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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介紹：臺南監獄署敷地買收舊契 

(1697-1900) 
 

 

劉仁超 

 

摘要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了一批日治時期徵收臺南監獄土

地的民間契約古文書三百餘件。根據總督府檔案，臺南監獄歷經 1899 年至 1901

年間三度土地買收，面積達兩萬餘坪，跨越了 1901 年臺灣土地收用規則實施

前後兩個時期。兩份｢監獄署敷地買收舊契目錄｣記載了 84 位地主名單，應該

就是這兩萬餘坪土地的原始主人。 

    這批古文書檔案時間橫跨自康熙朝至明治朝，因各宗契卷已被打散，不易

觀察原有的土地交易脈絡。筆者試圖整理還原其上下手關係，但因受限於舊時

土地契約的書寫慣例，結果不盡理想。無論如何，該批文書檔案不僅年代久遠、

數量豐富且所涉地理位置集中，為罕見的清代臺南府城內土地交易資料，記載

了志書未見的古地名，同時可能也是目前僅見日治時期土地徵收的原始土地契

卷案例，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關鍵詞：臺南府城、臺南監獄、土地徵收、古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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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臺南監獄署敷地買收舊契的由來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稱檔案局）典藏了一批移

轉自臺南監獄的土地古文書三百餘件，根據該局典藏組同仁的介紹： 

本局目前典藏有移轉自臺灣臺南監獄之古地契等文書 300 餘

件，係因本局於 100 年 7 月 8 日至臺灣臺南監獄進行第 9 屆

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實地評獎時，得悉該監管有清朝及日據

時期地契與公文書檔案，極具歷史價值，於是提出移轉為國

家檔案之建議。……臺灣依據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後改為臺

南監獄署，……其蒐集監獄土地原始業主之古地契等文書，

年代橫跨兩個世紀，自清領時期至日據時期明治年間，……

針對此批寶貴地契，本局進行除蟲菌、裱褙修復、數位化、

檔案描述等各項檔案整理保存維護工作。由於原機關移入時

提供之案卷層級目錄，僅概述此 300 餘件文書，無法完整呈

現檔案內容，故將每只契書或每份文書各自立為一案件，並

以案件層級進行檔案描述作業。1 

 

    由上可知這批文書約在 2011 年轉移給檔案局，但其實早在 1987 年，

獄方便從中選了 17 件影印裝訂成《台灣台南監獄舊監土地買賣契約影印

冊》（以下稱《影印冊》）。2根據時任典獄長劉守中撰寫的序文，臺南監

獄「蒐集」自康熙朝到明治朝 366 份原始地主的古書契。或許是受到典

獄長序文的影響，檔案局同仁也沿用了｢蒐集｣一詞，雖無不妥但卻不夠

                                                 
1 蔣佳蓉，〈國內地契檔案概況及描述做法介紹〉，《檔案樂活情報電子報》，60（2012
年 6 月）。 

2 臺灣臺南監獄（編），《台灣台南監獄舊監土地買賣契約影印冊》（臺南：臺灣臺

南監獄，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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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確，並未真實呈現獄方持有這批契約文書的歷史意涵。正確的用詞應

該是｢買收｣―此一用詞見於日治時期獄方編定的兩件目錄：｢監獄署敷地

買收舊契目錄｣（見圖 1、圖 2，以下稱目錄），顯示獄方絕非漫無目的地

蒐集這些契約文書，而是透過向地主買收的方式取得土地地權。正如同

清代土地田園買賣的慣例，成交後賣方須將上一手的契約一同交給買

方，這些被買收的土地契約也轉移給獄方保管。 

    因緣際會下，這批契約文書幸運地妥善保存在檔案法規定的檔案中

央主管機關。筆者因論文寫作之需於 2014 年向檔案局提出檔案應用申

請，不到一周便審查通過，匯款後承辦人員隨即寄出影像光碟，十分便

捷。 

 

貳、臺南監獄古文書的整理概況 

    這批檔案可用檔案局國家檔案資訊網 https://archives.gov.tw 查詢逐

件的概略介紹，各欄位輸入如下： 

  全宗代碼：A311110000F 

  年度號：1743 

  分類號：070704 

  案次號：01 

  卷次號：001 

  目次號：001 至 361 

 

    上述編號方式是檔案局依照〈國家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 7 章為作

業原則進行分類給號，其中目次號的編列方式為：「依案件時間先後順

序，以 3 碼序號表示」，因此號數越小者代表年代越早。但這種編號方式

對研究者而言卻未必理想。例如兩件目錄分別記錄了 38 位與 46 位被買

收土地地主名單，應當置於最前的第 1、2 號，但在作業手冊規範下卻放

在第 357、358 號。此外，既然買收自 38 位與 46 位地主，代表理論上應

該有 84 宗不同土地的契卷，但可能在日治時期監獄保管期間便被打散，

轉移至檔案局時再依年代重新編排成 001 至 361 號，所給編號已無助於

重建 84 宗土地交易的上下手關係脈絡。這種情形就像將一千餘案的〈淡

新檔案〉打散成一萬九千多件後再依年代重新排列給號，對研究者而言

將難以消化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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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問題是儘管目次號 361 號，但實際的件數並非 361 件。例如

第 134 號包含了 1 張「批明」及 2 張「收單」；第 151 號包含了 1 張「胎

借字據」及 3 張「收單」；第 357 號包含了 1 張「證明書」及 1 張「目錄」。

這三件編號問題並非檔案局的失誤，而是可能早期獄方為了便於保存，

將它們黏在同一張襯紙，導致檔案局不得不將其視為一件、只給予一個

編號。此外，第 361 號包含了 1 張「委任狀」及另 1 張「借銀字據」，並

非黏在同一張襯紙上，二件文書亦毫無關聯，至少這一件應該將其拆分

為兩個號碼。簡言之，目次號必須酌增方能達到「一文一號」的文書處

理標準。然而，編號瑕疵還不是太大的問題，正如前引典獄長的序文提

到 366 份，可見不同單位對所謂「份」或「號」的認知即有所不同。較

嚴重的問題為比對《影印冊》選錄的 17 件文書，發現其中有 4 件未出現

在檔案局，意即某些檔案在 1987 年編印《影印冊》到 2011 年轉交給檔

案局間發生了散佚，而且，實際上究竟散佚了多少已不可考，唯一幸運

的是仍有 4 件以原件黑白影印的方式保留了下來，其中包括一件相當古

老、康熙 36 年 8 月的草厝賣契（圖 3）。綜觀整批檔案的起迄時間，最

早為康熙 36 年(1697)，最遲為明治 33 年(1900)，時間橫跨長達 204 年。 

    綜上所述，未來若有機會重訂臺南監獄古文書的編號，應先納入已

散佚的 4 件影本，並釐清還原 84 宗不同契卷，給予案次號 001 至 084，

每一案內再依年代編列目次號。然而，受限於舊時土地契約的書寫慣例，

被打散的三百多件文書已經難以歸納整理回原始的 84 宗契卷狀態（後

敘），僅能退而求其次，將可確認為同一宗的文書先行歸類，無法確認者

則另給編號。無論如何，現有目次號 361 號應增加號數，以符合一文一

號的原則。 

    臺南監獄古文書可貴之處不僅是數量頗豐或年代久遠而已，其價值

有必要特別說明。 

 

參、臺南監獄古文書的價值 

一、臺南監獄古文書是罕見的清代臺南府城土地交易資料 

    臺南府城在 19 世紀末前是全臺的政經中心，然而對有心鑽研府城土

地交易情形的研究者而言，由於不明緣故，府城古文書的出土情形可謂

相當貧乏。儘管臺南市鄭成功文物館、臺灣博物館及民間蒐藏者典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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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件，但可能過於零星，除了《影印冊》收錄的 17 件古文書外，迄今沒

有一本以府城為專題的古文書集。研究者只能參考《總督府檔案》3、《臺

灣私法附錄參考書》或民間著錄4內數量有限的契約抄錄或重新排字鉛

印，但已不是第一手史料。臺南監獄古文書的出現不僅突破缺乏第一手

研究素材的窘境，且由於徵收的強制性，將單一特定區域的契約文書一

網打盡，因此與一般常見以個別家族為釋出單位、較適合研究該家族產

業經貿往來脈絡的古文書集大相逕庭，具有獨特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價

值。或許因為《影印冊》編印的數量太少，導致很少人注意到竟有這批

珍貴的檔案史料存世，5目前尚未產生以此為主體的學術作品，相信在近

年火紅的「臺南學」研究熱潮下，應該會受到應有的重視。 

二、臺南監獄為跨越臺灣土地收用規則實施前後的徵收案例 

    臺南監獄最初沿用清領時期府城小西門內的軍裝局，位置約為今臺

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新光三越百貨一帶。軍裝局的規模可參考沈葆楨

的奏報：「又於小西門官地建軍裝局一所，上年（1874）六月初四日興工，

凡築圍墻八十五丈五尺，建房屋四十二間，於上年十月十三日完竣，該

道覆核俱屬堅固，並無偷減工料」。6有圍牆及多間房間，又經臺灣道查

                                                 
3 例如臺南仕紳洪采惠為了向臺南廳申請返還龍王廟街的兩廣會館，出示了 16 件

光緒 6-7 年間其父洪熙廷起建時向當地居民購地的契約，官方派員抄錄後將正本

歸還。詳〈台南廳長通達兩廣會館董事洪宋惠ナルノ外參名出願家屋返還ノ件許

可、台南廳長ヨリ引渡ヲ受クヘキ旨指令（指令第六六三號）〉，《臺灣總督府公

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970 冊 20 號，1903 年 5 月 25 日。 
4 例如吳守禮及張麗容分別發表了 17 件及 6 件先人遺留的契約內容，地點位於府

城南河街、打粽街、油行尾、看西街、下太子廟、帽仔街、莊雅橋等地，但可惜

並未以原件影像方式呈現。詳吳守禮，〈從宜誃收藏古契續目〉《臺南文化》，4：
1（臺南：臺南市文獻委員會，1954 年），頁 102-110；張麗容，〈從清代民間文

件資料談當時台南社會的一般概況〉《臺南文化》，新 13（臺南：臺南市文獻委

員會，1982 年），頁 143-152。 
5 據筆者所知，目前典藏《影印冊》的公家圖書館僅臺大圖書館及國家圖書館，知

名度與流通性不高，因此如吳密察《臺灣史料集成提要（增訂本）》（2005）、曾

品滄〈古文書集編纂之商榷〉（2005）、蔡米虹〈臺灣古文書書蒐集與整理價值初

探〉（2007）及涂豐恩〈臺灣契約文書的蒐集與分類（1898-2008）〉（2012）等先

進所整理的古文書集出版情形表中都未將其列入。僅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

建置「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HDL）古文書全文資料庫時有將《影印冊》17
件收錄，但並沒有納入檔案局藏的三百多件原件。 

6 沈葆楨奏，光緒 1 年 3 月 13 日。收於吳元炳（輯），《沈文肅公政書》，卷 5，《近

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54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頁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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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工程品質，似乎還算是適合設置監獄的地點。除了軍裝局，日軍還利

用北側不遠處的海防廳衙門作為陸軍衛戍監獄，1899 年 7 月才轉移給臺

南縣管轄。7這兩處土地成為臺南監獄發展的基礎。根據 1899 年臺南縣

知事的報告，在該年 1 月及 2 月完成兩回監獄用地買收，分別是 6 件

976.581 坪及 8 件 4,074.965 坪，總計 5,051.546 坪。81900 年典獄長高山

幸男的報告則提到除了這五千多坪的增築敷地，後來又買收了 13,200.79

坪，但並未提到買收件數。9然而經過兩次買收仍不夠完整，1901 年 5

月 23 日〈臺灣土地收用規則〉實施，9 月 27 日便以府令 57 號公布將收

用規則施行於臺南市街及永康下里，臺南市街指的很可能即是監獄用地

的買收，為收用規則實施以來第一個適用案例。1012 月公告將下太子街

38 番戶 1 至 3 建物共 1,818.25 坪適用收用規則，此次具體指出起業者為

臺南監獄，事業種類為「監獄新營」。11綜上所述，臺南監獄土地的徵收

過程跨越了土地收用規則實施前後兩個時期，1899 年至 1901 年間三次

買收的土地面積達 20,070.586 坪。兩份目錄記載的 84 位地主名單應該就

是這兩萬餘坪土地的原始主人。 

三、臺南監獄古文書記載了志書未見的古地名 

    臺南監獄位在府城西南隅，清初屬鳳山縣土墼埕保，設有普濟堂、

育嬰堂、養濟院、錢局、鳳山縣倉廒、鳳山縣學、鳳山縣典史公館、臺

灣府社學，廟宇則有關帝廟、慈濟宮、崑沙宮等。雍正 9 年奉文更定界

限，土墼埕保撥歸臺灣縣管轄。清代纂修的臺灣府志、鳳山縣志、臺灣

縣志及眾多的史料有不少描述城內坊里街市的段落，但某些地名未見於

方志或檔案。臺南監獄古文書記載的地名可以稍作補充，例如： 

                                                 
7 〈臺南衛戍監獄建物敷地保管轉換〉，《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378 冊 20 號，1898
年 10 月 19 日。這份檔案的附圖指出衛戍監獄為原來的按察司廳，而按察司廳原

本為海防廳，隨著光緒元年海防同知移駐卑南，衙門一度成為臺灣總兵的行臺，

光緒 14 年才改為按司獄衙門。詳《安平縣雜記》（文叢本第 52 種），頁 38。 
8 〈臺南縣監獄署新築敷地用買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394 冊 4 號，1899
年 3 月 5 日。 

9 〈監獄官制實施ニ付縣廳ヨリ臺北、臺中、臺南各監獄土地建物引繼報告〉，《臺

灣總督府公文類纂》，623 冊 4 號，1900 年 9 月 30 日。 
10 《臺灣總督府府報》（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1027 號，明治 34 年 9 月

26 日，頁 35。 
11 《臺灣總督府府報》，1083 號，明治 34 年 12 月 25 日，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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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太子山仔尾軍裝局」（目次號 303 號） 

    日治初期臺南監獄以小西門內軍裝局為基礎，後來陸續買收周邊的

田宅土地擴建。1896 年〈臺南府迅速測圖〉清楚標示了軍裝局所在位置，

可與總督府檔案〈臺南監獄附屬敷地ヲ臺南地方法院廳舍宿舍敷地トシ

テ保管轉換〉之附圖相互對應。本件值得注意的是出現山仔尾的地名，

山仔尾出現在《續修臺灣縣志》中為介紹臨水夫人廟的位置：「在東安坊

山仔尾」，該處與軍裝局所在的西定坊相距甚遠，兩者所指顯然非同一地

點。府城內的地勢平坦，但仍有起伏，山仔尾與其說是地名，毋寧是地

形的描述。同時存在兩個山仔尾不無可能。此一地名反映府城西南隅可

能有一高地的線索，在高地設置軍裝局也是很合理的選擇。 

（2）「馬兵營廟後番仔墓」（目次號 337 號） 

    在荷蘭與鄭氏家族開拓下，清領時期府城內已經不易見到原住民的

蹤影，三百多件臺南監獄古文書也反映了此一現象，其中交易者的姓氏

均為常見的漢姓。當然，這是假設平埔族沒有改漢姓的前提下。不過倒

是保存了「番仔墓」的地名為府城曾有原住民的活動留下一點見證。目

前無法得知番仔墓指的是一座或是多座的集合式墓園，照字面只知在「馬

兵營廟後」。馬兵營廟指的是保和宮，其位置已遷移，並非今日與檨仔林

朝興宮合祀於中正路 53 巷之處，所幸 1875 年〈臺灣府城街道全圖〉及

1901 年〈臺南迅速測圖〉標示出清領時期的位置，大約在今忠義路一段

125 巷，但不知當時廟的方位座向，無法判斷「廟後」究竟指哪個方位，

番仔墓的位置及規模只能期待日後地下挖掘時意外出土。 

    其餘出現的地名如「錢局倉」（60 號）、「鳳山寮」（153 號）、「舊縣

倉」（51 號）、「八吉境」（196 號）、「莊雅橋」（227 號）、「道爺口西轅門

街」（354 號）等皆可與志書所載或古地圖互相印證，有助於研究府城西

南隅各衙署或地名的空間對照。有別於官修志書將地名條列介紹，契約

文書上的書寫方式更貼近人民對空間地域的認知。 

肆、契卷的回復整理 

    依照清代土地田園買賣的慣例，雙方成交時賣方須將先前買入時的

契約全數交給買方以清楚交代該筆土地的來歷，因此理論上最後一位地

主應該擁有最初以來所有完整的契約。如前述，84 宗契卷已被打散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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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件，所幸部分案件可透過買賣雙方姓名將關聯性建構回來。筆者目前

已整理出 71 組有上下相關的文書集合（詳附表），應當出自同一宗契卷。

須注意的是，這不代表復原了 71 宗契卷，因為不少契書因為文字不夠精

確導致造成斷鏈的情形，如果可以找出失落的環節則某些組合應當可以

合併。 

    以第 1 組為例，本組包含最早的一件康熙 36 年 8 月的草厝賣契（圖

3），本件的賣方為劉老，他原本從林載購得草厝貳間，因「今欲回唐」

賣給李氏。李氏的子嗣李佛生繼承了父親的瓦厝（原本向劉老購買時是

草厝，可能經過改建），雍正 8 年再轉賣給王氏（圖 4）。王氏本名為王

羽，他的女兒王品娘繼承了該厝，嘉慶 2 年被風吹倒，王品娘便將厝地

賣給張氏，並將「李佛生契一紙、劉老契一紙」連同此契共 3 紙繳給張

氏。但後面加貼的紅紙指出本宗契應該有 7 紙（紅紙為第 7 紙），後來產

權到了朱自生、朱自淂，朱氏於光緒 16 年又用此宗契向怡記行陳亦淇胎

借 120 大元。（圖 5） 

    又例如第 18 組，這組契卷包含了同治年間西班牙裔道明會教士

Fernando Sainz（中文史料記載為郭德剛、郭德光或郭巴禮，本宗契卷稱

為夷人郭先生）在府城租屋建教堂受阻、經地方仕紳斡旋下贖回的過程，

可與興泉永道奉命偵查此事後將過程向上級長官的報告相互對照。12此

宅贖回後由林源遠號出面承買，之後並未出現林家典賣給下一手的情形。 

    上述兩案例都面臨同一個問題：究竟該宗契卷來自買收目錄 84 位地

主中的哪一位？目錄中並未出現陳亦淇或朱自生、朱自淂，因此第 1 組

無法判斷陳亦淇是否為被監獄買收前最後一手？或是後來被朱氏贖回？

第 18 組最後出現的林源遠也同樣沒有出現在目錄，或許目錄中的林寬

祐、林進，其中之一便是林源遠或其後代。筆者在試圖回復 84 宗契卷時

遇到的最大困難即在於此：如果最後一次交易發生在被獄方買收的前幾

年，則契中買主的名字或許即為 84 位地主之一；但若在獄方買收前數十

年內都未曾發生交易，則難以確認該契卷與 84 位地主的繼承關係。 

    此外，不少契上書寫的不是本名而是商號（如第 18 組第 254-257 號

稱買主為源遠號，第 260 號才稱為林源遠）或僅有姓氏（如第 1 組三件

賣契分別稱賣給李宅、王宅、張宅）。由於書寫用字的不夠精確在恢復上

下手關係時很容易發生斷鏈。若再將無子嗣、由女兒繼承並隨著出嫁成

為異姓夫家產業的情形考慮進去，則成功復原回同一宗契卷的機會更渺

                                                 
12 張貴永（編），《教務教案檔第二輯》，第 2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4），頁 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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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此一現象說明了在整理古文書時應避免將一宗完整的古文書打散，

否則將造成難以挽回的局面。 

 

 

 

圖 1 監獄署敷地買收舊契目錄（38 名）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

A311110000F/1743/070704/01/ 00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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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監獄署敷地買收舊契目錄（46 名）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

A311110000F/1743/070704/01/ 00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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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康熙 36 年賣契 

資料來源：臺灣臺南監獄（編），《台灣台南監獄舊監土地買賣契約影印

冊》，第 1 件。臺南：臺灣臺南監獄，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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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雍正 8 年賣契 

資料來源：臺灣臺南監獄（編），《台灣台南監獄舊監土地買賣契約影印

冊》，第 2 件。臺南：臺灣臺南監獄，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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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嘉慶 2年賣契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

A311110000F/1743/070704/01/ 00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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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臺南監獄古文書契卷整理 

《影印冊》件數或檔案局目次號 

目錄 檔案局 357 下、358 

契卷  

1 《影印冊》第 1、2 件、檔案局 35 

2 《影印冊》第 3 件、檔案局 31 

3 檔案局 1、85 

4 檔案局 2、96 

5 檔案局 3、134 左、335 

6 檔案局 4、5、142、158、191、208 

7 檔案局 7、29、54、104 

8 檔案局 8、9 

9 《影印冊》第 17 件、檔案局 10、53 

10 檔案局 11、21、33、101 

11 檔案局 12、13、34、45、68、88、91、97、120、176 

12 檔案局 14、149、151 上左、151 上中、151 上右、159、162、164 

13 檔案局 19、98、169 

14 

第一宗：檔案局 22、59、70、95、165、236、286 

第二宗：檔案局 160、227、230（即《影印冊》第 13 件）、231 

第三宗：檔案局 201、223 

上述三宗土地合併成一宗後賣給下一手（檔案局 352） 

15 檔案局 23、44、55、92（即《影印冊》第 7 件）、264、281、289、319 

16 檔案局 24、49、57 

17 檔案局 26、303 

18 檔案局 28、41、58、110、254、255、256、257、260 

19 檔案局 36、47 

20 
檔案局 37（即《影印冊》第 4 件）、86、154、172、173、322、331、

341 

21 檔案局 38、80（即《影印冊》第 6 件） 

22 檔案局 42、43、62、69、113 

23 檔案局 46、66、74、75、215、263 

24 檔案局 4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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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檔案局 51、52、81、234 

26 檔案局 60、99 

27 檔案局 64、117、168 

28 檔案局 71、78、210 

29 檔案局 76、103 

30 檔案局 83、137、190、228、271、317、318、336、357 下 

31 檔案局 87、133、138、134 右上、134 右下 

32 檔案局 90、192 

33 
檔案局 94、106、202、216、220（即《影印冊》第 12 件）、276、278、

346 

34 檔案局 105、174、182、183、241、244、273 

35 檔案局 107、139 

36 檔案局 109、141、175、217 

37 檔案局 111、229 

38 檔案局 114、116、170 

39 檔案局 115、128、152、156、157 

40 檔案局 119、213 

41 檔案局 121、140 

42 檔案局 122、226 

43 檔案局 126、167 

44 檔案局 127、132、171、233、238、246 

45 檔案局 131、135、143 

46 檔案局 144、145、148 

47 檔案局 146、147、219、290 

48 檔案局 151 上左、151 上中、151 上右 

49 檔案局 155、177 

50 檔案局 161、243、267、272、275 

51 檔案局 163、166 

52 檔案局 181、199 

53 檔案局 186、193、218、354 

54 檔案局 188、245  

55 檔案局 197、198（即《影印冊》第 11 件）、258、261、308、316 

56 檔案局 204、247、285（即《影印冊》第 1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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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檔案局 221、357 上 

58 檔案局 239、328、359 

59 檔案局 249、251 

60 檔案局 252、253、294、320、321、334 

61 檔案局 269-0001、269-0002、279、280 

62 檔案局 291、293 

63 檔案局 297、304、327 

64 檔案局 299、305 

65 檔案局 307、309 

66 檔案局 310、345、358 

67 檔案局 313、330（即《影印冊》第 15 件）、350、358 

68 檔案局 329、339 

69 檔案局 337、348 

70 檔案局 356（即《影印冊》第 16 件）、358 

71 檔案局 357 下、361-0001 

難以歸納：檔案局 6、15、16、17、18、20、25、27、30、32、38、40、50（即

《影印冊》第 5 件）、56、61、63、65、67、72、77、79、82、84、89、93、

100、102（即《影印冊》第 8 件）、108、112、118、123、124、125、129、130、

136、150、151 下、153、178、179（即《影印冊》第 9 件）、180、184、185、

187、189、194（即《影印冊》第 10 件）、195、196、200、203、205、206、

207、209、211、212、214、222、224、225、232、235、237、240、242、248、

250、259、262、265、266、268、270、273、274、282、283、284、287、288、

292、295、296、298、300、301、302、306、311、312、314、315、323、324、

325、326、332、333、338、340、342、343、344、347、349、351、353、355、

360、361-0001、36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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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Source: Old Purchase Contract of 

Tainan Prison Site Planning, 1697-1900 

 

Jen-chao Liu 

 
Abstract 

 

The National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under the Executive Yuan has collected more than 300 pieces of private contract 

ancient documents on the expropriation of land of Tainan Pris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archives of the Governor General of Taiwan back 

in the day, Tainan Prison had experienced land expropriation on three separate 

occasions between 1899 and 1901, covering an area of more than 20,000 pings and 

spanning the two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iwan land 

acquisition rules in 1901.  Two copies of the "List of Old Purchase Contracts of 

Prison Site Planning" recorded a list of 84 landowners who should be the original 

owners of more than 20,000 pings of land. 

This batch of ancient documents and files span from the Era of Kangxi 

Emperor to the Meiji Era. Since many contracts had been broken, it is difficult to 

see the original context of land transactions. We have tried to sort out and represen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ntracts; however the writing styles of land contracts 

back in the day have limited our results. In any case, this batch of documents is 

ancient, rich in quantity, and concentrated in specific geographical locations. It is a 

rare batch of information on the land transactions in Tainan Cit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recording many ancient place names not seen in choreography data. The 

batch of documents could very likely be the case of original land contracts for land 

expropri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should be of research value to 

an extent. 

 

Keywords: the ancient capital Tainan, Tainan prison, land acquisition, ancient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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