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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綜合本文對荷據時期臺灣土地墾佃制度之研究，可歸納以下幾項結論： 
 

一、1624年至 1662年期間，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逐步於其勢力所及的範圍內，
界定財產權、行使徵稅權、並提供保護與治安的服務，可視為一準政府組織，

在土地墾佃制度形成的過程中，該公司係立於強制性制度供給者的地位。 
 
依據新制度主義對政府（或國家）的定義，政府是在某個特定之區域內，對

合法使用強制性手段具有壟斷或獨占權的制度安排，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法律和

秩序（即建立各種制度）。1不同於一般以契約理論（contract theory）、掠奪或剝
削理論（predatory or exploitation theory）來解釋政府存在的理論，North（1981）
提出一個以財富或效用極大化之統治者為中心的政府模型，該模型具有（一）政

府提供一組我們稱之為保護與治安的服務，以交換國庫的收入，由於提供這些服

務存在著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因而由一個組織專門從事這些服務所獲
致的社會總所得，高於社會中每位個人自己保護其所擁有之財產權的情況。（二）

政府企圖採取歧視性壟斷者（discriminating monopolist）的行動，它區分出各個
民眾集團，並為每一集團處理財產權，俾使政府的收入極大化。（三）由於總是

存在著能提供同樣服務的潛在競爭對手，所以政府受制於其人民的機會成本，它

的對手是其他國家，以及現存經濟單位中可能成為統治者的個人，因而統治者壟

斷力的程度是各個不同民眾集團所面對之替代品接近程度的函數等三種特性；其

中第一項特性是界定統治者與其人民交換的過程，第二、三項特性是決定交換條

件的環境。2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據臺初期（1924-1935年），對外面臨日本、西班牙、以及

中國東南沿海之武裝海商集團等競爭對手的環伺，對內並尚須處理與原住民及早

先來臺從事番產交易之漢人間的衝突，公司主要財政支出用於城砦的建築以及軍

費支出。對於居住在城砦內之漢人移民，公司之軍隊同時扮演「警察」之角色，

執行治安維護之任務，以防止原住民傷害有利於荷蘭當局經營活動的中國移民，

同時對受其保護下之人民課取稅收，以支應築城防務及相關設施興建之經費。此

即顯示當時荷蘭人在臺之基礎雖尚未穩固（即對其競爭對手而言，尚不具有強大

的壟斷力量），惟在其可控制之勢力範圍內，對來臺從事各項生產與勞動的漢人

提供免受原住民侵擾的保護及治安維護，以換取稅收，並自 1626 年起開始向對

中國進出口之漁獲課徵關稅，以及對來自中國大陸的漁民於臺灣西南沿海所補獲

之烏魚，在其回航之前收取 10％漁獲量的實物稅等，已初具「政府」之雛型。
1635 年以後，隨著臺灣島內、外競爭勢力的減弱，以及巴達維亞總部派兵增援
                                                 
1 參閱王躍生（1997），《新制度主義》，臺北：揚智文化，頁 96-98。 
2 參閱 North, D.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pp21-24；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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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大員商館以武力征服原住民，迫使其與公司簽訂歸順條約，至此，荷蘭人得

以在臺灣內地進一步穩固與擴展其勢力。 
大員商館以其在暴力方面所具有的比較優勢，在面對由荷、原、漢三者所組

成的社會中，分別界定不同集團間的財產權，以遂行其在臺灣發展糖、米農業之

目的，並經由提供保護與治安維護之服務，行使各種形式之徵稅權，獲取公司最

大利益，例如基於為保障臺灣糖、米農業之生產等理由，將赤崁地區部分之農地

保留公司自有，其他地區則允許漢人擁有業主權，並以強制性的制度安排，區分

原、漢之財產權，所採取的方式包括：（一）建立原住民土地之封建領地制度，

任何人在此一地區內要同原住民的財產發生關係，都只有經過大員商館的許可才

能生效，否則商館即將其視為一侵犯領地之行為。漢人若經允許於原住民土地內

從事採截竹材、漁撈、以及種植作物時，均需給予原住民補償。（二）實行地方

議會制度，調和荷、原、漢三者間之紛爭，落實商館與原住民間保護與效忠之雙

邊義務關係。（三）實行原住民繳納貢物及服徭役制度。（四）建立漢人首領制度

及領墾土地制度。（五）為減少土地糾紛以及徵稅之目的，施行土地測量措施。（六）

對於允許私有的土地，發給憑證，保障私人產權並提供信貸措施。（七）建立贌

稅制度，徵收米作稅等各項稅賦。因此，臺灣在明鄭時期之前，若未經歷荷蘭東

印度公司對臺之各項治理措施，縱有漢人移民來臺，可以想見，在原住民部落本

身即處於紛擾不斷以及原、漢衝突之情形下，農業將是無法發展的。  
在荷據之前，臺灣屬於未為任何政權統治的原住民部落所居住之區域，並被

歐洲人視為無主地，認定當時臺灣島上並無主權之存在。3自 1624年起，來自歐
洲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獲得荷蘭聯邦議會之授權，在包含臺灣島在內的東印度地

域，代表荷蘭聯邦議會行使屬於國家主權的權力，如締約、軍事、行政、司法等

行為，並首次在臺灣本島行使國家主權，於其勢力之範圍內有效的占領土地，並

對區域內的人民實施徵稅等統治手段，該公司在臺灣的經營，不同於早先中、日

海商集團在臺灣的活動，前者具有國家統治之意涵，且符合 North（1981）所提
政府模型之基本特性，而後者僅具私人活動之性質。如同第三章所述，荷蘭聯邦

共和國之主權係經由荷蘭東印度公司對臺灣的有效統治，而延申至臺灣本島，該

公司在臺灣的政治經濟中心─大員商館，可以說是荷蘭聯邦共和國主權底下的一

個地方政府，且在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的作用下，除漢人首領制度等因
地制宜之措施以及側重農業發展外，其在臺的經營與同時期巴達維亞總部在爪哇

地區的治理方針大致相同，荷蘭東印度公司可視為臺灣史上首次出現之「準政府」

型態的統治組織。經由第五章關於臺灣史上首批漢人移民發生於荷據時期之原因

分析，以及對當時期臺灣土地墾佃制度形成過程的探討，顯示荷蘭東印度公司對

臺灣的經營並非可一味偏重於剝削理論之歷史解釋；惟不可諱言的，依據相關史

料顯示，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代理人的大員商館、以及作為商館代理人之

原住民長老及漢人首領，三者（大員商館、原住民長老及漢人首領）均有因其所

                                                 
3 參閱蔡秋雄譯（1995），彭明敏、黃昭堂著（1976），《臺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臺北：玉山，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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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之代理人身分而發生投機行為，產生所謂「統治者權力擴散」（diffusion of the 
powers of the ruler）之現象。 
 

 

二、荷據時期臺灣原住民在部分土地之利用轉向定耕農業發展的同時，其地權型

態已有脫離氏族公有而朝向個人私有制發展之趨勢，除赤崁地區蕭壠、麻豆

與目嘉溜灣等村社外，大部分原住民對農業生產仍不熱衷，荷蘭東印度公司

基於稅收等利益考量，藉宗教及政治因素之理由，將部分原屬於封建領地範

圍內之原住民村社土地出售予漢人，臺灣原住民地權流失之現象，自荷據時

期已經發生。 
 
大員商館於 1635 年底開始以武力征服原住民村社，建立封建領地制度後，

為使原住民學習耕作技術並基於公司自身利益之考量，自 1644 年起，在蕭壠、

麻豆與目嘉溜灣等村社引進土地租佃制度。土地租佃制度的實施是符合荷、原、

漢三方的利益：就荷蘭人而言，可確保臺灣地區農糧作物之生產供應不虞匱乏，

且在原住民所收取之租金部分係用於該部落之教堂興建及學校教育費用等公共

支出之情形下，可減輕荷蘭當局之經費支出，另一方面亦可同時將漢人的耕作技

術引進原住民村社；就原住民而言，封建領地制度使其可保有對祖傳土地擁有享

用與利用之權利（feudal tenure）並因租佃制度之施行而享受三分之一至二分之
一收成的地租收入；而就承佃之漢人而言，繳租後之賸餘則有助於其生活的安

定。在大員商館允許原住民僱用漢人佃耕的同時，臺灣原住民召漢人佃農耕墾土

地之行為，在荷據時期已經有了先例，而臺灣史上各政權介入其屬民間土地租佃

之行為，以及政府、原住民與漢人三者對土地利用分配的傾軋，在荷據時期首次

出現之政權中，亦已經開始。 
從人類歷史演進的過程觀察，生產型態與地權型態是相互關連的，荷據之

前，臺灣原住民主要從事游耕、漁獵的經濟生產活動，土地為部落或氏族共用之

場所；迨進入農耕時期後，以集約的個別勞動方式在限定的範圍內從事生產，其

生產用地勢將從部落或氏族共同所有逐漸轉變為家族或個人所有之型態。由

1647年 5月 3日大員議會決議允許新港社原住民Dackelangh在新港東邊擁有 200 
morgen 的農地，並同意其僱用種植該地所需人數的中國人，以及嗣後商館長官
Nicolas Verburg（任期 1649-1652年）為使原住民繼續學習漢人之耕作技術，仍
准許原住民村社僱用漢人從事耕作之政策來看，租佃制度以及漢人農業技術的引

進，使部分原住民土地利用產生誘致性的變遷，朝定耕農業型態發展，而土地利

用型態的轉變，亦同時引發地權制度由部落或氏族共有制朝私有制之方向轉變。

在赤崁地區以外之原住民村社，其後亦隨定耕農業型態發展而產生地權制度的變

化，例如楊鴻謙（2003）在對清代時期臺灣南部西拉雅族鳳山八社地權制度之研
究中即指出，十八世紀以後，因漢人移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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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八社之生產活動由游耕、游獵轉向定耕農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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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原住民將土地據為己有，因而導致番社地權形成私有制，或私有與共有併存

制。4 
在游耕、游獵的經濟活動尚能滿足原住民生存需求，以及原住民的傳統文化

與風俗習慣對其土地利用型態變遷的制約，而產生路徑依賴等現象之情況下，荷

蘭東印度公司希望原住民經由租佃制度的引進習得農耕技術，以開發尚未開墾之

大片封建領地範圍內土地的計畫並未成功，除蕭壠、麻豆與目嘉溜灣等村社外，

大部分原住民對農業生產仍不熱衷，雖然大員商館對於原住民封建領地範圍內尚

未開發之土地，有給予其開墾之「優先權」，然最後仍在原住民耕作意願不足之

情況下，由漢人承佃開墾，導致嗣後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稅收及其他利益之考量

下，於 1659 年間，藉宗教及政治因素之理由，將部分原屬於封建領地範圍內之
大目降村社土地出售予漢人。由此顯示，荷蘭東印公司與原住民間，原本在封建

領地制度下所具有之保護與效忠之雙邊義務關係，於荷據末期已遭荷蘭人基於自

身利益之因素而破壞。如本文第四章所述，鄭成功在臺灣的軍備圖標示大目降社

為「大目降民社」、標示新港社為「新港半番民」、標示目嘉溜灣社為「目咖喇員

番」、標示麻豆社為「蔴豆番社」、標示蕭壠社為「霄龍番社」；由「民社」、「半

番民」及「番社」三種不同的標示名稱來看，即凸顯原住民村社間漢、番人數消

長的情況，其中漢長番消之情形以大目降社最為嚴重，本文認為此即大員商館將

該村社土地出售予漢人所致，顯示臺灣原住民地權流失之現象，在荷據時期已經

發生。 
 
 
三、漢人移民是荷據時期臺灣農業發展的主力，當時期臺灣土地墾佃制度是與荷

蘭人所施行之治理與激勵措施、漢人移民（包括移民原鄉之租佃習慣）、以

及荷、原、漢三者間的互動息息相關，在資源、技術、文化與制度的交互作

用下，臺灣糖、米經濟之興盛可說是從荷據時期開始。 
 
North（1981）指出，決定經濟成就之基本因素的社會特徵，包括一個社會

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技術、人口及意識型態，而十五至十七世紀歐洲國家的海外

擴張，從宗祖國移植來的制度和財產權造就了殖民地區後來的發展。5在 Hayami
（1997）所提出之「社會體系中相互關連發展模型」（Interrelated developments in 
the social system）裡，資源、技術與文化、制度雖分屬於二個不同之次體系，然
而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四項因子是交互影響的。臺灣在十七世紀初期以前，屬

於南島語族文化之棲息地，可以想見，在接受外來文化與制度之衝擊前，原住民

社會的發展係隨著糧食的需求，由原始之採集活動逐步進入游獵、游耕及漁撈的

經濟活動階段，經濟次體系主要受文化、制度次體系之影響。相形之下，經濟次

                                                 
4 楊鴻謙（2003），《清代臺灣南部西拉雅族番社地權制度變遷之研究：以鳳山八社領域為範圍》，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博士論文，頁 56-91,141-143。 
5 參閱 North, D. C.（1981），前引書，頁 45-46 ,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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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對文化、制度次體系之反饋較不明顯，由陳第（1602）＜東番記＞所載「當
其耕時，不言不殺⋯禾熟復初，謂不如是則天不祐，神不福，將凶歉，不獲有年

也。⋯居常禁不許私捕鹿，冬，鹿群出，則約百十人即之，⋯社社無不飽鹿者」

即可說明文化、制度次體系（原住民社會中的法秩序）對經濟次體系的影響力，

整體而言，荷據之前的臺灣原住民社會體系是處於發展緩慢之穩定狀態。  
在荷據初期，由於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之基礎尚未穩固，尚不足以立即對原

住民社會中的經濟次體系或文化、制度次體系產生重大的影響，惟自 1635 年以
後，該公司以武力征服原住民迫使其簽訂歸順條約，建立封建領地及地方會議制

度，除有效降低荷蘭東印度公司對原住民之治理成本、使該公司得以在臺灣奠定

穩固之政權基礎外，亦為嗣後原住民土地墾佃制度的形成以及荷、原、漢三方創

造出合作的環境，提供臺灣經濟次體系快速發展之契機。誠如 Ruttan（1984）所
言，制度變遷是人類發展進程的內生變數，因此，農業或工業技術的進步，並非

僅靠一隻看不見的手來引導技術沿著原始的資源條件或需求的增長所決定之路

徑發展，導致技術變遷的新知識產生是制度發展過程的結果，技術變遷反過來又

代表一個對制度變遷需求的有力來源。6一個新的制度（包括制度安排與制度結

構）的建立是一個花費時間、努力和資源的過程，當制度發生不均衡時，制度變

遷最大的可能過程是從一個新制度安排開始，而逐漸的傳到其他制度安排上。7  
在大員商館與漢人首領及主要漢商的合作下，成功的招募大規模漢人移民來

臺從事各項工事的興建以及農業的生產，導致原本穩定的原住民社會體系在荷、

漢等外來族群的介入下，開始對臺灣社會體系中的資源、技術以及文化、制度產

生重大影響。在資源因子方面，臺灣在漢人移民進入之前，原住民以自然生產之

動、植物為主要資源，而漢人移民提供農業發展所需之最基本的勞動力；在技術

因子方面，即是漢人移民帶來農耕及製糖之技術，如果沒有漢人移民帶來農耕及

製糖技術，原住民在面對自然動、植物產出日益減少的問題時，雖然也有可能以

提高農業生產來因應，然農業的生產需要技術的配合，而內生化的農業技術進

步，常是透過長期的人口壓力所帶動形成，並非一蹴可及，當時的原住民社會尚

不具備這樣的條件。8在文化、制度方面，漢人移民帶來中國傳統定耕農業文化

                                                 
6 參閱虞虹譯（1990），Ruttan,V.W.著（1984），＜誘致性制度變遷理論＞，收錄於《財產權利與
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上海：新華書店，1994年版，頁 327。 
7 制度的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例如家庭、企業、工會、醫院、學校、政府、貨幣、期貨市場等；
亦可以是非正式的，例如倫理規範、意識型態、道德、習慣等。非正式制度的安排顯示出一種比

正式制度安排更難以變遷的趨勢，即使有政府行動，要發生變遷有時亦不容易。制度結構為一個

社會中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總和。許多制度安排是緊密相關聯的，一個特定制度安排的不均

衡，將有可能引發其他相關制度安排的調整，形成整個制度結構的變遷；參閱林毅夫（1989），
＜關於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變遷＞，收錄於《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

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上海：新華書店，1994年版，頁 377-393。 
8 如果農業產出的提高無法補足狩獵產出的下跌，勢必將危及部落的基本生存需求，導致人口減
少或遷離該地之命運，惟當時並未發生，由此可知，農業技術的引進以及農業人口的增加才是導

致社會經濟結構發生大幅變動之主因，也是造成日後原住民生產型態發生改變之緣由；參閱林瓊

華（1997），《臺灣原住民土地產權之演變（1624-1945）》，私立東吳大學經濟研究所博士論文，
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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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識型態以及土地租佃制度，農業的發展除農耕技術外，尚需具備明確的土地

產權、以及相當的資金從事水利與農業設施的建設等條件相配合，荷蘭東印度公

司則以準政府之角色施行對農業發展環境有助益的治理制度與激勵措施，臺灣社

會之文化、制度次體系在荷據時期由「原住民法」進入複數法律文明併存的時期。

換言之，臺灣在荷據時期由漢人移民所引發原本穩定之原住民社會經濟次體系的

改變，促使文化與制度次體系為因應經濟次體系的變化產生連動，而文化與制度

次體系變動的結果，則再回饋於經濟次體系中可利用資源與技術的增進上。 
在資源、技術與文化、制度四因子交互影響下，臺灣社會的經濟次體系在荷

據之後儼然已具備土地、勞力、資本及企業家等四種生產要素，於是有利於農業

發展之環境得以建立，大員商館在臺之各項與農業發展有關之經營措施以及漢人

移民從原鄉移植來臺的租佃習慣，即建立當時期臺灣土地墾佃制度的架構。荷蘭

東印度公司經由制度的安排，除由漢人首領或漢商領取土地進行拓墾外，亦將漢

人土地租佃之型態引進原住民部落，而漢人移民所帶來的文化因子中，意識型態

是連接漢人佃農與漢人業主及原住民業主間之重要部分，承佃漢人繳交約三分之

一至二分之一的收成給原住民，即是漢佃基於對佃租高低公平之意識型態，沿習

其原鄉租率情況的結果。在原住民土地利用型態變遷的過程中，一方面可以看出

「官方」勢力在改變原住民地權以及生產活動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另一方

面，我們也觀察到漢人的租佃習慣亦深刻影響原住民地權之內涵及其維生之方

式，對原住民而言，土地已有商品化之趨勢。綜合而言，荷據時期之漢人首領制

度、土地領墾制度、米作什一稅的徵收、發給土地產權憑證制度、耕牛及製糖器

具的引進、土地測量措施、水利及農業運輸設施之興建、農業發展所需資金的貸

予、以及原住民封建領地制度、地方會議制度、於原住民村社中引進土地租佃制

度、部分原住民土地利用型態朝定耕農業發展、氏族共有制之地權型態的轉變、

以至於後來（清）郁永河（1697）所見之「四社番亦知勤稼穡，務蓄積，比戶殷
富」景象，即為漢人移民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招募下來臺，所引發一連串社會經

濟次體系與文化、制度次體系持續互動與反饋之結果。 
臺灣糖、米經濟的發展，即是在荷蘭東印度公司對臺的經營以及大量招募漢

人移民來臺從事開墾的情形下，啟動社會體系中資源、技術與文化、制度因子的

轉變，進而彼此間連動產生交互影響，激發出臺灣歷史上第一次文明大躍進的力

量，將臺灣由原始社會體系直接拉進文明世界的舞臺。在轉變的過程中，土地墾

佃制度之發展是主要的關鍵，而其中漢人移民是制度的主角之一，且是荷據時期

臺灣農業發展之主力，以砂糖生產為例，臺灣的製糖產業不僅生產技術和工具係

由漢人移民自中國引進，且生產組織形式也與中國相類似。康熙 31年﹙西元 1692
年﹚，任職分巡臺廈兵備道的高拱乾指出，康熙 30年時，糖價稍漲，臺灣農民便
「惟利是趨，舊歲種蔗，已三倍於往昔。今歲種蔗竟十倍於舊年」，以致影響稻

米之生產，因此不得不下令示禁；而雍正時期巡臺御史黃叔璥亦說，臺灣三縣皆

稱沃壤，每年穀物收成「千倉萬箱，不但本郡足食，並可資贍內地。居民止知逐

利，肩販舟載，不盡不休，所以戶鮮蓋藏」。從上述史料可知，清代臺灣農業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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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成為商品性生產，糖價高時多種甘蔗，糖價低時則多種水稻，其實這種依市場

需求來決定農業生產的特徵，與臺灣島內的商品經濟較為發達有關，且自荷據時

期已經開始。例如 1646年至 1648年間，大陸發生饑荒，糧價騰貴，並影響臺灣
的稻米價格，在臺灣的農民便大量種植稻米及其他糧食作物，使大員商館不得不

提高蔗糖之收購價格，以鼓勵漢人種植甘蔗；1648 年以後，在大陸饑饉獲得紓
緩，稻米及糧食作物之價格下降，臺灣的農民便又提高甘蔗之種植面積。9誠如

陳秋坤（1994）所言，臺灣由土著社會演化為以閩粵移民為主的漢番雜處社會，
基本上是以土地開發，尤其是米糖農作，作為主要轉質的基礎；10而臺灣農業經

濟的發展即起源於荷據時期，在荷蘭東印度公司重商主義下，砂糖之生產主要作

為貿易使用，稻米在供應臺灣本島有賸餘時，亦對外輸出作為貿易商品，臺灣在

荷據時期糖、米之生產已具有商品經濟之特徵。 
 
 

四、荷據時期臺灣的地權制度是「王田」制（不准私人取得永久經營土地的權力）

與私有制（私人可取得永久經營土地的權力）併存之型態；漢人對於土地拓

墾之方式主要沿襲原鄉之土地租佃型態，「結首」制之拓墾方式並非起源於

荷據時期。 
 
臺灣在荷據時期，當時歐洲政體對土地所有權的觀念係屬於日耳曼法之土地

所有權型態，在同一土地上併存有上級所有權（支配所有權）與下級所有權（利

用所有權）。經由對當時期之相關史料及文獻論述加以歸納分析後發現，荷蘭東

印度公司在臺灣於其勢力範圍內，對土地擁有最終之支配權能，但同時亦允許私

人取得土地之利用權能，並且得將土地予以買賣、抵押融資或傳給子孫作為永

業，此與當時期日耳曼法土地所有權型態之特性相契合，並類似我國傳統法上業

主的權力，均係著重於對土地的使用與收益，二者有很大的相容性。本文認為，

漢人對於荷蘭人據臺時期土地制度之描述，係基於漢人本身數千年來接受帝制王

朝統治下影響，所形成土地王有之觀念，且當時期能從荷蘭人手中獲得永久經營

土地的權力者，就全體漢人移民或原住民而言，畢竟屬少數，由於多數的漢人佃

農耕作不屬於自己所有之土地並繳納各種稅賦，再加上受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下

的漢人及原住民有稱呼大員商館長官為「王」（Ongh）的習慣，因而有「王田」
制之描述。因此，若以日耳曼法地權型態之上級所有權、以及中國傳統觀念中「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觀點，來說明荷據時期臺灣地權制度為「王田」制，大致

上是可行的；但若將「王田」制解釋為，在荷據時期臺灣土地全部屬荷蘭東印度

公司所有，而漢人僅是該公司底下之佃農，對於土地並無永業或賣典之權的說

                                                 
9 參見本文第五章表 5-3-1及圖 5-3-1；在臺灣的稻米價格隨著大陸糧荒而升高之際，使大員商館
不得不採取限制島內稻米之價格、以及嚴禁稻米輸往大陸之措施；參閱江樹生譯註（2003），《熱
蘭遮城日誌》（第三冊），臺南：臺南市政府，頁 101-103。 
10 參閱陳秋坤（1994），《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1700-1895）》，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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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則是必需加以修正的。在封建土地所有的型態中，農民（非一般之佃農）「土

地所有權」的建立，是一種「保有」土地並事實上行使土地占管耕作的權能，學

說上視為擁有下級所有權，若將此種土地保有視為是所有權的根據，即凸顯農民

對其土地的繼承性與處分的可能性。換言之，如以私人是否取得永久經營土地的

權力為基準，來探討荷據時期臺灣之地權制度，應是「王田」制（不准私人取得

永久經營土地的權力）與私有制（私人可取得永久經營土地的權力）併存之型態。

本文分析荷據時期臺灣土地之地權型態可歸納為（一）荷蘭東印度公司具日耳曼

法之上級所有權。（二）荷治下部分漢人擁有下級所有權；另原住民在封建領地

制度下，擁有對祖傳地享用與利用之權力。（三）一般佃農基於土地租佃關係所

具有之佃耕權（該權利是短暫且不穩定的，隨農作物的收成而結束）等三種不同

之對於土地的權力，以釐清目前普遍存在以「王田」制作為荷據時期臺灣地權制

度之誤解。 
荷據時期漢人移民對土地之拓墾方式，主要係由漢人首領或與大員商館有貿

易往來的漢商，向商館領取大面積土地後招佃耕種或從大陸招徠移民從事開墾，

大部分實際從事土地開墾者（即墾主所招募之佃農）是要向墾主繳納佃租，以換

取耕作之機會，屬於墾主與佃農間一種交換之契約關係；大員商館除對漢人從事

米作生產加以課徵什一稅之外，基於行政成本的考量，尚無介入墾主與佃農間租

佃行為之必要。由於當時期漢人移民主要來自大陸閩南地區，不管是地主或佃農

階層，在其原鄉的土地租佃環境中，具有一致的經驗與習慣，雙方對於租佃行為

乃至於對佃租高低之公平性已有相同的價值判斷，當其移居臺灣後，雖然正式的

規則可能因統治政體的不同而在一夕之間轉變，但存在於習俗、傳統和行為準則

中的非正式限制卻是正式制度所無法立即影響。因此，荷據時期漢人對於土地拓

墾之方式，在業佃雙方具有相同之環境背景下，基於意識型態的作用，將沿襲原

鄉之土地租佃方式與習慣，形成當時期臺灣漢人墾佃行為中的非正式制度。 
至於目前仍普遍存在之漢人「結首」制度起源於荷據時期，且為當時土地拓

墾方式之說法，本文由該說所引據之「埔裏社紀略」及「開埔裏社議」等史料出

發，重新檢視漢籍文獻中關於「結首」制度之相關記載，歸納出（一）「埔裏社

紀略」及「開埔裏社議」中「昔蘭人之法，合數十佃為一結，通力合作」有關「結

首」制之論述，係指清初噶瑪蘭土地之拓墾方式。（二）漢籍文獻或臺灣地方志

中稱住在噶瑪蘭的人為「蘭人」、「蘭民」；將噶瑪蘭的土地稱之為「蘭地」。（三）

漢籍文獻或臺灣地方志中稱荷蘭人為「紅毛鬼」、「紅毛番」、「紅毛」、「紅彝」或

「荷蘭人」，並未稱荷蘭人為「蘭人」。（四）臺灣地方志史料中，「結首」之名主

要出現於《噶瑪蘭廳志》等史實，可進一步釐清關於「結首」制為荷據時期所施

行土地拓墾制度之說的謬誤。此外，在現今宜蘭地區存在許多稱以「結」之地名

（如一結、二結、⋯三十九結等），亦說明「結首」制曾為宜蘭地區特有之土地

拓墾制度的歷史痕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