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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治理舆土地都讼一一
清代竹整金山面控案之社舍史分析

林文凯·

清代噩精土地法律文化的研究早期以法律史擎吾同松参太郎舆戴炎
悔的研究局代表，雨吾以法律中心主藉的文本分析取侄前揄噩海大小
租黎的法律性赁，戴炎耀亚以此←取徨分析淡新措案金山面望隘摆案
的前韶文化·但是，道黯研究~，崎土地制甜舆解泱温程所涉及的祉啻
政授版箱 l 以毅雕以回明清代壶酒的土地法律文化舆祉舍政治、耀糖
费渥罔的有檐阴瞬·舆此相剖'近期施添幅、 J. R, Sheph町~(ßP式柏)
舆柯志明的熟番地榷研究则把土地法律文化的前揄置放於清代国家
舆地域祉舍的互勤中·亚考察其舆政治、理糟罔的阴聊·本文促中接
展出号察清代土地法律文化的新框架一一广法律的社禽史」研究架
槽·章者愿用道→架槽'重新分析金山面整隘铿案的都韶文化'提出
「地方治理」的新揄黠以诠悟地方官虽的都rà渥帽. -方面!重新解
释鼓匮剌粉原因舆解泱遇程·圃明其法律文化演费舆肚禽秩序建槽厘
程左脚瞬·另 方面，指出官员在黯就畸酷以情理就3司局其堂揄修
鄙 1 但贾隙上保以地方治理穗定的社啻贾效寺量主运其载断渥帽·

阳键Z司·法律文化淡新槽寞法律的祉曹史地方治理土地契拘
秩序

·中史研究院查湾史研究所溥士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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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康熙甘三年(1684) ，明部投降满清王朝，遭淘纳λ大清版面。清廷

i台毫雨百多年罔'除南部少数荷商明解阵期的初望地域'以及原住民

族所在的山E林野外，原属各地卒埔族群散居的西部卒原舆治山地E

睦穰成立了舆莘南各地颊似的各覆一田二主(大、小租莱)的土地生庄周

{系'业拓塑F骂舆大撞内地主E似的层菜田圆。在清代皇湾的地方官府擂

案→-淡新槽案中，保留了相富多的土地都法文番，分析iã些案件'

不但可麓清清代奎湾的土地生蓬阔f旱'言E裁清代噩湾的土地琵琶文

化'同峙也有助於掌握清代中国土地法律文化的一般性黄。

有翩清代毫湾土地法律文化的研究道展，员期来橙瞪了两{固陪段

的接展第一陪段'日治初期以来，接受法律史司I[棘的壁者如同松参

太郎、戴炎贸等人以「法律中心主羹」的「文本」分析取f里'到清代

毫湾的土地生崖朋保舆其相阔的法律文化渔行了堕富的拥查舆研

究。 l第二隋段， 1990年代前後，施添锢、邵式柏(1. R. Sheph时煤i柯志

1 网松事太郎的王要靠蜻'包括网松事太郎， (大租榷叩法律J:.ø性霄) , 
{垂湾惯霄吉己事) 1 : 1 (壶北 '1901) ，真 1-14: (大租榷町法律上町性霄) , 
{垂湾惯曹言己事) 1 : 3(壶北， 1901) ，百 1-13 :院咛查清普惯拥查啻搞'

{睡峙量?辛苦情拥查啻第一部调查第二回报告害垂湾和法第一卷上) (以

丁简稿{私法一) )(圭北·路峙壶，曾苦惯拥查啻， 1910) :以在{路峙垂

湾苦情拥查啻第一部拥查草辄告者量湾和法附鲸事寺害)(以下简稳{和
法附锋一))(圭北·路峙壶，智苦惯调查啻， 1910) .同壮事太郎的祥如靠

墙，另可事且春山明哲， (台湾旧惯拥查k 立法椿想一一寸ζ ，):'0调查ι 立

案告中 '''I~) , (台湾近现代史研究}第 6 我(束京，珠 íf害房. 1988). 

我虫蝉的法律史研究·主要包括量琦省通志稿卷二政事志司法篇第一
册， (清代司法制度)(垂北:量湾省主iI!:.舍. 1955); (清代圭湾之九小

租靠) • (圭北文献) 4 ; 8(圭弛. 1963) .贾 1-45; (清代量湾之梆治}

(全北:聪短出版社. 1979)' 其更祥如的童输'另可事且王事升、亮晶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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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等人以上边研究爵基键上，造一步针野熟番地榷罔题遥行了 系列

相阔的土地制度史研究 :iã些研究者带著来自其他肇科的罔题意裁舆

研究技窑，到土地生蓬阴保蒜题提出了富含祉舍制度服将阔照的「祉

啻史 J ã量释。 2

前边的戴炎耀保淡新槽案的整理舆研究者，他雷以淡新档案各颖

文害属艾本 'Z丰徊输遮清代噩湾各程颖型的大小租菜阔{系，~直言才揄了

清代噩湾的地方行政文化。同峙'他也售以淡新槽案金山面垫隘控案

文蓄(DI7301)窍{固案， )辞徊分析了竹整金山面地E的土地阂垫应程舆

土地生崖朋{系，而且揄透了清代查湾土地Wí'1l0文化的模憨。戴炎辉在

分析最後'到於豆草案的土地都挫文化作出生日下的棕合弃自听

(A)官封重要在拖如隘守'监督未遇'既不能於事前防止扮手

费生'又不能於事後迅于解决'致隘捞靡弛'整帮不振·吴分

球蜻生口. (就武蝉的「纠F村圭湾」研究舆淡新格幸一一在3也「法律典社啻 J

研究取役的断草、傅承典ft括) • (法制史研究) • 5(壶北. 2004.06) 。

有蚓曲者研究成果的抨边，事且本文以下的分析·

2 近年牢'以清代圭i';f熟番族群再三趣的研究成果非常型项'以下佳能适

挥问题意城及'it渝地域典丰立直接相阔的施添福、即式柏典柯志明等人

之作品加以分析'王要包括施添福.(5-青代圭j薄的地域社啻一一什暂地医

的展史地理研究) (核曹草愚集结了施氏 1989 年以来的相剧作品，以 F简

稿{清代圭薄的地域社啻) )(新竹·新竹躲文化局 .2001); John R. Sh叩her甘

(叩式柏)， Statecraft and Po/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目.1993) ;柯志明. (番硕家-一一，青代垂，臂

的族群政治典熟番地榷)(以 F简稿{番踊束) )(量北 中央研究院社啻

学研究所. 2001) • 

3 截武辉. (清代新竹城郊金山面地方主暨隘) (以下简稿〈金山面) ) .收
绿於氏著{清代量增之蝉治) . Jï 805-834 .核研究佳以淡新端盘Dl7301

隶主曹岛史料所造行的分析。丰立以下引拄j立新格靠各隶主害峙，棵古己

岛 rOXXXXX(靠拢)-XXX(件珑)J .017301 指依植隶整理者戴夹晖原辑

>t喝再 17301 一隶之士部又害 至於 017301-1 N'J指主草案的第 l 件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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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断然作上述堂断'恐亦因已至不能人延之故。 (B)拆讼迢行

援慢'而鼎的雄性。 (C)堂事及盖役之舞弊。 (D)前後任地方官，

各轨己克，毫不尊重前任之判断。 (E)人民之健轮'案中生案'

株罩多方。 4

施添丰画舆柯志明等入管引用 i虫新槽案的文曹内容以前揄淡新地

匾的土地制度之演蟹，不通芷未以土地m盐文喜爵素材群揄清代查清

的地方mm文化。然而，三者以熟番地檀爵裁题的面土舍史研究成果'

超越了同松氏舆戴氏研究中的「法律中心主羹」的分析陷阱，号|军事荤

者EZ草草到在草草清代土地言障法文化所需的雨程不同嗣角，一，但是清代圈

家舆地城市土舍如何互勤的载题'另一组是清代噩湾的政治、组糖舆法

律文化相互阴聊的蔬题。肇者徙逗些研究中'费展出一程有回清代土

地法律文化的社舍史研究取徨，业可望才於前边戴炎辉研究遇的金山面

壁隘撞案作出不同的分析舆在嚣。

以下本文的苟言曲，分成两伺部分'第一锢部分'将先徊揄同松参

太郎舆戴炎耀的土地法律文化之研究取徨，然後揄及戴炎耀如何以

「法律中心主荔 J 的m直角分析金山面整隘挫案'益得出上边有阴E草案

前程文化的棕合言平断。第二锢部分，将徊揄施添福、召H式柏舆柯志明

的熟番地榷研究之取徨'且在t道些研究中毅展出肇者所需的「法律的

祉舍史 J 分析框架'最後'将以此一框架重新分析金山面塑隘控案的

前22遇程。

本文一方面'将藉由祉舍史服格的整惶位朋照，重新圃明言草案都

EE温程所髓琪的土地法律文化'以及其舆蔽地匾祉舍秩序我展罔的具

惶阔麟，另 方面'本文将指出前边戴炎耀将清代地方宫真想像属颊

似「碗代法官」的角色，因而室里霞了应史的翠挟，促而到清代地方官

4 戴 34晖. (金山面) .真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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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主席击文化作出上边的鱼面帮断;相到於此，章者剧将清代的官具

渥原属「地方治理檐铜者」的角色，我明清代地方官真的「行政式蕃

但UJ 之两面性特徽。即在儒家偷理的文化琵境徨，官员一方面保以自

我表边的律例或情理我前正富化自身的蕃理寅践，另一方面则考察部

EE各造互勤遇程之演蟹，业将mm活勤撂在地方行政的整惶iJlJí\将中，

不断棕合考量祉舍治安、组制成本舆赋役潜能(或槽定)等「地方治理」

要素，藉以泱定寅贵的蕃理方向舆裁断内容。

二、清代噩湾土地法律文化之法律中心主费研究
一一金山面望幢幢寞之文本分析

日本殖民政榷毓治噩湾後，基於殖民财政舆地方治理的考量，推

勤了玉兰岛性的土地翻查。属此建立酶峙噩渭土地翻查局舆晦畸重湾蕾

憬拥查禽等楼槽'用以粗搬行政、司法官僚舆相拥肇者冤罹各疆土地

政策舆契狗文蕾史料'业完成了土地蓄惯翻查舆查湾私法等研究。主日

以罔松参太郎房主的法律史E费者即以「法律中心主萎」的取德，分析

了运些史料的文本就祠'藉以圃边清代噩湾一田二主法律文化一一各

颊大小租嗣{系的形成遇程，舆其法律性黄的座史演费。鞍後本土法律

史事者戴炎耀~铺了阿松参太郎的菜旗，以日治初期的调查研究成果

需本，重新以言莫须文本F毒素材'重才大小平且棠阔保的法律性赁提出新的

分析。更重要的是，戴炎辉在整理清代重要整湾史料一→淡新错案的

温程中，治用同松氏的碗角舆分析方法研究淡新宿案的行政舆前器文

蓄'耀而完成其有闹清代法律史舆地方绑治的重要著作。

如同施添揭竹整三佣人文地理E之研究所示，查湾西部卒原的一

田二主拥保之内涵舆演蟹'在漠望臣、熟番保留面舆隘望E三倒人文

地理匾(参克以下有回施添福的5平斟上各有不同。罔松参太郎舆戴炎耀封封



\30 林立凯 新史牵十八眷四期

道三(固地E的租f田阴保皆有揄及，但因本文主要健以金山面壁隘的土

地搜集属研究锢案，因此以下僵擒及罔松参太郎舆戴炎耀商人有阴隘

望E土地阴保{即隘租)的相阴揄黠。首先'将前言自两者的分析架槽舆主

要输黠，其次'也将群徊分析戴炎耀如何以法律中心主载取有E分析淡

新榴案中金山西望险挫案的土地都挫文化。

(一)土地制度之法律中心主费分析-一阿松参太郎舆戴炎耀

之法律史研究

首先'网松参太郎以阻碍噩精蕾惯翻查禽篇基地，主尊完成了{奎

淘私法}舆附鲸参考害等重要翻查舆研究成果。 5阿松氏以西方法律

史的法理事视角出费，就圃圃明毫湾土地阴{来的法律檀利内涵之演

蟹'他曹武用西方法律能睛如物撞舆债檀或上很舆下很所有檀等概

念，来颊比亚在释董海大、小租棠阴保之类主键性赏。罔松只整理排

比了清代噩淘景期的土地政策费涯，业分析了道些员罔土地文害的法

律史意涵'他的罔题意裁舆翻查研究成果'椿成了後精有阴清代中圆

舆董海一田二主土地阴保研究的重要基砸。 6

5 事且'但政诚， <量湾太胡查 埠'非壶琦苦惯1月查舍之研究} (量此 博

捞出版社， 2005) • 

6 日本越清史典治律史重要擎者千二井田I'ltlH命清代中国一田二L主法律文化

的重岳作品，即是，λ周松氏的壶湾和法作品岛事照珩革而寓就的。李克

4二井田股著'她荣 i海挥〈明清峙代的一田南主营情且其成立) ，刊种剑

俊主主鹅， <日本牵者研究中圈史椅著遗窍'第八卷法律制度} (北京.

中善害局， 1992[1946]) .呈种寺田浩明典岸丰县错耐住重要的新-代法

律史研究者'1"试超越间松氏典千二井田氏南人的西方法律中心主革之取

4呈，但#是，λ南人的研究成果再李，~"典超越封阜·事且寺田浩明'郭民

放带〈田面田底惯行C1J i去的性格一一埋念的推衬告中心lζL τ) ，刊m-<中

国法制史寺桂丙精·日本略者寺橙中圈;牵制史重要成果遣军事·第四卷}
(北京，中国社啻科擎出版社， 2003) ;岸本吴绪著'王豆新棒， (明清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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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文主要揄及的清代噩湾隘租道一颊生蓬阴保来挠， (董海私

;去}一喜主要依赖《私法附量最}中荒耀到的各{固险望E的契伺文害的

文本就祠'量十到隘的粗麟、险制治革、隘租性黄道行了一般性的申E曲。

依攘此一分析，隘租保指封封番界附近田圈所征收的租毅'以充属防

繁生番所需的隘察舆险丁的精费 'ìå些隘租田阔别稽角隘图。康熙末

年官府鼓「土牛征银」董rr定番界禁止民番偷越，後来漠人移住民日增，

遥而侵入番地偷垒'促而引援民番衙突，因而设置隘察舆隘丁以防借

番害。至於隘的粗撒踵分宫隘舆民隘雨巅'但皆包括l验首一人、隘丁

若干人'盖有置屯井、屯丁、番渔事等的地面，但其舆隘首舆隘丁「名

目援臭、其寅相同 J 隘首的眼军事局召募险丁、征收隘租舆袭放隘耀

等，然言由冒险舆民险，隘丁皆模仿屯丁帘j每年给口檀毅三十右'但折
银三十元毅始。 7

私法引用乾隆五十五军(J790)鼓立屯制的奏文:

壶，弩近山之地照曹投立隘丁，但j足前或分地投耕或主给口横均

保民番自行捐辨。今核』草地献蹄屯，息以官收租银向抽始，仍

贵令各隘首督丰隘T霄力巡查，典管 j凡屯T相均在丰里'番民亦

得安心耕笨。 s

主强乾隆五十五年毅立屯制以前董海已有隘丁制度'其後在嘉瘦舆道

光年罔亦鼓立不少隘寨 o

E主害主主逢一步依擦脸租的篝措来源，前输了宫隘舆民隘的组俄差

翼'主强:一、官隘:大多是在乾隆五十五年鼓屯峙，将民隘隔λ官

府者'但宫隘僵有九穹林查庭，其耀黄金部由屯租支靡，其馀官隘则

均主害) ，刊於王豆新、梁治平摘， (明清峙期的民事事判典民问奖的}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 。

7 <牙ι法一} ，胃 460-462 • 

8 <和法附鲸一} ，贾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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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半官华民方式橙营'怨费以屯租支付四成'隘田{回声鱼搪六成。二、

民险保番地阔整人自行鼓量的隘'其侄费保就新整地照菜四{田六比

例按甲抽租支膛。

表一隘望相籁翔型的雨程研究分翔

罔松参太e~ 宫隘 圭宫隘 九穹林隘

宫四民六隘 铜簸邂隘、重E筒山脚隘、蛤仔市隘

民隘 望卢隘 南河隘、金靡福隘

中罔型 离顺察隘

健募隘 多数民隘都是

戴炎辉 宫隘 奎官隘 九穹林隘

营四民六隘 铜量醒渴险、锺锺山脚险、蛤仔市隘

屯隘 三精屯隘

民隘公隘聊庄隘嘉志阔隘(即I!i!成安隘)

公隘庄隘 火嵌山隘、中港商港隘

望同隘(私隘) 除以上敷隘外'其自章新竹舆苗栗各隘皆是

黄料出鹰 {私法一) 'j:f 460-469 :戴炎障， (清代噩鸪掷地) ，真 544-548 ' 

私法叉侬操隘首(或隘望p)舆但卢嗣f果或险租性黄的差臭'将民险

分局三程颊型(参表一) ，第一疆民隘:保以一人或数人属望严首以土地

阔翠属目的，出资鼓隘募丁业招垫，至田园塑成峙'则由其招f荣的佣

人虞收取一定租毅作第隘租，且其险租舆普浦大相忡曹相罔。生日嘉屡

廿五年(182日鼓立的合舆在(南河隘)险垒声隙最I1目，其所收的隘租在扣除

隘藐橙黄後的徐额皆嗣於垫卢'且雪~F取得大租棠主资格。 9第二檀

9 和法把岛'光错十二年(1886)官府府除l'Jl.租由官府接管隘藉峙'昧i主峭的

地万治理典土地拆挂 133

民险投隘者(隘首)舆附近回国菜声佣人第言7契构'由前者集黄建隘募

丁防番，後者费l支付隘租作F奇事E酬。道疆民隘在黛鼓除需求後仰番界

内移解番害後) ，但卢要腹停止支付隘租，或以慰照隘首隘丁孤魂角由，

由子摞罐罐收纳隘程充角年筒祭祀费用，叉或怨险佣费方憾裁将隘租

充篇著渡租之颊地方公费，虫口号毒山堡离顺察险。第三穰民险:保在菜

倒共同言十董鼓隘的塌合'多敬的民险皆屠肚稽黯础，在道程颊型檀'

隘租不遇僵是防番费用，隘租蹬由隘首征收'但其韭#隘租的撞益主

髓，而是僵局受棠捆委任孰行守隘任薪者。 10

罔松氏以上分析'路然应放了各想隘租阴{鼎的成立以及演费相阴

的自音程政治舆程满活勤'i.ê.基於法律史肇者的法律中心主表倾向'他

亚来以批舍史的整惶性阴照方式'徊揄i重些社舍市1J度演蟹舆险租性黄

罔的阴聊'而是将自言自重黠放在辨韶运些租冀的法壁性贵的辨ZZ舆赞

化上回在iZ程抽雕制度生成服籍的卒面分析徨'隘制作局一手重社舍惶

制'到应如何在囡家舆祉食的互勤遇程中形成、或者具有怎榜的一程

政治、德涝舆法律文化互勤阴保，或舆整锢地域币土舍的臭期接展有何

後裔向官府靖求精倩损失，清代官府尚未截断即割壶，但目治後短公舰胡

解由f田乒队每甲支付整乒垫底娘廿二元的万式胃断这一大租，*"法掠以祀

定合再赃的整匍嗣保具有特珠性'即1主菇隘租具有普通九租性霄·同日夺和

i'lrí也定金庸福大隘市冉此一额型的民隘。事{私法~) ，百 464-465 。但

若衡措杜啻史的服络，可以骨况再1由是合冉路或是金属福大隘其坠鱼盈主

主笠丛豆舆其他垫随其育革鼎呈翼'晚，青到铭傅裁撤隘租峙，向隘之所以

得以保留少量隘租'且非南隘租但剧性原有i主坐监豆上的不同'而是因再
别铭博A利用雨隘垫乒协助推勤相隔隘捞而做的壤步'即保雨隘暨乒典清

代困享用的政治典短清王勤阔悻所致·本主此庭在法阳蜻'事且幸者有朋

晚清裁隘遇程的相网分析'林立凯， (土地契的秩序舆地方治理 十九

世纪量增淡析地匾土地罔暨舆土地桥挂的M:史制度分析)(量北:查清太

牵社啻牵研究所博士揄立， 2006) ，百 307-316 ' 

10 (和法一) , 11 464-4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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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聊'都是不清楚的。同膊'其到上边三檀民险性黄翼同之自由器也因

之有很多错棋。更值得注意的是'私法一害受到材料的限制，甚至族

韶官府僵封封宫隘道行管挫，以f喜民隘的卸鼓舆官府韭黛阴聊'官府

亦封其缺乏鳖扭，因而籍法有效~ì!.哥哥隘垫髓制到於清代在台湾的地方

治理之重要性。

接着'自揄戴炎耀的菜箱。戴反的研究蹬仍承罐罔松氏的研究顶

角舆方法'但因探用了淡新榴案遣一史料，因此到於噩湾隘望研究的

推道有三倒重要寅隙，一、就望隘的内部组俄以及官府到包括民隘在

内的行政匿挫，道行了概念性的解弱，二、针到望隘的内部粗俄流弊

舆宫府的医督E噩噩，运行了群徊的理例我明;三、到於抱险制的粗俄

性黄、内容舆重要性，率先提出群细分析。

首先'戴炎耀管以地方绑治的整惶研究视角，以淡新槽案行政阿

拥望额的隘殇行政文喜属研究素材'具懂我明望隘串且辙以及官府到其

的行政匿搜·戴炎耀仍将隘的程颊舆性寅分扇窗隘舆民隘雨颊，但其

分颊更属细微，他恕局官隘除包括私法所言的「会宫隘」舆「宫四民

六隘」外'另包括电险舆隘丁圈惶隘共有四疆·前雨疆的我法舆私法

相同，第四疆的隘丁圈惶隘懂行於噶璃阑靡，淡水鹏亚然此程宫隘'

在此不相输·至於私法未管自由及的屯险'戴炎辉指出如淡水鹿三湾屯

隘，其保於道光六年(1826)由官奏鼓建立，派屯把德召募隘丁怨管守

隘，业就地取耀示伺收租以第隘檀所需，援手忙由官鱼搪隘费但f系由宫

配佣取租，膺顽F毒官隘。 11

戴炎耀将员隘分角私险舆公隘雨程 I i重雨徨民隘定羡寅隙上涵董

了前边私法提出的三疆民隘(睿费一) 0 首先，戴炎辉定擎的弘监.!ill盈盈

u盟垒亘坠'其重才私隘的量。鼓舆组微渴程的我法舆私法相同，但舆

n 蜕武辉.(;青代量增之蝉治) .页 546 0

地万治理舆土地拆松\35

私法的~?6定不同，他正耀地指出望声隘的隘植大租不是一般大租'其

隘檀大租舆公隘一穰在窗j铭傅裁隘将除田隘科後皆煞倏{牛腰除。他蓝

侬操淡新槽案的寅例指出'淡水鹿多数民险保角私险而奔私法æ定的

公隘。其次，戴炎耀~?l1需戴以团分出上边私法强加亩分的第二舆第三

疆民险'他将道两穰险皆街角公险，其性黄蜂舆私法定费相同'但他

依照串且成公隘的能圄大小宦分局庄隘舆聊庄隘 o 12 

更重要的是，戴炎耀以其有阴地方娜治的分析币旦角，封封望同(随

首)的充任、退摒舆斥革遇程'群拾了地方官府街到包括民险在内的所

有隘奎活勤的行政璧担。他指出官府街到经隘的睦授方式，舆其量十射

自然娜庄{街庄)舆聊庄(穗理\1)以及保甲、圈棘及清在聊甲等地方粗制量的

医督相颊似'到於向官府前蟹的望声或由庄民佣泉公同向宫禀挚的隘

首，地方官府皆侄由示输戳言己的佑我舆吊销等行政手段加以渥定委

任'业滔滔追究隘首舆险丁的防番舆地方治安责任以落寅其勤地方批

舍的周接接制。 13

其次'戴炎辉群徊指隙垒隘粗}娥的缉毒流弊'以及官府EE督的消

捶敷衍。他指出五穰流弊，一、望卢、隘首之自私'主要包括如吞擅减

丁、险察不修以致隘捞膜弛的弊端·以及将窒捞出抱居中取利舆侵~不

辍险等自私取利弊端。二、整声险首不通任不意责. llP然法~ì!.真构柬隘

丁以致疏防放锻或雷匪道番。三、望声、隘首争缺，以致捏禀互接不己'

或争收隘租短丁折隘等弊端。四、草草{田抗纳隘租'以致j险费燕资险费踱

弛。五、宫弊舆吏弊'即官员封封望卢舆隘首的任竞流於形式敷衍了事，

或封望卢舆险首的争充未探取断然鹰置以致延君胎换'道些弊端叉舆青

更差役舆奸民的朋比角奸徒中舞弊密切拥聊。 14

12 就武辉.(;青代量?~二二脚治) .直 547-548 0 

口钱走辉. (ì青代量湾之脚治) .页 548-560 0 

"载武辉. (清代壶湾二己梆治) .百 572-578 0 载虫辉珩种隘垫耀和l这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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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戴炎辉在前前隘租支膺峙最先注意到「抱险制J的重要性，

揭示了隘望E搏精往外撩展舆相互粉箱的主要榄制。 15他指出'抱隘

保指望声或隘酋不再自行鼓险，而将隘窃包舆他人辩理而需贴隘程之

需'有峙稠属睽隘，不前其篇富险或民险均得角之。抱险人将一切险

藐责成承抱人辩理'由承抱人募丁建隘防守，亚禀3青宫府同意估量重隘

首揄戳。戴炎耀~B角，抱除由其鼓险地黠的不同'分局原防抱险舆移

防抱隘雨程，前者f果将瑰有隘察舆隘捞出抱他人辩理，後者则f果将原

隘裁撤'附λ他人新吉量的隘防。街到抱隘的重要性'戴炎耀指出 r抱

隘一一尤其移防抱险'在鼓隘阂擎上{占重要地位，即将险防道λ内

山'撩大其规模，防番较简周密里固'且挚地亦撩展。 J 16 

德括而言'戴炎耀以淡新槽案局素材的隘制研究'较私法更属祥

徊地言才输了望险也嫩的性黄以及其舆官府之阔的互勤舆阴聊，可就是

董海肇界以「法律舆祉舍」稠角遂行社啻史研究的先躯，业F骂f盘来的

隘望研究者奠定了重要的基磁。但是因其研究取德舆目擦的限制'道

弊的抨迫摊冉蜡挟，但这些抨迫某伺程度上是以近代国家地幸自治遗作冉

棵平所作出的抨判'而不是徒隘暨髓制在地方治理月在格下的道作宵慧出授

所作的iflll' '^致远些抨边.，同土文有脯金山西暨隘拴章的前言公主化抨迫

-棍，芷未真正刷明，青代的地方治理通精典其通作流拌·事下主封其金山

面控章分析的抨迫·

15 依量a辉的分析，清代暨隘的隘租主鹿主要分局五穗.\.公项主蜡'如各

颜官隘且也租、抄封租·克公租等主..t隘租. 2.& T 自蜡(授田命'i) 官隘

内的隘丁圈幢幢的隘费来源. 3.就地取耀(捐派章。-如公隘的章相公城捐

派'以及全l1t:福太隘官命沿山暨俑捐 i血部分隘橙. 4 就地抽租(蜡堡制)

如整乒隘的蜡暨後抽收的隘幢大租'或少数公隘除公氓捐派的隘榷外短由

蜡暨所抽收的隘砸太租. 5. 't贴隘槽(抱隘和'i)'即隘暨乒本息自行技隘甜

不自哉，将I'ä椅也典他人畔，里而贴耐的隘耀·我武晖.(清代量增之梆治) • 

贾 583-596 • 

16 我虽搏. (清代壶湾之蝉治) .页 592-593 • 

地万治理典土地桥桂\37

些研究仍如罔松只一操以险制或隘租f乍篇一程法律能嚼的性赁~分

析主轴，以致其重才垒险组辙内各覆政治、程曹雪舆法律阴f系的表边，相

富静憨，燕法徙峙罔舆空罔之真懂版将揭露险窒面的社禽秩序的副鼓

舆演费温程。事寅上'戴炎辉封於险制舆险租性黄之æ裁有相首多的

错直是，到於隘望懂制在清代治噩整髓赋役行政上的位置更是ZZ裁不

清'以致於其蹬阴切隘奎髓制舆地方那治的阴暗自'但其言由言置寅未能有

效掌握隘塾冒章制在清代噩湾隘翌地匮的地方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参

克以下的砰遮)。

更值得注意的是，戴炎辉在上边清代噩海淡新地臣险望隔保的分

析基磁上，造一步以文本分析的方式，尊F可研究了淡新槽案中(DI7301)

金山面望险土地控案的m讼艾化。该研究踵崩及清代地方行政舆其前

盖文化之阔聊'但他探取的法律中心主委取铿'未能有效EZ裁清代查

湾地方官府的「地方治理」内涵'徒而也未能通富注释该案所髓琪的

土地m击文化(事晃以下辞遮)。口

(二)法律中心主费之研究锢寞一一戴炎耀割金山面望隘擅案

之文本分析

接著，章者筒遮戴炎辉以金山面垒险~案局锢案所完成的前EE文

化分析。竹墅金山面新蕾童医隘地E原窍番界外荒埔 .18乾隆三、四十

口此外'我氏在{清代司法制度}一害程'一方面·祥如按照大清律例'分

别就明了清代刑事(命直重量)典民事(户婚田土线{贵阳事)曲额1斥给·在幢

和l舆程序上的正式规定，另一万面'也以这坐监室的拆拴主喜马本，样阳

排比H抽了，青代壶湾霄睐的拆桂遇程典其文化'指出正式规定舆其霄陪连

作间的乖雄舆路是·但如下立的比较分析'量a辉在此害舆〈金山面)一

立的lt揄皆未能有效掌握清代地才官员的拆轮事理遇辑·

18 位扑今新竹市束医南半部 50 公尺以上的丘政高地，内有大半地域岛今日

清苦大牵、主通太牵典新竹科牵圈匾之所在，芷告暨牌的新什躲竹束规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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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回国始有1美民运人拓垒，初期阔望不顺;嘉厦二十年阁，地方官府

淡水院同知协助篝鼓隘塑後方有远展。 19嘉瘦廿年(1815)至道光廿三年

罔(1843) .本E先後接生簸波殷重的土地制粉

1.金山面新隘篝鼓舆第一波争垒陪段:嘉废廿年三月阁，淡水黯

同知薛志亮篝蒜由郭隙草草合股望唬舆竹墅社番合作刽鼓金山面新

隘。 E五年三月至十二月阂， ~主虞蓄垒严部膳春舆奥刽1等出面争垒，但

在薛志亮的裁断下'各造重新定界分垒，顺利解决此波剁粉。

2 金山面第二波的新董事隘争望舆器法延右陪段 嘉屡廿二年，郭

陈章革新鼓壁隘面晦林特挝、林泉舆舆朱大德等蕾奎严的f占垒，雨方互

挫舆言去臭久，此後宦至道光四年罔'匮任同知'!JI<事'辱、徐景揭、胡振

速、留l耀林、雕周隆摆摆出不同的裁断舆解泱方案，然均未能有效解

泱讼字。

3 金山面第二波新吉隘争擎的最後解决陪段·道光四年九月至道

光五年十月唇，两方互捶激烈，且上挫至毫湾兵偏道等累多官具'新

任同知吴性就在上饭施愿舆番害殿重的治安威备下'将於凯断亚解泱

i豆波粉争，顺利辨除三f固蓄望卢的估塑活勤。

4.金山面望隘的第三波钊粉陪段:道光七年‘十五年舆廿三年期

罔，郭隙荒草签险因内部合股望卢争菜舆胎借制粉隆德互撞'同知李l真

曹山脚部分地医·李障圄川撰边. (新竹市地名醉害)(南投 圭湾省文

IÌ<委员啻抹集姐编辑出版. 1996) .百 32-36 、 39-43 • 

19 雍正龙年(1723) .清廷在量增中北部增技彰化碍'芷坟王淡水捕盗同扣一

国;雍正九年，又将大甲溪以先没新地医割技淡水靡，耕刑名、钱毅事祷

患蹄该同扣管辖。此f盘'至同治十二年(1874)淡水藏分割冉淡水黠典新什

属以前'竹缸地医一直蹄淡水威同知管榨·事且王世~. (壶薄之阜鹅典

行政医域之建置) • (壶溥凰物) • 26 : 3{垂北. 1974.9) .真 117-146.

竹整城马雇治所在，城外阜南二里庭即造人界外金山面垫隘的花圈(争以

下圈一、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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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曹疆等分别以隘窃穗定局重，提出方案顺利解泱了道主虽灰的隘塑

E类主橙粉筝。

淡新丰富案内Dl7301 唬的金山面整险IDflill文害'共包含 105 件文

害，戴炎辉以适些素材群迎了该望险前两波的前EE温程'戴炎耀亚依

攘地方志害的零星豌商到於第三波部EE作出分析。 D17301 的楼案文

蕾徨渥包括E草案制粉界域的圃敌'即以下以傅毓箱圃手法穰定方位舆

系争资w\的「圈一 J 依言要圃'金山面垫隘是位於竹塑城外柬南郊E

丘陵罔的小盆地'原篇土牛界(在本匾北渣山脚圳的禁地'包括金山面、

大崎、赞溪等庄。戴炎辉的整锢文本分析即是依橡此一圃我所槽成的

r~史空罔想像」而展阔的。

接下来'荤者按照言障法黯段.iìJì明戴炎耀虫时可表遮本案的法律言

我内容'以及其到本案都悲文化作出的需边。道些分析'若望才照於以

下第三筒第二小筒针到同一锢案所提出的另一建社舍史分析'将可接

理戴炎耀分析取徨的限制以及主主穗错族之窟。

l.金山面新隘篝鼓舆第一波事望陷段

戴炎耀指出金山面地匾原有漠民林特魁、 ~J光裕舆林太(林和等家

族，於乾隆三十七年、及乾隆四十一年罔分向竹整祉遇事丁老蔚始

垫'分在本E内的厚力林(林特魁}、土地公坑(;!IJ光裕)舆大坪顶(林和等地

山塌拓望田圈{番圃一)。其中到光裕於嘉度十二年罔将土地公坑回国社

贾始朱大德，三人皆有熟番所给整批露1蟹'厘年1直完俐祉番大租，有

大租完理局依擦。 20戴氏依操槽案中的道一主席讼吉克祠'前言曲系争回土

的原始土地莱主橙隔鹰。他推揄该E原属竹整祉熟番所f占荒埔 r 番

黑白tBm其公有地 J 漠民房取得楚地榷利'乃向竹重社始望 r每

年向番祉辙制币土租'即所需番大租J 。戴炎耀言平言自道 「此穰思想，

20DI730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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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舆我匮蕾日以然主物菜局官地的额念相f!t筒，但官商安懈熟番'仍

予默韶 J 0 21 

戴氏注意到'乾隆晚期至嘉厦二十年罔该臣的阔垫益不平顺。主主

臣地近生番，乾隆五十三至五十六年罔'淡水鹿同知袁秉羡霄刽鼓黄

山仔隘街言重塑徊，但该险在嘉厦十九年以前已耀腰弛'以致主!H田屡遭

生番超散荒暖。嘉屡廿年三月，淡水同知薛志亮局解泱隘窃麽弛番害

般重罔题 1 乃出示晓前，试圃整顿隘弱'韭招募漠·番E国人篝言置新险。

薛志亮於旨主年三月Jl'\:罔， ~i盖定由郭勃、隙瑕、草草春等三同(以下简描郭睐

酥塑声)舆竹壁面吐番隘丁首廖科第等合力篝鼓金山面新隘(包括金山面、大

崎舆赞溪三隘)。但此峙另有到lß草春、奥在口等主~F出面争f占土地公坑以西

塑榷'资金山面壁隘运一波新蕾隙窒粉手，薛志亮即刻明幢裁断，以

土地公坑儒界甜舍各自在界内鼓隘防番。薛志亮搜出示揄如下

特投圭湾北路淡防稳捕分府加五钗j纪绿十次薛局或隘莘橙'

晚输遵照、事。照得整城外束南一带山面'常有兑番出撮'本分

府念切民痪，部短示输主主隘防守'旋摧销乒逢春垃莘呈措蜡番

辩理'单掠番通事纯柴遗等具粟，核池边作十股'番得五股'

除和中舆量~p.民春等，共得五股 e 短害是到地勘明，徙土地公坑

中路'直速变溪口隘察遗'分做束西南股'令二比啻堂拈嗣A

忍，郭勃等拈得束t主i三股) .都h，春等拈得西段(二股)各在案。 22

21 我主晖. (金山面) .真 808.

22 DI7301-6. 本主事查人之一'封幸者圄二中所给都感春!ä垫地的花圈'曾
提出如下疑革 rii<.撼淡新档案主事， r 就勃舆iI~ß?，春封分之额'一较量

之'古不知其甚多於都息牵线倍. (017301-75). 可推测'鼻息毒主隘地

似只伺 P1l.於附仔溪北岸呈土地公坑一带. j首先，依辞志亮的裁断向所稿'

鼻息春所得冉二股、郭隙踩得三股'面者隘暨医所革患不多'若以事查人

所言推测其暨地限扑「附仔溪北岸(按:切穿圈二中青草湖庄)王土地公坑

一带」面精制于通小·其次，如圄二所示，郭睐踩堡F你自责哩溪、大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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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知召募下取得新窒槽的郭隙荒草翌卢搪蛋'险望界内蔷璧卢林

特缸等可能以蕾望îltl'喜祠，待言主隘塑成後出面争殷本E塑榷，因此言青求

同知薛志亮在上边示前内'公告鹿止各严蓄有望撞。 草草志亮乃示瑜曰。

~k掠郭勃、躁和中等呈稿·…堡地必恐垫乒戳花'隘首亦庭

恋戳约束罩丁'芷恐拔地有早年廉垒'将求伊等草成之後，孰

照横较，亦属骨事'悲给伊等$l'乒、隘首输戳，芷示输庄民知

悉等情 G ......布此示仰金山面一带附近居民人等知悉，前等 !li

知'金山面捉土地公坑中路'直追赞溪口隘察造一带埔地，芷

短本分府断蹄堡乒郭勃等整阁'在於1草地起隘察'以肯防黎。

如有原赴立在地耕稽者，即向核整乒郭勃等主Z伺腰耕。圣豆生叠

短勘乱'吉堂拈闹分管'立石分界. 7]<.速以此A定，毋并彼此

越界混宰。如有早年华约，作A扉纸囚主主f田等自可遵照、束西界

址.;1勇踞向睫，品须顾虑。倘集知之徒，敢於籍约半轨'恃强

滋事'一短钱整乒里明，定行展究'决不姑宽......

嘉废武拾年拾武月一日给23

戴氏依照Z际法文本的放前'在E官府舆隘雪里榷刽敌的阔聊、险挚地

的租徊舆赋役拥保、隘塑声舆熟番阔保等三f固面向'徊言市新削鼓的金

山面壁险之地榷阴f系。封封官府舆隘塑榷的阴聊'戴炎辉诠F事道

本地方三隘'乃""薛分府的招募，级官准于tZ隘阅堡附近荒

埔，招f田取青隘丰量而坟。本地方保整城近郊'须提法防番'以

金山面三隘'什暂城束南山医除上边三 Fl!.外，另有石碑晶舆茄革湖南隘，

若如事查人所言'重Iß?，春等的整匾佳呈阳仔2是北岸(在石碎帚!ä右上方的

雨公里庭) .则按整1辛辛#再须贵贵特定的隘事之防衔。然因官府蛤典皇

4蓝侬以防番码要件'量将鹿春的整医佳五降仔溪北岸，追稽可能性不高·相

反的'幸者1.~冉官府以费:鹿春等承搪石碑冉舆茄革坑湖南隘革故局要件，

因此其暨医耗圄如圄二所瑜的可能性较高。

23 DI7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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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疆息民，但隘之建设舆雄持'须有经常骨用'官既息意自枝'

不直搪此费用'势非批准堡乒招f田阔堡附近荒埔'按年抽收隘

租不可·因此'郭球妹岛三隘之自责人'出青建隘'起用竹甏

新社番廖科革局隘首，而由社番充啻隘丁。 24

朋於金山面险望地的租f田拥f系'隘塑声由官府魔取得塑批f盘，鼓

隘察招番隘了防番，业招收f田声阔雪景抽收险租，以供f乍险丁口题。戴

炎耀~Bf寄:言要建隘租的收支利用方式有二，一想局签声攘地始隘了自

疆充作口*1;另一颗局签卢另外招假回垫'垒成後望声向f田声抽收二

成收穰作F骂隘租，其中部分隘租缎始险了作篇口撞。戴民参照墨淘私

法的我法'强翻本JJ!t隘租的性赁'乃侨卫斤捐「普通民大租 J 到於本

隘阔望回国的赋役阴保，戴炎耀叉稿本庭「荒埔成回以後'腹言青丈睦

科'到官徽剿田赋 J 0 25至於郭楝荒草签卢舆竹暨祉番的地罐阔保，戴

炎辉~g角 「本地方原保竹重新社的{占有地'故理严郭隙蕉，需垫在

隘以後，仍须重才言对土徽俐而土程，此即所需重主理。」

2 金山西第二波的新首隘事望舆ZRE世延君陆段

薛志亮雕任後， ~p嘉厦廿一年十二月罔'郭楝董草签唬鼓隘有成，

界内番害渐除 I~峙柬商界内蕾望卢林特魁等 r藉以久年垫批'於

柯仔暖界内之厚力林地面，嘱舍佣人前往犁掘 J • 26而舆垒严郭隙森

舆番隘首廖科第等争般不休'引费畏莲八年的第二波新蕾险望衙突。

渲一波土地莱主槽争罪l舆其前言E裁断遇程'即f骂淡新槽案中本案都EE

文害的主要内容。

戴炎辉指出，林特魁等不懂以整批l1.i.?，蟹'也以界内留有林姓蕾境

24 DI7301.2-6 ;载虫晖， (金山面) ，贾 812 • 
25 (和法一) ，页 464 ;哉 k婚， (金山西) ，百 816-818.

26 D17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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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擦争莓塑撞'但嘉度廿二年六月廿六日同知'*肇溥'到i豆波衙突作

出裁断·堂E曲内容爵.

厚力林保郭障珠分管界肉，著照蕾仍蜻草~r阜媒召伺阅蟹。林特

魁、林在舆、林泰等'不得藉有早年堡约出手，以致故逮前草

(接指薛志亮}断案， …呈核庭埔墓(林家) ，亦不准郭 I束辣藉堡偌

损'致千究辨。 27

戴民到此盖得薛志亮出示招募建隘峙的晓揄内，已侄抹泊蕾雪E

F之塑批，'*肇溥的堂断「固甚正首 J 但「林特魁等不道堂断 J ' 

本案因此延右。 28

然因文喜阔漏'嘉废廿二年中至嘉瘦廿四年盾，新任同知徐景揭

在任期周本案的接展不明。不遍'嘉度廿五年正月廿五日'擅锦蕾榻

黄、李宣等禀覆锦任同知胡振邃的文件中'提到了徐景揭任内的前讼

遇程:

青等遵查'郭障跺典林特魁、林泉舆控手金山西厚力林埔地一

案·先蒙，k前惠(就师强擎溥)断蹄郭珠珠承营'林特魁等不肯具

遵。旋即彼控，益蒙来朝隋具挂郭楝蛛混列界址'绸估伊垒成

金山面南势山埔第等惰。又短徐前熏(撞&P瞧景据阵乱断，充入文

崩公骨，以杜拴端等因。 29

郭隙草草签严舆隘首不ij[;ì此一和j泱，乃上摆道毫寻求翻案，可是侄

批示照徐景揭锦公之穰辩理。榻黄等人同一禀文惶， ~p提到

廖科草、郭悚踩等'遂抄案越赴道圭呈控'蒙批，既有蹄官之

氓'即勘丈造册tÄ覆等因·上年九月，徐前:f;输令雨造，各自

插棵候勘。嗣於十一月初十日'带同郭睐躁、林特魁盖朱朝畴

27 DI7301.7. 

28 戴虫辉， (金山面) 'W 819. 
29 DI73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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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于朱大德等萄勘·因核庭田圈俱保畸零'且近向山'二比1

各照呈坷，王相争较，是以界址尚未勘定。惟林特魁典郭楝踩

所手厚力林之界间，有田四段'蒙筋按段幸丈，计有田七分四

厘六毫四虫草'常即筋革带候覆言乱。呈十二日'徐惠因公赴毡'

未及覆就·及公旋，又值封萃，是以雨造俱杂草催囚 30

戴民即引用上文'指出徐景揭逆搏前任强肇溥的堂断'改局「将

采争埔地，充入文崩公费之内 J 但仍5时回国利解泱本案。 31

嘉屡廿五年正月中至道光二年构四月罔'同知胡振遗耀任'本案

各道磁铺票{崔徨EE不已。舆前任作法相比，胡振速封本案的Il!i置叉有

费化。七月四日胡振速作出如下堂断

球嘉度廿年间，郭勃等靖垫葫，i肚埔池，技隘防番，短薛前任

出示定界'捉土地公坑之中路'直抵赞溪、葫葳肚止'准于技

隘垫耕。其林特魁、来大德、林泉舆等地互相毗速'悉属久堡

之棠，庭的番租'完草炳撼。乃郭勃等措牵挂隘，藉端率行妄

佑'搞按各休。是以枪前任断著充公，以息二比事端'而郭勃

等，又投稿伊等曾有骨用工本，乃敢辄赴上控，殊凰刁猾，本

分府洞悉阳息'仍徨螃份直辩'里均可忌。姑著于将四至界址'

糟璀圄拉明就贴，呈辙核验，另行覆祝察辨。此输。 32

但三{固星期後'七月廿五日'胡振遗覆凯後'又作出新的裁断:

雄金山面一带埔地'原保林特魁、林泉舆向番给批。杭因故庭'

乃你先番出没之所'未经提隘，路有俑堡，亦属祟缆。旋郭障

跺赴案靖示建隘罔堡，将林特魁、林泉舆及朱朝畴各给批地

段'定入界间'而林特魁、林泉舆'视郭悚踩等建隘雇丁竣衔'

30017301-9 ' 
31 载虫辉. (金山面) .贾 820 ' 

32 0173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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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行出首管耕。惟走拔地未技隘之先，蜷其荒靡'迄郭楝踩技

隘後'始能耕萃，免需隘丁口槽'情就不合。本分府研悉前惰，

断今林特魁、林泉舆雨庭埔地向，各作十份'报出四份，给舆

郭楝珠A隘丁口橙之音。呈盘大德一份埔地，你在口山久翠熟

囊，伯耕屉年究的番租，且又保契冒之地，契短验契'现捺呈

输雄翠，典林特魁雨人所给地段不同。断令照契载界址管章。

至越界估堡之田棠'均一律蹄郭悚跺掌管'以昭公允。 33

戴氏费顷'胡振逮堂前後'到如何摆出四份隘1'1芷然具健泱定，

以致本案原被雨造仍因争收地租相互同殿侮害，程年徨EE不己。他业

未分析道魏年的前3公费展'僵简要隙边胡振速任内的後穰毅展'曰

「嘉度二十五年十月五日，至道光二年三月十四日 .34前後共八次，

攘郭隙森等禀蒲及禀催，伤差邀同雨造洽商禀覆'芷筋差傅人程到案

覆剖，但未予凯断。於道光二年三月，郭隙寐，向林特魁佣人林阿敏

等抽租被tê:施'即搜於竹重巡榆(越赴墅司挫陷) .故林特魁栗E青胡分府'

札吉Jj"主巡梭童自案。 J 35 

3. 金山西第二波新蕾隘事望的最後解决陆段

道光二年五月至四年三月罔'新任同知组l耀林舆鹿周耀穰窑理本

案，仍黛精果。戴炎耀表述如下 「郭隙荒草等'於留l分府(耀林)上任後 1

白道光二年五月至隔年二月，仍蕾筋差傅人盏，亦洼四次之多 36於

庸分府(周}任内'亦有两次(道光三年九月，道光四年三月) • 37但均未予2月自行。

於此阔，郭隙霖等，呈搜查湾府正堂'道奎、镇慧、及福建水田罩阿

33 017301-17. 

34 载武蝇. (金山面) .页 822 .主问插入引拉 017301-37-47 ' 

35 戴虫蝇. (金山面) .直 822 .主问插入引挂 017301-49-50 ' 

36 我虽晖. (金山面) .直 822. 主间插入引挂 017301-53-57.

37 钱武埠. (金山面) .真 823 ， Ã向插入引拉 017301-59 、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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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J 38 

道光四年六月周同知臭性就上任，至隔年十月应虚铿膊折，本隘

第二波粉争锦算在奥分府任上顺利解泱。戴民依序引用臭性就三次堂

断前词'我明此→陪段官府的蕃理裁断温程。道光四年九月罔'吴性

就先是作出如下泱定:

此案li1:拉多年'短各前任就断'均不遵照，致延今未结。兹某

机郭障躁'以薛前任所断公允，徐前任以强前任所断不公允'

各有所克·卷查薛任所匾斤'分束西界，令二比拈圃，郭勃拈得

束迹，量F鹿春拈得西透，但未指明束西各以何庭A界址'有此

含糊，二比是互估，事挂不休'著在外候示期规勘'乃得明白'

仍各耕或契或堡草辙栓，此判。 39

程半年後，道光五年三月阁'奥性就查勘後覆凯'堂揄臼:

卷查薛前a所断及告示，板以赞溪口分束西马界'西蹄都J.@，

春、束蹄郭朦踩三姓罔垒，是指束南靠葫，i肚山下一带。呈金

山面而言'堂断告示肉，芷未以林特魁等九整熟圈之厚力林

外，柯仔涯局界字禄。乃郭球踩薛任输令技隘把守'即在林家

管棠池内技隘，已冯圄估地步。披峙'林特魁等'若予计较，

或啻官存棠'占在明郭勃等所起隘察，是林家之地'国'1郭勃芋'

燕所施圄估伎俩矣·查郭勃等所塾田固，已成上章，既不辍眩'

又不纳番租， ~p 隘橙亦幸恰哥哥，徒藉隘之名'各把隘之啻。而

薛任所断，给番丁五肢'又在何虞。撼隘丁首廖科第穗，芷在

旦旦豆益。 40可克郭勃等抵圄肥己'不顾隘丁，不给口耀属霄'

38 戴武辉， (金山面) ，贾 823 '主向插入引泣 DI7301-60-64 ' 

39 D17301 , 70 ' 

40 戴虫辉也ít社番求取得五股分营地段一事'提出栓辉 「掠命推测'垫乒

本模攒五份培什甏新社'但因暨乒投青建隘'且又舆普垫卢涉讼，花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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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得陪t笠蜀'忽然越界'霸估林家普斐苦胃之棠，芷敢上挂，

大属刁忌。 41

同知吴性就韶定签卢郭隙棘侵f占属责，立主表边上遮雾肤甜言司後，

作出声日下裁断:

断令郭勃等'照薛At li斤断，以赞溪口束南葫磕肚山下一带，依

漓'直至金山面均界·其决rÑ正束一带山地，著林特魁、林泉

舆、朱永元等，照蕾攘契整批管棠。至郭悚棘所建隘察'迪肯

其要'作局林特魁等指地，跪其招丁把守，芷著问模固精加高，

添招隘丁，感给口槽'郭勃等给七分，林未带给三分。如敢不

道'将该田困人公'全谷充隘丁口楼。主番丁患得五股田圃，

侠傅廖科草'lI.屯卉、土目等，查霄蜡管。郭勃等恐空藉隘，

霸佑他人之棠，彼行上捡'押候按律究辨。立t勘丈阔堡若干田

圃， i直幸，此判。 42

戴氏指出新整卢郭勃·隙和中等撒遭收押'但到吴性献的裁断

璧孰不道，越赴噩湾府舆毫精兵偏道上挫'都告林特魁舆分府r，丁隙

二串通 r蒙蔽分府助断 J 反将郭隙等人收押勒取割琪。道光五年

六月罔'毫湾府舆兵偏道乃札筋吴性献'要求将「勘凯情形，查藩3羊

莓」。同年八月罔'林特魁、朱大德等蕾奎声，又以措抽租谷篇名，

将郭隙草草隘首廖科第舆隘丁等，扭交竹重巡梭的差役，程巡梭凯断隘

丁E董保穗， {ê，廖科第剑PiJf收押。 43

少'再所收隘租司t不多，玫事"草就三姓暨户，尚未封竹整新社蜡于地段，

佳由隘丁首阜科~代理整J乡，向f田乒抽收隘租'主蜡隘T 口槽而已。」事

载虫蝇， (金山面) , 1î 814-815 ' 

41 D17302-82 ' 

42 D17302-82 ' 

43 载主辉， (金山面) ，页 824 ，主中插入引 ti DI7301-84-86 、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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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久後'奥性就的~置创有重大要化，由於擂案文雪中芷末清

楚提及原因，因此戴氏也未就明膊折之稳函'僵筒边曰 r臭分府於

道光五年九月唇'将廖科第及郭勃、隙和中等保碍。 44至同年十月廿

七日，臭分府改原判，将林特魁、林泉舆、朱永元(塾严朱朝随即朱合舆)

等原主E批抹淌，将采争地面'隔郭隙荒草掌管'立E命郭隙荒草修j懵隘察'

募添隘丁二十名防守。果分府於同年同月三十日，出示拾金山面一带

佣人知悉其判断内容。 J 45 

第三波的隘望制粉'自嘉瘦廿二年至道光五年'程遇九年共六任

同知的蕃理舆堂断，至此将於顺利解泱。隙边完淡新槽案中本案的wí'

E公遇程後，深受首代法肇剖棘的戴炎辉不自霓地以碗代法律文化角衡

量穰堡'指出本案的前EE遇程草草示了清{-';;Wí'盖文化的绿项特徽·清代

官虽到险防坠督不周、前22後慢叉煞的榷性、更差舞弊殿重、官虽裁

断#在一致性、民累健讼。 46

4 金山西望隘的第三波制扮陷段

戴炎辉的〈金山面)研究一文保以淡新憎案中记载的第一、二波

剌份角分析主题'亚未徊揄道光五年以後金山面窒隘的费展。他懂在

(金山面〉研究的「後言J 中，根攘地方志喜指出该隘楚地有大牢地

面，在道光九年阁， *!il淡水同知李嗣郭捐廉寅篇著家地 r傅民人随

虞埋葬 J '韶雳孩隘似自此峙以後腰弛，且自道光十四年金庚画大隘

刽鼓後'金山西三隘乃另隔金庸福大隘管辖 'Z主隘的未垒埔地亦隔金

庸福所有。 47

44 我虽晖， (金山面) ，真 824 '主中插入引柱 DI7301-98-101 。

45 载炎辉， (金山面) ，真 824 '又中插入引拉 DI7301-102-104.

46 戴炎晖， (金山面) ，真 825.

47 1在且哉主晖， (金山面) ，百 825-826. 戴氏障边， 1f，以{新竹靡志)(垂

北 日日新辄社， 1907)' 百 66 :以且〈新竹文献啻通讯) , 14(新竹，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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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戴氏封封~三波剌粉的法律中心主装分析跪荠完全错误，但

其因使用的史料舆研究赢角之限制，以致未能掌握隘翠健制舆官府地

方治理的完整阔聊'既黛法有效掌握逗些制份的毒草生主因，同峙也未

能遍富m、草草官虽在裁自街道些土地制份峙的地方治理考量。

三、清代噩湾土地法律文化之祉曹史分析一一

金山面望隘捏冥之祉曹史研究

相望才於前边戴炎耀等人的隘望髓制舆其制份之法律文化分析，近

年来'邵式柏、施添福舆柯志明等人以清{-';;熟番地榷愕制篇主题所提

出的土地制度史分析，臀毅军者以不同眼角来韶裁金山西黎隘的giJ鼓

意涵舆其制份远程。 i革些涵串内摩史人想晕、磨史地理事舆麽史祉舍擎

的跨肇科研究'引尊我例脱雕既有以法律中心主萎舆文本分析取律局

主的静慰概念性分析，使而~展出 程整键性世i 舍史取徨的土地法律

文化分析架槽。 48

(一)土地制度之社富史分析-----gp式柏、施j相舆柯志明

之熟番地榷研究

首先， il平迫邵式柏有踊十六至十八世祀董海熟番地模演费的厘史

人想壁研究。 49邵氏以塞尚土地拓塑匪程下熟番的土地榷益舆祉群j寅

费需主题'接展出一套在得清代噩湾政治程清演蟹的应史架棒。前面

相附记载岛依棒，

48 幸者以下封封三位牵者的抨述，主要不在讲其各自理揄闹事之争辩重估 l

而是就明三位牵者抹用的研究视角舆成果'如何引唾幸者提出以 F的圭湾

土地法律文化之社啻史研究架棒。

49 John R. Shepherd 仰式圳， Statecrn:，斤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 f 600-1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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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的{奎湾私法}一害，首以数十真的篇幅'倏列整理清代毫淘熟

番地撞政策舆番租颊型之演壁，邵式柏别在道些资料舆分析基资上，

利用鞍後整理出来的「毫湾文献蘸刊J 等堕富的官方舆R罔史料'重

新接展出解撵毫湾熟番地榷演缕的社禽史研究之主巨作。

邵式柏的研究成果舆突破主要有二 、提出政策演瘦角主制的

政治侄渭分析取徨:在毫湾私法以法律中心主装角取徨的研究徨，分

析重黠属各颊番租主巨型法律草E晴性黄的静憨法理事分析，但有回熟番

地榷政策演费之政治侄溃服籍之分析创黯零散或阑如'以致黛法有效

透黑道些番租颊型的座史性黄。丰目较於此， gp式柏的甜言由樱雕涉及番

租法律性贵的揄嚣，但分析重黠则改局以制度Z命的嗣角， E羊徊载明清

廷篇有效毓治渥疆毫湾，如何透遇熟番地榷丰目阴政策的政治德满操

作，而在理史日号空下型塑和改造出分配漠番罔土地撞益的各疆番租颖

型。邵式怕的研究'因此能绚较完整地呈黯出渲些番租颊型的法律性

寅舆其匮史演费，以及透颖出i重些番租颊型所涉及的政治舆程满意涵。

二、到清廷渔疆治理理揄舆熟番地榷政策成效的不同言丰估在噩

湾私法舆後穰{尹能嘉矩的研究惶，倾向於~2定清廷的熟番地榷政策鼓

然成效'熟番地舆番租因此流失殆盏。相到於此'邵式柏~2m道些以

熟番「流酸甜J (displacement scenario)昆主的傅毓言盘剥大有罔题，他以土

地契字舆日治初期土地拥查的程辙资料属攘，韶属清廷主主温熟番地橙

保黎政策的操作程寅具有一定的成效'他主强西部熟番币土群篇由番大

租程制的制鼓得以「留住原居地 J '邵式柏同峙部角要清史肇界有阴

熟番流雕失所的但除黯察， j来奠基於肇界傅炕上街清廷治毫政策舆理

念所持有的「忽路就 J (neglect hypothe叫截黠，即韶角清廷立主然穰植治

理查地的意圃'很容毫地官僚滴眼赤角，以致社舍勤面L频仍。召H式柏

韶角遣军重翻黠以碗代圃家属判擎看待清廷因家的政策{乍筒， E丰估上因

此失驾量，同峙也然法持平琵裁清廷渲一傅梳国家属有效治理渔匾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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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出的政策努力舆具幢成效。

邵式柏提出「理性圃家」的圃像，主'*清廷圆家在其固有的财政

舆行政箱槽的限制下，就圃怨自ßWl H草熟番原镇地土地楼益的番租安

辨'有效控制渥疆墨地的土地拓塑活勤'芷藉此建成协助熟番留住原

居地的族群安定明肤的目的'促而解泱漠民不断拓望土地引瓷的社售

治安罔题一一包括漠民界外叛乱、熟番暴勤舆生番越界毅人等族群衙

突舆民费。召H式柏~;g局清廷治墨的政策部鼓舆修正'主要依赖於三

穰治理因素 「圄防策略、控制成本舆税收潜能 J (由盹町， control co血，

and revenue potential)的不断言平估衡量， 50康熙、雍正舆乾隆三朝基於董海

壤境的持箱整整勤，在道些要素的理性衡量下，不断主勤修正熟番地榷

政策'在2而於乾隆三十年代我展出「番大租J 的制度'有效服膺噩地

漠番周在熟番地上的一田二主租佣惯行'稳定了阔望秩序舆族群阔

f果'在E而羹定噩湾的社舍穗定。

告量管自H式怕的社舍史研究仍有苦多罔题，但他以清代国家治理技

擎(血tecraft)局分析主轴的政治侄满分析'到於i清代土地法律文化裁题

深具罄载。一方面，提示我例清代地域社舍的土地惯行'既弃静憨tliî

定的法律阔保，也弃在民人阂垫匮程中自然而然~展起来的，而是舆

国家整理毓治考量具有繁密阴聊。另一方面，他的熟番地榷政策演婴

研究'不{旦颗示清代圆家赋役惶制舆民阁土地法律阴{旱的密切阴{系'

更提示我例清代政治、程椅或法律上的政策章。鼓舆修前'是基於国防

策略、控制成本舆税收潜能的整惶估量。

接著'言才揄虚史地理壁者施添福有阔熟番地榷的社舍史研究(初;7.

程表於 1989舆 1990 年) , 51施氏以竹整地W;J:骂主的土地拓垫史研究'同楼

50 J. R. Shepherd (即式制，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p. 5 
51 施添楠，<;青代圭湾的地域社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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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土地阔垫舆熟番地樱流失罔题带来重大的突破。傅毓的熟番地

榷研究缺乏精晤的理史地理考盏，然法礁器各峙期土地政策的影警缸

圈、或土地契构的黄隙坐落'使得道些研究推揄往往缺乏厘史黄lliE性

舆峙空感。施氏别投入籍人的毅力舆耐心，带著地理壁者的敏感舆技

薯'耀自摩史文献的比重才爬梳以及摩史田野的贾地考察'刻董出清代

竹整地匪的土牛阂奎舆E域毒草展圄像。

施添福&B1骂清代治理墨湾，面壁才J莫人拓壁的浪潮 • f骂了防止漠民

富藏於番地'提使生番不能逸出f毒害，速在康熙末年即探取分疆置1界

的番界策略。他注意番界政策雷履程性寅上的事事费。早在乾隆十年以

前'番界是指漠民舆生番的界限 i 但在乾隆十年以後'番界政策已由

原先的隔雕漠民舆生番，逐渐碍费局面隔漠民、熟番和生番。他韶窍

逗些麽程修司的番界政策躁不能完全控制漠人拓翠的道程.{I'!仍到漠

人移塑舆熟番地槽流失蓬生一定的影窜。

施氏以竹雪'Í1lli域的同费道程局例'指出十八世祀熟番地榷政策的

两次重要费革 乾隆廿五年的土牛潜(蕾番界)舆乾隆五十五年的屯

界(新番界J .将竹雪E地E董Pl成三带自西向柬洼德横衷的人文地理Illi:位

於土牛满以西的漠望声拓望匾稍稍局漠望Il!iJ 、介於土牛潜舆新番界的

卒埔族保留~(筒罹保留匾)、新番界以束的险望卢拓主!;!Illi (筒隅隘望IlIi J(参晃

圃三) 0 52施添福~?2， f毒运兰佣人文地理臣，因其形成的背景、摩程以及

漠番橙丰IJ舆萎荡各有不同'在土地拓望和程营方式以及社舍粗俄方式

上皆孕育出各自的匾域特色。 53

"抱添福. (清代垂湾的地域杜啻) .百 81 -

53 施添福指出 「就土地的拓垫舆短苦方式而言主垫匾以靠户和j冉玉'自

整制冉材，保留医以私垫制‘自整和l舆屯暨制马玉:"，隘暨匾以整乒制局

王·圆徒著这些不同土地拓整和短营方式而且生的社啻妞城分~'JA 漠垫

医的地缘杜舍，保留匪的血球社啻，以且隘整医的既非血球亦非地璋的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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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注意的是'施添福到於清代熟番地榷政策舆其施行成效的需

估，较接近伊能嘉炬等傅毓g，:r?J骂「熟番流雕失所」的我法'而舆邵式

柏厂留住原居地」之吉克大相淫庭。 54施添倡言72，1骂傅统以「番黎不5音耕

作」角因解释熟番地榷的流失有其不足，他费项乾隆中期以前竹重社

番的生意技俯瞰较漠民落後'但已普温营得漠人晨耕技衔'因此他主

强清廷的熟番地撞政策是熟番地檀流失的重要原因。施添丰画详细分析

熟番土地杜贾契构的内容，业配合清廷番界政策的演蟹'指出乾隆中

期以前，在雍正朝鼓励漠民阔盔的政策下'到界内熟番地的保革相富

泊桓'更因言果自向繁重、劳役多、供差繁的结故 1 土牛界内「漠雪~~J

的熟番地绕乎已全部杜贾始漠望庐。乾隆中期以後，清廷政策挺隆精

勤社啻J 事且{清代圭湾的地域杜啻) .胃 110-111 。不遇'拖添搞这

些以竹整土地拓垫屉程再基硬的社啻秩序相嗣衬擒'尚不拘阳址、且有不

少附属 B 但其晚近的线伺吁究己克服这些阔端，祥如经由土地拓暨史迪

程'就明了地域社啻各颊社啻姐战闹悻(包括血球、地球舆韭球)的建椿展

程'完整阎明了傅统漠人社啻秩序的骨生牵遇程 a 李且抱添福. (清代圭

湾北部内山地域社啻(一)一-}).罩前埔冉例) • (垂 i智主属。. 55 : 4(去

先 .2004.12) .贾 144-201: (清代圭湾北部肉山地域社啻的多揉性 以

三琦整医合股拓整相探〉叶辛表於中央研究院圭 J，r. 史研究所事题，寅祷 .2004

年 8 月 31 日清代圭湾北部内山的地域社啻且其医域化 ，λ苗呆地

臣的路隆溪流域岛 11仆. (圭~.f又届主) .56: 3(圭北 '2005.9) .直 181-242 -

施添福这些明究'颇可舆日本中国史牵界线住地域社啻翰的研究封革·李

克上田信. (恬统中国(盆地) (宗族) I二必'6明 J青咛代} (束京 端技

社. 1995) :山田肾. (移位民町秩序一一清代四川地域社合史研究)(名

古屋 名古屋大牵出版啻. 1995)ι 萄池英明. (庄西移民社合t 立于天

国)(束京凰曹社. 1998)-

54 即式柏作品完成>{- 1993 年，害中路引用了花添福收锋才子竹拉地E庭史地

理研究一害的线篇章韭作品，但他芷未，主意施;在福有附熟番地榷政策成挂

的抨估舆其大冉不同。舆施;~福相比'即式柏封种番界位置，λ在孰盎土地

流失的衬擒'有言午}明榻的屉史地理上的疏漏。 "P 式柏舆施;$福揄黠比

较'另可李且柯志明的t乎这. (番j~ 京) .百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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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1 甜言由柯志明的熟番地穰研究。 55柯氏注意到就清廷毓治舆

熟番地榷阔的朋保'施添福舆召旧式柏提出的理言自可以分别隔筒「国家

剥削揄」、「理性圈家预 J 两程揄黠到於清廷熟番地榷政策的成因

舆政策成效的需{古相互f~筋。某锢程度上'我例可以就班然邵式柏舆

施添福雨者皆以制度揄局取徨，就圃~展一锢兼顾国家舆祉舍互勤的

社禽史研究，但前者颖然遇度窍大固家的作用'忽略了地域祉舍的回

愿舆影誓，後者徊敏描糟了士也域而土舍的委展摩程，然未通富辞估作局

其分析背景的圄家政策演娶的渥精舆其真正成效。

柯志明的磨史制度输研究，策收两家之泉'避阂温度偏重於固家

或地域祉食的胡角，妥善魔理清代圈家舆地域祉舍的屋史互勤。首

先，柯凤俊雄韶熟番地榷保留舆流失程度的程除事寅出费，透温土地

申告毒舆淡新槽案等车~t靠资料. 56精略就言十熟番地(番租)到应坐落在哪

惶，叉保留或流失多少。他~项番租坐落分配舆施、召力雨人的翻察技

不相符，番租主要坐落在施氏定薯的治漫土牛界内的残存熟番地舆熟

番保留匾内。逗既荠「国家剥削揄」指榕的「大量流失 J 也弄「理

性圆家就」主强之坐落在「原居地 J 而是一穰「熟番地重新配置J

碗象。

角能有效解释新耀跪事贾，柯志明利用官方奏擂舆岸惺祉文害等

官方舆民罔史料 . t草清廷墨地治理服籍的整幢税角，重新解释康、雍

舆乾三朝的熟番地檀政策一一番租颖型的赞革遇程。他将i茎些政策续

革舆新~琪的程E撞事寅到照，就圃解穗爵何界内漠雪!Hlli的熟番地舆番

租大量流失'以及土牛界治i量舆保留E内的熟番地舆番租叉是如何制

飞

2
9

俨

a
i

善
与
t

辛
茹
密
警
型
是
毫
辈
♂
在
吃λF
f
t
ζ
T
E
F

气

l
J

55 柯志明. (番豆国家) • 

56 土地中告喜马日治初期的土地调查青料，目前佳剌什北二堡、竹北一堡、

什南一堡青料完整留存，北部地医少数线堡青料佳丰碑保留'原本现藏南

投圄史馆壶湾立献馆，中央研究院民族牵研究所藏有搜印本 a

蹲趟'以理番禁塾角由先後副定新蓄番界，成立禁垒的保留E以保盖

熟番耕作赘瞻，但在清廷攘派熟番守隘的重役鱼檐下'熟番缺乏一伺

能绚「力晨」的安定瑕境'以致「保留I)'l; J 内的熟番地仍然不断格由

杜责舆典膜而流失。

施添蓓的研究，到於清代淡新地E土地法律文化的前揄提供了两

{固重要的草草哥哥 1 到土地政策在地域ffd:售施行成效的摩史地理分析

施添福的研究搓着墨於熟番地榷政策的商程费草，但比较像是将其首

作分析的背景. il也不太探究政策演娶的政侄航船T析'也不虞理其舆

国家治理渥辑的朋聊。但其研究箱由土地阔塑契字的群徊爬梳，言羊迹

了在熟番地榷政策舆制度演费服箱下'民罔澳番具懂我展出来的土地

租佣憬行。他一方面，提示土地契字的研究者.J!!注意其舆国家赋役

政策舆行政罔的阔聊'另一方面，也提醒尊以政策周本的研究者，民

阔前土售的贾陈土地惯行蜂舆圆家政策有闹'但也可能儒雕政策的期待而

有多模的裂展'因此必须参照各疆土地契构灾害运行履史地理事考察。

2 由土地周教史研究撩展角整髓祉舍秩序的分析施添福不僵研

究土地慎行的社舍费生肇遇程，他更就圃把土地阔翠的研究渔一步横

展篇社售粗辙面向上的社舍连带分析。愿注意施添福不是提供文化揄

式的社售逼带分析，而是前5曲在土地阔望或者挠晨棠钮溃毅展的具髓

社舍服格下'不同隋唐或族群颊属的祉舍成员如何在道些社售程清阴

保的基踏上，接展出血钱、地簸或者棠稼的社舍淫带阔保，徒而建椿

出特定的社舍秩序。道些分析提示我何，清代毫湾社食是以土地轻涝

角主展阔的屋是荣祉舍，土地生摩阔保既是，经清阴{和甘主髓，也是政治

阑保的费展基睫，同碍是集障制粉舆民罔商解的主要裁题'反温主任

看'地域祉舍的政治阴保舆法律文化也舍封土地回保莲生影警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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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丰目嗣律例规定的匿史温程'立直就明其舆清廷治理政策璃折罔的摩史

阔聊。"另一方面'柯氏在政策分析中'也言才5曲了各银宫具封封熟番

地穰言障言企制粉的蕃理情形'指隙官真既荠硬性通用既有律例规定'也

#燕嗣律例而以民罔情理主翻裁断，而是在地方治理的整憧考量下'

决定律例的温用程度'甚至重新更改律例内容" 58 

因此'柯氏嫌弃以土地就器的法律文化属研究主题'但其分析提

示法律文化研究者，土地律例或惯行的副鼓、演樊情形，煞法罩徙道

些律例桶篡或f寅行拥查的文本上察知;而且，道些律例舆憬行在剌份

解泱峙的建用情形，也弄在法罩以前法或放这制粉的文本中完整探查。

土地法律文化的相拥研究，臆具有社舍史的整幢性考察'方能遍富~!&

裁哪些律例懂?骂空文'哪些叉在特定的摩史峙空中有效规能了民累的

民事憬行，业完整击得清代官晨在四土制份中的裁断渥帽。

2 熟番地榷i寅樊舆熟番祉群政侄繁革的ffd:舍史分析柯志明除了

地方治理典土地桥桂 157

"这些政策规定舆演理如同其他清朝重要政争一般，皆收入了大清啻典事例

典太清律例。李克{清啻典垂湾事例)(圭湾立舷芷刊 226 :查此。垂F丰

银行短;;!f研究室， 1966) ，百 24 、 27 、 29 、 42-44 、 148-149 、 169 :薛九什

著述'黄静嘉辑枝， (或例存疑重刊本) (圭北 吴国亚洲擎啻中文研究

青料中心， 1970) ，百 505 、 5日。但律例仲l修情形舆轨行通程'黯然在法

草由这些律典的主本分析察知·

58 柯志明在以熟番地榷政策演费冯玉趣的苛揄中 'p庭问接擒且各扭官员封

於土地纠纷的裁断逼辑'柯氏曾明言·广恤番政革不佳在形式上明主规定

熟番地榷舆番租额的保瑛以且技立辜贵械椿理番同扣衙内'官万在霄睬轨

行上就番漠间土地榷利纠椅所作的裁决典庭理万式，也椿成恤番政策的主

垫内容" J 事且柯志明， (番顽束) ，真 226 "另外，柯氏也曾在一倒量

研究捏，以岸担社番束五舆核社翁仔地匡溪怕之间的租相控章禹王趣'提

示如何超越主席挫主害的文本就在l'以社青史的视角剖析桥桂费生舆其解决

所涉且的制度性脉络·事且柯志明.(;青代壶，肾平埔族舆溪人间的土地榷
利脯{，f，一一以十九世纪翁仔社地匾囊相叫纷岛宵例的分析)(民国八十七

年度圈科啻研究计主中靖通遇之计主害) " 

!: 

置、芷保留下来的理史温程。柯氏我rjì康、雍二朝舆乾隆初期的熟番

地榷政策较角泊植，存有各疆制度上的漏洞放引致辞多#预期的政策

後果'以致漠垒臣内的熟番地大量流失。运一结果叉引登了政策赞革

的医力'乾隆中後期以来，清廷的熟番地榷保建政策乃渐趣横握，乾

隆九年皇帝特使高山巡翩噩地後，程由国防策略、捶制成本舆税收潜

能等棕合考量'提出以族群政治局考量的「兰屠制族群分俯架槽」

~ð式圃透温重新配置熟番地'遂行「生番在内、漠民在外、熟番周隔

於其中 J 的新规割，藉以控制毫地的土地拓翌活勤，益冤除各族群的

勤菌L舆相互衙突。

柯志明群注了三屠制族群架榕在乾隆中期舆晚期的逐步落寅舆

修正之温程。依其分析'在道数十年国家舆祉舍互勤犀程之下熟番地

榷政策侄瞪了富含麽史楼遇的演蟹'徒而造就了土牛界舆屯界雨倏生

番界以及土牛界内治渔舆保留匾熟番地重新自己霞的项象。因此柯志明

主'*熟番地榷政策的沿革，不是一程远遇牵挂持「族群安定瑰肤 J 以

遂行低成本祝治的演化温程(邵式柏揄黠) :也不是政策轨行引袭圆家剥

削後果，以致熟番不堪摩榨流离住失所的居程(施添喝:南黠) ;而是在三屠

制族群分怖架槽落寅修正遇程下的熟番地重新配置。

就土地法律文化蒜题而言，柯志明的研究有两项重要提示

1 土地律例的副鼓舆通用的社舍史分析·傅毓的法律文化分析'

通常舍试圄辨韶m器制份所涉及的律例规定 'Â直辨析蕃理官员是否依

操运些律例娱定道行裁定，然而，道些分析通常将律例首作「已健在

那捏」的静憨法律文本'既未能韶载道些规定的制鼓舆演繁理程，也

未能凭察官虽在法律裁断通程徨'所遥行各撞具髓考量。

相望才於此，柯氏的研究'一方面'超越律例文本的毒面表迹'耀

自望富的清代中央舆地方官府槽案舆民罔史料的比封爬梳'徒币土舍我

生擎的角度，比前边的邵式怕，更正榷地考察了噩地富虽生崖熟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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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大小租棠)土地生邃阔保'不懂是地域祉食自然而然屋生的土地惯

行'而且更是官府土地律例引尊影警下的生蓬阑{果。同峙，~些兼具

律例舆憬行内涵的土地契钓阔保，一方面舆官府的政治、程糖1乍扇密

切相阔，另方面也舆地域祉舍的政治舆程糖毅展相互扫淫。另外，@

些一田二主髓制，在各锢峙期的莲作舆袭展温程惺'叉舍有些中目阔的

土地制粉出珉，而圆家舆地域祉舍在Z序言E舆拥解屠次上的法律互勤'

除了解泱道些制份以外'反遇来也舍影警国家舆地域吐售书E土地罔题

上的政治舆槌溃的互勤阴保。

因此'策者徒道些研究徨~展出以下的广土地契豹秩序」分析架

槽'藉以分析清代淡新地面狭恙舆庚萎的土地法律文化一←以土地前

悲痛主题的狭莞法律文化，及以土地契豹(法律)阔保局基睫的整惶祉舍

秩序{庚载的法律文化)(参克圃四) " 60 

本文提出的土地契构秩序概念舆架情，主要有以下要黠

l 淡新地臣的土地契构秩序是以「大小租美契构阔保J 窍核心的

德憧祉舍秩序，主要由三组相互阔聊的社合制度 祉舍耀溃、地方

政治舆法律霞制 共同槽成。道三粗制度最箱'椿成德满塌域、政

治塌域舆法律塌域三f国阔保性空阔的主要渥作樱制，且每一粗塌域皆

是由困家舆地域社舍所共同#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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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髓熟番地榷演婴的祉舍史分析以外，另外管以中部熟番祉岸惺祉角

锢案 'E丰Z由十八世祀中期熟番地撞政策的演费舆该市土祉群政怨赞革阔

的互勤温程。"柯氏仔细前言由官方番政费革到於民罔岸徨祉群财政舆

撞威髓系的影馨，道些影警包括重塑了官方、漠人舆熟番罔的相封阴

f系，同峙也己生娶了岸想祉i 群内部祉番之周的阴保。他接碗清廷的番政

费革'踵造就了岸樱祉堕厚的土地收益，但也尊致社番内部圄镜番租

榷益控制榷的殷重内向'番祉集惶的傅统的檀威舆财政髓系反而瓦

解，促而造成番社的整惶财藐危楼。道道一步引~檐鱼番界治渥守隘

任薪(方面防止生番入界被人' 方面监搜漠人不得界外同塾)的番社'藉守隘

之便聊合漠人私塑界外，道些私窒活勤叉引~大规模的界外械问民

缸'远 步迫使政府於乾隆晚期再次道行界外清丈舆刽鼓屯番制的重

大繁草。

柯氏逗→惆案研究'提示法律文化研究者，土地律例舆惯行的法

律割鼓舆演费'除封民罔币土舍各饲族群或隋唐的程满活勤蓬生明颖的

影警外;也舍因祉舍祉啻生活的整髓性，而影警了民罔社舍既有的政

治阴f系，茧己生费了民罔祉舍各族群或隋唐阔保内部或之阔的穗:定性，

同峙 i重些耀溃舆政治上的演费'叉可能回温\lJj来影警了各极富府的

政策舆法律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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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击律史牵者寺田浩明典岸本吴错布料，青代法律文化研究由主昨拴禹王趣的

分析'摘展品以社啻契的闹悻(尤其是土地契约附体)再基槌的清代 f杜啻
秩序」分析。前者粹其稿再「民事(土地或时庄)法秩序 J .後者自'1辑马「主
撑著契约网佳的秩序 J .李克寺田浩明. <榷和j典冤忡一←;青代珉苦和民

串的民事，去秩序) ;岸本吴蜡. (明清契约1害) .雨主皆于1於王 E新、

:在治乎编. (明，青峙期的民事事1'1舆民间契的) .但幸者以岛这些以文化

揄冯主的分析'未能通肯耐照清代社啻制度腺格舆法律文化的整幢蜗聊'
祥如持边且幸者另王. (清代土地法律文化一一哥克取役舆理揄造展的并

析) • (法制史研究) • JQ(圭北 .2006.1匀'百 223-252 • 

(二)土地法律文化之祉禽史分析一一清代淡新地匾土地契前

秩序的研究架精

;
d
i
t
-

革

徒前边三倔熟番地橙的前土舍史研究徨，可以接碗清代噩湾的 回

59 柯志明. (族群政草、土地租怕阳帽舆罔整一-十八世纪垂湾的番政嗖革

典岸手里平土的电械) .授在#圭湾社啻牵社典中央研究院社啻牵研究所合辫

「圄科青 84-86 年度杜啻扭卑趣计主椅助成果择在啻J (量北，中央研究

院社啻牵研究所. 1998 年 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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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程谤、政治舆法律相互阴聊的阔保性雪罔中，耀演培击域主要

是由国家的赋役制度舆地域社宵的土地制度所组成的;政治塌域别是

由国家的官僚制度舆地域祉舍的娜庄制度一同椿成的;法律塌域自H保

由画家的m~制度舆地域社舍的商解制度共同组成的。

3 朦注意的是，各伺场域内的主要制度在概念上碰可辨韶、出保由

圈家或地域社舍各自主薄的'但道些制度的生成舆遣作仍受到国家舆

地域祉舍罔互勤温程的共同制拘舆影誓，盖在~些互勤摩程檀费生各

程匿史演费。

依操运一框架'肇者部属若要完整了解淡新地臣的土地法律文

化， lfI!.ò真以祉舍史的取1里同峙分析淡新地臣的土地岗望舆土地制份雨

想活勤。在分析土地阔窒活勤峙，愿考察圈家的土地行政惶制 包

括赋役制度舆官僚制度，舆其演樊重才於阔窒活勤的影馨，且须分析地

域社舍在土地行政提供的制度空阁下'我展出何疆土地生崖模式一一

包括土地制度舆娜庄制度，以及该模式的厘史费渥。同峙'愿鼓兼顾

国家舆社售互勤的温程'考察土地生屋到於土地行政的反馈温程。

膺注意的是，施添丽的人文地理臣理揄舆，短骏翻察'跪受到柯志、

明的挑鞍修正，但他辞徊考程土牛界舆屯界坐落'描稽的「竹整三{固

人文地理应圃 J --ì莫奎匾、保留E舆险窒匾'仍属柯氏研究熟番地

榷峙的参照框架。 61依照肇者博揄的，铿赣研究，淡新地Wi~革三锢地理

臣的土地行政舆土地生蓬模式硅黄有其差臭'以致三锢E位的土地回

61 封施添福相阔研究的并i!'除前边柯志明有阔孰番3也稚的待告揄橙外，另可

且苦者， (土地契约秩序典地方治理一一十九世化量增淡新地医土地问垫典

土地桥讼的屉史制度分析〉的封据典修正，事且第二章「漠垫蓓的土地问

暨舆土地叫蜻 J '封施氏时，主暨医草堂路局锢量的研究提出修正 I 第二章

「熟番地的土地阔整舆土地钊份 J '亦封施氏以竹拉杜番地流失冯主且趣的

衬靖提出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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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E舆土地制粉，以及其衍生的社舍秩序模式也有黯著差臭。舆此相

较'前边戴炎辉的分析，僵以淡新槽案罩一案件的文本就祠属材料'

到於淡新地E三f固人文地理E的土地阅望舆土地行政髓制的~E裁不

足，以致惩法通首定位金山面壁险所涉及的峙罔舆空罔HJií籍'业正碴

言圭穗言草案魏波土地制粉的虚史成因。

此外'在分析土地和l份活勤峙，我何也愿注意道些土地契豹制粉

不是在民阔前解空阔舆官府部悲空简内以完全相互揭立的方式加以

解泱，而是不峙涉及两{固空周内的交涉互勤。同峙'前边由土地阂窒

活勤建椿而成的政治舆辍漓健制，不僵解撂了土地制粉的完整起因'

同峙也具髓影警了民罔翻解舆地方都悲雨伺法律空阔的制粉解泱温

程。因此，研究者必须恕裁剃粉所在地的政治舆德满服箱'方能温富

登释道雨锢雪阁中的制粉解泱温程'以及其解泱渥帽。同峙，也愿反

温来分析制粉解泱遇程所髓硬的狭装法律文化，叉如何反精影警了淡

新地E後馈的土地周塑活勤。若望以土地言阵营企爵分析到象峙，尤lfI!.注

意作角官府地方治理之一瑕的m~制度之遥作，舆官僚制度以及赋役

制度道雨锢地方治理面向罔的朋聊。

ijjjf 

(三)土地法律文化的社啻史研究锢案一一金山面理隘擅寞之

社啻史分析

前文中，肇者以戴炎辉的研究隙迎角本'我明法律中心主装属主

的文本分析到金山面组案所作的厘史描糟·接下来，肇者将以参照施

添倡竹整三锢人文地理团圆「圃三」改糟而成的「圃二 J 取代作爵

戴炎耀分析依攘的「圃一 J 重新攘以表边金山西望隘的主席~温程。

相较於「圃一 J ' r 圃二」提供了相首不同且堕富的「摩史空阔想像 J ' 

依鼓圃金山面望险属於施添商量PJ定的保留E内(竹重币土地囚)的一部

份. ã主望隘在竹重漠塑臣、熟番地舆隘垫E罔的相到匿史地理朋{果，
, 

3
2
5
2哑
，
也
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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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影'I!了该地E的土地拓奎匮程。

以下，肇者按照圃囚的祉舍史架槽'配合其他相阔史料，重新需

注淡新槽案中@些法律言挠的深居意涵，言羊揄道些前Et活勤舆本E整

幢祉舍费展阔的阴聊，阳明金山面壁隘捏案在新ff!fl角下所髓E克的不同

圃{象。

1 金山面新隘篝鼓舆第一波事望陪段

首先，封封本匾地撞起源的裁题'戴氏依爵王公文曹推断'金山西

望险原角竹整祉所{占布的公有地，因此漠民鼓隘望穰峙，均先向竹整

币土番始垫'业徽纳番大租。但如柯志明有阴熟番地榷的最土舍史研究'

该E业奔竹重社的傅毓公有地，竹重社之所以f占有本匾，撩有收取番

大租的熟番地槽，寅是雍正舆乾隆中期清代官府在墓地穰桓副设的熟

番地榷政策的虚史蓬物。乾隆二十年代，清代回家在毫推勤三屠制族

群分怖政策'淡水臆在上，饭的引毒下副鼓隘番审u '促成竹重而土番以隘

番角色在土牛界外的重新配置。 62

依隘番制的原规置。'竹墅祉番在土牛界遗守隘'一则防生番λ界

内毅人'一别防漠民界外私望滋生事端。 63士牛界外的隘外未塾埔地'

{革准竹重社熟番自耕，不准招漠民塑耕. 64{旦依琪存契的文害舆金山

面摆案文蓄，金山面塑隘上方土牛界外的黄山仔溪社地(下黄山、柴梳

62 柯志明， (番琐事) ，贾 184-209 • 

63 侬棕竹先一堡冉竹先二堡的土牛界、地形舆土名推断'在乾隆二十年代至

四十年代FJ1番制连作期间，淡水同知在至少土华隘口(椅梅土牛再造)、望

高模(凰山崎隘遗)、隘口庄(犁颈山随)、下圄山牛路顽(员山仔隘)等庭 1 ;，血

按有什整社番守阻·另按淡新措靠背料'决4同如在这段期罔，以隘番投

隘才巳守圳蜻再由，强制北菇、将且绽路典草置赂等漠整 2占~户除昂的什拉

社番租外，另外加股不少番租蜡竹盘社番，以攒捕守隘社番不足隘槽，

DI7211-41 • 

H 柯志明， (番颈家) '1i 1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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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埔顶舆面重埔等庄'参画二) ，於乾隆三十舆四十年代已有漠人λ楚。

前面提到的林特魁、林泉舆舆到光格等土牛界外的蕾望声，就是在此

峙向竹骂Q'iÏt土番拾得望批，向竹整肚守隘熟番交刷番租'亚自~;g望声招

漠但或由家族自行拓塑。道些界外始奎案例'可能舆彰化脐岸捏祉隘

番壁守自盗，招但私望界外埔地情形相仿， 65但也可能保淡水官方雳

篝措隘番口理'特例准E午祉番招j莫徊拓垒收租。"

但燕揄林特童基等首阵向社番盘古望是否属遣法私垒'乾隆晚期清代

圆家的熟番地檀壁辈革将究合法化了竹雪lîifri番道些望地的「番大租」榷

益。乾隆四十舆五十年代，林爽文之量L前後十多年罔'清廷F骂解泱奎

I也因界外私塑罔题引毅的勤简L罔题，又局副鼓屯番制篝措屯番口檀之

所需，乃在圆防策略、控制成本舆税收潜能等政策要素的棕合估量

下'线次派大量清盖界外己主E舆来望田圈，业透温熟番地槽重重~J舆攒

输等赋役政策，全整修言丁了界外保留E内各想回国的地穰蹄鹰。因

此'在屯番制相阔的政策演婴下'淡水腊、将圃二中的最山仔溪祉地、

郭隙森险地、部F草春隘地、南重埔隘等能圈内的己塑田圃，定局「锦

番管耕回国 J (垂圃二) ，仍蕾自带原在该鹿虽山仔等虞守隘的竹事~f，土番管

棠，抽收完正供的「番大租 J 0 67 

65 柯志明， (族群政策、土地租f田蚓骨、舆阔堡~一十八世纪圭湾的番政绽革

舆岸祖社的危榄〉

曲柯志明， (番豆吕京) ，直 199-209 • 

67 依{淡水展志)(圭j守主成芷子'J 172; 量北·圭湾银行煌，骨研究室， 1963[1870]) 

践使志屯租'Il(百 96) ，乾隆五十五年也番制制枝叶，淡水鹿界外己整田土

除少数局番自耕田圆(墨成後可招，呈现耕佣人在t~t较高数额的番小租)外'

多数均蹄番苦耕田圈'仍由熟番向相橙漠人微收克正供「番大租J 。但依

日治初期土地中告者青料，本医遗留番租数额甚少·且依本章拆桂主害做

边的把整111:程来看，本I&l@，非熟番自耕田固，而皆冉徽收「番大租」的蹄

番苦耕田圈·乾隆晚期屯番制制，t峙，官万珩扑耳外田圄舆未整3南地的清

茸规定'另可事且柯志明， (番豆贯家) 'J( 268-2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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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舆金山面整险粉争相阔的是，来毫平面L(林爽艾之就)之惕辩大肇

士陕甘熄督面康安凝定的屯番制草案，原摄i盖踱除地方官府温去重Uil圭

的民番隘制'全敷由屯番取代守隘任貌，@铿噩地宫虽毫渭知府揭廷

理等宫具的修正据主器'最後的定案泱蘸保留黑番险制，同意「近山之

地'照蕾鼓立险所'以资捍街 J '亚「黄成各隘酋督率肚丁寅力巡察'

舆倍;只屯丁相f毒素裹 J 0 68此外，屯番制定案内清廷置l定屯地外旅爵

新的生番界一-Jlp.包界，吉革命地方官府「楝用墨厚石料'量立界碑 J ' 

完全禁耀「偷越之凰 J 0 69但黄隐上，地方官府基於在地的治理考量'

一方面，未完全遵照中央筋舍，篝鼓如土牛界一般固定明颖的屯界;

另一方面'地方官府篇尧寻|鼓(生)番害(漠)民缸'踵遵照中央输舍禁止

民番横植向屯界外拓望回圈'但在特定峙期舆地域'基於防番目摞的

檀衡下，官府亦舍主勤篝鼓或被勤准言午漠番以篝措隘撞撞防番房前提

道行的有限隘翠活勤。 70

乾隆五十五年以後，圃二中前边的土牛界外保留E内的币土地舆矮

{固隘望地'就道楼透温i莞番合作鼓隘防番拓塑的模式'隆徊在新定的

屯界渔像往外阔蟹。但至嘉度中期'漠婴声舆隘番自行以具山仔i案币土

地遗像真山仔隘爵主的隘望活勤，在防番功能舆拓塑田园上都颇有伺

限·嘉厦廿年搪任淡水同知的薛志亮'在重城安危的治理考量下'乃

透渴赋役安捞的方式，樵前1p.重整鼓应隘捞舆拓雪E活勤，郭隙董草签隘

的新隘割言是活勤'即是在道攘的地方治理服格下，由官员镇薄E草地民

68 c-青#疏遗章) (查清主献芷刊 256 :壶北·量涝银行经清明究室， 1966) 

真 51-54: (壶盘盘雄甲靠) (圭湾立llJ;.芷刊 31 :量北 ι 垂涝保行短济研

究室， 1959) ，贾 1-50 :柯志明， (番顽事) ，页 237-275 • 

69 (量盘盘鲸甲集) , ~ 46. 
70 什缸地医乾隆π十年呈尤错年同各地剃t茸的隘堡桩分饰，事且施添福的整

理， (清代量湾地域社啻) ，直 88-89 :另什甏三堡向的隘暨路才位'可

事且本主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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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促成的。富峙'在同知薛志亮的篝鼓要求下'由民番凝成立直耀醉志

亮批准的「新社番同捕民鼓隘保民费地资桓公裁章程 J 除楼前了该

E隘藐膺弛情形外，亚提出了改革篝藕

查限仔内，自土牛界起'至雯溪内青山一带，南至1民仔林北呈柯

仔涯一带荒埔'房、在蜡官蹄屯征赋'只保招堡取肯隘樨……但是

私约所青者，不通一隘楼需之额'芷未经夜雨隘，本草草安堵·乃

有一穰奸民'稍安则圃利贪肥'稍危M椅子现笠…·籍保私约'

且且在惠章'任意抗给。或曾经向给堡草不堡'藉局己棠'待招别

俑技法甫成，别迄意拉手'使"ilt法之人掣肘'允番到境，熟人竣

息'一短被援'居意样索 'lf挂不己'株罩~端。及蒙傅窑，甲

椿勾番，乙稿越界'欲侠吊同隘首隘T等封霄'则恐核隘有失巡

防。欲吊同核庄相贸钩，又$绚私。鬼战挨延'搜索滋弊。如此

橙抗弊舆'有名各霄'能不有致各隘丁逃散'田圆荒茶'集人敢

耕'兑番到境'集人设法·斯峙尚有一二憋不丧死之徒，冀免租

赋'私越偷堡，每每简勤生番出撮'不特屡事频援惠衷，且贻界

内居民决息'梵惶不己·或将田囡抛荒'或通别庭。按厥由来，

皆因民番不能相辖，未经贵成约束立案故也.....盈盈全查工业巫

赴堡自耕自察，因在青本可先建隘固墙，先清口橙'推以成事。

EE就以各番相信者，星u隘首。其出青建隘固地，协同级理者，

海艳理董事，兼』是整乒'就核隘现指地段'散行招蟹。番蜡核隘

丁首约束'民蜡1主德董约阜'各阜青成。 71

郭勃、隙和中、草草正月等即依此章程合股出面粗俄郭隙草草新隘'

但同峙iìP有那愿春舆臭倒等出面争取篝毅新险'因此引费金山面整隘

的第一波号辈辈斜粉。不遇，因险望活勤侮未阔始，业煞有债值的己整

71 DI7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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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菜可以争估'因此制粉很快就解泱。如上一部所引文件'同知薛志

亮乃依民番具粟，将该地藕{乍十股'番得五股'郭隙森得三股、重ßff!

春得二股'分在土地公坑中路束、西南段鼓险拓翌防番。另外'在鼓

隘伊始，郭隙荒草望声雷洽韵蕾望声林特魁等人λ股意颐，但遭拒箱，

郭隙酥角冤将来的争垒，因此前得同知薛志亮在上引核准鼓塑的文件

中'明白就示蕾霆声「如南早年垒构'作角膜低」。 η

而且，由社舍史的整髓服将来看，辞志亮在金山面第一波隘辈份

争中的作扇'以及郭隙森隘望活勤中的租但棚保，同峙具有一些恤番政

策的意涵。首先，金山面望隘所具有的恤番意酒·鼓险伊始，竹堕祉番

在上引文件中取得五股塑檐'芷檐鱼守↑隘任藐道些1奠番地穰阔{系，除舆

前边隘番制接展远程中竹重而土番在鼓~接展出的既有政治舆艘满努力

有阴，也舆嘉攫中期淡水同知薛志亮的治理作局有阔 B 嘉厦十四年，蔡

牵海盗菌L事舆漳泉械阿卒定後'清廷中央派遣固浙耀督万难甸巡查， l'骂

穗定盖地渔疆的穗定'万能甸臀勤了电番制制鼓後第一次的番政清筐'

暗任北路理番同知f圭亚耀任淡水同知的薛志亮，正是富峙於北噩轨行清

麓的主要斡吏。嘉瘦十五年至二十年罔，薛志亮在恤番政策清麓的考量

下'除清麓屯地舆屯粗外'业惕助竹墅ffd:番追回或锻楠不少保留E内的

脚番管耕地。 73因此，薛志亮在篝鼓郭隙酥垫隘畴'接始竹野土番五股

耀益的作角'除了是在前边屯番审j制鼓後地方官府隘望何政的服箱下毅

展而成外，也是道一峙期恤番政策下的崖物_ 74 

72 D17301-6 、 17 -
73 齿峙官府的清辈作坞'李且lk虫草、王世康、辛辛棒主编， (圭海平埔族

主þ，青料遗革--什整杜(上))(壶北'中央研究院壶，肾史田野研究工作
室， 1993 年) ，贾 67-68 、 93-94 、 96 、 102 、 106 • 108 、 113 、 118-121-

74 我主辉在〈金山面〉一文贾 827 拉 17庵'揄且， r新竹立献啻通机第一

四镜二百云 r 晶屉二+五年'屯番於大崎、雯j蛊口等庭主主隘'防守兑番

出草·迪克年闸'各城扇均已险精披漠人暨网'揭本蝉(幸者按:指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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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金山西新隘的程佣阙保:声晴育边，戴炎掰忍镶私法的就法，

ZZ定郭隙荒草签隘量~p向拓整{田!王收的隘租属「普通民大租 J 但目剧

撩有塑成後的回圈小租收益寅恪囚然按照日治初期土地申告霉的资

料，金山面望隘舆早期其他淡新地E拓霉的模式不同，郭隙森望隘招

{田拓主E峙蓝未赋予拓塑f田声小租棠'而是舆其豹定年限较晨的望构'

到期相声仍腹将回国退隔险望卢，因此垒卢始垒阵仍保有自草地垒成後

的田园小租菜。 75淡新地固在十九世祀初以後'由於人多地少未望埔

地日益稀少'努力成本舆回国债值相比日益低廉'叉因险垫卢投资鼓

隘花费不少'因此同窒f田声己，铿黯以僵?3拓壁努力取得小租收益资

格'阔塑佣卢筐瘫有较吴期的膜耕期限'年限到期後'但声需将田园

面地匪)一带地域'丘陵重叠'土霄较，且'捧非遍地，番害频仍'致漠人

涉足较远』茹须附言者，前段吉己载'依本文所引用淡新格章，保嘉屉二二十

年，垫卢郭I嚷踩建隘，立由什整新社番才巴隘，非由屯番所提- J 依本主以

上分析，截氏盖住正唯迫且按隘非由也番所攻 t 1!旦芷未能完整理解核隘主革

技典隘番制、屯番制典其清楚等地万浩'.!~扉格的座史脯聊。

75 ik 炎在、王世屉、李李搏主箱. (垂湾平埔族文献青料遗草一一竹暂杜

(T帅'百 686-695 -本主事查人之一'指出幸者上引土地中告者向有

「承坐隘丁田十一俑...."各领甜工银龙茸干立退耕宇雄 0...... .J等丰禄，

由此可知，这是一程有佛件的蜡垫。 ~F 墨佣不得捋 .J、租靠自由出贵，如欲

出贵'必须退耕'由整乒出「蚓工银孟」蜻田，芷拌上主中所吉， r 未拭

于拓暨幅户小租草…·年F!l.较品的整约- J 但道尤+九年'金山面脚近的

鼻息在(告具副)墨界肉，吴再冉隘垫户(惊承雄#同感春或是都暨榷二乙整乒)

丰事责隘暨榷蜡王革万叶，其杜青契宇内稳， r 茄革湖所蜡之垫均有载明，

旦遇垄篮'不得私相典贵且招俑'燕蜡皇操者. F且满2二日，是蹄王1<方掌

管 J .事且圄事文化背料库 http://nrch.cca.gov. tw/ccahome/îndex .jsp I 是统

编拢。005669358 之古文害截住背料楠'另外'查阅郭球妹隘地所属的赤

土崎舆埔顶等正的土地中告害'曲庄田圆的小租榷集中在什整城林姓、何

姓电王姓、吴姓等事族手中，田国小租榷的分散情形典较早整成的漠墨医

或保留匾很不相同·因此·幸者推断此庭的持整鹿啤如上揄边的保留小租

榷ζ限涌起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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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渥辈声'再由签庐另膜琪耕佣人耕作。

另外'金山面整隘的赋税阴保戴炎耀宣稿依傅统法律文化'隘

望卢垒成田园後'愿将田圈幸自险纳赋'方能取得合法的棠主榷。 76但

黄隙上'在光箱初年楝星聚北噩清赋以前，吉日前边施添福三锢人文地

理E的研究所示，在地方官府以赋役行政局手段所规能的土地契构秩

序下'保留E舆隘望E雨地田国皆熊需部睦钢赋。 77戴炎耀未Ef裁到，

地方官府在隘望匪的治理考量 1 亚弈徙隘主E声所收险租中抽收田赋'

而是准言午隘望同收取隘租支愿隘撞'舍其代篇稚盖脸望E的治安。

2 金山面第二波新蕾隘事望舆~~延右陪段

接著，擎着渥一步以社舍史的幌角，申输郭隙荒草签隘舆林特魁等

蕾望卢第二波粉争的前普通程。前边戴炎辉到於案情造展的表迹，基

本上合於mn:文害的文本就祠'以下申揄要黠，不是要到前悲温程的

表面事寅提出不同描箱'而是要徒上一小筒提出的法律的社舍史幌

角，重新琶释道些表面事寅背後真正惶硬的土地前n:文化。

前边厘任淡水同知的不同鹿筐'在戴炎耀「法律中心主篝」的琶

穗下'颗示的是清代言际法效率的低落，官员的裁断渥辑益费在一致性'

蕃理程序上芷煞「和j泱磁定」陪段，官员的到泱也然所渭的 'm定力」

可言。但是'道些税法，某锢程度上是以首代世舍的法律文化角棵擎

所作出的蒂固折，未能回到应史情境徨闹明清代法律文化的特徽'以及

76 另且钱虫辉{清代垂湾的脚治) ，页 574 '也在这了颊似挟解·查块新格

盎格囊义事 D17301 : 82 肉'道光五年三月间主4同知央性锐的堂输吉克

祠，曾提且 r 查郭勒等所暨田圃'已成上棠'既不辄升(吐) ，又不嗣番

租…'" 0 J就武辉掠楠本医整成田圃鹿辄隘的蜻黠'可能保遭此就浩t是非·

霄则官员 深知隘堡匾回国通常不需嗣赋，1直就祠慌岛指责郭障棘墨fo 1l隘

平力由事凰租而已·

77 拖添福， (清代壶湾的地域杜啻) 'Ji 89.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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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何以如此渥作。量在者以筒，若iiÉ社舍史的整髓性llJK络重新盖棒的

亩'将接碗表面上燕一致性的官虽魔断，贾隙上潜藏著某在重固定的蕃

理温帽。

前面提到'淡水同知薛志亮在金山面新隘篝E量的霍霍作窍， 1系在

隘番制舆屯政清楚的政策服箱下'透遇赋役行政的干预'重新界定了

金山商量E隘的地榷阴保，亚影警了金山面地域上的阂璧舆防番活勤。

地方宫府运一揉合政治(官僚)、』徨谤(赋役)舆法律(都悲)的地方治理寅

躁，基本上是以前土舍治安、控制成本舆税收穗定(潜能则不断棕合估量

属泱策依攘的'薛志亮希冀藉此淫威金山面翌隘舆其那近堕域的币土舍

安定，建成地方官具的治理任藉。

但如圃四所示'在清代国家舆地域祉舍的互勤版篇下'薛志亮主

理事憾助的新隘篝鼓活勤，同暗也攫勤了地域祉舍既有的政治、艘满甚

至法律阴f系'薛志亮置在顺利透温明程的法律裁断分配了隘番、细l愿春

等舆郭隙森各道罔的第一波争塑料粉，亚E前示了郭隙森舆林特魁等蕾

隘阔的地榷阔{罩。但随著郭隙草草敖隘有成番害减少，周渥田园的拓翌

债值相暗大增'林特魁、林泉舆、朱朝院等蕾望严固始以蕾整批F骂攘，

指控郭隙草草侵蟹，希望争回蕾望批能圄内已望、未登团圆的蒙主榷。

在第二波撞争伊始，新任同知猥擎溥保按照薛志亮示瑜'裁定林

特魁等蕾爱构然效'ff!由郭隙草草管棠，但三位蓄雪~p攘有在地活土舍靡

大的政治舆』钮清檀力，弃官府宣低堂揄裁定所能轻易折服渔瓣。其中，

林特魁(an林厦顶)属金山面上万漠垫在柬舆在六强犁庄林先坤家族'乾

隆中期以来，林先坤程由拓垒，在该地累穰庸大耀涝努力'林爽文由L

後'林先坤叉披召客家宗族募捐，收葬鞍商L保庄主要生的事皇民骸骨'篝

建褒忠亭，成局援民翩首事。林特魁等承耀父额林先坤势力'亦简言草

地林姓宗族舆客家族群的地方领袖，不但家大棠大叉具寅生仕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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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瘫有睡大的在地政治舆辍渍势力。 78另一辈庐林泉舆(店躁'公幌名)

属竹整郊商老抽分成员之一，售任圳严萤银寓言幸元於金山面上万束舆

在篝建泉舆却1[ ，同峙具生虽身份，财力舆祉舍努力亦属雄厚。 79而朱

朝隐则属医生身份'且爵衔阿青更，串同富峙的檀糖、李宣包庇此案。 '0

清代官府下屠结槽榷力有限'面封逗些势豪家族的结盟抗拒，基於行

政人力、控制成本的考量，以及害怕引~抗争勤鼠，同知~肇溥既解

意顾也不容易强制孰行此一判泱'此案因此仍延看来泱囚

到了新任同知徐景揭任上，因林特魁等蕾望声不顾具道前任同知

和j泱'官府也煞勤用武力孰行判泱的打算，徐景揭周始前言者手界案件

上常尾的充公制J泱， 81前舍将两i革争望地面充公， i乍篇文翩公费。膺、

注意的是'官虽此阵提出的充公裁断只是F骂了逼使赞方和思且甘威瞩策

略'如果婪方爵壳充公费输局面，顾意各退一步和解息讼'充公之载

自然作霞。但雨方均未言要步'因此制粉辙精延右'叉因郭隙森上恕'

引载道府批示淡水靡「勘丈戴覆 J 逼使官府得孰行充公艇载。然充

78 林先坤、林特魁家族的骨展'李且林街道里修， (西，可林氏六屋族靖) (圭

中 圭湾省文献要虽量搞印， 1982) ;路英章、周重芝合著， (唐山 J'J 量

?辛 一倒在京宗族移民的研究) ，收入扑{中圄海洋费展史擒文革) (圭

北 t 史研究院三民玉在研究所， 1984) ，贾 297-334. 在京且民厢替祀圈

舆地:在杜舍的接展'李克撞.f~J 间， (垂湾牢牢主形成一-Y;J.竹整地医冯植
心的规察) (新竹 ，青善大学人额串博士擒立， 2006) ，真 181-222.

79 林泉冉公统李舆竹拉在地的重要政治舆短i膏，舌勤，事且{新竹且%J幸主主册〉

(圭湾立耿直干1 145 ;查先·量湾银行短，曲研究室， 1962) ，真 145 、 181 、

218; ，:1，且林玉茹， (清代竹整地医的在地商人且其活勤桐络) (圭北 男挥

重哇 , 2000) , 胃 191-195. 

80 ~民且 D17301- 1O、 42 、 60.

81 幸者在博辑中'促淡新档案舆地万志害等各额史料中革雄传况'乾隆四十
四年呈光错廿年间 I i.立新地匾卅五件土地争挫幸短官府「裁断充公 J .林

且凯， (土地契约秩序典地方治理一一十九世吨，立新地医土地周整冉土地

#梧的制度分析) ，百 398 、 426-4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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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轨行亦须行政成本'富虽在意的是解泱剌份减少讼累，亚难絮隘防

安垒，因此直至徐景揭卸任，官方充公之言盖亚未横橙孰行。 82

充公威唱革然效，新蕾望声的催禀耀精漠至新任同知胡振遣的醋、堂

上'吉日前所边'本案至此有一新蹲折，胡振遗断然提出新裁断，否定

薛志亮舆强事J尊的裁断，韶定保新塑声郭隙森藉险侵估'同意三f固茜

望严?理蕾雪IH止徽精管棠，同峙'也要求林特魁舆林泉舆将回国国结监

锺徽出南耳目占隘湿'但朱大德田棠'胡振速宣柄其「契耀税EZ」'部定

保牢里契翼的久整熟棠，因此然须徽剿隘程。的朦注意的是'胡振涅的

裁断赤如戴炎辉所言和E保态意而窍，而是在新的社啻版将下'基於地

方治理整惶考量提出的新方案。一方面'官员既不顾花费温大的搜制

成本孰行裁定，官府的横捍式檀力只得往林特魁等有力估望者一方倾

抖'因此吕立提出有利於估塑者一方的新宇u泱;但另一方面'需求险费

穗定亚窍使郭隙荒草一方自费步，官府仍要求林特魁、林泉舆等贴出四份

收穰胃目占隘狸。此外'官员所以准群朱大德不用商贴隘湿，除可能舆

理穗李宣和朱大德勾串舞弊，技法如服官员有棚外'也舆税契制度的

鼓言十有厕，宫真贯骂窍使民人田国交易碍至官府税契，以便增加财税收

λ ，在蕃理田土争讼案件峙，道常倾向於琵定税言艺契攘的合法性。 84

然而'两造踵遵依锚'但仍争收地租以致械阿，亚互控股擒。胡

振遗ff!雨造多次禀催，同意售完差邀同雨道洽商蔬定共同分搪隘涅的辩

82 D17301-19 • 

ß3 DI7301-13 、 17.

'4 事霄上，块新民人也，果如官员的此锥行事i是辑'因此民人往往在鸽造契攘

或土地争措之前'先呈官府瞒辙契税(;青代官府雄主现代国家的土地慑畸

典公告程序，基於财政寺量，只要有人撒的契税'骨史典官府皆袋於收取

契税，带蜡契尾) ，藉以增加自己所持契攘的合法性力·且{新竹陈抹坊

册) ，页 138-139 ; D22212-1-3 ; D22419-7 ; D22510汀; D22512-59 ; 

D2330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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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至其卸任，多次票差辩理舆傅凯皆氟秸果·接任官员!ilJ耀林、

庸周'耀穰多次票差就圃惕哥哥各方'锻出四分险檀亚妥裁定界，但也

煞秸果'案情延岩未精。就言十起来，嘉屡廿五年十月至道光四年三月

罔'兰任同知共十四次票差辩理舆傅音l皆煞秸果，差役既未禀覆辩理

情形，也未顺利傅音l雨造到街r~覆副。"到i重巍年的延右，郭隙荒草一

方向德兵等上极官员上挂峙费稽，保困朱朝隐等串同程承差役朦弊同

知'但若考察淡新指案其他担案的前EE流程，荤者推2曲，本案的延右

弈僵因霄吏朦弊同知所致'事责上，匿任淡水同知面到撞击黯箱不断

催栗的案件，本来llP惯常以票差辩理方式'愿付原、被两道的催禀。

两道若顺利在差役的协助下解泱剌份，那自是很好，但如果然法解

决'只要E草案不至於引费最重的世舍治安危楼，官员在各颊行政事窃

繁重的限制下'通常不合真得穰橙摩迫差役妥善理掰或傅凯裁断。 8.

3. 金山面第二波新蕾隘事望的最後解j央指段

道光囚年六月罔'新任同知奥性直直到任，因郭隙草草不耐淡水鹿的

消植鹿筐'不断上绍各侬衙问，在上银f苟同批示载覆的行政摩力下'

臭性就甫上任即接出差票'不久即将雨道傅凯到案。但他一同始前两

次的堂前~断'仍舆前任同知的方向相同，就圃袒言蔓顺利f占垒的蕾望

声。虫日前筒引文，吴性就先是捏稽，薛志亮堂断界址含糊不清'以致

两道争惶不休，後又具髓指稿郭隙荒草侵f占，且指责郭隙森田园既不辍

险、不剿番租、叉不始接隘理'细是藉险肥己。同峙'奥性就需求赣

"DI7301-18-64. 

"淡新措章中拌声 k期罐梧的案件'如 DI7341 、 D22202 、 D225 13 、 D22514.

22521 等'皆可1f现官国陆草草蚌理的方式敷衍庭付民人的催罩。有意思

的是民人冉免晴怒官员'不敢指责官国的虚忠心怨，除以宠押/中冤的在

这模式·强祠「堂雷在丙」、靖求官员「王降甘霖J 冉其中冤外'有峙也

肯在催草中指祸，章情延宫保因封造民人事同纽承骨荠所致·

地方治理典土地桥斡 173

林特魁等熏步，也再度修正胡振邃的揭魔方案 '5革定林特魁等蕾主~F

照蕾管棠'但耀搬出部分租谷南自占郭隙森险丁二注隆皇。吴性就F需求

此言盖肯剧院利孰行，分向雨道宿橙施题'一方面揄示林特魁等若不遵照

曹贴隘撞'已整回国将道充公'全数充富险丁口攫 ι 另一方面，更将

郭隙荒草塾声一方郭勃、隙和中等收押，威膏若不费步照案辩理，将予

以篮堡垒盟。 87

但因田莱利益庸大'郭勃等不顾屈服，吴性就第二次裁断後不

久'道光五年五月罔，郭隙森一方穰桓向墓湾府舆毫湾道提出上挫，

两位官真乃行交淡水臆要求妥善魔置载覆本案。富事情持箱延岩碍'

道光五年八月罔，朱永元等普笼声因争收地租舆郭隙酥一方费生衙

突，而将险首廖科第藉言司扭交竹重巡横差役收押。但林特魁等人道一

翠勤'引援了本案的另一次重大蹲折，箱果言置明封其相富不利。道光

五年九月窟，奥性就全篮扭膊前边蕃理方向，不但将廖科第、郭勃、

惊和中等释放'业更改原判'将林特魁、林泉舆舆朱朝赐等蕾垒批抹

梢'业将系争地面~敷野郭隙草草掌管， ~i前舍郭隙荒草稽修隘察力口添隘丁

防守。回

若筐徙法律中心主袤的角度，截然戴以理解臭性就属何突然己生繁

泱策，己主将采争回国的菜主榷断蹄郭楝森一方。但配合言耳语文喜言辞

黯露之端倪'业徙地方治理顺路来看可我珉'雪E声舆隘酋的全敷阔

押'已怨使得望声、隘酋舆险丁集髓反弹，以致如文害中提及的 「隘

察腰弛、隘丁星散，熊人把守'每每生番逸出，滋害庄民 J 0 89隘塑

E治安上的道一假重威膏，将於军事致官员断然反蹲其裁断施摩方向'

改将回国租棠断蹄主理言草地隘防安全的郭隙荒草签严，藉以要求其加强

87 D17301-70 、 82 • 

"DI7301-84-103. 
89DI73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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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防，解泱该匾祉舍治安的最重威膏。

此外'也愿分析最洼九年的第二波挫案中'另外惶琪的一些都讼

文化。雨道争恶的舞台除了淡水鹿衙内外，各道也管求助属淡水鹿上

傲的重湾知府、毫湾道、毫渭穗兵、甚至巡墓的福建水倒提督等衙内，

同峙'淡水朦的衙役青吏也常在m盐温程惺扮演了某些角色。因此'

金山西翠隘畏莲九年的第二波摆手，除完整透黯淡水同知逗想地万官

员的赠言E渥帽外，也透黯了清代地方官僚健制封於民事黯恋活勤的某

些影馨。

首先，按照律例规定，黑人部角州、|脐衙阿蕃断不公，可向上粮官

府提起上前'上极官员不罔案情黯重，膺[~自蕃理，不准徨交原罔宫

蕃瓣。 90但留言者包括本案在内的淡新措案 .J二银官府受理上挂後'革E

少貌自蕃理'而是淫同批示，将民人上挫文喜下接原窑的淡水同知'

要求安善庭理後裁覆。因此'上级官具其寅徊少阴切淡水同知的蕃断

是否合於律例或情理，宫虽通常只是基於行政程序，载文愿付上担者

的催禀而已。舆地方宫黄的蕃断渥辑相同，上极官吏虞理上挫案件，

在意的僵是施厘提醒地方官员妥善鹿理制粉'渥冤演费属地方治理危

愧'而奔追求锢案解决是否合於律例或情理。

另外'在地方官府的官僚秸榕中，除各般官晨的作局外，霄吏差

役的作角也到民事赚~文化有所影警。清代地方官吏鹿理各项政藐皆

须青吏差役协助'前者黄黄摄稿、闹事E 、簇注意克、偏闹、保管稽案

等事旗，後者则承官命舍孰行前查、傅鼠、捕犯、哥哥E罩、孰行堂前、

徽收公项等任藐。青吏舆差役皆属地方人士，程一定程序保翠承充'

青吏承掰服捞业熊官方我始辍酬，差吏则锺有少量工食，两颗瞧藐皆

回我虽辉. (清代司法制度·壶湾省通志稿春三政事志司法属第一册)(壶

北·量海省主舷委员啻. 1955) .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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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包掰制，可向承摒公事相幌民人收取一定规费。 91霄更差f生在承掰

各项政磅峙·因可收得不少规彗'甚至有上下其手收贿胃illl草取缸额

利益等楼啻，使得逗些串在窃赞成一程利槽'瞰藐膊接承秃皆主主付出一

定代惯。 i量使得承接峨窃者更易利用峨猪牟平iJ .以便回收已投资金

额'徒而造成淡水臆吏治败壤舆mlì'J}延右等弊。 92

4. 金山西望隘的第三波剌扮陆段

道光五年十月唇，金山面整隘第二泼份争结束後'道光七年、十

五年舆廿三年罔，随著E草地合股菜严的阴保锦费以及拓奎活勤持箱运

展'孩I也叉费生了线衣菜主橙婴勤舆互控制份。先是道光七年'金山

面地带生番出没殿重'郭隙草草壁乒防番隘海鱼措沈重，隙、荒草雨严不

顾耀穰投资守隘'隙‘草草因此篝蔬舆郭家就已签田园按股分管，直直向

官府禀E青退摒隘渍'改由郭家事辩，同知李↑真彝在郭家出具甘秸肤颐

意募丁防番承摒隘窃後'同意改由郭家尊辩，亚将其馀未垒埔地的塑

榷辙穰锦舆郭家。9]但郭隙森埔圈分管仍有衙突'三姓属争土地公坑

埔]真山塌徨怒不休'同知李↑真彝有望竹重亟需羡家利民主E葬，乃E由自主

城L锦董等篝款寅此埔圈充昂襄家'道光八年五月，郭家一方面在官

威摩力下'一方面也有奉献公益提高名望的用意'乃以"慕萎充公J

篇名，自行将此段埔固然傻禀充爵装家。 94

91 'Î在戴虫膊. (清代圭 i臂之脚治) .百 631.696; i主瑞枝. iif英章， (~k.一张

古契技清代圭F辛基屠税收姐钱的速作H垂涝凰物) .46: 1(圭化 '1996.3) , 
直 181.202.

92 以本案马例·郭珠抹一方即指控具骨史身份的苦整户来大j毡，舆短十 l~告

青朋克槌地害峨楞的李莹、以且原差值堂到辉等「弄榷舞弊 J .以致裁量

「搁今七载莫究 J ' DI7301.84. 
9] ，主主罩、王世廉、李李棒玉编. (圭湾平埔族主献青抖遗集←一竹拉杜

("F帅'贾 689.690 • 
94 (新什制物时间梢 r道光七年淡*-同如主盘盘吨巳二坠丰亟豆盐i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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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五年罔，淡水同知李嗣郭篮於重城束南面番害般重，金山

面壁隘等既有望隘防番仍有疏漏'因此主勤委由周粤lïIí人林德修、姜

秀璧等合力篝鼓金康锢大险，投资募丁篝鼓更大规模的隘防。 95道一

地方土地政策翠措，再次激烈更勤了金山面整隘的土地棠主檀阴f果'

随著金庚福大隘的险放快速外移'金山面整隘大崎、斐溪、金山面三

隘隘丁舆险费服冤。原先承管垒挠的郭家除已望回国可施耀管莱外，

已徊不再程管隘租，而改将险.i徽，始金庚福收支，而且'官府将来整

埔地的望榷己生部金腐锢奎卢所有。道光廿三年罔，原郭隙草草合股翠严

的荒草黄只分得的「十六佣」回圄(小姐靶'因向鹿喜何求安胎借，号|接

董事、何雨声舆郭棠楝三姓罔的互控制粉，淡水同知曹莲在黯讼温程，

篮於金庸福大险所属的石碎骨隘(其方位参晃圃二)隘渥不足'不顾徊究所

争回棠究愿蹄韶哪一合股望声'而是遥自将道十六伺田圈充公，作篇

石碎南隘潭'断蹄金庚揭收支 o 96 

筒括而言'肇者接萌到於第三波土地棠主槽的费勤舆粉争，兼任

政治、，铿瘸舆法律事捞等棕合治理任荡的地方宫晨'在魔理土地主席盖

峙盖不是伺依土地契构内容或者罩f原某穰孤立的法律渥辑道行蕃

圭坐里盛主王生'输仿城工穗董曾青莘莘莘款直贾芷撼郭棠楝自行里克，
即饰地董量明丈尺，立石冉界'晴圆附章 o J 事页 131-134 0 前述截且辉
才旨稿道尤九年十月'淡水同知主旦主E捐廉贾得土地公坑山峰岛A革的就法
有2是·钱就引自种日洁明期新竹魔志的抹坊肯料，但如前达成害较早的新

付得抹坊册明截，道龙八年五月间'金山西暨乒郭棠楝像在淡水同扣李-1;'

4导的施屡下里克品军地·

95 t-且吴李明. (金属福暨隘研究(上))(新什·新竹陈立文化中心. 2000) • 
页 36-51 0 

96 如前所边. r 十六匍」田圃非指按份小租田靠局十六但分别所有，而是指

这些田圃{f，由十六千回(兼任隘丁)拓整而成，膜耕到期後向隘暨乒领得卸工

妹克，芷且退耕宇雄耕田章主遣暨乒管童·强虫草、王世摩、李李梯五搞，

《量，曾平埔族主~青料i草草一-竹甏乎也(下)) .真 68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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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而是擦窗峙地方治理的整幢考量一一以整城柬南善家舆隘防的篝

鼓篇重黠，徒而泱定相阴土地棠主撞的裁定方向舆具惶内容。

四、精前一一清代地方治理舆土地茵茵

就清代噩湾的土地法律文化来我'前边同松参太部舆戴炎耀等人

的傅梳「法律中心主裴」之分析，主要拥切的戴题局各疆土地租棠的

法理意涵'探用的取徨别篇「文本分析」方法'就圃由各檀法律史料

之文本徨圃明道些地榷阑保法律性赏的演费。同峙，戴炎耀也愿用此

程法律中心主薯的文本分析取德分析了金山面望隘挫案的前言去温

程。他将分析重黠何限於淡新槽案中的文本就祠，徒而将Z草案的魏波

土地斜粉筒化角棠主榷蹄庸的理销契构制粉'业依序回边匿任官晨如

何遥行以「管棠契攘」局依攘的「契构内容舆效力ZZ定 J 的裁断。戴

炎辉在分析最後'主强清代的前ffi文化效力低落，有著琵琶锻慢、煞

的程性'官员各孰己克、毫不靠重前任判断'以及人民健怒、株累多

万等鱼面恃徽。

相重才於此雹法律中心主疆的傅税分析'主查看别指出施添悟、召口式

柏舆柯志明等人以熟番地穰露主题的研究，雄然同襟朋切大小租棠地

榷的法律意涵，但他何放弃将法律作简孤立的裁题迄行分析'而是群

输了在土地阔垒的匮史温程捏'清代国家舆地域祉禽所造行的各程政

治舆侄溃之互勤，藉以俊政治、，铿糖舆法律文化的互勤阔聊的整健性

调角，重新以社售费生擎的方式'揄言置道些(熟番地槽)大4、平且棠(法律性

贸)的麽史生成遇程·肇者徙道些研究惶，我展出一锢综合性的清代土

地契伺秩序框架'我明如何透温清代国家舆地域祉舍的互勤，以及政

治、串里清舆法律文化互勤阴聊的精髓性阑照'藉以用「法律的社舍史」

方式圆明清代土地法律文化的厦史画像。

本文造一步探用此一框架分析金山面整除搜案，费现Z主撞案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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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是罩炖圄镜於新富塑严罔有朋契攘合法性的争孰，而是舆作局

一撞地方政治舆怨涝惶制的隘望活勤在自主E的i军作温程有阔。主董者因

此配合其他祉售史料舆相阔研究，重新定位出金山面望隘制粉在屋史

峙空中的意涵，我明其舆该E险番制、屯番制以及隘塑贵重制之阔的阴

聊。同峙，荤者费项前边戴炎辉的分析受到法律中心主蒙藏角的伺

限'以及淡新槽案文畜的表面前词之朦弊'煞意中将地方官员视角r琪

代法官 J 而将分析焦黠摞放在宫具表面以情理或律例角主的偷理言

说上，但创忽略了官员在言就背後的寅效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相望才於戴炎耀的前边分析舆~f置'国外法律史研

究番滋寅秀三、寺田浩明舆黄宗智等人别提出不同的理擒。滋寅秀三

的「教毒草式拥解揄 J • ~;p，Í骂舆西方近代社舍依照民事成文法裁断份号子

的方式相射，清代宫虽保以国家舆民简共通的(儒家) r情理 J .Ii主依躁，

以教甜的方式调解民事讼手。寺田浩明日iJ在教揄式商解前的基磁上，

逛一步提出所莉的「冤仰/申冤前 J '主强舆西方社舍以成文法f骂法

源所造行的「主强榷利/依法裁判」相刻，清代社舍的前副韦以「前

就冤抑舆局民申冤」的方式加以展阂。至於黄宗智提出的厂侬律例裁

断前J 则主强僵管清代中国没有如同西方那程完整的民事成文法，

但清代有所谓的大清律例，官员何基本上是依照成文律例的精神裁断

民事担争的。 97

97 有闹运三位串者的民事法律文化理揄 i 简要事且三人以 F著作，滋贺寿

二， (清代前挂制度之氏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一→情、理、法) (1981) 、

(清代主持挫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一一作冉法源的营情) (1984) 、〈中国
法文化的考察-一以拆址的型悠冉素材 )(1986)' 此三文中择收入王豆新、

梁治平j属，(明清峙期的民事事判典民间契的)(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 。

寺田浩明， (榷利舆冤抑一一，青代聪桂和民罪的民事法秩序 )(1997); (中

国，青代民事桥诠 t r法盯梢集」一-(淡新档案}町一事例击幸材l二 L τ) , 
日本法社合学告辑‘{法町椿果)((法社告学}第 58 挽) (束京有斐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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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三位事者能不像戴炎辉那楼族以现代前言告文化的效率来言平债

批判清代的前讼文化'但道些肇者的民事m~公文化研究取f茧，贾舆戴

炎辉的文本分析取徨颓似'三人同穰是把地方官员视角法官，曹言式徒

宫晨判晴、前言去槽案的文本就祠惶'抽得出官员在蕃理案件盹的法律

依攘{法配。因此三人皆以文本就前檀出琪的情理、冤抑/申冤舆律例

等文本就E司角侬攘'提出其有阴拆li0蕃理的相阴理E曲，但道些分析舆

戴炎辉一襟都只有掌握官虽在法律蕃理碍的言凭自司表淫那一面，创因同

襟忽路了官虽在甜言司背後道行的寅效考量那一面'因此同楼焦法完整

韶裁地方治理舆土地m讼的整幢阴聊。

徒i青代社舍塌域的分化舆整惶阴聊来看'州罪恶宫真同峙身兼政

治、品里满舆法律塌域的圆家行勤者角色'因此雄然在活勤舆制度鼓言十

上道三锢塌域有所分化'但由於是由同一行勤番作出寅践'所以，都
讼活勤活勤耀是成角地方官晨整惶地方治理的一瑕。官员在前悲垄罔

惶的蕃理渥辑'具有某程表遮舆寅效上的二元性，宫晨的决策依擦不

懂是前5公文蓄上卖淫的情理(普温出现)或律例我祠(零星出现) ，此颊甜言司

常只是官员攘以强化其在儒家政治舆文化健制下的航治正富性之偷

理表遮;更属重要的是'在道些我E司背後宫虽常言式圃遮掩的政治舆橙

溃上的贾效考量。

地方官晨在蕃理土地在讼峙的黄效考量，舆前边召口式柏及柯志明

苟言曲土地政策演费峙指出的政策泱定渥帽一→口以圄防策略、控制成

本舆税收潜能的不断衡量泱定政策内容舆其修正一一有某程到愿性。

但愿注意的是·土地政策舆土地m~去(舆土地行政)挺有阑聊'但前者属

於中央舆省银官府所主军事'後者则魏乎税由地方官员所鹿理因地方州

2003) .费需智， (民事事判典民间铜解 清代的在这典霄践)(北京
中圄社啻料争， 1998) .有制这些理揄间在的抨边'样可李且幸者另立·
林立凯， (清代土地法律文化一-'斤究取徨舆理措造展的抨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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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次的黯法活勤徨，地方官虽~行的是空罔较角狭小、峙罔较角短

暂的「祉舍治安J 之衡量，而奔省银舆中央官具有阔毫湾全岛的「圆

防策略」上的衡量。同模的'地方官员在「搜制成本J 上的考量，也

舆省饭和日中央官员在政策上的搜制成本之考量有所不同。而且，相到

於省极舆中央官员在政策泱定峙以「财税潜能」角主的考量'除赤受

到J上银赋税政策施匪的影誓'或者酶峙有篝措其他施政橙黄的考量，

否则地方官员在黯法活勤惶，反而是以「财税穗定」局主要考量'而

很少探取清丈增税等手段追求财税潜能的提异。

因此'地方官员在蕃理祠哉峙，雄然在言就上探、取一{固孤立的公

正法官的形象，藉由情理或律例等{命理我词来表遮其裁断'但在霄挠

背後'官虽其寅是耀自土地行政舆土地生草等政治舆侄溃上的考量，

不断衡量「社禽治安、控制成本舆税收穗定」等三程治理要素以泱定

其黯讼裁断的内容舆方向，业藉以稚骤地方治理的穗定。同攘的'民

人在前法空罔惶的黄践渥辑也同楼包含道程表边舆寅效上的二元

性'黑人量在然以儒家文化的冤抑舆伸冤~~司，表边锢人法理IDí'求的正

富性，但道些法律意草草就前僵是IDí'1i0活勤的表面内容，更局重要的是

其以程溃利益(知精赋辙刷、政治檀力(如集髓黯盟}甚至包括身健暴力角内

容的社啻贾践'民人深知道些黄践舍>f勤地方官晨的三程治理考量，

益可藉以影警地方官员的裁断方向舆内容。所以，戴炎辉指榕的那些

鱼面特微不饱是清代都讼文化il&落的里珉，其背後冒呈现的乃是清代官

虽以「地方治理 J f骂特徽的蕃理渥辑。

媳之，章者韶属傅梳上以「法官」圃像局面员角的前程文化分析，

陈漂位於以「躲宫」圃像篇顽角的地方治理分析'金山面望险三波挫

案的Z耳语文化清楚黯示清代mWÈ文化作局一程「行政式蕃判」的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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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赏。 98但舆提出此一用器的滋黄秀三之理解不同，其行政式蕃判主

强宫真是衡酌每一伺案的具健情况後按照儒家情理--Il口常裁性的衡

卒感觉作出庭置'但章者指出行政式蕃判是一程情理甜言司舆寅效考量

二元兼具的地方治理作筋。滋寅秀三管以下边话语'表迹「情理」在

傅毓中圆IDí'~告文化的重要意涵 「煞揄口颈上就舆不前. w情理』您

常在『法官」心中起作用 J 0 99舆此相刻'本文以「法律的社禽史」

研究取徨展阔的土地读EE研究'秸揄则属 「蹬然口顶上徙来不挠，

真正在『脐霄』心中起作用的是 r地方治理』整惶因素一一社舍治安、

行政成本舆税收穗定(潜能卜一的不断棕合估量 J

(本文於 2007 年 10 月 26 日通通刊登)

·这篇文章是博擒成果(2006/02)的一部份'感甜柯志明教授革期来的

担心指事·本文明稿曾於 2006 年 6 月量琦法律史学青年度阜趣辄告

上晋茬，感端啻中王在升教授、睐昭如典抨擒人黄世杰等持在的指

正，同咛也很感据本刊事查委员提供的样阳抨揄舆修改建域。

"滋贺秀三曾指出. r 中国的桥拴、事判所具有的基丰性霄，即幸者(按即

滋霄秀三)通通一单列研究揭示出来的『作冉行政之一瑕的司法』或 r 什
政式的事判」这稳基本的性肯·革民擒是绝葫犯罪的程序道是庭理民事纠纷
的 r 跪宫会』都只意味著作岛民主父母(社啻秩序和福利的稳守夜人)的皇帝
通通官僚械椿而霄施的一程社啻管理功能. J 且滋贺寿三著. (清代民事
桥拴制度之民事法源的考察一-i宇冉法源的霄惯) .真 85 • 

99 滋贺聋三. (清代桥址和'1 I主主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一-一情、理、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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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三 清代竹草地匾漠望在、熟蕃地舆隘望匾人文地}!匮I我圈 圆四清代j炎新地匾土地契构秩序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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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梳治髓制 地域祉啻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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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浩律塌域 法律塌域 粉
蕃 →(艺作如制度) (拥解制度)←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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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清塌域 土

行 政治塌制域度 政治塌域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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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

IH，j i'本阴l侬攘何志明「十九f协己来靳竹地匾的演塑在'"哥地舆三佣人文地理臣域圃 A(哥
姐家→-晴代族肝政治9iJ熟蕃地槽真 18)重捕. fl盖在熟菁肚地名方面作了部分拥整。柯氏
I"~嗣保量参照施添福「清代竹骂自地E的三i国人文地理面圃， ( (渭代噩阔的地增G~_土曹一-竹暂地
匾的睡史地理研究) ，真 84) ，越局部修正拥整後，以瞰位方式重糟·画中虚银部分~n本文
t迎「圃 」、 r圃二， Z盘山面幽塑制份座落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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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Govemance and Land Litigation: 

ASωial 1丑storical Analysis ofLand Lawsuits of 

"Jin-Shon-Mion Ai" (金山面望隘) in Taiwan's Zhuqian 

Region during 也e Qing

Wen-kai Lin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Taiwan Hîstory, Academia Sinica 

The analysis ofthe legal culture conceming land În Taiwan during the 

Qing has seen tWQ main approaches. First, the research of such scholars as 

Okamatsu Santarõ (同松参太郎) and Dai Ian-huei (戴炎辉) analyzed the 

legal nature of"Da-xiao-zu-ye" (大小租菜) using the law-centered method 

Moreover, Dai Ian-huei interpreted the land case of the "Jin-Shon-Mion 

Ai" (金山面翌隘)， documented in Dan-Xin Archives, merely according to 

the case records. These analyses paid little atlention to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texts; in addition, they only focused on the subjective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practice and ignored the 0均ective effects of social 

practice. In contrast, the second kind of studies, including significant works 

on Taiw凹's Plains Aborigine land tenure in the Qing by Shi Tian也(施添

锚)， John Shepherd (邵式柏) and Ke Zhi-ming (柯志明)， analyzed the 

legal culture of land in tenns of multìpl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Qing 

state and local society. Also, they illuminat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legal 

\ 

地方治理典土地前桂 187

culture, po1itical practice and econonùc activities in Dan-Xin region 

Drawing on these researches , 1 propose a different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land legal culture-a study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law in 

Qing Taiwan 

1 reinterpret 也e Jin-Shon-Mion Ai land cases in terms of this new 

analytic 丘amework. First, 1 discuss the reclaiming process in this region in 

view of vario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恒ractions between the Qing state 

and the Zhuqian region. Going beyond 忧 limited s向ective representatlOns 

available 丘om case recor'缸， 1 explain the institutional causes of these land 

disputes by investigating the social context of these cases 丘om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Second, 1 also examine the logic of legal de 口sions of 

magistrate's he盯ings in terms of the concept of "local govemance," 

developed from John Shephe时'5 and Kc Zhirn皿的 "Qing statecraft" 

analysis. 1 see the Qing's local governance as the product of mag回回tes'

assessments ofsocial order, administrative costs, and tax-corvée stabìl町 (or

potential) in local society. My argument is that instead of dealing with the 

legal case in view of Shiga Shuzo's "qingli" (情理)， Philip C. C. Huang's 

"lü!i" (律í'íO， or Terada Hiroaki's ''yuani/shenyuan'' (冤抑/申冤)， a 

magistrate resolved legal cases in view of their impact on local govemance 

Keywords: legal culture, Dan-Xian Archives, social history of law, 

local governance, social order of land contr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