）及港東中里（茄藤社領域）之

番租額合計僅 11 石 5斗，再由第四章第一節圖 6.「清朝晚期（日據初期）鳳山
八社社番人口分布圖」圖上得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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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由圖 6.可以說明，在清朝末期，社番在
平原上除有少部分自耕業主外，大多已無番地，或在平原只有些許番租可收取。

故為謀生計，絕大多數社番只能往東邊沿山一帶遷徙，因而造成鳳山八社社番分

布在東部山區之原因。 

 
為何在乾隆、嘉慶年間原居住於平原地區之鳳山八社，至清朝末期，社番大

多數分布在緊鄰平原的東邊山區，是否與番餉負擔或其他額外負擔有關，殊值探

討。有關番餉負擔部分，在乾隆 2年以前，番丁餉有多達三兩，少者亦有五錢，
賦額相當不公平，對社番而言，實屬重課，乾隆 2年以後，每番丁一律徵銀二錢，
番地免徵正供，因番餉輕，故每年課徵時間屆期，通事通知社番繳納時，一呼百

應，社番爭先恐後，縱然部分社番貧困，也會攜帶物品折銀代納，不敢拖欠，在

十八世紀中期以後，社番不再以「乏銀納餉」為主要藉口典賣番地。21故在 74
件鳳山八社番契中因「乏銀費用」原因而與漢人簽訂番契者計有 41 件，約占
55.4%，「乏銀完餉」22者 10件，「乏銀別創」者 4件，另還有以「不能自耕」或
「耕作技術粗劣」為原因；特別是在嘉慶年間以後簽訂的番契，大多以「乏銀費

用」為主因。 

 
    鳳山八社社番除繳納番丁餉外，有無其他額外之負擔？肇致「乏銀費用」的
原因為何？這些是否與番社實際管理者土目及通事有關？此類額外的負擔，是否

導致社番貧窮化原因之一，故因「乏銀費用」而出典番地或以「番地」、「番租」

為擔保而向漢銀主借貸，終至無力償還，致使分布於平原上之社番地權虛有化。 

一、 番社管理者  

    現今高雄縣鳳山市曹公路有一「曹公祠」，內有「曹公圳記」碑文記述：「朝
廷建官千百，皆以為民也；而地與民近，情與民親，周知其利病，而權足以有為

者，莫如縣令」。〈何培夫，民 84：31-32〉有關鳳山縣之民業土地及漢民事務，

                                                 
21 施添福在其《清代台灣屏東平原的土地拓墾和族群關係》論文指出：乾隆朝以前，番地流失
的主因是重稅，如苛重的社餉及官府的陋規；乾隆朝以後，番地流失的主因是重役，致使熟番無
法力農。 
22 所謂「別創」是指開創別種事業，「完餉」是指繳納番餉。 



係由知縣管理，故在地方上，知縣才是清廷實際之統治者。至於鳳山八社番社，

因民番雜處，不法之徒混入番社，魚肉番民，侵占社番土地，清廷擔憂社番失去

藉以生活之番地，因而潛入深山成為生番，影響族群安定，於是閩浙總督楊廷璋

在乾隆31年11月，奏准全臺分為南北兩路，南路理番同知，管轄臺灣鳳山二縣，

南路熟番十一社，如臺灣縣三社：大傑顛社、新港社、卓猴社；鳳山縣八社，因

該二縣番社較北路少，令臺灣府海防同知〈在臺南〉兼管。理番同知之主要職責，

係在管理民番交涉及熟番事務，而對於生番，依然劃界，厲行禁令。（伊能嘉矩，

1904：92、145）而為管理民番交涉及熟番事務，乃選拔該番社內之社番，充任

土目〈土官〉，舉用通達事理之社番或漢人為通事，辦理官府之社務並管理一切

輸餉事務。23故土目與通事實際上為番社之管理者。 

 〈一〉土目 

    土目又稱土官，土官始設立於荷蘭，明鄭及清朝因之。《諸羅縣志》有云：「土
官之設，始自荷蘭，鄭氏因之。國朝建設郡縣，有司酌社之大小，就人數多寡，

給牌各為約束。有大土官、副土官名目，使不相統攝以分其權，且易為制。」〈周

鍾瑄，1717：168〉清朝採用「眾建」政策設置大、小土官，無統一事權的領導
者，形式上接近西拉雅族的傳統習慣，另郁永河在《裨海紀遊》中對其來台所見

之西拉雅族土官曾述及：「社有小大，戶口有眾寡，皆推一二人為土官，其居室、

飲食、力作，皆與眾等，無一毫加於眾番；不似滇廣土官〈即土司〉，徵賦稅，

操殺奪，擁兵自衛者比。」〈郁永河，1697：74、75〉綜觀西拉雅族之土官，無
權威亦無特殊地位，各社之間各自分立，不相統屬。 

 
    鳳山八社社番與漢人〈銀主〉簽立番契時，在契字末段題款常會出現「理番
分府錢給鳳邑下淡水社土目光戳記」、「理番分府給鳳邑阿猴社土目潘大成戳

記」、「茄藤社業主副土鍾永元記」、「分府鳳邑茄籐社土目鍾永元戳記」或「放索

社總頭目加□圖記」等戳記，在番契中土目多數扮演「在場人」或「中人」的角

色，甚或擔任「代筆人」的角色，土目擔任在場人，相當於契約見證人的性質，

另從番契或地契中得知，田主典賣土地時，該土地業主有時是以「在場人」或「知

見人」身分在契內簽字，以告知承買〈典〉人，在場人為該田園之業主，每年應

向其繳納大租〈租粟〉。 

 
    土目為中人，主要是社番典賣田園，一般是透過介紹人居間來尋找銀主，土
目對於番社內外訊息比較知曉，通常扮演這種角色；在鳳山八社番契蓋上土目戳

                                                 
23 理番同知之主要職掌項目如下：1.取締漢人購買番地，以防遏侵佔之弊。2.每年巡視各番社，
每五年丈量地籍，清理其侵害番界者，使歸番民。3.漢人娶番婦占居番地者孥交逐出之。4.管理
土番義學，督勵番童就學，監督社師。5.鼓勵番人改易漢俗及指導其從事生產。6.防禦生番保人
民。7.官吏有入番界採買及需索供應者經查處分之。8.選拔熟番社人才，充任土目〈即土官〉舉
用通達事理之番人或漢人為通事，令土目統率番社內之男婦，辦理對於官府之社務。9.對於生番
社，依舊例以漢人為通事，令掌管貿易，併勸導其馴化。10.管理一切輸餉事務。（伊能嘉矩，
1904：92、145） 



記中，有一張是最早出現在雍正 11年〈西元 1733年〉如編號 56.，以後各朝迄
至光緒 3年所簽立的番契，都有蓋上土目戳記，且有出現「副土目」戳記，副土
目經一段期間再升為土目，如乾隆 45年茄籐社鍾永元擔任該社副土目，隔十五
年後，在嘉慶元年，鍾永元已是該社土目，其中值得提及者，在嘉慶 7年放索社
一張杜絕賣田契，出現「總頭目加□圖記」字樣。清治時期，土官逐漸制度化及

官僚化，制度化表現在換發圖記，官僚化則表現在對當地官員的饋獻上。 

 
編號56. 

「同立合約人茄籐社番礁老葛匏、難雷煙、阿里莫、墾戶陳毓芝等，于雍正拾壹年瞨墾

礁老歪東勢巴陽新庄荒埔一所，東至溪漧西至大車路南至大路北至力力社番埔地，四

至明白定址為界，又另有東邊，界內係卅居力分下草地附近界漧，今公議甘愿聽從毓

乏招佃開墾，園界湊豎糖廓不論，此數年貼納埔占粟伍拾石道，在庄交納，自本十一

年起，日后不得增減此業，雖係居力園地，今同雷煙等盡瞨與陳毓芝工本招佃開墾水

遠管業，雷煙等不敢言取言贖增租等，□□□此係兩相議甘愿，各無抑勒反悔恐口憑，

同立合約二紙各執為炤。 

  內註拾壹年三字批明  再炤 

          ton  do  □go   

              tohoonta口go 

  iongin  ??  io   sol  iko  

              知見人  吳□軒    

              代書人  林其助 

        同立合同字人  茄籐社番卅居力礁老、難雷煙、阿里莫、 

                      墾戶陳毓芝 

                （茄藤社正土目□□永元圖記）     

  solot  ata  to  sedo  loiat  toio? ot  tosa  io  Assio  sonloso ? 

  da  to  co  ??  ??  ??  tamio 

  雍 正 拾 壹 年 三 月  日」（噶瑪蘭西拉雅古文書頁 113） 
1.每年換發土目圖記須繳花紅100員 
    乾隆53年〈西元1788年〉以前未設置理番專責機構時，通事土目圖記由各

縣發給，設置南北路理番分府後，理番同知每三年調職一次，新任理番同知接篆

後，每年各社通事土目前往分府換發通事土目圖記，此種換發通事土目圖記，是

否有藉機斂財之嫌，《諸羅縣志》有云：「鍾瑄自五十四年視事，… 舊例：歲一
給牌，通事以社之大小為多寡，自百金而倍蓰之。曰花紅。不者，則易其人。」，

（周鍾瑄，1717：103）因此每年換發通事土目戳記，須費 100員，如不給，理
番同知另外換土目；因各番社之通事及土目皆有圖記，圖記由渠等自行刻製，向

官府申報並繳「花紅」，這些花紅是官吏額外的開徵。 

2.土官饋獻禮金 
    臺灣官員每三年輪調一次，鳳山縣，每有新任官吏接任，從知縣、同知到縣



承，各社通事土目以羊、豬、鵝、鴨、酒、銀員前往饋贈新任官吏，而從中藉此

漁肉社番，康熙 61年擔任巡臺御史的黃叔璥，認為數倍於饋獻給新任官吏的禮

金。24
 

（二）通事 
    通事始設於清朝，25亦為番社的實際管理者，通事掌管番社中一切事務，在

沒有通事的情況下，即由土目代理，負責管理社番。〈陳盛韶，1833：125〉而
從《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彙編》中之官衙諭示及案冊得知，在番社擔任通事一般原

則須「曉通番語」、「有家有室、為人誠實、眾番悅服」、「為人誠實、社務熟

悉」等。26雍正12年以後，因在部分社番聚落設置社學，故漸有瞭解漢語之熟番，

該熟番聚落之通事，即由聚落中通達事理者擔任。通事制度一直至清光緒十二

年，臺灣巡撫劉銘傳改革番政時，稱熟番通事為董事，27俾與生番通事予以區別。

通事對於番社之管理為何？由下列之情形即可窺其全貌。 

1.催辦番餉 

    此項職務，南北兩路番社通事皆然，28在《重修臺灣縣志》中對於通事職務

有一段敘述：「歸化以來，社設通事，聽其指使，納餉辦差，皆通事為之承理。

於社中立一公所，名曰公廨：有事則集議之。」，〈魯鼎梅，1751：404〉故通
事之職務是代理社番繳納番餉及役使社番擔任徭役，特別是代理社番繳納番餉，

一般民人繳納錢糧，可由保甲代為辦理或民人亦可以自行繳納，至於社番因不識

字或不知數算，無法自行納餉，須依賴番社的通事。29因職務關係，難免有狡詐

之徒，欺負社番，除官府番餉外，巧立各種名目，加徵社番負擔數倍於番餉，實

際上社番已完納，因未給收據，就以欠餉名義令其復繳，甚至如康熙四十六年，

臺諸鳳三縣因發生旱災而短收穀糧，康熙皇帝為表示恩澤民番，於康熙四十七年

免除三縣正供及番餉，〈清聖祖實錄險選輯，民 52年：147〉阿猴社等五社通事
許安等人還是照例催收番餉，而被臺灣府審判革職的案例。30 

                                                 
24「新官蒞任，各社土官瞻謁，歷有饋獻；率皆通事、書記醵金承辦，羊、豕、鵝、鴨，惠泉包
酒，從中侵漁，不止加倍。余初抵臺時，正值農忙，兼值溪漲，往來僕僕，必致廢時失業，檄行
鳳、諸二縣，禁止派勒赴府，呈送禮物。」（黃叔璥，1722：166、167） 
25《重修臺灣縣志》云：「歸化以來，社設通事，聽其指使，納餉辦差，皆通事為之承理。於社
中立一公所，名曰公廨：有事則集議之。」〈魯鼎梅，1751：404〉  
26此為《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彙編》資料中所記載之內容。但從《台灣輿地彙鈔》對通事的任用，
卻記載：「今則閩南四府之人皆營求而得，彼並不知番語云何。一逢新令到任在於會城，各即懷
襁餵獻；新令利其所餵，亦不問其可否，輒即用為通事」。〈台灣輿地彙鈔，清光緒年間：22〉
可見愈到後期，通事一職已成為鑽營者謀利之捷徑。 
27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因各番社類似漢莊，通事功能僅從事與漢民有關番租收取事項，概與昔日
扮演之功能已迥然不同，故清光緒 12年，改稱熟番通事為董事。   
28陳秋坤認為岸裡社的通事，主要在催收番餉並具有代理官府監督番社的功能。〈陳秋坤，民86：
99〉   
29《諸羅縣志》：「按番社之餉，責成於通事，猶民戶之糧責成於里甲也。然民戶可自封投歸櫃，
而土番性既頑蠢，不知書數，行以自封投櫃之法，勢必不能。故民戶之里甲可除，而番社之通事
不可去也」。〈周鍾瑄，1717：102、103〉 
30清康熙四十八年臺灣府知府周元文審革阿猴塔樓等各社通事：「  審得阿猴等五社通事許安等，
皆奸狡之徒也。緣各社土番賦性痴愚，不識漢字；畜以異類，肆其魚肉，固非一朝一夕矣。臺灣
自開闢以來，各邑土番俱有正供粟石。因其語言各別，不能赴倉完納，每社設有通事，代其催辦



2.通事之更替 

    清朝對於通事之任用條件，原則上須通曉番語之漢民或通曉漢語之社番，初

期皆舉用漢人做為清朝在各番社之統治代理人，通事有掌握掣肘各聚落土目之權

勢，當時與番社直接交涉者為通事，各番社弊害之有無，全繫於通事之良否，惟

因通事並無任期制，隨縣官而更替，假如新任官吏到任，藉更換通事名目，有意

者須繳銀兩，從數十兩到一百兩不等，形式上是通事支付，實際上再由通事從番

社取資，形同買官後在到番社巧取豪奪；如《臺海使槎錄》載：「尤可異者，縣

官到任，有更換通事名色，繳費或百兩、或數十兩不等；設一年數易其官，通事

亦數易其人，此種費用名為通事所出，其實仍在社中補償。當官既經繳費，到社

任意攫奪，豈復能鈐管約束！」。（黃叔璥，1722：170） 

3.番社物業列帳管理 

   《裨海紀遊》曰：「⋯通事夥長31輩，使居社中，凡番人一粒一毫，皆有籍稽

之」，〈郁永和，1697：75〉此種情形又如何解讀？從《台灣輿地彙鈔》可知其一

二，通事一到番社，社番競相送禮拜見，通事則前往各番戶調查人口數、田園面

積及牛羊豬犬雞鵝等家禽數目，全部列帳冊登記，以便田園耕種後秋收之時，除

扣除番戶基本食糧外，剩餘穀糧由番戶與通事平分，到了冬季，社番狩獵物如豹

皮、鹿皮、鹿茸、鹿角之類，通事得大分，甚至連雞鵝所生之蛋，也必須列帳登

記，分配給通事，總之番社中一切事物，都在通事掌握之中。32 

二、社番地權虛有化類型 

    前已述及，乾隆2年以後，番丁每年繳番餉二錢，以鳳山縣西拉雅族番社每
年合計僅繳 349.6兩番餉給官府〈如第四章第三節表 4-8〉，平均每番社不到44

兩。另由上述得知，通事土目為番社之實際管理者，管理社務之報酬〈辛勞粟〉、

每年換發通事土目戳記須繳100員花紅、縣官或理番同知新任官吏到任更替通事

需索數十兩、平日饋贈新任官吏及其他開銷費用等。此類花紅或禮金從何而來，

                                                                                                                                            
供役，議貼辛勞粟石。此係因地而施，不得不然也。詎意事久弊生，借各項使費名色，於正供之
外，加派數倍；⋯揆其情事，總緣番納正供，交穀既無收字、完糧不給官串。一任通事派徵，言
欠既欠，言完既完欠。今經當堂研訊，追出通事日收清簿，發給歷司與書記、土官三面清算。四
十六、七兩年正供俱已全免，且有多收粟石各數倍不等。許安等猶改敢逞其如簧，以為盤運上倉
耗折。」。〈周元文，1710：322、323〉 
31 夥長又稱為社棍，郁永河對他們的做為甚為了解，如「然又有暗阻潛撓於中者，則社棍是也。
此輩皆內地犯法奸民，逃死匿身於僻遠無人之地，謀充夥長通事，為日既久，熟識番情，復解番
語，父死子繼，流毒無語。彼社商者，不過高坐郡邑，催餉納課而已，社事任其播弄，故社商有
虧折耗費，此輩坐享其利；社商率一二歲更易，而此輩雖死不移也。此輩正利番人之愚，又甚欲
番人之貧：愚則不識不知，攫奪惟意；貧則易於迫挾，力不敢抗，匪特不教之，且時時誘陷之。
即有以怨者，而番語侏離，不能達情，聽訟者仍問之通事，通事顛倒是非以對，番人反受苛譴；
通事又告之曰：『縣官以爾違通事夥長言，故怒責爾。』於是番人益畏社棍，事之不啻帝王。」。
〈郁永河，1697：76、77〉 
32《台灣輿地彙鈔》：「而通事一到社中，番戶皆來謁見，餵送；隨到各家細查人口、田地並牛羊
豬犬雞鵝等物，悉登細帳。至秋收時，除糧食食用之外，餘與通事平分；冬時，畋獵所獲野獸如
豹皮、鹿皮、鹿茸、鹿角之類，通事得大分。即雞鵝所生之蛋，亦必記事分得。社中諸事，無不
在其掌握。」。〈台灣輿地彙鈔，清光緒年間：22〉 



無非來自於通事土目管理番社共有地而收取之「番租」、「社課」33及其他額外

的加徵，此類額外負擔如同清治初期之社商制度，當官府招商瞨社時，常需索花

紅陋規，以致得標社商輾轉向社番做額外的剝削，導致番不聊生。〈周元文，1710：

311-312〉34 

 
開放熟番地開墾第一種方式中如由社番自行建置租業擁有業主權，社番成為

收租業主；第三種方式是准許社番將番地租給〈給墾或佃批〉漢人，漢人以「貼

納番租（餉）」方式取得番地田主權，社番亦成為收租業主。從第四章第四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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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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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佃人收取租粟（大租粟）。當社番生計日漸貧困，亟需銀員花用時，依民間慣

例通常有兩種途徑：即典賣土地〈所有權或業主權〉及胎借，前者即因而喪失〈流

失〉土地權利，後者雖仍擁有業主權，惟如社番無力清償債務時，地權將呈現虛

有化。 

 

    鳳山八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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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番向漢銀主借貸，自然與

生活日益貧窮有關，為瞭解社番如何以番租為擔保向漢人借銀情形，本文以阿猴

社社番趙天生下列四張番契來做案例分析：如編號 25.阿猴社社番趙天生祖先在
和興庄一帶〈今屏東市附近〉埔園為稻作水田，該區地處肥沃屬二期稻作，由

23名佃戶35耕作，合計每年應繳大租粟 398石，以每甲 8石估算，將近有 40甲
田，應為大戶社番，嘉慶 13年〈西元 1808年〉趙天生因欠蕭日觀、陳允觀及林
雍傑等人銀款，為償還巨額借款，於嘉慶 15 年向鄭克明借佛面銀 920大員，將
佃戶名單交給銀主鄭克明以每年收取之大租業398石抵充借款利息，如果趙天生

要收回大租業，應在每年十一月稻作收成時，備足母銀920大員還清借款收回大

租業，無力清償，大租業則由銀主鄭克明收取；同樣在和興庄趙天生也有一塊承

繼祖先開墾的草地〈編號 27.〉，曾在嘉慶 14年被洪水沖蝕，嘉慶 16年成為浮復
地，招陳前官開墾佃耕，立墾契時收墾耕佃儀佛面銀3元，言明每年繳納大租粟

1石，此張番契代書人就是嘉慶 15年趙天生的銀主鄭克明，似乎代書人兼金主，
從清朝就已經開始；嘉慶 23年〈西元 1818年〉趙天生又以缺少開墾費用的理由
再向海豐庄銀主鄭克明借得佛銀 10元〈編號 29.〉，雙方約定當年年底以趙天生
所收番租償還，8 年之間，趙天生共計向銀主鄭克明借佛銀 930大員，嘉慶 25
年趙天生再將僅有收取番大租的田園典與鄭克明〈編號 30.〉，鄭克明憐憫趙天生

                                                 
33本文所指「社課」，包括向官府繳納的番餉及繳納給番社的口糧；後者之「繳納給番社的口糧」，
即屬「社課」。 
34 荷蘭時期亦有「社商制度」，而瞨社的人稱為「社商」，所謂「瞨社」是指由出價最高之社商，
包攬各番社稅賦及貿易。清治以後，社商制度仍沿襲舊例，故為根除社商對於番社之剝削，社商
制度終於康熙 55年〈西元1716年〉正式廢止。〈重修台灣府志，1710：311-312〉 
35 編號 25番契，尚有記載 23名佃戶姓名及每年應繳之租粟數額，為節省篇幅故省略之。 



已家無田業，每年祭典銀沒有著落，所以接受中人意見，每年付佛銀 10員給趙

天生，而為免趙天生花費無度，每年分三次支付，道光 2年〈西元 1822 年〉因
趙天生母親去世，窮極潦倒無銀葬母，趙天生立借契請託中人向原銀主再借佛銀

20員做為葬母費用，借契約定由每年付給趙天生佛銀10員，自道光2年至5年

每年扣減5員抵銷借款，在此四年期間，趙天生每年只領祭典銀 5員，不敢有異
議，日後趙天生如取回大租業〈收租權〉，應將所有借款逐一還清，趙天生不得

反悔。從嘉慶 15年〈西元 1810年〉至道光2年〈西元 1822年〉十二年期間，
趙天生以多達 40甲的大租業，向銀主抵押借貸鉅款，40甲的大租穀歸鄭克明收
取，趙天生徒有番大租權而無收租權，形成「虛有地主」，最後家道中落，連葬

母費用都還先向銀主預支。 
 
編號25. 
「立借約對庄佃租字人阿猴社趙天生同胞嬸王氏，承先祖開墾置有和興庄東西貳埔，變
耕冬田開鑿圳路灌溉，東至煙墩腳車路崙頂庄為界，西北至海豐庄田火燒庄田車路為
界，南至火燒庄田為界，經定界內配納庄主大租粟共有參佰陸拾玖碩，庄栳帶連社課粟
壹拾伍石，隘口粟肆石併田斌生分租粟拾石，又管甲辛勞粟在內頂明，因前年掛欠蕭日
觀陳允觀林雍傑銀項，將此庄租粟同通事田斌生，托中引就鄭克明借出佛面銀玖佰貳拾
大員，墊還債主，將此庄租粟付佃名對與克明年年出單，收租理辦庄務，頂納課隘抵償
銀利，管甲辛勞粟齊明天生如欲取贖，限於拾壹月收成滿日，備足銀母送還克明，將佃
名對回，如無銀送還，年年依舊管收，保此庄租，係天生同嬸，承先祖遺下物業，與他
親無干，日後不敢添借賣斷，異言生端滋事，並無侵欠國課交加不明，係天生同斌生抵
當，不干克明之事，此係二比甘愿，各無反悔，恐口無憑，今欲有憑，立借約對庄佃租
字壹紙，繳連上手借字，付執為炤。 
                       本社通事 
                         為中人  會開盛 
                     在場知見人  胞叔加交洛 
           立借約對庄佃租粟字人  業主趙天生 
                     在場知見人  母潘氏、嬏王氏 
                         代書人  田汝成  
 嘉 慶 拾 伍 年 拾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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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輯第九冊：05-09-420〉 
 
編號27. 
「立墾單人何猴社業主趙天生，有承祖開置和興庄草地，因前年被  洪水崩壞，今 
  以浮復，因招煙墩腳庄陳前官有力耕作，坐落土名  煙墩腳庄前，東至泉溝乾， 西 
  至簡賢田，南至簡賢田，北至陳宅  田，四至明白為界，內經丈每年配納大租粟 
  壹石庄，永遠定戾，日後倘或有水崩壞，愿將租  消決無異言，時明領墾耕佃儀， 
  佛面銀參元，日後永不敢爭取加租滋事，此係二比甘愿，各無抑力，恐口無憑， 今 
  欲有憑，立再墾單字一紙，付執為炤。 
      代書人  鄭克明 
                     代筆人  陳建超 
                       管事  會麟世 
                     在見人  戴友元 
                 立墾單字人  趙天生 
  嘉   慶   拾   六   年   三   月    日」 
 



編號29. 
「立借單字人阿猴社趙天生，今因乏銀費用墾，向海豐庄鄭克明手內借出佛銀拾大 
  元，其年底將租扣還，明白不得少欠，恐口無憑，立借單字一紙，付執為炤。 
                    借單字人  趙天生 
                中係併代筆人  田元 
嘉 慶 貳 拾 參 年 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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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輯第十二冊：05-12-516〉 
 
編號30. 
「立借字阿猴社番趙天生，有承祖父芎蕉腳庄大租業壹處，現時典與海豐庄鄭家承 
  管收租納課，前年鄭家念天餘無別業，祭祀無資，俯聽公親，格外每年撥佛銀壹 
  拾員，付天作三次支領以為年節之費，茲天母親病故，無可殯葬，再托公親向鄭 
  家先借出佛銀貳拾大員，言約就每年祭祀銀壹拾員，聽鄭家扣起伍員還入借項， 自 
  本年分扣起，至道光伍年終，共扣銀貳拾大員清還借出葬母之項，此四年內，天 
  甘愿每年只領祭祀銀伍元，不敢異言藉端另生支節，倘扣還未清，天有能贖回原 
  租，應將所借未還若干逐一清還鄭家不得少欠，日後天不能反悔，合立借字壹紙， 
  付鄭家執炤。 
                    公親  貢生郭萃 
                  立借字  趙天生 
                    公親  歐陽和 
                    代筆  王推已 
道光 貳 年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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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輯第十二冊：05-12-517〉 

 

    由上述實例觀察得知，因清朝律令並未禁止社番之借貸行為，以鳳山八社「自

游於葛天無懷之世及擊壤鼓腹之遺風」的傳統民風，平日無積蓄，當生活日益貧

困需借銀花費時，銀主為確保債權，要求以番租做為抵充利息，實為當時民間借

貸之常態，故第四章第四節表 4-9有十四個社番自置租業案例，就有九個租業以
番租抵利，其借貸銀員抵利情形整理詳如表 5-21。在民間借貸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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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從表 5-21得知，還是難以完全落實執行，由表中編號 25.阿猴
社之「借約字」為例，胎借 920 員，以大租粟 390 石抵利，每員年息是 4 分 2
厘，未定期限；乾隆53年〈西元1788年〉再次禁止重利剝削，即使漢銀主以民

間慣例三分利出借銀員予社番，社番以番大租抵充利息或以番租交付銀主收取，

屆期社番無法籌措銀員償還，該番租還是繼續由漢銀主收取，如社番永遠沒有償

還借款之能力，收租權最終仍然落入漢銀主手中，借款的社番成為徒有業主之

名，原存在番地上之收租權，隨之喪失，形成社番「地權虛有化」。 

     
一般導致鳳山八社社番地權虛有化之途徑，從番契中可歸類為兩種契約類

型：第一類是簽訂「胎借字」契約，如編號41.，嘉慶13年下淡水社潘萬生因乏

銀繳納番丁餉，以番地每年收取之大租粟 1.5石為擔保，向林世瑾借佛頭銀 3大
員，將歷年之番大租交付銀主收取抵充利息，借款期限五年。第二類是簽訂「典

 
 



租」契約，如編號22.，嘉慶7年阿猴社通事尚夏將每年收取10石租穀，以時價

銀20員出典漢人趙引人，結果同年十二月因缺銀納餉，向天賜借番銀30員，其

中20員還給原債主趙引人贖回典租契，雙方約定每年十二月，尚夏將10石租穀

交付天賜抵充利息〈註：利息 3分3釐〉，典租期限是3年；上述之胎借契或典

租契，皆屬「銀到租還」的性質，惟如期限屆滿社番無法備足母銀清償，番大租

穀或番租則繼續歸銀主收取，其情形如同前述趙天生案例，社番連基本業主權之

象徵，即收租權都會喪失，收租權（或稱租業）便長期控制在漢銀主手裡。於是

日據初期調查阿猴廳（屏東平原）私有地時，則將此類有租土地業主權歸為漢人

所有，該土地不認定為社番之土地，此可解釋圖 7.「鳳山八社番租分布圖」，在
乾隆、嘉慶及道光年間番租地多數仍分布在平原地區，惟至日據初期港東上里（力

力社、茄藤社領域）及港東中里（茄藤社領域）番租額合計僅有 11 石 5 斗之原
因之一；因社番在平原上大多已無田園可耕，或在平原亦無多少番租可收取，為

謀生計，絕大多數社番只能往東邊沿山一帶遷徙，造成清朝晚期（日據初期）鳳

山八社社番人口分布，39個熟番村庄中至少有 33個村庄，皆位於屏東平原東邊
緊鄰中央山脈沿山地區之原因（請參圖 6.）。 
 
編號41. 
「立借字人潘萬生，有承父自墾下社皮庄下則園壹所，管得大租粟壹碩伍斗，今因乏 
  銀完丁，托中就與林世瑾借出佛頭銀參大員，三面言議，愿將此租粟壹碩 伍斗，歷 
  年撥付銀主收取抵利限至伍年，終滿聽萬備足契內母銀壹齊清還，贖回契字如不贖 
  其租粟，永付銀主收取不敢異言，此係兩愿，各無反悔今欲有憑，立借字壹紙，付  
  執為炤。 

    即日同中收過契內銀參大員完足再炤 
為中併知見人  潘文義 
立借字  潘萬生〈下淡水社潘萬生〉 
代筆人  陳紅孕 

嘉 慶 拾 參 年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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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輯第十二冊：07-12-448〉 
 
編號22. 
「立典租契人阿猴社通事尚夏，有自己建置和興庄租粟壹拾石庄桅，嘉慶柒年分出 
  典趙引人，價銀貳拾員，茲因缺乏完餉，托中引就，與海豐庄會□天賜叔， 備契 
  面銀原借字內貳拾員贖回原契，另再借番銀拾員，合共參拾員正，三面言議，言約 
  每年拾月冬成之時，就和興庄現管事對收應分租粟壹拾石付天賜叔，收取抵完利息 
  ，本年起至嘉慶拾年止，收成之期，備足母銀清還，不敢少欠，如是少欠無力贖回， 
  夏愿將租粟，依舊付銀主掌管，不拘年限聽贖，其每年收單給付銀主，向管收取，  
  不敢刁難，保此租粟，係夏建置物業，與內外親戚無涉，以及上手不明滋事等情，  
  如有此情，係夏一力抵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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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借銀字壹紙，合共貳紙，付執為炤。 
    即日同中收過契內銀參拾員止完足再炤 
                            知見人  趙引人 
                            為中人  陳相公大成官 
                          立典契人  阿猴社通事 
                            代書人  田觀貴 
                       〈理番分府給鳳邑阿猴社通事尚夏戳記〉 



嘉 慶 柒 年 拾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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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輯第九冊：05-09-416〉 
 

表5-21 鳳山八社社番向漢銀主借貸銀員之利息 
編
號 
 

 年  代 
〈西元〉 

 番契類型 
 〈社別〉 

借貸人 
〈社番〉 

 銀  主 
〈漢人〉 

  借貸額 
單位：佛面銀 

期  限 
〈年〉 

 
 利   息 

  
  擔保條件  

 
 備  註 

18 乾隆 50 年 
 〈1785〉 

 胎借字 
〈阿猴社〉 

生莪等
2 人 

 
陳真官 

  
  70 員 

 
無定期 

每員每年
租粟 3斗 

每年番租粟交付
銀主 

年利3 
分 

22 嘉慶 7年 
〈1802〉 

  典租契 
〈阿猴社〉 

 
尚  夏 

 
趙天賜 

  
  30 員 

  
 3 

年息3分
3厘 

以番租粟 10 石交
付銀主抵利息 

年利3.3 
分 

 
67 

 嘉慶 8 年 

〈1803〉 
 

 典租契 
〈茄籐社〉 

潘連生 
等 2人 

李教觀    4 員   5 年息5分 以大租粟 2 石
抵利息 

年利5 
分 

41 嘉慶 13 年 

 〈1808〉 
  借字 
〈下淡水社〉 

 
潘萬生 

 
林世瑾 

  
  3 員 

  
 5 

年息5分 以大租粟 1.5
石抵利息 

年利5 
分 

 
25 
嘉慶 15 年 
 〈1810〉 
 

  借約字 
〈阿猴社〉 

 
趙天生 

 
鄭克明 

 
  920員 

 
無定期 

年息4分
2厘 

以大租粟 
390石抵利息 

年利4.2 
分 

26 嘉慶 16 年 
 〈1811〉 

  借字 
〈阿猴社〉 

 
田斌生 

 
鄭球生 

  
  50 元 

  
 0.5 

每 月 每
元 3分 

未約定擔保品, 
借貸者為通事 

年利3.6 
分 

 
48 
嘉慶 22 年 
〈 1817〉 

 

借字〈下淡
水社〉 

 
潘生莪 

 
李丹陽 

  
1.4員 

無定期 年息3斗 未約定擔保品 年利3 
分 

 
28 
 

嘉慶 22 年 
〈 1817〉 

  借字 
〈阿猴社〉 

 
田鴻善 

 
鄭克明 

 
 120元 

無定期 年 付 利
息 36石 

將歷年收取之番
租，交付銀主抵扣 

年利3 
分 

 
29 
嘉慶 23 年 

〈1818〉 
 

 借單字 
〈阿猴社〉 

 
趙天生 

 
鄭克明 

 
 10 元 

 
 0.5 

  
 未規定 

以租粟扣抵母
利 

 

 
30 
道光 2年 
 〈1822〉 

 

 借字 
〈阿猴社〉 

 
趙天生 

 
鄭  家 

 
 30 員 

 
無定期 

 
 未規定 

以大租粟抵利
息 

 

 
74 
光緒 5年 
〈 1879〉 

 

 典租契 
〈放索社〉 

戴興郎 
等 5人 

 
盛增家 

 
 10 元 

 
無定期 

  
 未規定 

以租粟 9.46石
抵利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說明：康熙 33年任臺廈道按察使高拱乾公告「禁重利剝民示」：規定貸放銀員利息每 
      年不得超過三分，乾隆年間亦重申前令；以貸借10員計，每年利息為3員，租 
      粟 10石計，每年利息為3石。 

 
 

本章小結 
 
臺灣入清版圖之初，偷渡來臺的漢移民，大多私墾番埔地，而從番契及官府

核發之墾照資料得悉，漢移民以合法途徑申領墾照及向番社議定開墾鳳山八社番

埔地者，分別始於清康熙 43年及 46年。雍正 2年開放熟番地的開墾，其實是康
熙年間臺灣西南部番埔地開墾現況的陳述，以當時開墾方式，除第二種開墾方式

「由漢墾戶向官府取照後招佃開墾為民地」，就土地屬性，已非屬番地，不在本



章探討之範圍外。第一種開墾方式「由社番自行開墾」，部分是由番社將番地分

配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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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番社業主權與社番田主權之番業番佃地權型態；部分如由社番自行建

置租業成為收租業主，此種情形亦可能形成番業番佃地權型態。第三種開墾方式

「由漢墾〈佃〉戶以『貼納番餉』方式取得番地田主權」，其取得田主權的途徑，

是由漢墾〈佃〉戶與番業主立契，約定每年繳納一定數額租粟，形成番（番社或

社番）業主權與漢佃田主權之番業漢佃地權型態。 
 
地權結構之演變，係指人與人之間因占有、使用土地而產生權利內容變動及

消長情形。業主權與田主權分離之一田二主，為當時屏東平原普遍之地權型態（約
占 76%），當番地地權型態形成番業主權與漢佃田主權之番業漢佃情形時，在雍
正及嘉慶初期，固然番地「田主權」永遠歸漢佃，社番（番社）對番地的實質權
利雖因而受限制，但從契約內容發現，社番（番社）對於番地尚具有部分支配的
權能，漢佃戶具有完全使用收益的權能。在墾佃制度及清朝律令規範下，同一塊
土地上出現兩位業主一位田主，漢人擁有業主權，每年向佃戶（田主）收取大租
粟，並依例向官府繳納正供及勻攤丁銀外，尚須向番業主（社番或番社）繳納大
租粟或社課，從契約內容窺知，漢人業主隨時可將此大租業杜賣，番業主無權干
涉，承買大租業（業主權）之人，當然仍需履行上述義務，而在一田三主多層地
權型態中，番業主實際已完全喪失管業的權能，此與一田二主中番業主仍擁有部
分管業權能不同。 
 
番地地權型態形成番社業主權與社番田主權之番業番佃地權型態，各番社皆

有，在鳳山八社番契中，擁有田主權之社番與漢人簽立之契字，以「典契」類型
居多，而賣契次之，亦即，社番基於「乏銀費用」或「乏銀完餉」而出典番地田
主權，多數是透過典契為之，而社番簽立之典契，至期本可備足原價銀取贖，不
過多數社番都無銀取贖，漢銀主仍繼續擁有田園之田主權，如果社番出典番地田
主權後，再向原承典人找貼或添典，則原典價加上找貼價後，社番更無力取贖，
雖然番社（社番）擁有番地業主權，實際上田主權已歸漢人所有，隨清朝中期以
後因業主權的式微，名義上番社（或社番）仍為業主，惟僅剩下收租權。漢人擁
有田主權後，即逐漸具有管業的權能，可完全支配番地，至於漢移民取得番地支
配權，是否須俟「至期社番無銀取贖仍由銀主掌管耕作」，其實不然，從表 5-12
中典契得知，在嘉慶朝以後，社番與漢銀主所簽立典契，漢銀主付銀圓與社番，
番地交銀主「掌管招佃耕作」，即漢銀主即可另行招佃耕作，完全聽任漢銀主處
理，由本表之典契顯示，在嘉慶以後簽立之典契，漢佃戶即可招佃起耕，正足以
反應清朝中期以後，番地大小租權權利之消長情形。 
 
番地大小租權價格差距或權利消長情形，經本研究搜集 15 件鳳山八社社番

典賣番地田主權〈小租權〉實例，因典價與賣價仍有差距，以七成做為典價還原
為小租權買賣價格，大租權價格則以番大租谷資本還原利率 30%計算之，得出鳳
山八社小租權價格平均約為番大租權價格之13倍。 
 
乾隆 2年以後，番丁每年繳番餉二錢，以鳳山縣西拉雅族番社每年合計僅繳



349.6 兩番餉給官府，平均每番社為 44 兩（筆者註：康熙年間知縣每年俸銀為
27兩，光緒 7年為 45兩）。通事土目為番社之實際管理者，管理社務之報酬〈辛
勞粟〉、每年換發通事土目戳記須繳 100 員花紅、縣官或理番同知新任官吏到任
更替通事需索數十兩、平日饋贈新任官吏及其他開銷費用等，此類花紅或禮金從

何而來，無非來自於通事土目管理番社共有地而收取之「番租」、「社課」及其他

額外的加徵，此類額外負擔如同清治初期之社商制度，當官府招商瞨社時，常需

索花紅陋規，以致得標社商輾轉向社番做額外的剝削，當社番生計日漸貧困，亟

需銀員花用時，依民間慣例通常有兩種途徑：即典賣土地〈所有權或業主權〉及

胎借，前者即因而喪失〈流失〉土地權利，後者雖仍擁有業主權，惟如社番無力

清償債務時，地權將呈現虛有化。一般導致地權虛有化之途徑，從番契中可歸類

為兩種契約類型：第一類是簽訂「胎借字」契約；第二類是簽訂「典租」契約，

上述之胎借契或典租契，皆以番租做為抵充利息或做為擔保，屬「銀到租還」的

性質，惟期限屆滿社番無法備足母銀清償，番大租穀或番租則繼續歸銀主收取，

其情形如同趙天生案例，從嘉慶 15 年〈西元 1810 年〉至道光 2年〈西元 1822
年〉十二年期間，趙天生以多達 40 甲的大租業 398石租穀，向銀主抵押借貸鉅
款，因無銀償還，40甲的大租穀最後歸鄭克明收取，社番連基本業主權之象徵，
收租權因而喪失，收租權（或稱租業）終歸漢人擁有。以致日據初期調查阿猴廳

私有地時，則將此類土地視為漢民土地不認定為社番土地，此可解釋圖 7.「鳳山
八社番租分布圖」，在乾隆、嘉慶及道光年間番租地多數仍分布在平原地區，至

日據初期港東上里（力力社、茄藤社領域）及港東中里（茄藤社領域）番租額合

計僅有 11 石 5 斗之原因之一；是以，社番在平原上大多已無田園可耕，或在平
原亦無多少番租可收取，為謀生計，絕大多數社番只能往東邊沿山一帶遷徙，造

成清朝晚期（日據初期）鳳山八社社番人口分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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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山地區之原因（請參圖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