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綜合本研究針對清治時期，分布於屏東平原西拉雅族鳳山八社番社地權制度
變遷過程之研析，歸納以下幾項結論： 
 
一、十七世紀以前鳳山八社傳統地權型態屬番社共有，番社各有其領域範圍，至
清治時期，為勻支番社各項管理費用，部分番地仍為番社共有地，其共有地權型
態延續至日據初期，日據初期熟番社現況調查文件中所載之番社社有財產，即屬
共有地權型態之延伸。 

 

由財產權制度變遷得知，自然資源權屬是從開放性共用資源、共有財產以迄

私有財產制度的形成，在原始社會或甚至只要停留在狩獵採集、游耕游獵的族

群，土地產權屬共有型態，其差異主要在於共有產權的內涵不同而已。屏東平原

原無漢人居住，為鳳山八社之原居地，是一個「土多瘴氣，來往之人恆以疾病為

憂」之未墾荒埔地，「自歸版圖後，澹水等處亦從無人跡」。故縱至十七世紀末

期，在下淡水溪以南之屏東平原仍為鳳山八社之活動領域，狩獵及游耕為其主要

之經濟活動；「番稻七月成熟，集通社鬮定日期，以次輪穫。及期，各家皆自觸

牲酒以祭神：遂率男女同往，以手摘取，不用鐮銍，歸則相勞以酒」，由上述生

產方式來看，頗為類似「封閉的共用資源」（the closed-access common pool 

resources），由番社成員共同享有財產權，非番社成員不能在番社四周游耕游獵，

以宣示番社之領域權，此由康熙年間臺灣輿圖（如附錄九、十）得知，鳳山八社

各社之間皆有領域範圍，雖然界限不是很清楚，不過各社之間的界址，在雍正及

乾隆年間茄籐社番之間或社番與漢人簽立之契約，土地坐落則出現「北至力力社

番埔地為界」或「南至放索界止」等內容（如附錄五編號56.58.），顯示當時社

番或漢番之間對於各社界限，基本上仍然相當尊重其固有傳統領域。 

 

根據日據初期之《熟番社現況調查文件》記載，各番社設有土目、通事、業

戶及其他管理員，以管理番社事務，土目管理番社財產，每年負責收取各番丁受

配應納之番租；通事負責收管社租、納番餉、發給口糧及辦差，掌理一般社務；

業戶與土目是對等地位，管理番社一部分的財產〈非屬土目主管之部分財產〉。

故各番社社有財產，由土目及業戶管理，番社社有財產中最重要者為土地，而社

有財產充當各社的費用，如以中型番社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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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及
祭祀費用 30石等。 

 
部分土地仍為番社共有之情形，在清朝時期之鳳山八社番契中仍有遺留此種

地權型態，此類共有地歸土目、通事或業戶管理，是以，共有地如佃批、給墾或

出典給漢移民，由該番社土目、通事或業戶代表簽約，或以業主身分擔任契約見



證人，如雍正 5年，茄籐社土官礁傑與漢佃戶管事林永統簽立合約招佃謝聯昌等
16人開墾該社位於糞箕湖之社有草地，漢佃戶每甲向茄籐社納租 7石園 4石（附
錄五編號 55.）；嘉慶 7年，該塊土地為放索社社有土地，放索社原將田主權賣給
郭在隹等人，郭每年繳納大租粟 21 石給放索社，後來郭因乏銀費用，將此土地
田主權，轉賣給邱俊魁，該契約簽約雙方皆為漢人，惟因業主權為放索社所有，

由放索社總頭目潘加貓代表見證人，順便提醒承買人邱俊魁每年需向放索社繳納

大租粟（附錄六編號 73.）；嘉慶 17年，下淡水社業戶潘日陞管理該社社有土地，
該土地由下淡水社社番開墾取得田主權，每年繳納租粟 5斗，後來因乏銀費用，
出典給李開國，雙方簽立典契，下淡水社業戶潘日陞並充當代筆人及見證人（附

錄三編號 42.）。而各番社之共有土地，依上述之《熟番社現況調查文件》，在日
據初期仍然存在，當時稱之為「共社有財產」。從財產權型態變遷模型觀點，就

經濟效率方面，共有財產制是不合經濟效用的土地生產關係，然而鳳山八社部分

番地仍屬番社共有型態，且延續至日據初期，主要是在一田二主制度下，番社雖

名義上擁有共有地業主權，然其實際管理與耕作之田主權，則由漢移民或社番私

人取得，形成所有權與管耕權分離之利用型態，仍然是合於經濟效用的土地生產

關係。 

 

二、十八世紀以後因漢移民大量移入並引進水田稻作生產技術，土地相對成為制

約性資源，鳳山八社生產型態由游耕游獵型態轉向定居農耕型態，將土地據為己

有，因而導致番社地權形成私有制，或私有與共有並存制。 
 
Diamond Jared基於人口增加及遷移的觀點，認為在狩獵採集族群與定居農耕

族群的地區，狩獵採集族群將被數量優勢的農業社群所取代。另 Binford和

Flannery的人口成長理論指出人口成長形成的遷移，對資源存量產生壓力，並在

各個團體之間引起生存競爭，因移民團體的遷入會擾亂接受遷徙地區人口密度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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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Binford 、Flannery與Jared咸認人口增加，土地成為制約

性生產資源時，會導致生產方式的改變。 

 

Hicks誘致性技術變遷理論就是在解釋人口增加及農業生產技術變遷之過

程，Hicks指出生產技術變化與資源秉賦會影響制度的供給與需求，認為資源秉

賦（endowments）的改變將誘發技術性的變遷，人口稀少而土地無限時，人類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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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狩獵採集面臨人口密度增

加的壓力，人類會尋找增加食物產量的方法，技術創新之利益為生產者所期望

的，而為使資本累積成果得以保有，就必需建立財產權。 

 
    漢移民自康熙中期以後大量移入屏東平原鳳山八社傳統領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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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屬游耕游獵或採集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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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縣從康熙50年丁數4,078，至乾隆26年〈西

元 1761年〉，鳳山縣（含下淡水溪以西及以東屏東平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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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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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鳳山八社社番人口數，康

熙 55年鳳山八社男女老少總人口數為 4,345人，1日據初期鳳山八社領域行政區

之熟番庄，社番人口數合計僅有 12,948 人。漢移民引進水田稻作之農耕技術，
誠如 Jared所述，在狩獵採集族群與定居農耕族群的地區，狩獵採集族群將被數

量優勢的農業社群所取代，故自清代康熙末期，鳳山八社已在平原上發展出雙冬

稻作，如《重修鳳山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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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利設施方面，位於港

西里之萬丹陂，興築於乾隆初期，做為夏秋蓄水灌田之用。另其他位於港西及港

東里之水利設施計有30條圳道、32個陂澤、5口深潭及 4處池塘。 
 

    定居農耕的生產型態，導致番社地權型態的改變，雖Posner認為，當排他性

成本〈exclusion costs〉較高時，私有財產並非唯一解決資源有效利用之制度。然

而，以當時農業移民的特性，私有財產制可防杜漢移民的侵墾，只要社番自行開

墾使用，清廷即承認番社地權，並頒布律令保護番地產權。而從鳳山八社番契中

得知，社番取得番地地權之途徑有二，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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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番契內容只要述及「應分墾得埔園」、「承父應分得

溝底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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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土地未經番社分配，係由社番自行開墾番埔地而直接取得土地所有權，如

番契內容只要述及「自墾水田」、「自置埔園」、「自己建置租業」、「共同瞨墾荒埔」、

「承父自墾下則埔園」、「承祖父自墾埔園」或「承先祖開墾園」者，皆屬之。由

附錄一至附錄六各番社番契顯示，在雍正年間以後，番地地權私有化已形成，社

番擁有完全的番地所有權、亦可仿漢人自置租業而擁有番地業主權，或社番向番

社納租取得番社土地之田主權。 

 
事實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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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漢人為業主，屬民地）⋯⋯」

及番契內容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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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有關鳳山八社社番人口數，自雍正以後迄至光緒20年，並未實施調查，而康熙51年實施「盛
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以後，皆以康熙50年番丁數 1,748丁，做為課稅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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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

基本原則。鑒往知來，現今居住於臺灣山地鄉之原住民族，主張恢復其日據

時期傳統領域之土地權，應可基於「先占說」且「持續利用原則」來處理原

住民族對傳統領域土地之主張。 

 
三、土地產權權利內容的改變，端視財產權的一束權力在交易中被移轉的情形，

產權內容發生變動，財產的價值必隨之改變。番社地權私有化後，在漢移民墾佃

制度下，社番可選擇自行利用、建置租業招佃開墾或典賣其部分權利，當番地地

權結構分割為業主權與田主權之地權型態時，番業主地權的實質權利雖受限制，

不具有完全的地權，然在雍正及嘉慶初期以前，番業主對番地尚有部分支配的權

能，在嘉慶初期以後，番地支配權已完全操縱在田主手裡，番業主僅擁有收租權，

此種大小租權能消長，經本研究蒐集之典賣案例，推算結果，有關鳳山八社番大

小租權價格差距約為13倍。 
 

在業主權與田主權之分割地權型態中，大租額是由大小租戶間以契約自由約

定之，大租額約為全部收穫量的十分之一，小租額為收穫額的十分之四，從第五

章第四節表 5-13及表5-14一般民地大小租戶之實質所得中得知，每甲小租戶實

質所得約為大租戶之 4.5倍至 5.4倍之間，以百分比表示，大租戶實質所得約占

小租戶實質所得18.5%至22%之間。在道光23年以後，繳納官府的正供改為納銀

制，租穀一石，改徵墨西哥銀二元，民地大租與小租的繳納，亦改為納銀，大租

戶的所得，由於正供的實質賦額增加的關係，大租戶所得受到損失；反之，小租

額則與過去一樣，幾無變動，故由第五章第四節表 5-15及5-16得知，一般民地

在道光 23年實施納銀制以後，小租戶實質所得為大租戶之9倍，正足以說明在

道光23年以後，一般民地大小租戶實質所得差距更為明顯。 

 

有關番大小租權消長情形，既往研究者皆以論述方式為之，陳秋坤則首次以

兩者價格比作分析，陳秋坤於民國 86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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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典賣番契案例分析，推

算岸裡社番大小租權價格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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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以番大小租權價格差距如此之多？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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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貨幣來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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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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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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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應為番大小租權價格消長原

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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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北路理番同知的陳盛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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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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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只搜集到一張鳳山八社杜賣大租權番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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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陳秋坤在表5-17「臺灣中部巴
宰海族岸裡社大小租權價格比例」的計算方式，大租粟「2石 3斗」，其大租權

價格應為 2.3員，而本案例之實際交易價格為 13員，事實上這就是「收益資本

化率」還原的結果，本實例之收益還原利率為1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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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認為陳秋坤在表5-17之推算方式，應再以資本還原利率計算出番大租價格，

另外小租權典賣價格，應將典價換算為買賣價格後，再與大租權價格相比，較為

妥適。 

 
表 5-19為鳳山八社社番 15 件同時載有番地面積、田主權〈小租權〉典賣價

格及該地年配納大租粟〈穀或谷〉若干石之典賣案例，如帶入資本還原利率後當

能求出番大租價格，再與小租權買賣價格作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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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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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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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五章第三

節所舉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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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本研究以七成做為典價還原成賣價的計算基礎，將表 5-19中 8
張典契之典價換算為買賣價格。 

 
而資本還原利率應幾分利較妥適，茲因社番深受漢移民影響，亦有胎借的習

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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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



間借款年息超過 3分經常有之，而表5-21有一半之胎借年息約為 3分利〈介於 3
分至 3分 6釐之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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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由表 5-20推算得出番
大租佔小租權價格之 7.7%，亦即，鳳山八社小租權價格平均約為番大租權價格

之13倍，本研究以為，在道光 23年以前，一般民地大小租戶實質所得差距為 5
倍，本研究蒐集之典賣案例，典賣時間全部在道光 23 年以前，故鳳山八社番大
小租權價格差距約為 13倍，應較符合事實情況。 

 
四、鳳山八社番社地權在漢移民及社番墾佃下逐漸形成業主權與田主權的分割地

權型態後，未具有完全所有權之實質內涵，而在社番（番社）業主權方面，於雍

正及嘉慶初期以前，番業主對番地尚有部分支配的權能；至清朝中期以後，特別

是一田三主多層地權型態，番業主實際已完全失去管業權，僅剩收租權，聊表業

主權之基本象徵，而由本研究繪製之番租分布圖，在乾隆、嘉慶及道光期間，鳳

山八社番地多數還是在平原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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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見解不適用於屏東平原之鳳山

八社。另外社番因受漢人生活影響，習慣於商品化貨幣交易經濟，以社番平日無

積蓄的傳統民風，當生活日益貧困需借銀花費時，銀主為確保債權，以番租做為

抵充利息，屆期社番無法償還，該番租還是繼續由漢銀主收取，而社番多數沒有

償還借款能力，收租權最終落入漢銀主手中，形成社番「地權虛有化」導致番地

流失之現象，由日據初期港東上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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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及清朝末期社番人口分布情形，清朝末期鳳山八社

在平原地區已無幾許番租。因此，Shepherd認為乾隆 33年之番大租制可保障熟

番的地權，直到清朝末期平埔族在臺灣西部大部分區域（海岸平原）仍擁有番大

租的田園之論點，經本研究驗證結果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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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束完全所有權〈full ownership〉的實質內涵應包含可實質使用標的

的權利、可行使收益的權利及擁有包括移轉〈alienation〉的管理權利，完全所有

權在不抵觸法律或第三者的權益時，對其所有標的可為無限制的使用、收益及管

理。完全所有權中使用、收益或管理等任一權利，如移轉予他人或移轉予他人一

定期間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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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治時期，因受漢人地權觀念的影響，原番社傳統

領域之土地，部分番地成為番社共有地，由通事土目分配給社番開墾或由漢移民

以繳納番租方式取得田主權，部分番地則由社番仿漢移民建置租業，形成業主權

與田主權分割的地權型態，依前述完全所有權的實質內涵，番社地權的實質權利

因而受限制，不具有完全的地權。 

 
社番（番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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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五章第一節表 5-4之部分給墾〈佃批〉契約中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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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許漢人以「貼納番租〈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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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業的能力，質言之，

在雍正及嘉慶初期番社（社番）對於番地尚具有部分或薄弱的支配權能，漢佃戶

具有完全使用收益的經濟權能及部分的支配權能。而戴東雄認為此種型態類似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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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本研究認為，兩者雖同屬分割地權型態，但日耳曼共同體之「上級所有權」，

對該共同體的土地，具有絕對的管理處分等支配權能，甚至共同體村民對該共同

體的土地，尚不能依己之意自由使用，必須遵循共同體成員之管理規制。 

 
至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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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有出現，由第五章第二節表 5-7顯示，一田三主多
層地權型態通常都發生在乾隆 24 年以後，當時為保障社番生計，規定漢墾戶請
領之墾照或瞨墾陞科之田園，無論例前例後，均應貼納社課〈番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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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擁有部分管業權能不同之處。而根據地契內容，一田三主中之漢業主大多寄居

於台南府城之不在鄉業主，在鳳山八社傳統領域內設置租館、堂號、或墾號招佃

開墾，其地權型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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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 2 年，藍鼎元「開放熟番地」中第一種開墾方式「由社番自行開墾」，

部分是由番社將番地分配與社番開墾成為熟田後，番社擁有業主權，而社番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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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租業

後取得業主權而收取租粟。清律雖禁止番地所有權（業主權）杜賣與漢人，然對

於出典或出賣田主權，則未禁止，社番因「乏銀費用」或「乏銀完餉」而出典（賣）

番地田主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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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所有，隨清朝中期以後業主權的式微，名義上番社仍為業主，但僅剩收租權。

漢銀主擁有田主權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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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第五章第三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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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在嘉慶初期以後，雖然番社（社番）對於番地仍擁有業主權，惟其支配權已完全

操縱在田主手裡，番社（社番）僅是擁有收租權，田主權買賣不需經業主同意，

漢大租 社課（番大租） 漢小租 



有時田主甚至還會發生抗繳番業主大租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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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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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代官

員的俸銀，九品知縣每年為 33.1兩，在歷代王朝是比較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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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花紅或通事土

目饋贈之禮金，成為官員追求私利的部分，當共有地之番租及社課收入不敷所需

時，通事土目只好轉向社番做額外的剝削，難怪在番社中，凡社番一粒一毫，牛

羊豬犬雞鵝等家禽數目，通事土目都會全部列帳冊登記。 

 
社番之產權觀念接受自漢人的地權制度，原傳統以物易物的交易習慣轉為商

品化貨幣交易經濟，因社番受漢人生活影響，習慣於商品化貨幣交易經濟，鳳山

八社原無借貸及交易之觀念，惟當社番生計日漸貧困，亟需銀員花用時，亦有胎

借的習慣，社番向漢銀主借貸，銀主為確保債權，要求以番租做為抵充利息，為

民間借貸之常態，在借貸方面，官府定有「利息最高額限制」，規定漢人間或漢

人與社番之間一律不得超過三分利，不過從第五章第五節表 5-21.得知，還是難
以完全落實執行，超過三分利約有半數，此為當時民間借貸之常見案例，並非漢

銀主專對社番放高利貸。只是清廷對於漢番間普遍存在之借貸，未能事先洞察社

番在經濟上既屬於弱勢者，任由社番以唯一賴以為生之番租做擔保，向漢銀主典

押及借貸，簽訂胎借字或典租契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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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情形如同阿猴社番趙天生案例，社番連基本業主

權之象徵，即收租權（或稱租業）便長期控制在漢銀主手裡，形成社番「地權虛

有化」，爾後該番地之番租，便由漢銀主收取，既然漢人收取之租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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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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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清治初期實施「番地封禁」政策，後來迫於漢移民侵墾荒地，改行「墾照制」

規範漢人開墾荒地須先向官府申請執照，雍正2年，清廷採取較為開放的番地政

策，准許漢人以貼納番餉〈番租〉方式租瞨番地，並禁止番地杜賣漢人。乾隆

33 年確立番大租制，漢人墾耕番地，禁止其陞科納供而成為民地，以確保番地



不致流失成為民地，番地業主權永遠歸社番（番社）所有，故在清朝中期以前，

清廷對於保障番地業主權而頒布多項之律令，基本上確實具有保障番社地權之政

策效果。然而就產權制度變遷理論觀之，在嘉慶以後，業主權與田主權之一田二

主地權型態，兩者對於產權之支配，已明顯易位，業主權僅是形式的收租權，田

主權才是具有完全使用、收益及處分之實質權力，只有田主權才符合當時農業社

會之經濟效用價值，故民間田園典賣大多以田主權為標的。此種民間產權制度自

發性的演變，清廷之番地律令還是默守業主權的規範，對於田主權的典賣或以番

租為典押向漢人借貸，清廷未能因應當時民間產權制度的變革，官府未及時憑藉

公權力強制執行有關限制田主權典賣或以番租為典押之措施，致使漢人掌握番地

的實質權利，番業主徒剩收租權，而社番社經條件原本處於弱勢，部分番業主以

番租做為典押或胎借之債務擔保，屆期無力償還，收租權亦淪為漢人收取，致使

社番成為民間產權制度變革下之淘汰者（the system wiped out loser），清朝中期以

後，清廷未能因應民間產權制度變革以強制性措施來保障番地產權制度之失衡，

實為清廷番地律令無法配合社經環境變革之結果。 
 

臺灣入清版圖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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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海禁政策，康熙中期以後，海禁形同具文，偷渡者日益猖獗，在漢移民

侵墾番埔地之下，此時清廷如果未以公權力介入，鳳山八社似無法抵抗漢移民對

土地的侵墾，故清廷為避免漢番糾紛，爰於雍正2年，採取較為開放的番地政策，

調和漢番間之利益，當社番不善耕作，准許漢人以貼納番餉〈番租〉方式租瞨番

地，為確保番地不致流失成為民地，仍禁止社番杜賣番地（業主權）予漢人，另

為保障社番生計，確立番大租制度及番租數額，縱因地方官員執行不力，無法完

全禁止漢人私買番地，惟藉番大租制度來確保番大租權，使社番尚能擁有業主權

並以收取番大租為濟，在當時社經條件以漢人為絕對優勢的社會，清朝之番地政

策，在維護番大租權方面，仍然具有保障番業主地權之政策效果。 

 
臺灣田園一半負有大租關係，尤以屏東平原田園大租比例占私有地總面積 7 

6%為最高，從產權制度變遷理論觀之，在清朝嘉慶以後，業主權與田主權之一
田二主地權型態，兩者對於產權之支配，已明顯易位，業主權僅是形式的收租權，

田主權才是具有完全使用、收益及處分之實質權力，只有田主權才符合當時農業

社會之經濟效用價值，故民間田園典賣大多以田主權為標的，當社番逐漸習慣於

漢人社會商品化貨幣經濟體系，由於「自游於葛天無懷之世及擊壤鼓腹之遺風」

的民族習性，平日無積蓄，而生活日益貧困需銀花費時，學習漢人習慣典賣田主

權或以番租為典押向漢人借貸，對於典賣田主權及典押借貸，清朝律令並未禁

止，只是在借貸方面，有感於社番較為質樸，擔心漢人以重利壓榨番民，於是公

告「禁重利剝民番」，規定社番借款利息一律不得超過三分利。基本上官府對於

社番典賣田主及借貸，採取不干涉的措施，任由漢番間契約自由約定。 

此種民間產權制度自發性的演變，清廷之番地律令還是默守業主權的規範，



對於田主權的典賣或以番租為典押向漢人借貸，清廷未能因應當時民間產權制度

的變革，官府未及時憑藉公權力強制執行有關限制田主權典賣或以番租為典押之

措施，致使漢人掌握番地的實質權利，番業主徒剩收租權，而社番社經條件原本

處於弱勢，部分番業主以番租做為典押或胎借之債務擔保，屆期無力償還，收租

權亦淪為漢人收取，致使社番成為民間產權制度變革下之淘汰者（the system wiped 

out loser），故清朝中期以後，清廷未能因應民間產權制度變革以強制性措施來保

障番地產權制度之失衡，實為清廷番地律令無法配合變革之結果。 
 
 
 
 
 
 
 
 
 
 
 
 
 
 
 
 
 
 
 
 
 
 
 
 
 
 
 
 
 
 
 



第二節  建議 
 
根據鳳山八社地權制度變遷及地權結構演變之過程，省思當前原住民族（清

治時期稱之「生番」，即高山原住民族）保留地管理政策與原住民族社會還我土

地運動之合理性及本課題後續研究部分，研提建議如下： 

一、當前原住民族（高山原住民族）保留地管理政策之省思 

政府為保障原住民生計，推行原住民行政，於民國 59年 12月底以前，辦理
原住民保留地總登記所保留供原住民使用之 24 萬餘公頃山地保留地，2並為因應
「還我土地運動」，於民國 79年至 87年間依行政院核定「臺灣省原住民原居住
使用公有土地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要點」暨臺灣省政府所定「原住民使用原住民保
留地以外公有土地預定增編原住民保留地會勘處理原則」辦理增編、劃編之 1
萬 7千餘公頃之原住民保留地，目前總計達 26萬餘公頃之原住民保留地。3依現
行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山坡地範圍內山地保留地，輔導山胞
開發並取得耕作權、地上權或承租權。其耕作權、地上權繼續經營滿五年者，無
償取得土地所有權，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如有移轉，以山胞為限；其開發
管理辦法，由行政院定之。」。故自民國 59年執行原住民保留地政策以來，截至
90年底止，26萬餘公頃原住民保留地中，供原住民使用之面積為 143,475公頃，
當中原住民已取得所有權之面積計有 29,230公頃、取得耕作權之面積計有 18,205
公頃、取得建地地上權之面積計有 289公頃、取得林地地上權之面積計有 95,751
公頃。4何以自民國 59年以來，迄今原住民取得所有權面積僅達約 3萬餘公頃，
主因為原住民取得地上權或耕作權後，未能自行經營就違法轉租供平地人（非原
住民）使用，故無法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進一步申請登記取
得所有權，上述違法使用情形，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於民國八十四年辦理「原
住民保留地土地資源利用清查計畫」時，計有 11,196.11 公頃，惟經學術界預估
其面積約有四、五萬公頃。 

 
近年來，歷經原住民族權利意識之提倡，保障原住民族土地權利蔚為風潮，

而依現行法律規定，在土地權屬方面，目前是採行「原住民保留地權屬族群化」

政策，亦即非原住民不得取得保留地所有權。而值得注意者，當原住民取得保留

地所有權後，依目前法律規定，並未禁止不得租與、設定地上權、抵押權、永佃

權或典權給平地人。此種情形類似清朝番地律令之翻版（清廷雖禁止番地業主權

杜賣給漢人，卻無禁止田主權出典或出賣給漢人），如主管機關未能以鳳山八社

地權虛有化之過程為鏡，縱然原住民已取得保留地所有權，從「依賴理論」觀之，

目前山地鄉社經條件較處於弱勢，尚需依賴平地人的資金與技術開發保留地資源

（礦業、土石及工業資源等）或興辦觀光遊憩設施，雖現行「原住民保留地開發

                                                 
2 該面積略同殖民政府於西元 1928年依「森林計畫事業規程」劃定之「蕃人所要地」（高砂族
保留地）25萬甲。（顏愛靜，民 88：55） 
3 內政部（地政司），《研商「原住民族與臺灣政府新夥伴關係」文件「與臺灣原住民族締結土
地條約」事宜會議資料》，民國九十二年五月。 
4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統計資料，民國九十二年。 



管理辦法」有計價投資之規定，然因保留地市場價值低，計價投資後折算之股票

占總股數比例甚低，隨著平地人不斷增資，其持有股票恐將趨於「虛薄化」；另

依「法律保留原則」，並未禁止不得租與、設定地上權、抵押權、永佃權或典權

予平地人，平地人亦可經由取得保留地他項物權途徑，完全控制保留地的使用

權，故歷經二、三十年後，高山原住民族恐會重蹈清治時期西拉雅族鳳山八社的

歷史宿命。基此，目前內政部九十二年三月報行政院審查之「原住民族土地開發

管理條例草案」，雖有明定原住民取得保留地所有權後，不得設定典權、永佃權

或抵押權給平地人，然對於出租權及地上權並未禁止，5無非形成防杜缺口。故

本研究認為，在兼顧原住民地區之經濟發展原則下，應做適度的限制，如原住民

取得保留地所有權後，得出租給平地人，但出租權應定有期限且不得超過六年，

屆期可再續訂；至於地上權方面，農牧用地及林業用地不得設定地上權給平地

人，而建築用地設定地上權之期限不得超過六年，並應經「山地鄉原住民保留地

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方得申辦設定登記，屆期亦可再續訂；另外以

保留地所有權計價投資，應排除因增資而減低最初原住民之持股比例。如此，方

能兼顧原住民權益及發展原住民地區經濟之雙重目的。 

二、當前原住民族社會還我土地運動之合理性 

原住民族為臺灣最早的住民，當前原住民族社會有感於保留地大量流失，加

以政府劃定供原住民族使用之保留地配置與區位分布無法符合生存所需，先後於

民國 77年（西元 1988年）及民國 78年（西元 1989年）發起二次「還我土地運
動」，訴求政府返還日據時期以來流失的土地產權。而經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對於日據時期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範圍之調查，如以時間點劃分，以西元 1920
年（民國 9年）之 724個番社為基礎，其傳統領域範圍之番地面積約 166萬公頃
（幾占全臺灣一半），倘以西元 1930年（民國 19年）為基礎，其傳統領域範圍
之番地面積約 48萬公頃；6惟據其他文獻得知，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決議之原住

民生存領域（山地範圍）面積大約有 1,614,009公頃，占全臺土地總面積之 45%，
（韓西庵，民 42：117）西元 1930年之「蕃地」總面積有 1,630,900公頃，當中
屬「蕃人所要地」（即高砂族保留地）面積為 253,748公頃。（顏愛靜，民 88：24）
原住民族認為該領域範圍為其傳統祭典、祖靈聖地或舊部落及其周邊耕墾之傳統

領域，政府應尊重各族群或部落各自擁有之土地自然主權。黃富三對於清代臺灣

漢移民取得平埔族田園土地方式，將其分為強力方式（武力攻取或侵墾）與和平

方式，其中和平方式又分為不正當手段與正當手段，以財物交換土地、入贅婚、

騙取土地及高利貸屬於前者，正當手段計有以水換地、租瞨及典賣。（黃富三，

                                                 
5 依內政部九十二年三月報行政院審查之「原住民族土地開發管理條例草案」第三十九條第二項
及第三項分別規定：「前項原住民族土地不得設定他項權利予非原住民。但地上權、地役權及抵
押權之設定，不在此限。」、「前項但書抵押權之設定，僅限向公民營金融機構或原住民族部落
團體為之。」。 
6內政部（地政司），《研商「原住民族與臺灣政府新夥伴關係」文件「與臺灣原住民族締結土
地條約」事宜會議資料》，民國九十二年五月。 



民 70：26-30）而原住民族社會發起之「還我土地運動」訴求是否合理？本研究
將以鳳山八社地權來源配合財產權起源理論予以回應。 
（一）財產權起源 
有關財產權起源理論分為自然權利說、時效說、歷史說及協定說、效用說，

7雍正 2 年以前，閩客移民大多私墾鳳山八社荒埔地並占為己有。如以財產權起
源之「自然權利說」，平埔原住民族是先於社會而存在，比漢移民更早居住於臺

灣，擁有臺灣土地之自然主權，平埔原住民族要求歸還此一部分，有其學理依據；

如以「時效說」分析，閩客移民對於荒埔地長期使用且繼續占有，其財產權應為

社會所承認而受到保障，我國民法第 769條之時效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係基於時
效說之觀念；「歷史說及協定說」，前者認為財產權是基於歷史的連續關係而獲確

認，後者主張財產權是依據社會習慣或社會默示所建立；至於「效用說」並不否

認自然權利說，但強調財產權應含有私人所創造的效用價值，當閩客移民已投施

勞力、資本而增加財產價值，社會應保障其所創造的價值。 

 
（二）「占有使用」為鳳山八社地權之來源 

在雍正 2年以後，清朝採取開放性的番地措施，規定漢移民開墾荒埔地應先
取得通土「無礙民番」的證明才能申請墾照，及漢移民得以「租瞨或典賣」方式

與番社（社番）簽立契約取得番地田主權。本研究認為此種藉「正當方式」而取

得番地，其財產權應受到保障。故從雍正 2年律令得知，清廷是以「占有使用」
做為確立私有財產權的基礎。 

 
    綜合上述觀點，對於私有財產權的起源，大多採行「時效說及效用說」的理
論，而我國民法對於不動產所有權係基於「時效取得」之觀點，此一觀點與清治

時期對於鳳山八社社番須「占有使用」番地，清廷即承認社番地權之番地政策，

具有一致性。故本研究認為，當前原住民族社會對於其傳統領域範圍土地，發起

之「還我土地運動」，如該傳統領域土地權屬目前仍屬公有土地，且迄今原住民

族仍在「繼續占有使用」，政府應考量准予依法定程序歸還給原住民或原住民族

所有。 

三、後續研究課題 

本研究主要是從漢移民人口的增加、稻米作物的引進、生產技術的變革及清

朝番地律令並以搜集之番契做實證，探討鳳山八社地權制度變遷之過程及地權虛

有化之事實。實證分析，係在運用多方面向及資料來探討某一過程（狀態），本

研究以為，上述因素為影響鳳山八社地權制度變遷及地權結構演變之主要來源，

惟本研究不排除，下列數端亦會有影響，茲列舉如下： 

（一）戰亂及閩客械鬥 

康熙 60年發生朱一貴之亂，朱一貴居住於屏東平原放索社領域，首要共患

                                                 
7 參蘇志超（民 79），「土地政策之比較研究」，文笙書局，頁 39-40。 



杜君英居住於上淡水社領域，乾隆 51年發生林爽文之亂，同黨莊大田發難於鳳
山縣，並攻陷縣城興隆莊；另在漢移民競相開墾屏東平原時，經常發生衝突而導

致閩客械鬥。故不排除鳳山八社為躲開閩客械鬥或戰亂，而離開平原遷徙山區或

花東縱谷，從社番典賣契約中部份是以「乏銀別創」為原因，此乏銀別創是否代

表為躲開閩客械鬥或戰亂而離開平原遷徙山區？可做為後續研究課題之一。 

 
（二）非正式規則因素 

依據 North的定義，制度包含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及實施制度的機制，非
正式規則包括文化、風俗、宗教信仰等因素。Hayami與 Ruttan認為文化稟賦與
資源賦與、技術及制度彼此互援，故上述因素亦為影響產權制度變遷原因之一，

本研究主要是以番契及清朝法規律令做為探討主軸，從契約內容雖可窺知些許文

化習俗（如宅葬風俗等，請參閱頁83-84），惟尚不足據以分析對於地權制度變遷

之影響。另外有關「宗教改宗」課題，本研究認為是鳳山八社番地（租）流失之

果，從部分的文獻得知，在清朝末期，居住於屏東平原東邊山區丘陵的社番，改

信「基督教長老教會」的部分原因，是當地教會牧師會維護他們的權力，包括賴

以為生的番地，社番信仰基督教，又可提升社會地位，漢人比較不會欺壓他們。

是以，有關非正式規則對於地權制度變遷之影響，亦可做為後續研究課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