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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Linshuangwen incident, the Qing government set up farmlands for the guarding aborigines. 

One of which is at Qingshuigou Stream lower reach in Luku. Those illegal cultivaters previously had to pay 

taxes to the guarding aborigines. The government set up a notice of the farmland surrounding borders 

sculptured on a stone, which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 evidence of the ethnic boundary and Policies 

transforming during Qing decade. In consequence of the environmental specialities, the policies and the 

historic incidents, the land at Qingshuigou Stream lower reach were divided into four patterns of taxes 

rights — the Han landlord’s taxes, the guarding aborigines’ taxes, the Shuishalian tribal male’s provision-taxes 

and the expense-taxes of Kaizhangshengwang temple in Sheliao. These geographic and historic factors were 

concerned in the structuring of the area. There are three nature-villages of which characters such as political 

area divisions, settlements, groups and religions are relative to the reclaiming factors. Describ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variable characters is the core of contemporary regional geography studying, and this case 

reminds us that the studying in Taiwan faces complex diversity of regional characters. Therefore even a 

small scale area may exist differentiations inside. Analyzing and separating the interactive contexts of people 

with land, people each other in someplace during the long resident process seems to be a approach of 

dividing meaningful human regions and manifesting those regional characters. This case also reminds us that 

regional geographic studies are founded on existed areal differentiations, but not on some kinds of regional 

types. 

Keywords：the land boundary between Han settlers and Fan aborigines, the guarding aborigines’ 

taxes, Qingshuigou, regional character, regional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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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鹿谷鄉清水溝溪下游谷地在清代林爽文事件後設立熟番屯地，將侵墾田園納為屯租，並立碑告示

屯地範圍，是清代台灣番界與族群政策變革之重要見證。由於地理環境、政策與歷史事件等因素，本

地區形成四種租權--漢大租、屯租、水沙連社丁口糧租及社寮開漳聖王廟香燈租，這些開發背景對谷

地內區域之形塑具有相當影響力。本地區有坪仔頂、清水溝、番仔寮三大自然村，在行政區劃、聚落、

族群、宗教信仰等方面呈現拓墾背景的影響的確存在。區域特色的突顯是當代區域研究的核心，因此

本例提供一個臺灣區域研究的思考，即臺灣區域複雜多元，即使是一個小地區內部亦可能仍存在差

異，透過對人與地、人與人之間在長期定居過程中的交互作用進行脈絡析理，方能界定具有人文意義

的區域並彰顯其區域特色。本例並提醒區域地理的研究立足於區域間原本既存的差異，而非某些已建

立的區域範型。 

關鍵詞：番界、屯租、清水溝、區域性、區域地理 

 

前 言 

日前南投縣鹿谷鄉清水溝溪下游石牌聚落（今屬瑞田村）出土1了一塊清代林爽文事件後設立清

水溝熟番屯地之告示碑，此碑內容標示了侵墾田園納為屯租的範圍，另一重要意義為土牛綠線番界所

在，堪稱清代台灣族群政策之重要見證，也為清水溝地區的土地拓墾與區域開發史實提供了重建的文

本，極為珍貴。近年來清代臺灣番漢族群政策、熟番地權演變、族群關係、番界地域等論題深受學者

關注，提供諸多實例與解釋理論，例如地理學者施添福對竹塹、岸裏、屏東平原的地域研究，前者並

引發其對土牛番界進行追查，而使清代台灣番界及番漢政策研究有突破性發展（施添福，1991、1994、

1995、2001）。歷史學者陳秋坤亦以留有大批拓墾資料的岸裏社為例，透過熟番地權流失、生活方式

轉變與台灣移墾社會整合的過程，探討清代台灣土著業主、漢佃和官僚勢力之間的互動關係（陳秋坤，

1997）；其後，屏東平原? 山八社由於隘防設立與施世榜家族招佃進墾造成熟番的產權變遷，與透過

租佃制度建立的邊區社會特色亦是其關注焦點（陳秋坤，2001、2002）。社會學者柯志明則檢討 Shepherd

與施添福兩人對清廷的台灣族群政策論點，在前者「理性國家論」與後者「國家剝削論」之外提出修

正理論，指出清代的熟番地權制度的形成與轉變，乃是清廷的族群政策在歷史機遇下實驗、調整的結

果（柯志明，2001）。這些研究成果使吾人對於清代族群政策的演化與其歷史因果有更清晰理解脈絡。

身為地理學者，施添福關注焦點之一包括番漢政策對清代臺灣地域性質形塑的影響，提出了由於新舊

番界劃設及隘墾制度實施，使北台灣出現漢墾區、保留區與隘墾區三個人文區域（施添福，2001：

65-116）。雖然此論點隨後受到修正（柯志明，2001；王慧芬，2002），然而提示了拓墾背景、族群關

係與區域特性之相關。 

鹿谷鄉清水溝地區於乾隆末年林爽文事件之前屬彰化縣沙連保（堡）東側番界外土地，林案後本

                                                 
1 使用「出土」兩字也許不太恰當，易使吾人聯想為如同考古活動將其自地下土處挖掘而出，然實際上這個石碑斷為兩
截後一直存放於民宅，只是當地居民不了解其設立背景與歷史意義而未受重視，故筆者使用「出土」兩字乃指其歷史
意義之揭露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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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部分土地設為熟番屯田地，收納屯租，直至清末光緒 14 年（1888）土地清丈方歸於官。未如濁水

溪以北在乾隆中葉前有紅藍新舊番界調整、三層制族群安排與隘墾等制度之實施，本區與前述學者所

建立的清代北臺灣三個人文區域理想型並不相同。基於地理學對區域之本質差異的重視，吾人相信析

理本地清代番界及族群政策與區域特色之關係，必有其重要意義，亦可作為對於上述研究之回應。然

而由於史料稀少，一直少有學者進行本地區之人文研究，要了解其區域性質及形塑脈絡實為困難，幸

而此石碑之發現，配合本地民間保存之少數古文書、家譜及耆老口述訪談資料等，可以重建些許拓墾

史實，故本文著重於析理其番界政策下的土地拓墾方式，並兼論族群的結合方式，祈能以水沙連清水

溝地區的個案，作為檢視台灣區域特色多元性之參考。 

清水溝溪下游的自然環境與拓墾路線 

清水溝溪為濁水溪中游南岸支流之一，發源於鳳凰山麓北坡大水窟地區，向西北流至坪仔頂附近

（今秀峰村）有源自新寮附近的西清水溝溪來會，交會處形成坪仔頂河階群，北流河谷漸開展，形成

曲流與河谷平原，過大丘園（今清水村）右岸有楠仔坑溪來會，最後繞過外城聚落東方（今清水村）

向西北注入濁水溪（圖 1）。下游河谷平原成為倒三角形開口，左側為海拔 650公尺的陳東坑山，北麓

近濁水溪岸附近稱為象鼻山，右側有白石牙山（海拔 1172公尺），北隔濁水溪主流與集集相望，地勢

向北緩降，形勢封閉。曲流下游近清水溝溪、濁水溪匯流處易有水沖沙壓之虞，尤其是番仔寮溪埔仔

（今瑞田村）一帶，在濁水溪堤防興建之前一直屬於浮覆地，反之，坪仔頂河階群、大坵園河階群及

地勢較高的河谷平原，成為早期聚落建立的優先選擇地點2。 

雍正元年（1723）諸羅縣分置虎尾溪至大甲溪之間為彰化縣，東至清代歷次所頒番界為界，根據

乾隆 22年（1757）的〈彰化縣隘寮座落圖〉（柯志明，2001：187），本地區在乾隆初年為吷裡社居地，

南方山區則有子黑社分布，皆屬水沙連南港諸社（范咸，1993：199 ）（圖 2）。然而此地區實為邵族、

布農、鄒族生活領域的過渡地帶，日治時期小島由道（1918：5）的調查仍指出北鄒族鹿株大社位於

陳有蘭溪支流和社溪右岸，其小社楠仔腳萬社在陳有蘭溪左岸、鹿株大山東端山腳平地，即清水溝溪

東南方山區（圖 3）。 

乾隆 25年（1760）左右繪製的〈臺灣番界圖〉顯示，乾隆 15年（1750）所劃設的土牛紅線舊界

與 25 年土牛藍線新界在濁水溪以南地區完全重疊，林屺埔地區番界位址設於清水溪之柯仔坑（今竹

山鎮德興里）東南、東埔蚋溪獐仔? 以東（即? 仔?，今鹿谷鄉鹿谷村），濁水溪主流則以社寮東方

象鼻山西麓為界，因而在乾隆時期第三度調整番界前，清水溝溪下游谷地一直為界外番地（圖 4）3。

雖然乾隆時期開始對界外番地採取保護措施，仍有漢人不斷越界進墾本地區。由於濁水溪與清水溝溪

支流谷地提供交通管道，封閉的地形並未造成阻?，出入本區的主要路線有北南二路，北為自社寮（今

屬竹山鎮）溯濁水溪南岸至清水溝溪河口上溯；南為自粗坑（今鹿谷鄉初鄉村）翻越水仔尾沿西清水

溝溪谷地進入坪仔頂。據伊能嘉矩（1909：96）調查，乾隆 5、6 年（1740、41）有漳州人程志成率

                                                 
2 九二一地震及其後歷次風災、水災改變河流地形之前，曲流凹岸依序形成砂潭、王爺潭、九寮潭、外城潭等處深潭，
提供灌溉水源及魚產，亦曾因此於民國 70 年代設立「河川魚蝦保護區」，現今由於天災及河川整治，原本的河川地形
已完全改變，多數曲流深潭已消失。 

3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臺灣番界圖〉。關於本圖之考證及內容意義，另參考施添福（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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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12 名壯丁沿清水溝溪上溯占墾蕃地，墾成外城、內城（今土城）等聚落，即是利用第一條路線；

又乾隆中葉大坪頂業戶許廷瑄招佃拓墾，有蔡子乾等人進墾坪仔頂，則是採第二條路線。 

 
圖 1 日治初期清水溝溪谷地及附近聚落 

資料來源：筆者改繪自台灣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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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彰化縣隘寮座落圖〉中所繪的清水溝溪地區 

資料來源：節取自柯志明（2001：187）重繪臺灣博物館藏岸裡社古地圖 M2233（圖中三角形

為筆者所加，該處即清水溝溪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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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馬淵東一〈高族族種族分布圖〉 

資料來源：宋文薰編譯（19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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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乾隆中葉一〈臺灣番界圖〉水沙連地區 

資料來源：筆者改繪自原圖複製圖 

 

屯地設立前的拓墾概況 

清初濁水溪外牛相觸山口以東地區泛稱為廣義的「水沙連」，包括現今的竹山、鹿谷、名間、中

寮、南投、草屯等地區，明鄭時期已有漢人入墾，鄭氏部將林圮等亦領兵東進屯田，但墾地限於林屺

埔、社寮一帶河階平原。康? 61 年（1722）朱一貴事件後首度設立番界，沿觸口臺地西側與八卦山

台地西側「梅仔阬山、他里霧之麻園山腳、庵古阬口、斗六門之小尖山腳、外相觸溪口、東螺之牛相

觸山」設立界碑，意圖將整個水沙連劃為禁區（黃叔璥，1993：167-168）。翌年析諸羅縣分設彰化縣，

然根據林文龍（1998：176）、陳哲三（2002：160）等人的研究指出，林屺埔、社寮一帶河階平原成

立沙連保（堡）卻遲至乾隆 21、2年左右。促使清廷設立沙連保（堡）的契機，是乾隆 15年社寮發

生的水沙連爭墾毆鬥事件。首墾社寮東方番界後埔仔地區之戴澤等人在雍正 4年（1726）將土地賣給

居於林屺埔下坪之武舉人李朝龍，其後駐於社寮的水沙連通事陳蒲也到彰化知縣衙門請墾，雙方控

爭，經彰化知縣到地勘丈，將已墾田園釐定邊界分管陞科，其餘未墾埔地仍劃為禁地，不許復墾（臺

灣研究資料彙編，1993：12495、12501-2）。然翌年續辦此案的總兵李有用調查發現水沙連地方私墾

情形仍然嚴重，清廷下令查辦，指示「除已陞課之地准其照舊管業外，其餘並未陞課、貼近生番地界

荒地，不許復墾，勒石嚴禁」，並要求將私墾禁地的佃人解散（臺灣研究資料彙編，1993：12391-2、

12501）。然而李有用認為水沙連民番無礙荒埔原係准墾，驅逐佃民恐致滋擾，因而奏請將上述所有墾

成田園與未墾荒埔一併入官充公，成立官莊，繳納官租（臺灣研究資料彙編，1993：12498、1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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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有用奏文亦指出水沙連地方當時已是「大小村落共計二

十四庄，男婦戶口二千餘人」；「已墾成田園一千五百七十

一甲，未墾荒地二百六十餘甲」（臺灣研究資料彙編，

1993：12495）。乾隆 20年 9月 12日戶部終於議准閩浙總

督喀爾吉善疏請彰化縣水沙連編立保甲，以管理已墾田園

及耕種民戶（清高宗實錄選輯（一），1993：111）。 

清水溝谷地與社寮後埔仔僅一丘陵相隔，雖位於後埔

子土牛紅線以東地區，但漢人侵墾的腳步並未禁?。伊能

嘉矩（1909：96）的調查指出程志成等人於乾隆 5、6年

進墾清水溝，歷經十餘年後遭原住民襲擊殺害，田地盡歸

荒蕪。洪敏麟（1984：551）則指乾隆 16年（1751）有漳

人張禎祥繼程志成等人之後入墾大坵園，創建村莊，故本

地區應是乾隆初年初墾。乾隆 21年（1756）清廷已注意

到本地區的侵墾情況，開始清查「北起阿里史，南至清水

溝」的私墾田園。22 年報彰化縣私開禁地共有清水溝、

集集埔、八娘坑、虎仔坑、萬丹隘、臘塞頭、頭重埔、二

重埔及三重埔、中洲仔、萬斗六、東勢山腳庄、黃竹坑、

積積巴來十三處，其中濁水溪中游南北兩岸的清水溝、集

集埔、八娘坑三處禁地，早有水沙連通事賴烈、陳媽超（應

即是居於社寮的通事陳媽生）等招羅成貴、許瀾等人為

首，聚眾搭寮開墾（柯志明，2001：171、382）。23年 3

月閩浙總督楊應琚奏准勘明民番界址，將淡水、彰化二地

仍然不夠明確的邊界確實釐定，查辦民人越墾的界外熟番

埔地。該年確認界址後，將部分「迫近生番」的田園、埔

地劃出界外棄為荒埔，彰屬清水溝等處、淡屬熬酒桶山（拳

頭母山地方，今台北縣新店市）明定劃出界外，並令各處庄寮立即遷移（清高宗實錄選輯（一），1993：

118）。此次勘界後於乾隆 25年確立土牛新界（藍線），令新舊界間由熟番陞科管業，新界外則盡棄為

荒埔，由守隘熟番認管，准其自耕或作為獵場「打牲耕種」。然而彰屬水沙連保濁水溪以南地區新舊

番界仍然相同，清水溝仍舊棄於界外，三層制族群分布亦未在此實施，漢人直接毗鄰的是仍未歸化的

水沙連諸社等，清廷並未積極面對清水溝地區侵墾問題。 

楊應琚奏議中同時已注意到入山採辦戰船的軍工匠濫伐木材情形，主張給印照、腰牌並嚴加管束

（清高宗實錄選輯（一），1993：118）。乾隆 28年（1763）沙歷巴來積積大坑口的軍工匠寮由於山木

採盡，匠首曾文琬將匠寮移至水沙連大坪頂，並將額設 60 名小匠帶來新寮。這些軍工匠在沙歷巴來

積積界外，除採伐匠料外，亦大肆兼營熬腦、抽藤、吊鹿、占墾等私利，故阿里史社特別墾求曾文琬

將小匠一併帶走，以杜滋擾（岸裏社古文書：956-154；施添福，1995：54）。同理可證，來到大坪頂

地區，軍工匠們依然汲汲營利。清水溝溪源自大坪頂（今鹿谷鄉），下游坡緩水流平穩，為軍工匠放

運樟木至濁水溪唯一水路，乾隆 30年（1765）軍工匠們因在二水以下以施厝圳放運樟木，該圳通土、

 
照片 1 清水溝溪屯田界碑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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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甲等恐損害圳道加以阻滯，因而發生爭執，經台灣知府蔣允焄裁定不得圖便損害圳道，仍由大溪放

運（臺灣中部碑文集成，1993：70-72）。軍工匠自清水溝溪下游放運樟木，出入自屬頻繁，乾隆 33

年 8月理番同知張所受奉命覆勘界外私墾，即指出彰化縣劃歸界外的八處埔地：清水溝、集集埔、八

娘坑、虎仔坑、萬斗六、黃竹坑、大姑婆、溝栗林（校栗林）、沙歷巴來積積、阿里史，除八娘坑外，

俱有隘番或軍工匠私墾（岸裏社古文書：954-006；柯志明，2001：163）。德福所纂輯《閩政領要》

亦明白指出「臺灣各屬山場盡係官山，禁止民人開採。⋯⋯一經軍工匠役砍代之後，民人即隨之而開

墾。現有清水溝、集集埔、八娘坑、廣福新庄、南仔、崁頂寮⋯⋯等 22處私墾未經報陞地畝，向通

事林秀俊、陳媽生、張達京等隱佔收租。」（唐立，1997：417）故界外清水溝地區，隨著大坪頂採製

軍工，早已成為流移民眾營利的樂園。 

乾隆 53 年（1788）林爽文逃至大坪頂小半天藏匿，福康安派大軍分駐科仔坑、科仔坑口、林圮

埔、藤湖口、流藤坪、龜仔頭、清水溝等隘口防堵，清水溝由格繃額領軍駐紮（平臺紀事本末，1993：

60）。案後福康安奏請設立番屯制，稱：「⋯查看南北兩路，如集集埔、水沙連、國信埔、小南仔仙、

枋寮等處，彌望良田，已成熟業⋯」，福康安征戰途中所見包括水沙連清水溝在內的上列界外土地，

已經到處是村落農田，終於奏准歸屯，一則使侵墾漢人就地合法化，一則補貼熟番屯餉，清水溝地區

私墾田園至此方納入清廷管轄範圍，番界亦同時調整。 

番屯政策與屯界碑設立緣由 

清水溝發現的屯租界碑為砂岩材質，略帶紅色鐵質成分，經丈量高約 82公分、寬約 26公分，厚

約 10 公分，現存全部文字為「南投分縣李／彰化縣正宋奉東至車? ? 山?，西至溪崁，南至草凹界

內，北至清水溝界水立石為界，□道憲萬 定立清水溝歸屯至車? ? 界址。乾隆伍拾陸年貳月日。」
4（標點為筆者所加）屯地四至部分字體較小，應是補充說明歸屯確切範圍而補刻於碑面右下方（照

片 1）。碑文內容指出此碑為乾隆 56年（1791）彰化縣令宋與其轄下南投縣丞李共同立碑，告示民眾

清水溝溪下游界於車? ? 山? 之西、清水溝溪崁之東、草凹界外以北、清水溝溪水之南的土地劃歸熟

番屯田地，末行主要文字指出清水溝歸屯範圍至車? ? 界址。然其與清代寓兵於農的軍屯制度並不相

同，主要是屯租歸附於熟番屯兵，故筆者將其稱為〈清水溝溪清乾隆屯租界碑〉。乾隆 56年彰化知縣

與南投縣丞分別為宋學灝與李爾和，前者於乾隆 53年 11月至 57年 10月間任彰化縣知縣，後者於乾

隆 55年 9月至 56年 2月任南投縣丞（周璽，1993：78、82）。56年 2月兩人共同立石昭告清水溝谷

地設立為熟番屯地，緣自林爽文事件之後頒行番屯政策。 

乾隆 53 年（1788）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事件後，奏議以搜捕有功熟番參半充補班兵，設立屯防，

一則? 勵平定林爽文事件之功，實為防堵民亂。根據奏議，乾隆 55 年（1790）正式設屯，由全臺九

十三社之中挑屯丁四千名，分為十二屯，大屯四處，每處四百人，小屯八處，每處三百人，包括? 山

縣放索社（大屯）、搭樓社，臺灣縣新港社，嘉義縣蕭? 社、柴裏社，彰化縣東螺社（大屯）、北投社、

                                                 
4 該石碑原插立於一塊約長有兩公尺、? 一公尺大的石頭上，石上設有凹槽為榫，石頭恰位於陳姓田埂上，因陳姓兩雙
胞胎兄弟玩耍而將石碑拔下，重裝後已鬆動，後民眾利用石碑綁牛以致石碑最後斷裂為兩塊。底下石座因佔據一部份
田塊，周邊在犁田又必需不斷調換犁的方向，故數年前已將石頭敲除。由於石碑頂部曾被當作磨刀石，左行文字「乾
隆 56年」的「乾」字已經磨損不見，其餘它行最頂字也可能有部分遭磨損佚失，幸而其下文字大多仍能辨認，足可辨
識出立碑的幾項主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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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史社，淡水廳麻薯舊社（大屯）、日北社、竹塹社（大屯）、武?灣社，令其在本社防守地方，未

另設屯所。又於每屯各設外委一員專管，共十二員，另設屯把總四員分轄，又於南北兩路設屯千總各

一名統率（臺案彙錄甲集，1993：3）。配合屯政，給予屯丁兩種界外土地以供生養，其一為未墾埔地，

其二為私墾田園。根據乾隆 49 年（1784）清丈及五十五年再次清丈所得未墾荒埔五千餘甲，連同翁

雲寬、楊光勳案之抄封田業三千三百八十餘甲，共八千餘甲，勻分全台九十三個熟番部落，每位屯丁

按埔地距離遠近配給一甲至一甲六分不等，千總、把總、外委各給埔地十甲、五甲及三甲未墾埔地，

自給自足，免其納賦，即「養贍埔地」。此外，乾隆 49年清丈得全台已報墾田園為一萬一千二百零四

甲，乾隆 55 年再度清丈，又查出侵墾田園三千七百三十四甲餘，皆充為熟番生養資費，這些侵墾田

園多位偏遠界外，零星分散，故統一由官按數徵收租穀，稱為「屯租」。乾隆 55年，閩浙總督覺羅伍

拉納札委泉州知府來臺，查勘屯田，同年 9月 28日奏議分田園為六等，按等科則（表 1），每穀一石，

折征番銀一元，歲可徵租四萬一千餘石，以 2、8兩月分給屯丁，稱為「屯餉」。每屯丁年給番銀八元，

屯把總各給番銀八十元，屯外委各給番銀六十元，屯千總各給番銀一百元，共計年給番銀三萬三千二

百四十元，令各廳、縣收貯，有餘則充隘餉、開闢水利、旱潦賑恤款項（臺案彙錄甲集，1993：7、

11、21、24；連橫，1994：149-150）。 

 

表 1 乾隆 56年頒定屯田租率表 

地則 一甲租率 地則 一甲租率 

一則田 二十二石 一則園 十石 

二則田 十八石 二則園 六石 

三則田 十四石 三則園 五石 

四則田 十二石 四則園 四石 

五則田 十石 五則園 三石 

六則田 六石 六則園 二石 

資料來源：連橫（1994：154） 
 

根據屯田政策，彰化縣設屯把總一員，屯外委三員，屯兵一千名，包括東螺社一大屯，北投社一

小屯，阿里史社一小屯，每年屯餉共計八千二百六十元（表 2）。屯租收入部分，根據道光 14年左右

出版的《彰化縣志》，彰化縣界外私墾田園共有十五處劃設屯地，即東勢角、車籠埔、校栗林、大姑

婆、沙歷巴來積積、阿里史、黃竹坑、土牛角、清水溝、龜仔頭、八娘坑、集集埔、大埔洋、內木柵

及萬斗六，年徵屯租穀八千六百二十九石餘，每石折徵番銀一元，初由縣府負責收發，乾隆 57年（1792）

起，改令屯弁自收散給。至嘉慶 19年（1814），由於抗欠侵吞弊病叢生，因而再度歸官處理，設立佃

首三名半徵租發餉，每年給辛勞銀六十元，合計每年共給屯餉銀八千四百七十元（周璽，1993：221-223）
5。 

同一奏摺中，覺羅伍拉納並指出添設綠線新界、豎立碑石為界之必要。奏議言： 

臺灣地土膏腴，易於謀食，無藉民人，愈聚愈多，往往深入內山，墾越滋事。雖於乾隆 15 及

25等年兩次立碑，並於淡、彰二廳設立土牛以分界限，因閱年既久，日漸廢弛。自應遵奉部行，劃定

                                                 
5 經由嘉慶 15 年方維甸的清釐與蒙混短報等問題，此時屯租額與原設可能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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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址，庶可束邊境而杜爭端。茲據臺灣鎮、道等請以此次清查歸屯地段為准，或抵山根，或傍坑崁，

令地方官揀堅厚石料，豎立碑界，詳開年月地方，大書深刻。並稱存檔原圖，從前以紅、藍、紫色畫

線為界，今即添畫綠線，以別新舊。臣查界外未墾埔地，既已分給屯丁耕種，丈溢田園，又歸民佃征

租，各有定主，似可毋慮奸民覬覦；但杜弊必宜周密，立法尤貴嚴明，應請以此次清查歸屯地段為准，

或抵山根，或傍坑崁，飭令地方官遵照部行，揀用堅厚石料，豎立界碑，詳開年月地方，大書深刻，

庶界限井然，奸民不敢復萌故知，佔墾之風，自可禁絕（臺案彙錄甲集，1993：14、15、26）。  
 

同年 11月 11日議准實施，沿山根、溪流坑崁等為屯界並添設新番界，設立界碑，即土牛綠線，

故界碑同時有標明屯租田界範圍及番界兩種作用。清水溝之界碑設立於乾隆 56年（1791）2月，正是

55年田園清丈完畢，伍拉納奏准後施行，由地方官員「揀用堅厚石料，豎立界碑，詳開年月地方，大

書深刻」，目的在使界限井然，阻絕佔墾之風。番屯事務由閩浙總督為最高管理，而縣府為實際經辦6，

因而當任彰化知縣與南投縣丞共同立碑，昭告界外私墾民人按則繳納屯租，並確立土牛綠線之所在。

根據屯田政策，越界侵墾漢人就地合法化，佃首或地方官代為催收屯租銀再分發各社屯丁，番丁儼然

成為不在地業主。然而，此次新界只在少數地方立碑，相當簡略，未如前次大規模挑溝劃界遷民舉動，

禁絕偷越之風的效果仍然微小。 
 
 

表 2 彰化縣屬屯所與屯弁來源 

屯
所 

社別及弁丁別 人 數 分撥養贍埔地 
每人埔地面積
（甲） 

每人屯餉 
（銀元） 

屯把總 1 沙歷巴來積積 5 80 

屯外委 1 沙歷巴來積積 3 60 

東螺社 
馬芝遴社 
二林社 

152 
23 
28 

沙歷巴來積積 1 8 

眉裏社 50 校栗林 1.00252 8 
大武郡社 
半線社 

28 
13 

萬斗六 1.03 8 

東
螺
社 
大
屯 

屯丁 
400名  
 

大突社 
阿束社 

76 
30 

水底寮 1 8 

屯外委 1 內木柵 3 60 

北投社 128 內木柵 1 8 

南投社 23 虎仔坑 1.02259 8 

? 羅社 45 萬斗六 1 8 

北
投
社 
小
屯 

屯丁 
300名  柴坑社 

大肚北社 
大肚南社 
? 霧? 西社 

33 
31 
31 
10 

水底寮 

1 8 

                                                 
6 由閩浙總督至地方縣府分層管理與經辦屯務權責可參考鄭喜夫（197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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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外委 1 水底寮 3 8 
阿里史社 
水裏社 
牛? 南社 
牛? 北社 
烏牛欄社 
沙轆社 

119 
26 
35 
14 
32 
27 

水底寮 
 

1 
 

8 
 

阿
里
史
社
小
屯 

屯丁 
300名  

大肚中社 47 大姑婆 1 8 

註：阿里史社小屯屯丁人數共 301人而非 300人，可能是屯丁更替或原始資料有誤 

資料來源：修改自鄭喜夫（1976：73-74） 

 

清水溝屯地範圍與土牛綠線 

上列十五處屯地中，清水溝、龜仔頭（今水里鄉玉峰村）、八娘坑（今集集鎮田寮里）、集集埔（今

集集鎮集集里、和平里）分別位於濁水溪中游南北岸支流下游的河谷平原或河階上，顯示早期利用濁

水溪上溯佔墾，各濁水溪沿岸平原及支流匯流處因而皆成為首先開拓之區。 

本碑設立於清水溝溪與其下游支流楠仔坑溪匯流處附近，即清水溝溪東岸、楠仔坑溪北岸，按清

代以山溪等自然界限為番界的慣例，兩溪應即是番界所在，設碑地點因而形成「石牌」地名。碑文內

容界定本屯地的範圍「東至車? ? 山?，西至溪崁，南至草凹界內，北至清水溝界水」。南至「草凹」

界內，草凹為乾隆中葉承墾鹿谷大坪頂地區的業戶許廷瑄向彰化縣府請稟之業地名稱，許之課館稱「瑞

豐館」，址在新寮，附近因為西清水溝溪源頭，因呈現凹狀地形與拓墾之初草類植被茂盛而得名，「草

凹」因而沿用泛稱許廷瑄招佃拓成的粗坑（今初鄉村）、新寮、坪仔頂、? 仔寮（今鹿谷村）、車光寮、

小半天（今竹林村）與內樹皮七大主要聚落及田園山林，概稱「草凹七處」或「七處草地」，亦即以

新寮為核心的大坪頂地區（黃素真，2005b）。其中粗坑、新寮、? 仔寮、車光寮、小半天與內樹皮六

大聚落皆位於東埔蚋溪兩側的高位河階群，唯有坪仔頂聚落位於清水溝溪與支流西清水溝溪匯流處之

河階群，有許多證據證明坪仔頂聚落的確是許廷瑄業地範圍，如現存道光 8年（1828）許廷瑄給出坪

仔頂東埔蚋寮（今秀峰村）的一張墾批，內容為許廷瑄給墾坪仔頂東埔蚋寮「東至大路，西至山，南

至坑底，北至黃家厝邊，年配大租一石二斗」的土地與佃戶黃代7，可見坪仔頂地區為許廷瑄合法的

業地範圍，屬於需納正供的漢墾區8。又坪仔頂聚落的庄廟原主祀「慚愧祖師」（今稱武聖廟），據廟

史言乃移民分墾坪仔頂時，由新寮慚愧祖師廟（今靈鳳廟）分靈而來，道光 10 年（1830）創建祖師

公廟（黃素真，2005a）。以上證據足以說明許廷瑄草凹七處或大坪頂業地，確實包括清水溝坪仔頂地

區，故本屯界碑中所指「南至草凹界內」，即是指南至與坪仔頂地區交界為止。乾隆 25年新設土牛藍

線時高宗諭示，設立番界當「以山溪為界，其無山溪處，亦一律挑溝堆土，以分界限」（清高宗實錄

選輯，1993：126），故本屯地與坪仔頂之合理界限應在蜿蜒環抱坪仔頂河階的清水溝溪處，清水溝溪

                                                 
7 竹山鎮茆庸正藏古文書。 
8 宅仔底廖姓位於坪仔頂的土地在光緒 14 年土地清丈時，丈單註明土地種類為「田」，但石牌黃姓位於屯地內崁腳洋的
土地則註明為「屯番」田，顯見兩土地地權不同（鹿谷鄉廖瑞昌、黃俊雄藏古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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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西岸）之坪仔頂為界內，可行合法拓墾；北岸（東岸）為界外，因為已有漢人私墾而歸為屯田

地，需按科則納屯租。 

其次，西至「溪崁」，即是坪仔頂以下的大丘園清水溝溪河段，清水溝溪在此處形成曲流，左岸

接近山麓而右岸形成較寬廣河階平原，故得「大丘園」地名，大丘園左鄰清水溝溪，下切河床與河階

平原之間形成階崖落差，故本屯地西至大丘園清水溝河段溪岸。 

屯地東至「車? ? 山?」且「清水溝歸屯至車? ? 界址」，指新設土牛綠線番界向東推至屯地之

東的山?，清水溝谷地東側山地為鳳凰山脈北伸餘脈，今該山地有白石牙山、樟湖山等主要山頭。「車

? ?」地名應即大坪頂「車光寮」，今廣義車光寮指大水窟台地西南側東埔蚋溪高位河階上車光寮、

九寮坑、石城、過坑等聚落，該處為清代許廷瑄業地中地形最為平坦廣闊之河階地，亦為整個大坪頂

連絡新寮、? 仔寮、小半天、大水窟、內湖等地之交通樞紐。乾隆 47 年（1782）許廷瑄給出大坪頂

廣福庄九寮坑一段埔地與汪坤首墾，下手契中在道光 16 年（1836）胎借字稱此水田位於「 桄? 庄

土名狗? 坑」，咸豐元年（1851）稱此水田位於「車桄?內狗? 坑」（大坪頂地區文書：1、13、20）；

乾隆 52年（1787）許廷瑄給出「車桄? 內湖半山竹凹」與筍仔林庄黃參（大坪頂地區文書：59）；嘉

慶 12年（1807）許廷瑄給出「 桄? 崁仔腳」田地及林地與張媽傳（大坪頂地區文書：5）；光緒 14

年（1888）許廷瑄出? 「車桄? 庄後」一段水田與劉三坤（大坪頂地區文書：38）；光緒 20年（1894）

劉拱照等人杜賣「車桄? 過坑庄」菜園與該庄劉再來（大坪頂地區文書：43），以上契字中清代對車

光寮有「車桄?」、「 桄?」、「車桄?」等數種不同寫法，但音皆相同。地名演化通常是初期涵蓋範

圍較大，其後隨著地區人文化成、區域分化而出現指涉範圍較小、較精確的小地名，契字中顯示車光

寮地名初期指涉範圍相當大，如上引乾隆 52 年「車桄? 內湖半山竹凹」土地，到了道光年間由於拓

墾向東埔蚋溪上游推進形成了內湖庄，該處地名演化成「內湖口半山」，乃相對於內湖庄內而稱，不

再附於車光寮地名之下（大坪頂地區文書：64、79）。施添福以竹塹員山南重埔和楊梅壢長崎坑地名

的演化為例指出，隨著土地拓墾完成，人們安身立命所繫的場所需要專有名稱以彰顯其獨特意義，因

而聚落地名隨著分化和改變，意謂著聚落景觀紋理的細緻化，地名的分化過程即為聚落的發展過程（施

添福，2001：257-273）。上引數契顯示，車光寮地名在拓墾初期所指涉範圍的確廣及附近一帶山區。 

碑文又指屯地「北至清水溝界水」，清水溝曲流過石牌後在大丘園北方匯流楠仔坑溪，轉向西北

流，曲流在左岸形成凸岸，經外城聚落注入濁水溪主流，故下游當以此為分界，溪左岸為屯地，右岸

為番地。清水溝溪最早成立的防禦聚落「外城」位於左岸末段，位於凸岸之崁腳洋、二層仔、樟頭等

河階均屬廣義「外城」範圍，光緒 2年（1876）一份外城崁腳洋胎借字顯示，該土地屬於屯地，契文

指出黃敦等兄弟五人有承父應份水田壹段，「坐落土名外城崁腳洋，圳水灌溉充足，內帶厝地棵杍竹

木什物在內，東至公典田，西至明玉田，南至公典田，北至春茶田，四至界址明白，逐年配納屯租粟

壹石正」9，該土地在清水溝溪下游西岸的外城聚落南方，由外城聚落位於社寮一帶進入清水溝地區

入口位置及乾隆 5、6 年已初墾的情形看來，附近平原必早有墾民復墾而終至收為屯地。光緒 16 年

（1890）台灣布政使司清丈黃蔭位於外城的一塊下則旱園，所給丈單亦明載此園為納大小租之「屯番」

地10。 

                                                 
9 鹿谷鄉黃俊雄藏古文書。 
10 同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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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碑文，大丘園亦劃歸為屯地，然而該地卻位在清水溝溪主流右岸，則右岸界址如何劃

分？根據地形及設碑位置來看，應是以東岸支流楠仔坑溪來劃分，以上推測幸運地透過民間保存的契

書獲得了證明。嘉慶 21年（1816）10月黃景以布疋折花紅銀貳員伍角透過水沙連社丁首黃林旺中介

向水沙連社通事毛天福、土目簡萬等承墾楠仔坑山畬荒埔一處，墾成後逐年配納該社番食銀肆錢。該

山園西、南抵楠仔坑界，東、北與黃秀的圳道及田頭為界，可知楠仔坑以北並非林案後之屯田範圍，

而是水沙連社的社地11。再舉黃姓所藏另一墾批為例，全文如下： 

 

立給墾字人水沙連社通事毛蛤肉/社丁首陳振山有轄下二十四社山場埔地乙所，坐址在清水溝南

仔坑，東至大坵園埤腳，西至土敢坑，南至坑，北至土敢，四至界址明白為界，茲因番食不敷，番

黎不諳耕種，是將此處埔地旱田給予佃人黃水海前去開墾耕栽種收成，逐年議納本社番食口糧

租谷參斗，逐年完納給單執炤，不得少久升合，如是少欠則將此處退耕別佃，倘亦年清年?，

任從該佃氶遠耕作，不得征租加稅抑勒滋事，此係社界內物業與別人無干，亦無別墾不明諸事，

如有此事本社通事一力抵當，不干佃人之事，合給墾字乙紙付執為炤。 

玖年肆月 日立給墾人                         理蕃分府/給水沙連社番通事毛蛤肉長行記 

理蕃分府/給水沙連社丁首陳振山長行戳記 

 

毛蛤肉為毛天福之子，繼承父職續任水沙連社通事，與社丁首陳振山共同出墾楠仔坑山場埔地

與內城莊黃水海前去開墾，年納社番食口糧租穀三斗。本契雖未註明年代，但此山場前已有同庄（內

城庄）廖長興栽種竹林，因而產生糾紛，咸豐元年 2月（1851）由通事所陳通、郭護、黃仕三人為公

親，由廖家抽出旱園一段付與黃水海耕種，方息紛爭。由通事毛蛤肉在任時間12及後來黃廖兩家的糾

紛時間，可推知本土地應是道光 9年（1829）給墾，由契中四至可知該山場位於楠仔坑溪以北。光緒

2年（1876）黃水海之子黃護將這塊山場連同另兩塊竹林地杜賣與曾元，契約指出「黃護有先父黃水

海給墾通事毛蛤肉/社丁首陳振山二十四社轄下山場埔地，坐址在清水溝南仔坑竹林壹段，址在墾字

內，又崩溝坪竹林壹所，東至小坑，西至崩溝坑沈潭，南至崙頂廖家、黃家竹林，又山田仔竹林壹所，

東至崙，西至坑，南至崙，北至黃家竹林⋯配納番租」（底線為筆者所加），該三塊竹林分? 位於楠仔

坑、崩溝坪與山田仔，隔年黃護族親黃登蔭出銀取贖，指出該崩溝坪竹林「逐年配納屯大租谷參斗」
13，按上引墾契可知第一筆向水沙連社承墾的楠仔坑北岸竹林納租名目為水沙連二十四社隘丁口糧

租，而崩溝坪竹林位於大丘園廖姓所居宅仔底聚落東方山坡，納租名目為屯大租（山田子址不詳）。

由以上文書可確定楠仔坑溪當為屯地與水沙連社地之分界，以南為今日廣義的大丘園，以北為番仔

寮，該界即清水溝溪右岸土牛綠線新番界所在。 

嘉慶 13年（1808）何子張及何象兩人將共同承墾的清水溝乾坑口荒埔一所，以一百陸拾大員賣

與集集廣盛庄陳盛老14，該荒埔「東至乾坑，西至黃侃園，南至山，北至濁水溪」15，即後來廣義番

                                                 
11 同註 9。 
12 林案後毛天福首任水沙連社通事，至道光年間由其子毛蛤肉接任，毛蛤肉在道光末年死亡，其子毛澳接任（鄧相揚，

2001：86）。 
13 同註 9。 
14 陳盛老（廣盛）為乾隆 40 年進墾集集林尾的陳講三（原籍漳州海澄）之三子，陳家發展為當地殷戶，承墾濁水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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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寮庄東段，年納水沙連社租谷五石七斗二升，而嘉慶 18 年（1813）陳盛老又透過南投總理義首高

錐生擔任中保人向北路北投屯外委乃認佃龜仔頭一帶? 荒埔地，該地「東接龜仔頭山腳，西至乾坑，

南至山崁，北連溪埔」16，對照上契得知，乾坑為水沙連社地與北投屯外委承管屯地，以西為水沙連

二十四社社地，以東為龜仔頭屯地。配合前引嘉慶 21 年通事毛天福與土目簡萬給墾楠仔坑山園的墾

契，可確定清水溝溪東岸、楠仔坑溪以北、乾坑以西、濁水溪以南的土地為水沙連社丁的口糧地，因

而由水沙連通事、社丁首等招佃開墾，收納社丁口糧租。 

根據柯志明（2001：297-307）對番租類別的詳細考究，社丁口糧租來自社丁口糧田，立意為番社

均分社地由社番自力開墾，墾成後或繼續自耕，或招佃耕種抽收小租，後者稱為番小租，因不用繳納

大租及正供，又稱為大小租，然而此種口糧租，常由通事、土目等代為集體招佃，征收租穀，再依各

番份下田地面積比例分配給發。然而資料顯示本研究區水沙連二十四社的社丁口糧租，乃直接由通

事、土目等招徠墾民墾闢荒埔，而非由社番墾成熟田再招漢人承佃。嘉慶 18 年（1813）水沙連通事

毛天福與社丁首黃林旺給墾溪北濁水山東方一帶山林的墾批中，黃林旺自稱「蒙理番憲恩充沙連社丁

首額缺，內安撫番黎，外約束居民，管收各坑門山番租穀，以完縣中丁餉，散給番食口糧。」（臺灣

私法物權編，1993：1029）不論其後黃林旺如何經營，本地區墾批顯示，界外土地除了侵墾而就地合

法的屯地外，其他皆屬水沙連二十四社丁口糧地17，由通事、土目或演變為社丁首等招墾，收納社丁

口糧租，所得租額除了向彰化縣府繳納番丁銀外，餘額勻分為二十四社社丁口糧。 

根據以上，屯地界碑所立的位置恰在清水溝溪與楠仔坑溪主支流交界處右岸，顯示土牛綠線番

界位置即依據此兩溪流，右岸為番界外土地，左岸為屯地，包括楠仔坑溪左岸（南岸）的大丘園與清

水溝溪主流左岸（西岸）的外城地區，《彰化縣志》所稱屯地「清水溝庄」範圍，即廣義的大丘園與

外城（圖 5）。然而，由於依屯地四至劃設象徵性的土牛綠線，本區出現新界內有水沙連社地（象鼻山

麓），而新界外有屯地的矛盾情形（龜仔頭庄），顯示此次番界劃設的確相當粗率。根據《彰化縣志》，

道光 14 年左右清水溝庄屯租穀年徵三百十二石九斗二零七合零八撮，龜仔頭庄屯租穀六十三石八斗

四升四合九勺七抄六撮，連同彰化縣其他十三個屯租，一年共徵八千六百二十九石餘租穀（周璽，

1993：221-223）。 

                                                                                                                                            
岸土地非為自墾自足，而是帶有投資性質。 

15 集集鎮陳嵩山藏古文書。 
16 同註 9。 
17 姚瑩〈埔里社紀略〉中即提到「乾隆 53 年開屯各社遵設屯丁，水裏、埔裏二社內有屯田一百餘甲，其番自耕田亦百
餘甲，未墾荒埔無數」，可見水沙連二十四社歸化後，理番分府認可彰化縣界外其原居地未墾荒埔為社丁可墾收土地
（姚瑩，199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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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拓墾方式與租權種類 

番屯制度成立之初立意良好，在平定變亂、防治番患等皆有成效，但後來弊病叢生。嘉慶 15 年

（1813）閩浙總督方維甸巡臺，發現南北路各屯養贍埔地多被奸民、通事等串通欺詐，典賣霸佔，以

致屯務廢弛，因而責飭北路理番同知、鳳山知縣分勘南北各屯，逐一清釐，令侵佔民眾自首，不究其

 

圖 5 清水溝下游的屯地與社地概略位置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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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分交原撥弁丁收管自耕。屯租部分，令屯弁自行向民戶徵收再分發屯丁的方式，導致抗欠侵吞弊

病叢生；此外，墾民取巧，田變園者多，以致田多租少，年收屯租榖反較原來短缺三千餘石，因而決

定再度歸官收發18，其後並頒示官給屯番埔及應征屯餉田園，均係奏明官地，不准私行典賣（清代臺

灣大租調查書，1993：1093-94）。然而事實證明，如同柯志明（2001）的說法，清代臺灣番地政策總

是不斷隨著歷史的機遇，進行被動的調整與適應。 

該次清釐發現龜仔頭屯地由於林仔坑、乾坑等坑谷水源稀少，致使原墾者? 荒，屯餉無著落，北

投屯外委再招陳盛老自備工本進行開墾，由於工本浩大，契約明定給與永耕權利保障19。濁水溪中游

南北岸支流多處短小支流的坑門，礫石粗大，乾季缺水，雨季易遭水沖沙壓，拓墾往往受限於自然環

境。連橫《臺灣通史》（1994：625）記載嘉慶 16 年（1811）有原居彰化鹿港的泉州人林詳（當地廟

祀稱林朋）「聞內山土廣而肥，足以致富。遂鳩集資本、募佃農，⋯至牛轀轆，開墾竹仔腳山之南麓。

鑿渠導水，以溉其田，凡百數十甲，越數年，為大水所沒，僅存二十餘甲。」牛轀轆位於龜仔頭以東、

陳友蘭溪匯入濁水溪處左岸平原，水患頻見，使林評等人拓墾成果毀於一旦。類似不穩定的自然環境

存在濁水溪中游支流各溪口，拓墾相對困難，因而林案後水沙連社仍存有的未墾埔地，多位於水源稀

少的坑門谷口，或易遭水患的河濱溪岸。番仔寮地區即清水溝溪最末段土地，曲流至此匯入濁水溪，

最易遭受主、支流水沖沙壓，相對於左岸山麓、地勢較高的外城及較上游的大丘園，拓墾條件相對較

差，因而漢人越過溪岸後，優先拓墾的是環境較穩定的大丘園，番仔寮地區方能保留成為水沙連社地。 

嘉慶 19 年（1814）黃林旺與陳大用、郭百年謀墾水沙連水裏、埔裏社地，假借已故土目通事之

意請得墾照，擁眾入山，沿社仔、水里、沈鹿、埔里一路進墾，侵逼番眾生活空間，釀成番眾死傷慘

重的郭百年事件。事後，郭百年遭枷杖，而黃林旺則捐清水溝西勢山場為社寮開漳聖王廟油香之資，

嘉慶 24年（1819）所立的〈開漳聖王油香碑〉碑文指出：（臺灣中部碑文集成，1993：131 ） 

施主水沙連社通事社丁首黃林旺等，有本社界內清水溝西勢山場，自丹芳坑起、至澇水仔坑止；

東至清水溪、西至山巔，凡水流歸一帶山面、溪洲、清水口、牛埔厝、頂寮止，烏塗起，頂厝止。

施落聖王廟，以為油香之資。隨即給墾，交僧執掌，永遠抽收，以為廟祀之費。 

社寮為林屺埔與南北投往來之濁水溪南岸之津渡，亦是進入水沙連內山的隘口，自乾隆初年起陳

蒲、陳媽生等水沙連通事及黃漢、黃天肥、黃林旺等社丁首皆駐於此（鄧相揚，2001：74），為地方

生活核心，開漳聖王廟為社寮十庄聚落大廟。清水溝溪匯入濁水溪左岸之陳東坑山東北麓（即象鼻山

麓）一帶的山面、河口、溪洲等地仍屬水沙連社地，由社丁首黃林旺管理，黃林旺將此山場施落為香

燈資費，以彌補滋擾地方之過，此山場即屬上述不易開拓的邊際土地，因而尚得保留為水沙連社地。

然而，此案顯示社地租權實由社丁首掌控，社番幾乎無置啄餘地，以致管理社地出墾招佃的黃林旺可

以作主捐為香燈，而該捐置行為卻諷刺地是其侵墾社番土地的象徵性處罰。 

如上例，侵墾、隱報行為並不會因番界之設定而盡?，嘉慶 23年戶部尚書景安等人曾奏請整頓，

但成效不彰（臺案彙錄甲集，1993：51-55）；道光 13 年（1833）張丙案後籌辦善後事宜，再度進行

清釐屯務，至 18年 2月底勘丈完畢。此次查出界外之牛轀轆、社仔、內龜仔頭、外龜仔頭、九芎林、

埤頭山、石墻園、石壁坑等八處新界外土地又有新墾田園三百十五甲餘，循舊分給北路千總及蕭壟、

                                                 
18 方維甸奏議中指嘉慶 16 年（1814）實施，彰化縣部分《彰化縣志》作嘉慶 19 年（1814）始再歸官。 
19 同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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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裡、東螺、北投、阿里史、麻薯舊社等六屯弁丁掌管（臺案彙錄甲集，1993：61-69）。牛轀轆位於

濁水溪主流與支流陳有蘭溪匯流處，社子則位於水里溪與濁水溪合流處河階，這些界外土地再度納入

屯地，收納屯租，顯示清廷對於界外租權的認定不斷隨著漢人侵墾而不得不被動調整。 

根據以上分析，清代乾隆 53 年後，清水溝下游地區形成三種不同土地拓墾方式及租權結構，其

一為坪仔頂地區，是乾隆初期大坪頂業戶許廷瑄向彰化施家承買的業地，屬於界內合法拓墾的漢墾

區，墾佃納漢大租於業戶許廷瑄，再由許納正供，形成如圖 6之結構。其二為乾隆 53年後劃歸屯地

的大坵園及外城地區，由彰化縣府管理，責付佃首收納屯租，再分與防守彰化縣東螺社大屯、北投社

小屯、阿里史社小屯三社 1000名屯丁為屯餉20，形成如圖 7之結構。此外，乾坑以西、楠仔坑以北至

清水溝溪以東則為水沙連社地，即番仔寮地區，由通事及社丁首招佃，納社丁口糧租，形成圖 8之結

構。例外的是清水溝河口西岸、象鼻山麓的水沙連社地山場，因郭百年事件後黃林旺捐為社寮開漳聖

王廟香燈之資，成為圖 9之結構（圖 6、7、8、9）。 

 

 

 

 

 

 

 

 

 

 

 

 

 

 

 

 

 

 

 

 

 

                                                 
20 由《彰化縣志》所列屯租額收取與屯餉額發放的收支情形來看，本縣境內十五處屯租並非勻分全台九十三社屯丁，而
是勻分縣境三大屯所 22 社共 1000 名屯丁（周璽，1993：2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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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彰化縣屯地的土地經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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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坪仔頂漢墾區的土地經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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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形塑與拓墾背景 

根據土地拓墾方式的差異，可將清水溝溪下游河谷階地分成三個人文區域，即坪仔頂「漢墾區」、

清水溝（外城及大丘園）私墾歸屯的「保留區」，番仔寮及象鼻山麓水沙連社口糧地的「保留區」。不

同的拓墾方式對三個區域性質的形塑具有何種影響？考察發現行政區劃、宗教信仰、聚落形態與家族

等方面的區域特性的確與拓墾背景有關。今日本地區分屬秀峰村、清水村及瑞田村三個行政村，乃日

治時期延續清代不同拓墾方式而形成的坪仔頂庄、清水溝庄及番仔寮庄三大自然村而來。漢業戶許廷

瑄招佃開拓而成的「坪仔頂庄」，日治時期仍為「坪仔頂庄」、大字「坪子頂」，今日為「秀峰村」。私

墾歸屯的大丘園及外城地區，雖分屬清水溝溪主流左、右兩岸，但清代同屬「清水溝庄」，日治時期

改為「大坵園庄」、「大丘園」大字，今日為「清水村」。光緒元年之前屬界外水沙連社地的「番仔寮

庄」，日治時期延續為鹿谷庄大字「番子寮」，今日為「瑞田村」21，行政區劃就人群聚居的谷地部分

而言，基本上與清代三大自然村領域符合。除了頒布番屯政策及執行收租外，清廷並未有任何主導地

方發展、組織移民的積極作為，邊疆社會移民為了安身立命而自然結構出來的自然村，最具有地域意

                                                 
21 位於凸鼻子以東之龜仔頭，由於與水里往來較易，民國 44 年由原屬鹿谷鄉調整為水里鄉，而以凸鼻子為界，以西歸
屬鹿谷鄉瑞田村，今為一、九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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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水沙連社丁口糧地的土地經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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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顯示各區域內部存在某些同質性。 

大坪頂七庄之一的坪仔頂庄包括頂坪、下坪、東埔蚋寮等雜姓集村，以自粗坑（今鹿谷初鄉村）

再度進墾的龍溪林姓為大姓，聚落大廟初期奉祀自新寮分香而來的慚愧祖師為主神22，慚愧祖師在大

坪頂地區為普遍的聚落保護神，具有防番、治病等多重功能，反應拓墾時期邊陲環境的特徵與墾民需

求，是大坪頂異質性大、流動性高的邊陲社會結合社群的地緣方式，因而成為整個大坪頂漢墾區域獨

特信仰（黃素真，2005a）。新寮除了是初期信仰核心外，亦是業戶許廷瑄的課館— 瑞豐館所在，繳納

租穀聚集居民帶動當地經濟，因而形成新寮街，為大坪頂七庄的生活中地，因而坪仔頂居民的生活與

新寮地區較為密切（黃素真，2005b）。故居民來源、經濟生活、社會交流與信仰等各方面皆顯示坪仔

頂與大坪頂漢墾區血脈相連的區域性。 

劃歸屯地的外城與大坵園地區，由彰化縣府委佃首負責催收已墾田園屯租，乾隆 57 年至嘉慶十

八年曾由屯弁自收散發，其管理疏漏必多。拓墾初期先後形成外城與內城兩大防禦聚落，外城位於溪

左岸較窄階地，據溪險以防番，有南靖黃姓、南靖陳姓、漳浦楊姓等進墾聚居，其中黃姓發展為最大

家族，移居樟頭河階；內城則設於溪右岸較廣階地，無溪為據，較易受攻擊，但因有較廣闊土地，吸

引墾民冒險進入，初期有詔安官陂廖姓（張廖）、漳浦黃姓等家族進墾，並居於土城內23。其後廖姓遷

出，另建周圍環有莿竹與土牆三合院於土城東南方，漸發展成血緣村，稱為宅仔底（今堤子內）24。

根據嘉慶 24年（1819）廖家第三代三房鬮產時宅仔底的建設情形看來25，廖家至少在嘉慶中葉前即已

遷出，因而土城由原本的防禦聚落成為黃姓為主的血緣村26。其後又有海澄陳姓遷墾大丘園27，發展

出竹圍子，陳姓、廖姓與黃姓形成大丘園三大血緣角頭聚落。後期另有一支黃姓（漳浦）遷入聚居土

城、宅仔底南方，形成頂厝仔，張姓（南靖）遷居頂崁，兩者亦發展成同族聚居的角頭聚落（附錄 1、

2、3）（黃素真，審稿中）。 

這些發展出來的血緣聚落與最初的外城雜姓防禦聚落，自古以來持續共祀設於土城聚落內的唯一

一座土地公廟，顯示了庄民的認同結合與拓墾背景有相當的關連。Freedman對中國東南村落與宗族的

研究指出，作為一個村落，以通過維持一個土地廟而表達自身的認同；作為一個宗族，則以祭祀共同

的祖先來界定。單一宗族組成的村落，宗祠作為村落的認同是兩者重疊所致，而一個包括兩個或更多

宗族的村落，村落的認同則會跨越了宗族內部的祭祀單位，即使宗族之間有明顯的區域界限

（Freedman，2000：1、104）。清水溝庄的土地公廟共祀，顯示了血緣聚落的形成並未影響庄民的基

本認同，庄民認同的單位超越了家族血緣組織，而是以在地地緣作為結合方式，認同範圍即是與屯地

                                                 
22 現今除慚愧祖師外，亦祀關帝、蘇府王爺、玄天上帝等，屬多位主神合祀形態。 
23 竹圍仔附近土地較為平坦廣闊，據口傳為社寮陳佛照家族轉手與海澄陳姓，但未有直接證據。 
24 廖姓開台祖廖紹聖? 於乾隆55 年，墓地於石門子坑崛底，按其宅仔底宅地與田園經營來看，可確定其入墾本區時間
必在設屯之前。又據其廖姓與黃姓後代皆口傳，原本兩姓同居於土城內，後因某次避亂走避山區，亂平後回到土城，
屋舍為黃姓所據，廖姓乃遷居宅仔底，因當時宅院四周種滿龍眼樹，故又稱龍眼宅仔，廖姓並口傳遷出另有土城聚落
水源欠缺之因素考量，土城聚落臨清水溝溪、媒人厝坑而建，取用前者水源需上下階崖，而後者坑水稀少，在人口繁
衍後的確有水源缺少之虞。今日宅仔底仍留有數口自動出水的淺井，九二一地震後水質改變方停止使用。 

25 鹿谷鄉廖瑞昌藏古文書。 
26 今土城聚落內除了黃姓外，另有一戶湯姓、二戶陳姓，另林姓為黃姓一房因夫亡，妻女招林姓父子入住續黃姓香火，
故亦屬黃姓之後。 

27 由於地緣關係，一山之隔的社寮陳佛照、張天球等家族可能曾參與清水溝溪拓墾開發，張天球於道光元年修築坪仔頂
圳灌溉坪仔頂、象? 灣等處山田二十餘甲（倪贊元，1993：156），此線索說明了清水溝的拓墾與社寮的連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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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的庄域。 

屬於屯地的大丘園非常特殊地發展出血緣角頭聚落，探究其原因，與支持家族發展的土地與資源

條件有關。就耕地面積、自然災害、灌溉取水等條件，大丘園相較於上游的坪仔頂河階，有較廣闊的

可耕地，較易利用地勢築圳取水；而相較於下游溪口的番仔寮，不易遭受水沖沙壓等天災，是清水溝

谷地農墾條件最佳地段。土地與資源是家族壯大的基本條件，宅仔底廖姓留下了家族與聚落發展的脈

絡資料。根據廖姓家譜及口傳，十四世廖紹聖原居官陂北坑白營，乾隆中葉偕長子廖緒及隨從渡台，

先抵彰化縣竹仔坑28，後遷水沙連清水溝開墾。廖緒生世禮、世仲、世爺三子，嘉慶 24年（1819）三

房鬮分父、祖二代於清水溝開墾建立之全部產業，整理如表 3，包括廖宅外南方水田及旱田一段，面

積共 1甲 1分 3厘 6絲，年納租谷 4石 9斗；崁下溪邊水田一段，年納租谷 3石；宅外西山麻竹林、

桂竹林及? 子，年納租谷 2斗；土牆內屋宅兩側桂竹及麻竹，年納租谷 4斗；頂份仔水田一段，年可

收 40 石租谷，作為十四世、十五世祖的祭祀公業，三房輪收及辦理；土牆內水田一段，年納租谷 2

石，作為支付公費用。 

按其相關景物描述，當時的廖宅四周環有土牆與莿竹圍，為一坐南朝北（略偏東北）、共有 16間

房之三合院，宅前土牆內有魚池二口29、菜園、水田，屋宅兩側環有桂竹一片及麻竹 12蒲，屋後留有

一塊空地，以為風水龍脈。日後子孫繁衍，世禮生五子，世仲生六子，因而由一棟三合院，發展成血

緣村，廖姓所居宅仔，亦演變成地名，宅仔底的「底」為「內」之意，仍保留了當時土牆、莿竹圍環

繞居宅四周的意象。廖姓能擁有如此廣闊厝地及產業，先行進墾獲得了較多及較為優良的田園土地是

主因。 

除此之外，利用谷地地形築圳，提高屯地田園生產力，促成了家族擴大。本區丘陵環繞，地勢緩

斜，清水溝溪及支流坑門易修築小型埤圳，《雲林縣采訪冊》記載，嘉慶 24年（1819）（即分家當年）

長房廖世禮（廖阿禮）開築清水溝圳（即頂厝子圳），引清水溝溪水灌溉清水溝莊等處山田二十餘甲

（倪贊元，1993：156），分付頂厝子、土城、竹圍子等黃、陳姓灌溉田園，收取水租。水田化使土地

生產力提昇，提高了環境負載力，促成宗族繁衍並得以持續聚居一地，相對地排擠了後來其他家族的

入墾。其次，外部環境的威脅不大亦促成本地家族發展，可由自然天災與族群對立兩方面來看。如前

所述，本地區水患較下游番仔寮地區少，具有較為穩定的拓墾環境，能使移民在此長期發展繁衍、安

居樂業。此外，番漢族群的對立，保留區漢人與水沙連社番之間的土地及資源衝突，在乾隆 53 年後

即已透過設立屯田及招佃而稍減，反而是較接近布農族、鄒族出? 地區的大坪頂漢墾區，直接面臨較

大的威脅，此可由光緒元年（1875）吳光亮開中部橫貫道路時在大水窟地區仍需與番族奮戰可佐證(黃

素真，2005 a)。生活資源的需求（如水源、耕地）、集約的水稻耕作方式等因素，促使原居於雜姓防

禦聚落的家族在外部環境威脅降低後出走，逐漸形成散布於大丘園田園之間的血緣角頭聚落。 

然而大丘園的血緣聚落並未發展成大型聚落及大型宗族，此與谷地環境不如一般平原擁有的高環

境負載力足以提供後續繁衍的家族成員所需有關。咸豐 5年（1855）廖世仲的六個兒子鬮產時，二房

居來只分得「下崁水田一所⋯帶納大租柒斗」，五房蒲生只分得「坪仔下水田一所⋯帶納大租柒斗」，

                                                 
28 今址不詳。 
29 今其一仍存，但因開闢道路（仁愛路）而中分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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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見隨著人口增長後代日益窘迫景況30。 

大丘園血緣角頭聚落散布顯示的另外一項意義是本地家族之間協力合作關係並不密切。乾隆末年

社番歸化，保留區番漢族群衝突降低，協防需求減少，又谷地環境使清水溝溪及坑谷支流易於修築小

型埤圳，家族之間協力拓墾的需求不高。廖家於嘉慶 24年第三代鬮產時成立紹聖公、緒公祭祀公業，

陳家亦有陳淵公祭祀公業，黃家則未成立祭祀公業，三大家族皆無成立宗祠，外部環境威脅與內部凝

聚程度是一體兩面的，大丘園地區呈現的聚落與宗族特色是谷地平原環境負載力足以形成小宗族但未

能支持大宗族形成，番漢之間及漢人移民之間的族群衝突並不嚴重，反之協力合作關係亦不密切，是

本地私墾歸屯的保留區形成的獨特區域性31。莊英章（1977）對於林圮埔邊疆社會特質的研究指出，

由於經濟累積不易，異族的威脅加上移民同質性高等原因，清代林圮埔邊疆社會是以地緣方式來結合

社群。在清水溝庄屯地，展現出來的社會特質是異族威脅不大，以漳州詔安客、漳浦、海澄、南靖移

民為拓墾主力的社群，雖發展出血緣角頭聚落，但仍以在地地緣作為結合與認同方式。 

 
表 3 嘉慶 24年宅仔底廖姓第三代三房鬮產細目 

房 次 原產業座址 鬮  份 鬮份面積 租 額 備 註 

清水溝草凹庄南片
田（共 1甲 1分 3
厘 6絲） 

厝后一段石頭水田，連塘
下一坵 

3分 2厘 配課租谷 1石
9斗 

1 ＊ 

崁下溪邊三兄弟仝
開耕水田（共 5分） 

中份 5/3分 配課租谷 1石 2 

東方大山麻竹 一片   6 

宅外西山桂竹 下嶺路為界，下之桂竹壹
所帶? 木麻竹無干東平山
麻竹一所 

 3 

宅內中東片桂竹 桂竹一片，帶麻竹四蒲  

配課租谷 2斗 

4 

世禮 

西北菜園 中一份菜園   5 

世禮長 

孫額 

宏業公份下抽出泥
墻內竹圍邊大門口
水田 

水田一段，帶園 2分 3厘   

清水溝草凹庄南片
田 

中一段 4分零 5亳 3
絲 

配課租谷 1石
5斗 

1 

崁下溪邊三兄弟仝
開耕 

水尾田下一段 5/3分 配課租谷 1石 2 

世仲 

東南山林內 麻竹一所，兼帶田邊麻竹   6 
  

                                                 
30 同註 25。 
31 就租額來看，水沙連口糧地由於自荒埔承墾，扣除開墾成本，租額相對較低；坪仔頂漢墾區租額為上則水田一甲八石
（原六石），上則園四石；清水溝屯地上則水田卻高達一甲納二十二石租穀，上則園納十石，幾乎是漢墾區的三倍，
墾民的負? 不可謂不沈重，然而由鬮書的租額來看，以多報少情形普遍存在，本文所得資料並未見因負稅過於沈重，
墾民無法負? 而散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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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仔外西南山上嶺
路為界，路上桂竹 

桂竹一所帶? 木麻竹無干  3 

宅內中為界，西南片
桂竹 

桂竹一片，麻竹四蒲  
配課租谷 2斗 

4 

 

西北菜園 西一份菜園   5 

清水溝草凹庄南片
田 

上一段 4分零 5亳 3
絲 

租谷 1石 5斗 1 

崁下溪邊三兄弟仝
開耕 

水頭一段田 5/3分 配課租谷 1石 2 

西南方山仔 麻竹一所   6 

宅外西山仔中一段
桂竹，上址有嶺路中
直為界，下址有嶺路
中直為界 

中段桂竹一片帶? 木屋
地，又帶宅內屋后右麻竹
四蒲 

 配課租谷 2斗 3 

世爺 

西北菜園 東一份菜園   5 

 厝一座共十六間，內家器
物業作三大房均分 

   

厝后東南宅內地 兄弟三人公議日後子孫永
不許造屋致傷宅龍 

   

泥墻內中一大坵田 為公禾庭，立定永不移  租谷 2石 辦公開費 

三大房 

共用 

本宅莿竹圍 三大房子孫可公用不許賣    

紹聖公宏

業公祭祀

公費 

（頂份仔水田一段） （分作上中下三段，大房
應得中份，次房應得尾份
配小埤水灌溉充足，三房
應得頭份） 

 年租谷 40石，
三大房輪流三
年一值辦祭祀
祖考 

 

  魚塘二口  三大房輪流 年初放魚

苗，冬至

捕撈，三

房均分 

＊備註欄數字為三房所鬮分的產業編號，同號者即原屬同一土地產業。 

資料來源：廖瑞昌藏古文書，筆者整理 

 

除了以上討論的清水溝庄土地公廟外32，外城聚落內有一座三山國王廟，稱為受龍宮，祭祀圈範

圍由清水溝庄擴及番仔寮庄，成為二庄共祀大廟。據廟史記載有楊灶者（客裔，籍不詳）於本地區拓

墾有成後，道光 25 年（1845）自彰化荷婆崙霖肇宮分香而建，楊姓無後嗣招黃姓為婿，廟務遂交予

                                                 
32 竹圍子陳家公廳所祀媽祖，為開台祖陳淵奉請來台，大丘園居民咸認頗為靈驗，故亦有許多崇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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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姓。番仔寮地區為清水溝末段土地，拓墾較晚，人群來源較複雜多樣33，清代有楠仔坑、石牌、九

寮、乾坑、? 地頂等聚落，日治時設立臺拓地，再發展出溪埔仔。鄰接大坵園的楠仔坑、石牌附近丘

陵起伏，平地狹小，而下游的? 地頂、溪埔仔等地易有水患，開發較晚、人群流動性較大及經濟累積

不易，因而番子寮長期依附於清水溝庄三山國王的祭祀領域。九二一地震後受龍宮倒塌，番仔寮（瑞

田村）居民倡議遷建受龍宮於番仔寮，並經擲爻請示同意，並有謝姓捐清水溝溪曲流凸岸茶園土地為

廟地，然清水村居民並不同意，認為原廟地風水極佳，且自古以來即設於外城聚落，新廟地三面環溪

易遭沖刷，並非理想廟地，沒有理由遷出34。瑞田村居民所持的理由則是神明已經同意遷廟，原外城

內的廟地狹小、出入不易，而新捐廟地寬廠、出入方便、氣勢恢宏。兩村僵持不下，最後瑞田村決定

在新廟地另建自己的三山國王廟，經多次擲爻定廟名為「瑞龍宮」，全村每戶負擔建設經費三萬元，

並就桃芝颱風溪水飄來廟地的樟木雕製神像，廟未完成故暫奉於臨時搭建的鐵皮廟中，至今可謂已完

全分化。信仰的分化雖有複雜的背景因素35，但此信仰分化事件底層，實與長久以來清水村與瑞田村

兩村村落意識及認同差異有關。 

結 語 

區域是人群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以自然環境為立足點，藉著人群與土地、人群與人群，長期交

互作用，逐漸塑造形成的獨特地方，是人們安身立命之所在。由於鹿谷鄉清水溝地區屯租界碑之發現，

使吾人得以重新檢視清代本地區的拓墾發展，進而析理人與土地互為主體的區域形塑脈絡。界於清初

漢人與番族生活領域過渡地帶的鹿谷鄉清水溝溪下游谷地，由於清代的族群與番界政策，在乾隆末年

林爽文事件後設立屯地，與毗鄰的漢墾區、水沙連社地發展成為三大自然村，境域內由於自然環境的

差異、土地拓墾方式與租權有別，居民在長期的地方生活中各自形成認同，以在地地緣作為結合社群

的方式，至今此種社群認同對地方仍具影響力。私墾劃歸屯地的大丘園地區，雖然發展出血緣角頭聚

落，但仍不足以打破原本的庄域認同。 

本文所要呈現的是地理環境與土地拓墾方式對於一個番界地帶谷地區域形塑的影響，研究發現，

即使是一個臺灣沿山看似均質的一個小流域谷地，內部仍存在區域差異。區域差異與區域特色實為一

體兩面，突顯每一個區域內部的同質性與區域間的差異性是當代區域研究的核心，本例提供一個臺灣

區域地理研究的思考，即臺灣島內區域的確複雜多元，唯有透過對人群與土地、人群與人群的長期交

互作用進行脈絡析理，才能以具有人文意義的指標界定出生活世界的區域範圍及描摩其區域性質，這

正是新區域地理學自我期許及努力的方向36。因而，唯有走進它，與它的人與地進行對話，才能知道

「區域」是什麼。 

                                                 
33 清末由於樟腦採製，有一批桃竹苗客家族群移入，包括竹東彭姓、中壢游姓等；日治時期溪埔仔地區成立台拓地，種
植甘蔗、香蕉等，亦再度吸引移民遷入，包括大溪鐘姓（原籍蕉嶺）、南投簡姓（原籍南靖）、草屯吳姓（原籍漳浦）
等，呈顯出居民較為複雜多樣。 

34 桃芝颱風時，新廟地的確遭洪流侵襲。 
35 兩村居民皆指對方利用爭取廟想要拿走九二一地震重建補助款三百萬。 
36 區域地理研究立足於區域之間既存的差異性，而非起始於某些區域範型，正如施添福教授所言，竹塹地區的研究並無
意概括、推論整個清代台灣的番界附近地域，亦不足以概括，因為臺灣的區域形成過程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在此匯
集交融而成，實具備「多島性格」，這正是其不斷進行台灣各地域社會研究的基本理念（2005年 10 月 15 日彰化研究
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此亦為筆者檢視本文個例的基本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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