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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日治時期高雄州屏東郡《里港庄協議會議事錄》為主要資料，探討臺灣

總督府在 1920 年實施地方制度調整後新設立的機關「協議會」運作情況。以往研

究指出，協議會員由官方選任，會議中做出的「決議」也不具有強制力，多數研究

者認為其僅為「橡皮圖章」，在 1920 年後地方行政中並不重要。本文認為，在組

成上，「協議會」涵蓋了地方上重要人物，是一個可以定期參與地方政治的場所，

同時也是臺 總督府用來整合地方政治的新方法。透過與會會員的分析，我們發現

到這些人大多屬於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物，特別是里港藍家，其家族成員更長期

在里港庄中擔任重要職務。此外，議事錄告訴我們協議會員的發言不一定是無意義

的，協議會員儘管無提案權，卻可以透過臨時動議的方式表達訴求，有時候的確可

以改變庄長原先的規劃，例如「學費」的繳納額度，部分經費的配置也確實因為協

議會員建議而加以調整。以往地方民眾對於地方官廳的預決算收支並無置喙餘地，

1920 年後可以在協議會上討論，這與日治前期以地方官廳為主運作極為不同。從

協議會的開會來看，新設立的「里港庄」整合了過去地方上的學校、市場與慈惠院

等機構。看似原先不相關的各項事務在「庄」的架構下變得休戚與共，亦能夠以自

己的名義借款，並透過預算統一編列與財產管理展開施政成為「共同體」。透過此

次的討論，我們觀察到了一個新型態地方行政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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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倘若談及臺灣歷史上重要的地方制度變革，多數人都會同意 1920 年

與 1935 年兩次地方制度調整具有重要意義。在這兩個時間點上，臺灣總

督府先後在地方上設立了州廳與市街庄，並在 1935 年賦予其法人的地

位。1920 年 10 月臺灣總督府在《府報》上表示，此次地方制度調整確

立了自治基礎。1 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此次的改革是總督府貫徹原敬內

閣主導的漸進內地延長主義路線，將臺灣「內地化」的嘗試。然而，多

數臺籍知識份子認為，此次地方制度改正離真正的地方自治仍有一段距

離，林獻堂、黃呈聰等人在 1924 年向伊澤多喜男提出《臺灣政治改革建

白書》，有關地方制度改善甚至被列為建議首項。1927 年 7 月由臺籍知

識份子籌組的臺灣民眾黨，則要求明定市街庄為公法人與協議會員民選，

改協議會為「議決機關」的主張，僅次於反對總督府恢復評議會的主張。2

臺灣人似乎認為，設立具有議決權限的協議會是向地方自治邁進的重要

指標，也間接否認這是他們希望的「自治」方式。

目前學界有關日治時期地方制度之論著，藉由蔡慧玉 3、王泰升 4、徐

1 《府報》，第 2213 號，1920 年 10 月 2 日。
2  蔡培火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叢書編輯委員會，1971），頁 356-357、  

379-382。
3  蔡慧玉，〈日治臺灣街庄行政的編制與運作：街庄行政相關名詞之探討（1920-1945）〉，《臺

灣史研究》，第 3 卷第 2 期（1996 年 12 月），頁 93-141。
4  王泰升，〈日治時期臺灣特別法域之形成與內涵：臺、日的「一國兩制」〉，收入氏著，《臺

灣法律史的建立》（臺北：臺灣大學法學叢書編輯委員會，1997），頁 10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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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章 5、傅奕銘 6、謝政德 7 與藍奕青 8 等研究者的研究，我們已可大致瞭解

了地方制度法規條文的規定。部分研究者還注意到 1945 年後臺灣行政區

劃演變、地方型選舉與政治參與經驗，和日治時期相當緊密的關係。9 然

而，這些學者的研究多集中在制度法規的解說，或以郡、街庄役場配合

法規討論其執掌與對地方的控制，受限於史料，較少提及實務層面上市

街庄如何運作。在臺灣市制、街庄制規定上，協議會是由市街庄長設立

諮詢機關，成員也來自地方，但無法行使立法權，其議決也不具效力。

1926 年 1 月 29 日新竹街召開的街協議會上，黃旺成在日記中寫到街長

於開會時「聲細如貓，滿場睡氣」，並認為第一讀會時提問者都不得要

領，無法切中問題核心；第二天他旁聽協議會開會時，再次指出會場上

大家多半是沉默的。1931 年 11 月黃旺成在《臺灣新民報》指出，新竹

市尹不顧協議會員反對下堅持興建公園休憩所。10 在他心中，協議會的功

能似乎不那麼顯著，並在 1927 年《臺灣民報》再次批評協議會制度有名

無實。11 從黃的發言來看，他認為協議會制度效果相當有限。

然而，亦有研究者提出不同看法。李若文利用嘉義郡小梅庄庄役場

相關史料，探討 1920 年代後該地地方行政情況。她認為地方擁有的自主

空間雖然不大，其中協議會的開會過程、形式與決議過程都在嚴格的要

求與訓練下進行，已具有「近代民主政治訓練的雛形」。民眾藉由行政

與議事參與，對日後個人政治經驗有所助益。12 她嘗試從不同角度來看待

5  徐國章，〈大正 9 年（1920）臺灣地方制度之變革：近代西式地方自治制度之變形植入〉，收

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編，《第五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館臺灣文

獻館，2008），頁 519-570。
6  傅奕銘，〈近代臺湾の地方制度と地方財政〉（岡山：岡山大學大學院文化科學研究科博士論

文，2003）。
7  謝政德，〈植民地時代末期臺湾の「地方議会」とその実態 (1)〉，《阪大法學》，第 62 期第

1 卷（2012 年 5 月），頁 45-73。
8 藍奕青，《帝國之守：日治時期臺灣的郡制與地方統治》（臺北：國史館，2012）。
9  陳明通、林繼文，〈臺灣地方選舉的起源與國家社會關係轉變〉，收入陳明通、鄭永年主編，

《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臺北 : 月旦出版，1998），頁 27-39。
10  〈新竹市尹無視民意 在公園建築休憩所〉，《臺灣新民報》，第 391 號，1931 年 11 月 21 日，

3 版。
11  〈黃旺城日記〉，1926 年 1 月 29 日（未刊稿）；〈黃旺城日記〉，1926 年 1 月 30 日（未刊稿）；

《臺灣民報》，第 138 號，1927 年 1 月 2 日，頁 4-5。
12  李若文，〈日治臺灣的自治行政（1920-1934）：以小梅庄為例〉，《淡江人文社會學刊》，

第 13 期（2002 年 12 月），頁 74-75、79-82。

1920 年後臺灣地方行政中街庄議會的運作　133



1920 年代地方行政，也肯定協議會存在有部分功能。

相較以往的討論，小梅庄的史料的確帶給研究者不同的思考方向，

由於史料的缺乏，我們並並無法描繪出協議會實際的運作情況，對於其

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機構也不太了解？如果這是一個沒有意義的機構，

何以總督府仍希望地方市街庄能夠設立。目前的討論，並無法解決這個

問題。為解決上述問題，本文試圖利用屏東里港《里港庄協議會議事錄》

作為研究者主要材料，進一步討論「協議會」在日治時期地方行政運作

中的意義。《里港庄協議會議事錄》為 1920 年總督府調整地方制度後，

隸屬高雄州屏東郡里港庄（現屏東縣里港鄉）庄協議會開會記錄。里港

庄協議會議事錄完整保存自 1921 年召開第一回會議至 1943 年共 37 回協

議會開會記錄，目前現存議事錄缺少第二十三回與第二十五回，在無其

他資料可供參考下，我們無法得知究竟是沒有召開會議或檔案遺失。但

從 1921 到 1943 年間，里港庄協議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會議，要釐清當

時地方行政運作，本資料仍不失為重要參考依據。以下將利用前述史料，

配合相關二手研究，以大正 9 年後（1920）的里港庄為個案，從協議會

的制度、開會情況與議案進行過程著手，藉由觀察議事錄中的各種討論

來理解協議會的制度與地方行政運作之實際情況。

貳、日治時期地方行政組織的建立與調整

一、1920 年以前的地方行政組織

1895 年日本取得臺灣後，臺灣總督府於同年 6 月依據「臺灣總督府

地方官假官制」，設立臺北、臺灣與臺南三縣與澎湖島廳，除在地方上

設置支廳長，也在縣層級另外設置「知事官房」、「內務部」、「警察

部」等補助機構，8月時行政區劃變更為一縣二民政支部 (臺南民政支部、

臺灣民政支部 )。隔年（1896 年）3 月 31 日，由總督府公佈的敕令第 91
號「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官制」，設立臺北、臺中、臺南三縣與澎湖廳，

1897 年 5 月敕令 152 號「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官制」，裁撤支廳，在縣廳

層級下新設辨務署，其後廢縣設廳，辨務署也改為支廳，但層級上大體

相同。1898 年時原有三縣一廳調整為三縣三廳（新增臺東廳與宜蘭廳），

1900年時又增設恆春廳。1901年起總督府廢縣置廳，在全島分設二十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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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 年又調整為十二廳，此後到 1920 年不再有重大變革。13

在最初設立地方行政機構的同時，總督府進一步規定輔助機構的人

員。以臺北縣為例，其在 1895 年開始辦公以後，在各堡設立了事務取扱

人來作為官廳的助手，協助各種事務的進行。14 在該縣的「堡庄事務取扱

人規則」中，臺北縣先將各堡分為數區，每區各設置一位事務取扱人與

補助人，主要任務是協助發出告示，另外還要調查戶籍、勵行衛生法、

協助地租整理、管理共有財產、獎勵農工商與獎勵學校建設等等。15 與設

置辨務署幾乎同樣時間，總督府以府令第 30號發布「街庄社長設置規程」

（1897），依據該規定第四條，街庄社長的職務由知事廳長來決定。16 在

設立街庄社長後，總督府在地方自上由上而下知事廳長、辨務署長與街

庄社長，配合 1898 年施行的保甲條例與能夠廣納民眾意見的參事建立一

套行政體系。根據總督在 1905 年的統計，全島一共有 83 個支廳，支廳

下又分別有 486 個街庄社役場，街庄社鄉的數量達到 3,131 個。17

從統治初期地方制度來看，總督府不斷嘗試建立一個行政體系。然

而，當時地方官廳下僅設有「總務課」、「稅務課」與「警務課」三課，

但總務和稅務的事務大半必須借助警察課的幫忙。18 在行政力量不充分的

情況下，如何有效完成上級交辦的事項考驗每個廳長，而大量利用對地

方事務熟悉的臺灣人就是一個不得不採取的方法。1909 年總督府公布敕

令 217 號，在地方上設置區長與區書記，明訂區長在廳長指揮監督下輔

助進行管轄區內的行政事務的規定，同時給予區長津貼，企圖強化廳長

與區長間的行政聯繫，並再度起度調整地方上的行政區域。19 根據總督府

的統計，經過行政區整合後，全島區役場數字為 455 個，比起過去三千

13  外務省編，《外地法制誌：日本統治下 50 年の臺灣》（東京都：文生書院，1990），頁 186-
189。

14  〈臺北縣設置以來八月ニ至ル事務報告（臺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 23，

文號 2（1895 年 10 月 15 日）。
15  〈市街及堡庄處務取扱并ニ分課規程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 54，文號 4（1895

年 7 月 4 日）。
16 《府報》，第 109 號，1897 年 6 月 27 日。
17 《府報》，1812 號，1905 年 8 月 20 日。
18 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誌》（東京：博文館，1905），頁 244-245。
19 《府報》，第 2798 號，1909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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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個役場情況已大幅降低。20

從後來官方編纂的《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可以清處看到，1897 年設

立街庄社長後，幾乎所有的街庄社長都是臺灣人，1909年新設立的區長，

也依舊清一色由臺灣人擔任。以阿猴廳為例，該廳在 1910 年代被總督府

列入《臺灣列紳傳》的 72 位臺籍人物中，有 42 位曾經擔任過街庄長（含

軍政時期總理）或 1907 年設置的區長，比例接近六成（58.3%），其中

更有不少人任職數十年。例如該廳「新園庄長」（今屏東縣新園鄉）陳

福從軍政時期的總理，1897 年街庄長，一直當到 1907 年新設新園區長，

《臺灣列紳傳》中提及陳福「誠忠悃篤，克盡厥職，每改制襲任，今尚

仍舊新園區長」。21 儘管職務不斷變動，官方習慣於利用同一批臺籍士紳

作為官廳執行事務的重要助手。街庄社長或區長並非高級的職務，卻扮

演了日治前期地方行政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二、地方行政機構的擴張：1920 年地方制度調整

從街庄社長到區長，看似總督府對地方行政逐漸增加，仍和有效率

的地方行政機構有一段距離。日治時期擔任區長的楊肇嘉就曾回憶，區

役場的功能只限於徵收稅金，與其說是行政機關，不如說是「稅收代辦

所」。221920 年代初期擔任總督府事務官的水越幸一亦形容以往的地方

組織呈現出「頭重身體輕」的情況。23 有鑑於此，總督府自安東貞美總

督時代開始對地方行政區劃調整展開調查，總督府並利用定期召開的地

方官會議中，與地方官員針對有關衛生、土木以及教育事項提出各種討

論。24 大正 8 年（1919）底田健治郎就任總督後，仍持續支持地方制度改

革調查，更將地方制度確立、教育制度改善以及民商法實施列為三大實

施要件。25經過數年的關於地方行政調整調查，總督府在大正9年（1920）

20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事務狀況一斑》（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1919），頁 6-7。
21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頁 336。
22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2004），頁 140。
23 水越幸一，〈臺湾地方自治の話〉，收入竹木一郎編，《臺灣經濟叢書（4）》，頁 151-152。
24 〈大正五年、八年地方官會議（下冊）〉，《下村宏文書》，第 43 號，未編頁碼。
25  吳文星，廣瀨順晧，黃紹恆，鍾淑敏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下）》（臺北：中央研

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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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臺灣區制」、「臺灣縣制」、「臺灣町村制」以及「臺灣市制」

等地方制度調整草案，經法制局審查後，在同年（1920）7 月以律令公

布臺灣州、市、街庄制，於地方設立公共團體。26

從 1896 年 4 月 1 日到 1920 年間，總督府所設立的縣、廳或辨務署

都只是依據敕令（官制規定）設置的「行政官廳」，而非依據法律制定

組織權能的行政機關。27 大正 9 年（1920）7 月，臺灣總督府以律令公佈

「臺灣州制」、「臺灣市制」與「臺灣街庄制」，並預定在 10月正式實施。

新實施的制度將原本十二廳改為五州二廳，西部各廳整合為州，東部則

施行「臺灣廳地方費令」，將既有廳制略做調整，並於州、廳下分設 47
個郡與 3 個市，郡下又設有 260 個街庄，一共 263 個市街庄。28

1920 年地方制度調整，讓地方得以初步具備可以依照法律或律令

執行行政事務的「政府」。在當時行政法學說上，此類地方團體是以一

定地域上居住民眾組成的「公法人」，非有法律或律令授權無法任務變

更。29 由於其為在固定區域內從事公共事務之團體，也被稱為「地方公共

團體」。30 以律令設立的州、市與街庄，以首長為其代表（州為州知事，

市為市尹，街庄為街庄長）。以街庄為例，街庄長事務執行，自身也是

街庄的代表，為輔助街庄長執行事務，公共團體均設有官吏或領有薪資

的吏員，其基本組成為負責會計事務的「會計役」，另有屬於臨時性事

務的委員或總代，市街庄長下設有「助役」，是庄長無法處理行政事務

主要代理人，在性質上接近副首長。31

 在地方公共團體經費上，總督府將原先明治 31 年頒佈之「臺灣地

方稅規則」（律令第 17 號）財源移撥給地方，如州依法得徵收國稅的附

26  〈臺灣區制要項〉，《下村宏文書》，第 17 號；〈臺灣縣制要項（大正 9 年 1 月）〉，《下

村宏文書》，第 37 號；〈臺灣町村制律令整理案〉，《下村宏文書》，第 27 號；〈臺灣市制

律令整理案〉，《下村宏文書》，第 31 號。
27 長尾景德，大田修吉，《新稿臺灣行政法大意》( 臺北市：杉田書店，1934)，頁 13-14。
28 臺灣總督府，《臺灣統治概要》（臺北：南天書局，1997），頁 11。本書為 1945 年復刻版本。
29 長尾景德，大田修吉，《新稿臺灣行政法大意》，頁 167-168。
30  〈職員（市街庄）待遇官廳並み　地方公共團體簡素化、待遇改善　きのふ地方長官に通牒／

本島地方公共團體の行政簡素化方針〉，《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9 月 18 日，夕刊 7 版。
31  原幹洲，《臺灣地方自治法制自治要求運動》（臺北：成文出版社，1999），頁 32-34、40。

本書為1932年復刻版本；戶島嘉吉著，李慶紅譯，《漢譯街庄制要義》（基隆：近藤佐次郎發行，

1922），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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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稅「地租附加稅」、「所得稅附加稅」，另有屬於州稅獨立項目的「戶

稅」、「營業稅」與「雜種稅」等稅目。市與街庄則可徵收國稅與州稅

的附加稅「戶稅割」、「營業稅割」與「雜種稅割」等，需要也可開徵

特別稅。32 依據「臺灣市街庄稅規則」（府令第 152 號）規定，地租稅、

所得稅、營業稅與雜種稅的稅額均有法定上限，前述稅種附加稅最多不

得徵收超過本稅稅額的三成，但戶稅割不受此現，可大幅度增加稅額的

「戶稅割」成為地方調整財源的手段之一。獨立的財源可以說是此次改

革的最重要的特點，大正 9 年（1920）地方制度調整相關律令公布不久，

田總督同年 7 月 14 日日記中就表示公共團體設立主要在「主使當中等、

初等教育及土木、衛生等經營之任」，並作為日後自治制的基礎。33 由此

可知，此次改革的重點在於讓地方擁有財政權，便於經營教育、土木與

衛生等事項。曾任職虎尾郡庶務課長的佐野暹就曾經表示，當時的地方

公共團體不過是負擔費用的行政主體。34

此外，州、市與街庄依據律令賦予的權限，得在需要時設置「協議

會」。以臺灣街庄制為例，該令第 6 條明令人口未滿五千的街庄，協議

會員定額為 7 人，五千以上未滿一萬為 10 人，以此類推，人口超過兩萬

五千人以上可擁有 20 名協議會員。在臺灣街庄制中，取得協議會員的資

格需符合（1）於街庄有住所（2）有學識、名望者，由州知事或廳長指派，

由於為名譽職，擔任公職者亦得以獲選，街庄長並無指定會員的權力。35

臺灣街庄制第 14 條規定，街庄長得針對下列事項諮詢協議會：（括號為

筆者所加）

1.  制訂歲入出預算之事，但預算追加更正無街庄稅、使用料（使

用費）或手續料（手續費）增減或變更者除外。

2. 街庄條例設置或更改、廢止。

32  《府報》，第 2170 號，1920 年 7 月 30 日。割（わり），十分之一或一成的意思，在此指稱

根據國稅或州稅稅率加徵一定比例的稅，地租割、所得稅割、戶稅割等又被稱為市街庄稅。
33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晧等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 ( 上 )》（臺北：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381-382。1920 年 7 月 14 日。類似的意見也在同年 3 月 2
日訪原敬首相官邸時曾經提及。

34 佐野暹，《街庄執務指針》（臺南：佐野暹，1931），頁 96。
35 《府報》，第 2211 號，1920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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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關街庄稅、使用費、手續費或夫役（差役）現品（實物）

之賦課徵收。

4. 有關臺灣街庄制第 30 條第 1 項之借入金事宜。

5. 除以歲入出預算所制訂外，新的負擔義務或權利之拋棄。

6. 制訂繼續費或變更。

7. 有關基本財產及積立金穀等設置管理及處分。

8. 臺灣街庄制第 42 條財產處分。

9. 有關預算各項之金額流用。36

從規定來看，協議會設立目的並非監督街庄長的作為，相反地是提

供街庄長施政的諮詢機構。 臺灣街庄制亦明訂街庄的監督機關為郡、州

以及臺灣總督府而非協議會，同時在「臺灣街庄制」或「臺灣街庄制施

行令」中也看不到協議會員的權利規範，議案原則上由街庄長提出，協

議會員沒有提案權，儘管可以議決街庄長的議案，但街庄長可以否決。37

換句話說，庄長和庄長之間並不是對等的關係。

最後，在協議會開會時，因應議案說明等事項，街庄長得派吏員以

參與員身份與會，為了協議會議案整理、議事錄製作與翻譯等，也可設

置「書記」協助前述事項。38

參、協議會開會實況與分析

一、里港庄協議會的開會現場

在對日治前期地方行政制度有一定認識後，我們以「里港庄」為範

圍對其庄內設立的協議會進行討論。位於屏東的里港舊稱「阿里港」，

早期臺灣歷史中屬於鳳山八社中塔樓社與武洛社（大澤機社）居住地域。

清代最初置於鳳山縣轄下，在下淡水溪增設淡水巡檢司後，鳳山縣行政

區增為九里，里港則分屬港西里。清末劉銘傳清丈田賦時，以聚落為核

36 《府報》，第 2170 號，1920 年 7 月 30 日。
37 《府報》，第 2170 號，1920 年 7 月 30 日。
38 戶島嘉吉著，李慶紅譯，《漢譯街庄制要義》，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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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規劃「庄」的區域範圍，現在我們熟悉的里港行政範圍在當時分屬港

西上里、港西中里。日治最初里港隸臺南縣，屬鳳山支廳管轄，明治 31
年（1898）後改隸屬阿猴辨務署，直到地方制度改正以前，大致繼承阿

里港支廳來管轄範圍。地方制度改正後則隸屬高雄州屏東郡里港庄，主

要由港西上里的阿里港街、塔樓庄、三張廍庄、瀰力肚庄、土庫庄、武

洛庄與中崙庄組成。39

里港當地最著名的家族為藍家，藍家為藍鼎元（1680-1733）支系，

於藍雲錦時期來到里港，藍高全為第八代孫，堂兄藍高川（1870-1940）
曾任保甲局長、參事，也在 1920 年獲選總督府評議員，是少數曾受邀大

正天皇在東京的御宴的臺灣人。根據《南部臺灣紳士錄》記載，藍高川

為糖廍主、藍武製糖公司代表者，身為里港庄首任庄長的藍高全（1877-
1935）自身也是糖廍主，曾任砂糖買辦、油、豆粉製造業、瑞成號等，

兩人皆具有相當資產。40 另外從《臺灣列紳傳》來看，港西上里阿里港街

唯二名列其中列紳的就是藍高全與其堂兄藍高川。藍高全在日治初期就

被總督府任命為阿里港街庄長，更自 1921 年至 1931 年持續擔任里港庄

長。藍高全、藍高川兩人亦曾和高雄陳中和、古賀三千人等在臺日人合

力創辦臺灣商工銀行。41 從經歷與資產來看，藍高全不僅有豐富的行政經

驗與資產，家族在地方上也位居社會領導階層的地位。「每改制襲任，

今尚仍舊」同樣適用在藍高全身上。

里港庄第一回協議會於 1921 年 3 月 30 日上午十點召開，依據議事

錄的記載，議長由庄長藍高全擔任，身為里港庄的上級機關屏東郡永田

綱明郡守也來到現場。本次出席的協議會員有 7 名，分別為韓哲卿、陳

前、陳漏憨、小澤外三郎、森田義則、陳天福與陳崑木，缺席者有宮本

貞三、張得與陳大憨 3 位。42 本回「交付會議議案之題目」為共有八件：

39  陳秋坤，吳庚元編纂，《里港鄉志》（屏東縣里港鄉：屏東縣里港鄉公所，2003），頁 210-
215；臺灣日日新報社編，《新舊對照管轄便覽》（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1），頁

123。
40 臺南新報社，《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臺南新報社，1907），頁 609。
41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333。許雪姬訪問，曾金蘭記錄，《藍敏先生訪問紀錄》（臺

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頁 3-8。 
42  施行令中明定人口五千人以上未滿一萬街庄，協議會員名額為十位。里港庄協會，《第二回（大

正十一年）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未刊稿），頁 5-7。

140　臺灣學研究 ‧ 第十九期  民國一○五年一月 



（括號為筆者所加）

1. 里港庄手數料（手續費）條例。

2. 大正 9 年度歲入出預算。

3. 里港庄區總代。

4. 里港庄附加稅率之件。

5. 小學校授業料（學費）條例。

6. 公學校授業料（學費）條例。

7. 大正 10 年度里港庄歲入出預算。

8. 市場使用條例。43

根據議事錄記載，在確立本回開會議案後，首先由「參與員」對各

項議案進行說明。所謂的參與員指稱和預算相關的會計役、書記等等，

臺灣街庄制施行令第 9 條規定：「街庄長得委任或囑託官吏、吏員參與

議事」，顯然藍高全將議案交由參與員來說明。44

在議案說明後，由於在場會員無異議與提問，隨即進入「動議」階

段，在動議階段，部份出席會員對第 5、6、7、8 項議案提出問題。登記

第 6 號的協議會員小澤外三郎（里港小學校校長），首先對「小學校授

業料條例」議案發言，他表示目前庄內小學校有 18 名學童，以往每人每

月的學費僅僅 30 錢，若盡可能從其他處節約，是否能將當地的小學校學

費降為每月 20 錢？陳崑木接著對「公學校授業料條例（公學校學費條

例）」發表看法，他表示以往公學校學費為 1 學年 2 圓，但在街庄制實

施後（他以「自治制」來稱呼）增為 1 學年 5 圓，這樣的收費除中產階

級以上者，對下級庄民之監護人為困難之事，也讓地方民眾對街庄制實

施有所排斥，希望在預算預算許可下將學費減為 2 圓。45 韓哲卿則對第 7
項大正 10 年度預算項目雜支出「行旅病人死亡人取扱費」（行旅病人死

43 里港庄協會，《第一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大正十年）》（未刊稿），頁 1。
44 里港庄協會，《第一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大正十年）》（未刊稿），頁 1-2。
45  依據《臺灣總督府學事第十九年報》記載，1920 年高雄州公學校學費一學年最高可收到兩圓。

若真如陳崑木所說，則收費的確過高。參見臺灣總督府內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第十九年報》

（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1922），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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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人處理費）提出詢問，他認為庄內編列 100 圓的預算作為相關事務處

理費，但往年幾乎沒有病死者，建議不如把預算降為 20 圓，剩餘的 80
圓中的 40 圓作為預備費，其他 40 圓編入協議會費中的議場費作為雜支，

另外前述兩位議員減免學費建議可能造成歲入不足，此時就可以削減歲

出中的預備費。46

動議事項討論後，協議會員開始對議案進行「議決」。前述第一號

議案「里港庄手數料（手續費）條例」、第二號議案「大正九年度歲入

出預算」與第三號「里港庄區總代」3項，得到在場會員一致贊成而通過。

接著是先前 3 位會員提出的動議事項，由於在場有會員不贊成，因而未

能通過成案。會議的最後由蒞臨現場的永田綱明郡守發表談話，並由協

議會做成六個重點：

1. 針對今日開會感想。

2.  里港庄和鄰近長興庄、屏東、九塊等街庄協議會開會情況比

較。

3. 對協議會將來希望。

4. 教育費與街庄預算。

5.  為充當教育費之具相當收入之基礎財產的構成，以及此官有

空地的研究。

6. 對於在場會員謝詞。

里港庄第一回協議會也在中午 12 點 45 分閉會，本次會議記錄除了

議長藍高全署名外，另有兩名會員小澤外三郎與陳崑木署名（列於「應

署名之會議錄會員姓名」）。第一回的議事錄至此結束。

里港庄第二回協議會於隔年（1922）1 月 31 日上午 10 時召開，本

次開會時郡守並未到場，由郡役所的屬（判任級官員）堤國三郎前往參

加會議。在協議會員上，前屆 10 位會員中，7 位臺籍會員全數不變，惟

3 位日籍會員更替兩位，原先擔任會員的小澤外三郎、宮本貞三改由里

港公學校訓導黑木吉藏與里港小學校訓導新納實美擔任，森田義則留任。

46 里港庄協會，《第一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大正十年）》（未刊稿），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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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出席會員有 8 位，張得與陳崑木 2 位會員缺席，會議紀錄由韓哲卿

與黑木吉藏進行記錄。

本回提交的議案總共有五項，分別為「大正九年度歲入出決算」、

「大正十一年度歲入出預算」、「公學校的舊債償還」、「里港庄附加

稅率」與「里港小公學校授業料條例改正」。在參與吏員解說議案後，

隨即由會員開始進行提問。森田義則對大正 11 年（1922）度歲入預算總

額與前一年歲入預算相比多了 8,028 圓，希望相關人員能提出解釋，相

關吏員的解釋是因為公學校教室須要興建。第二位發言的黑木吉藏對新

一年度歲入第 6 款第 4 項的「簡易入浴場費」有所疑問，詢問是否會向

學生收取「入浴料」（入浴費）。在場吏員表示如果是學生，並不用繳

納入浴費。黑木繼續提問，庄內大正 12 年度歲出預算編有公學校舊債償

還金 612 圓，該年度又欲興建新的公學校教室的話，兩者是否會發生障

礙。對於他的疑問，相關吏員表示不會有問題。緊接黑木之後發言的是

韓哲卿，他提出公學校舊債償還日息利率調降的提案。他認為由於目前

公學校舊債利率甚高，希望能由郡守出面向銀行交涉，降低庄的利息負

擔。黑木吉藏於韓發言後再次提議，希望能減少新一年度的學費。他指

出當庄住民大多貧困，希望每位學生的學費可以將至一個月 30 錢，並詢

問在場協議會員的意見，各會員討論後，決議將學費降為 30 錢。本回所

提的五個議案都得到通過。在提問結束後，代表郡守出席的堤國三郎也

對此發表談話，第一點是本日參與會議的感想，其次是對附加稅率增加

的說明，第三是對協議會員將來的希望，最後是對會員的謝詞。整場會

議在上午 11 點 50 分結束。47

二、協議會運作程序分析

從前述各回協議會來看，我們大體可以描繪出一個具體的開會場景。

在召開會議時，出席者有「庄長」、「協議會員」與受庄長委任的「參

與員」。我們從議事錄中可以清楚看到藍高全在確認今日參與的協議會

員、參與員後，接著就是宣讀此次提出的「議案」。首先由相關業務的

47 里港庄協會，《第二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大正十一年）》（未刊稿），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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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員（街庄吏員）進行說解釋，在解釋後則進入「說明質問應答及議

事始末」。當會員對議案有所疑問時，雙方採取一問一答的方式，由協

議會員的提問，參與員針對該問題加以回答。參與員除了會計役、助役

以外，當協議會員針對土木、衛生或教育較為業務提出問題時，庄長也

得以另外指派相關技手或醫師擔任參與員。48

詭異的是，由於擔任庄長的藍高全也是協議會的議長，因此在主持

會議的時候會員在技術上難以直接質詢藍高全「庄長」，而是由庄役場

的官吏以參與員的身份加以回答。當 1922年第二回會議結束後，「議長」

藍高全在隔年 1 月 26 日以議長身份上了一份答申書（會議開會內容）給

「庄長」藍高全，形成自己向自己報告的奇特情況。49 然而，昭和 8 年

（1933）第 14 回會議上，當時庄長立野圓治除了以「議長」身份主持會

議，中途還以「庄長」身份回答問題。50 換句話說，庄長可以依照自己的

意志決定當時的身份，亦能選擇性回答問題。

1935 年因為地方制度調整，里港庄協議會通過了「里港庄協議會會

議規程」，全部規定共有 46條，透過該規程制定也對開會過程更為明暸，

其主要規定有蓋分為下列數點：

1. 協議會員的議會席次，每次以抽籤來決定號碼（第 1 條）。

2.  庄長、其委任或受其囑託者參與者、書記或旁聽人另外設置

席位（第 2 條）。

3.  會議自上午 9 點起到午後 4 點結束，但可由議長權宜加以縮

減或延長（第 3 條）。

4.  議案經由第一讀會、第二讀會及第三讀會而確立，但在議長

或協議會員 3 人以上之請求下，得詢問議會後加以省略（第

9 條）。

5.  於協議會針對有提案權事件或想要提出動議者，應俱案向議

長提出，但在較為簡單或緊急時得以口頭陳述。提案及動議

48 王添灯，《市街庄政之實際》，頁 171-172。
49 里港庄協會，《第二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大正十一年）》（未刊稿），頁 9。
50 里港庄協會，《第十四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昭和八年）》（未刊稿），頁 25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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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 3 人以上同意不得為議題，但係委員會報告修正意見時

不在此限（第 18 條）。

6.  進行議案或其他調查事項時，得在議長之意見或 3 人以上協

議會員請求下設置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採取奇數。

從會議規程來看，我們了解到每一次會議中會員的次序採不固定制，

等到開會現場抽籤決定。同時，第二條規定說明里港庄協議會開會時採

取開放旁聽。第三條的規定雖然記載了開會的最長時間，根據議事錄中

的記載，每次會議最多三小時內就一定結束，並沒有看到討論特別長的

情況。我們也看到原先在「臺灣街庄制」或該制施行令中並沒有提及協

議會員有提案權，透過這次的規定，我們了解到會員在一定情況下是可

以提出議案或建議案的，針對需要也可以設立委員會。最後，議案需要

透過三讀以後才算通過。

在讀會的規定上，其實里港庄協議會從第 5 回起採用「讀會」的方

式來通過議案。依據《市街庄政之實際》作者王添灯對讀會的解釋，所

謂的「讀會」是指議案在會議中被提出的情況下，由書記朗讀議案轉化

而來。第一讀會代表第一回審議，第二讀會代表第二回審議。第一讀會

以究明議案為主，說明其旨趣等等，並決定是否要進入二讀。二讀會則

針對議案的內容進行討論，並進行議案可否之決議，是讀會最重要的階

段。二讀會時得逐條朗讀議案，或是針對有疑問之處提出動議，但議長

得視情況決定是否採逐條審議，可以變更項目順序或將相關項目一起討

論。第三讀會主要是確認二讀會中各項目有疑問、或和法令相抵觸問題

是否已解決，確認以後則將議案交由協議會議決。當議案經過三讀會，

並經庄長確認後就代表議案的成立。51 這個看似對地方民眾有利的制度，

但翻遍「臺灣街庄制」或其施行令各規定並無具體規定，《臺灣日日新

報》地方公共團體最早實施讀會的記載是大正 10 年（1921）的高雄州協

議會，制度推動的力量顯然是由官方主導。52

藉由王添灯對當時讀會的解釋，我們知道讀會最初設計是防止草率

51 王添灯，《市街庄政之實際》（臺北：林才，1931），頁 187-188。
52 〈高雄州協議會（第二日）〉，《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2 月 11 日，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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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決定，但王也表示議長在依照議案的內容亦可以簡化讀會，簡化讀

會的情況也在第五回里港庄協議會上演。在該次里港庄協議會會議上，

里港庄稅率為當天討論的首案，在開始稅率案一讀會後，藍高全以「議

長」身分請大家提出問題，並未有人發表意見，接著他向大家表示想要

省略二讀會，直接進行三讀，又因為在場會員並未有異議，二讀會因此

被省略直接進入三讀，接著藍高全以起立確認贊成人數，在該案在全員

起立下通過議案；稍後的庄基本財產議案也以同樣方式通過。本回所有

的議案均被省略二讀程序，直到隔年的會議方完成三讀程序。

我們注意到每一讀會各有不同功用，以「大正 14 年度里港庄歲入出

預算」來說，藍高全向在場會員說的是，針對全部歲入出預算案，如果

有問題的話請告知。在進入第二讀會時藍高全則針對歲出經常部的役場

費、土木費、教育費與衛生費項目，向會員確認是否有問題，之後再針

對剩餘項目進行討論。53 當討論告一段落時，最後以起立的方式通過議

案。這顯示了一讀會是確認議案項目，二讀會則針對細項討論，三讀為

議案最終確認，里港庄協議會的記載大致符合王添灯對讀會的說明。

除了里港庄，《臺灣日日新報》上對於協議會的報導中也提到了讀

會的程序，亦常常會提到省略讀會的情況。大正 12 年（1923）臺中市臨

時會。54 昭和 12 年（1937）的臺中州、新竹市也都分別採用三讀制，讀

會制似乎普遍為各地協議會利用。但在大正 12 年（1923）臺中市臨時議

會上，某位會員也曾經提出省略二讀、三讀會的提議。昭和 12 年（1937）
臺中州會會議結束後，報紙則以「一瀉千里」形容州會迅速通過二、三

讀的情況。從里港庄開會時讀會被省略來看，其實質上的意義並不大。

里港庄及其他地方省略讀會的實例，讓我們思考三讀程序是否只是官方

要求地方必須施行的樣版程序？

三、協議會的組成分析

53 里港庄協會，《第六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大正十四年）》（未刊稿），頁 25-40。
54  〈臺中市臨時協議會（續）芭蕉市場直營可決〉，《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3 月 29 日，4 版；

〈臺中州會閉幕 歲出入第二三讀會 一潟千里可決原案〉，《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1 月 31
日，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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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協議會員的組成來看，在整理了 37 回的協議會員名單後，我們可

以發現到 10 位協議會員名單中，臺、日雙方比例約為 7 比 3。這些擔任

會員的日本人，大多在地方上擔任公職，如第 1 回的小澤外三郎為阿里

港尋常小學校校長，森田義則為里港庄的公醫，宮本貞三為里港公學校

校長，俱為在地方上擔任重要公職的人物。另外在 7 位臺籍協議會員中，

韓哲卿家族累世以農兼商，亦經營糖業，也曾在明治 43 年（1910）任臺

灣商工銀行監察役（監事），曾任阿里港信用組合理事，土庫區區長。55

陳崑木當時為除在地方經營南北雜貨，亦為地方「鴉片煙膏請賣人」，

並曾和韓哲卿等人合力創設「東港郡林邊汽車會社」。56 陳大憨曾於地方

上擔任保正，陳前、陳天福、陳漏憨在戰後編纂方志時被納入「里港著

名人物」中，亦可以說是為地方民眾所認同的士紳。57 雖然有有一位協議

會員張得的履歷並不清楚，但從他日後長期擔任藍高全的「助役」，其

地位應和他人相差不遠。

如果擴大將第 1 回到 37 回的協議會加以分析，可以看出更多協議

會員或吏員長期由地方上的少數人與大家族掌握。藍高全除了自 1922 年

到 1931 年間擔任庄長外，家族中的藍高泉從 1923 年到 1930 年擔任協議

會員，而藍家聰與藍萬順分別在 1923 年與 1927 年擔任庄役場書記。在

藍高全因病卸任庄長後，其被指派為為協議會員直到 1935 年去世。從

1932 年立野円治庄長時代到 1939 年間，藍家有自 1935 年到 1939 年間

被任命為協議會員，繼承了原先藍高全的勢力。同樣的，藍家齊從 1937
年到 1939 年間擔任書記。1940 到 1943 年間藍家由藍家鼎擔任議員，他

更是戰後第一任里港鄉長，藍萬順與藍家齊也依然分別擔任書記。官方

刻意扶植藍家，說明其無疑是地方上第一家族。58

除了藍家外，我們也觀察也很多臺灣人也長期擔任擔任協議會員，

例如從時間來看，陳大憨從 1921 年到 1935 年共 15 年間參與協議會，

是里港庄中資歷最老的會員。當時協議會並無強制規定召開的次數與時

55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331-332。
56  陳秋坤，吳庚元編纂，《里港鄉志》，頁350-352；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第十九學事年報》

（臺北：臺灣總督府，1922），頁 174、190。
57 陳秋坤，吳庚元編纂，《里港鄉志》，頁 362-366。
58 詳請參見本文後「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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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多數協議會設法將在 4 月 1 日新的會計年度以前通過。我們看到里

港庄從 1939 年到 1941 年間，每年均召開 3 次協議會（參見附表），因

此，部分協議會員參與會議的次數就變得相當多，例如最高的是張明的

18 次，其次有陳大憨的 16 次與陳天福、陳螟蛉的 15 次。比較特別的是

楊增春，他共參加了 7 次會議，但 1929 年到 1931 年間是以「書記」身

份參加。1931 年第 11 回會議中，楊增春由於藍高全庄長生病，同時助

役也無法參與會議，以「書記」的身份代理議長。59 昭和 10 年總督府再

次調整地方制度，街庄協議會雖仍不具有議決權，但有一半的名額採用

選舉制度產生。1935 年第 17 回會議中，我們看到議事錄中提到所有會

員依法「自然失職」，接著再由知事任命栗川繁、陳螟蛉、張明、吳天

來與蔡昌等人，接著「選任」陳朝景、藍家有、橫田壽己次郎、蘇和長

與黃萬炭等人。60 儘管採取選舉制度，里港藍家的人仍順利進入協議會，

很多人更是從 1935 年以前就已擔任會員。這些情況說說明協議會長期被

地方勢力佔據。

表 1　長期擔任里港協議會會員名單

姓名 擔任時間 參與協議會次數 備註

韓哲卿 1921-1925 5
陳前 1921-1933 14
陳漏憨 1921-1926 7
陳天福 1921-1934 15
陳崑木 1921-1925 5
陳大憨 1921-1935 16
陳前 1921-1933 14
張得 1921-1931 12

陳螟蛉
   1927-1933
1935-1939 15

吳天來 1935-1940 10

59 里港庄協會，《第十一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昭和五年）》（未刊稿），頁 140。
60 里港庄協會，《第十七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昭和十年）》（未刊稿），頁 36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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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增春
1929-1931
1932-1935 7 1929 至 1931 年間以助役

身份參加

張明 1927-1939 18
黃萬炭 1935-1939 10

備註： 協議會員兩年一任，在某些年度里港庄召開不只一次協議會，因此會出

現有人任期不長，但參加會議次數卻很多。本表為筆者自行整理 1921 年

至 1943 年《里港庄協議會議事錄》出席名單而成。

儘管協議會長期由同一批人參與，但在 1920 年以前，我們並沒有看

到地方上有類似的組織。在《水竹居主人日記》中，身為臺中豐原保正

的張麗俊，每月須參加保甲聯合聯合會例會，參與者除包含支廳長、區

長、巡查與保正，若有必要時也會召開臨時會，聆聽諭告。61 在官方與民

間之間，並沒有一個可以討論經費收支的管道，保正、區長也無法針對

官廳施政加以討論。日治時期曾擔任新化郡東勢寮保甲事務所保甲書記

的孫江淮明白表示，保甲民會議一個月舉行 1 次，名義上是會議，實際

上只是官方傳達政令的管道。62 換句話說，協議會提供的議案討論與建議

等功能是以往所沒有的。對於地方民眾來說，以往對地方事務有所疑慮

或困難時，只能透過區長、街庄社長、保甲長或警察向上請託，現在則

有了一個定期且合法的提問空間。從議事錄的記載也可以看到會員能夠

對討論議案，提出調降學費的請求，還可以針對庄預算不合理之處提出

討論，希望庄長能夠修改預算，不管成效如何，就整合地方士紳意見這

一點來看，其溝通的模式前所未有。協議會的設立帶給地方上臺、日精

英的政治舞臺，也創造出一個可以讓地方士紳定期直接建議街庄長的管

道。

最後，依據臺灣街庄制第 15 條的規定，協議會員任期有兩年，從第

2 回的議事錄來看，該會議上日籍協議會員分別是森田義則、新納實美

與黑木吉藏，原先的會員小澤外三郎因調往潮州尋常高等小學校卸任，

61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2001），頁 106-107。
62  林玉茹、王泰升、曾品滄訪問，吳美慧、吳俊瑩記錄，《代書筆、商人風：百歲人瑞孫江淮先

生訪問紀錄》（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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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重新任命新的會員。第 3 回協議會（1923）時，官方又改由椎名吉

次郎與臺籍藍高泉擔任，這樣的變動告訴我們兩年任期只是一個法定任

職時間，只要有需要，官方仍可以任意調動。63 我們也可以看到往後的第

5 回協議會（1924）中，新納實美改以「小學校校長」身份在庄長委託

下出席，第 6 回會中更多了公學校校長白瀉保，此後每次開會小公學校

以庄長委任方式出席成為慣例。64

肆、從協議會看里港的地方行政

一、協議會中的議案分析

在各回的開會中，我們可以看到「議案」是其會議的重心之一，其

不僅關乎了經費的預決算，也代表了一個地方社會的發展。在歷屆的開

會中，我們發現以「條例」與「預算案」的討論內容最多。當時協議會

中所欲通過的「條例」，指稱涉及區域內（街庄）住民的權利義務的規定。

依據臺灣街庄制第 29 條規定：「街庄針對特別稅、使用料（使用費）與

手数料（手續費）三項，應在受臺灣總督府認可下以街庄條例規定之」。65

特別稅為有別於附加稅的特殊稅賦，使用料則是街庄得就營造物之使用

徵收費用。手数料為對特定人所辦之事務。66 我們看到第 1 回里港庄召開

會議以前，在1920年10月，高雄州已經公佈了「小學校授業料收納規程」

（訓令第 14 號），針對州內學校經費原則加以規範。67 在律令第 6 號「臺

灣街庄制」與高雄州訓令 14 號兩項法源基礎上，里港庄才得以制定小學

校與公學校學費相關條例。

除了既有事務的法源設置外，另一種條例是里港庄因應公共團體後

所產生，例如「基本財產蓄積」與「吏員退職條例」。基本財產現金蓄

積法源來自臺灣街庄制的賦予，這項條例主要是讓公共團體針對處分土

63 里港庄協會，《第三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大正十二年）》（未刊稿），頁 14。
64 里港庄協會，《第六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大正十四年）》（未刊稿），頁 26。
65 外務省編，《外地法制誌：律令總覽》（東京：文生書院，1990），頁 36。
66 戶島嘉吉著，李慶紅譯，《漢譯街庄制要義》，頁 15-16。
67 《高雄州報》，號外，1920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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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生的現金收益或執行預算剩餘金額上，得以將其統一管理、使用。

依據 1933 年里港庄協議會議事錄的記載，這項規定是由郡當局在街庄長

會議上提起，在場街庄長並未反對下所推動。681936 年第 18 回會議上，

庄當局制定了「里港庄基本財產管理規程」，該規程規範了屬於里港庄

的土地或建築物制定利用辦法，在出租時得以收取一定的費用。其次是

針對里港庄內購買的有價證權或現金方式加以規定，另外在適當的情況

下也可以將現金借給其他地方團體收取一定利息。69 吏員退職條例法源為

1929 年 45 號府令「州市街庄吏員退職給與金、遺族扶助料規則」，主

要由全體吏員繳納一定比例金錢成立基金。針對在職滿一年者發給退職

金，以及給與滿一年以上但不幸於在職中死亡的家屬給與一定金額作為

補償。70

由上述兩類的條例來看，有相當程度的條例，背後多有一個由總督

府或州廳制訂的法規依據，或來自上級長官（郡守）的指示。這些條例

的制度，除了作為營造物使用規範或地方行政運作必要性外，也可作為

庄的重要收入。以里港庄 1929 年預算收入來看，占所有項目第一、二

位的是庄稅與戶稅割，而使用費與手續費的收入則排第三位，由此可知

其重要性。71 街庄條例的制訂與執行，顯示當局在地方行政運作的實務

面。

值得注意的是，第 1 回里港庄協議會召開時，庄長提出了「大正 10
年度里港庄歲入出預算」以及「大正 9 年度歲入出預算」兩份預算。當

時總督府所規定的會計年度為每年 4 月 1 日至隔年的 3 月底止，72 在 1 月

份協議會開會時提出「大正 10 年度里港庄歲入出預算」相當合理，至於

「大正 9 年度歲入出預算」，我們知道臺灣街庄制實施前地方官廳僅是

中央政府的派出機關，沒有統一編列預算的必要，在無相關直接史料證

據下，只能推測其所指稱的歲入出預算時間為 1920 年 10 月 1 日街庄制

正式實施後至 3 月底以前這一段時間的歲入出預算。

68 里港庄協會，《第十四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昭和八年）》（未刊稿），頁 274-275。
69 里港庄協會，《第十八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昭和十一年）》（未刊稿），頁頁 456-457。
70 《府報》，第 712 號，1929 年 7 月 9 日。
71 里港庄協會，《第十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昭和四年）》，頁 127-128。
72 會計法全文可參考可參見《府報》，第 2355 號，1921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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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進一步討論預算案的內容，則可以看到 1920 年地方公共團體成立

後，為因應市街庄自主財源的運用，總督府針對市街庄預算與其他費用

格式發佈了第 277 號訓令，確立歲入歲出的各種格式。73 在第二回中討論

的附加稅率議案，其實牽涉到庄能運用的財源。從既有的資料我們已知

街庄能徵收的有「戶稅割」、「營業稅割」、「營業稅割」與「雜種稅割」

等項目，其中又只有戶稅割能大幅調整，但本回並未記載詳細稅率，直

到 1925 年第 6 回庄長對預算方針說明中我們才首次見到里港庄的稅率。

在該回庄長的解釋中（由書記代為說明），前一年度（1923）每 1 圓的

戶稅割繳納額度 1 圓 50 錢的稅率，今年（1925）則提高至 2 圓 60 錢。

從 1927 年第 8 回協議會通過的里港庄庄稅附加稅率議案，其中地租割與

所得稅割稅率為百分之 20，營業稅割與雜種稅割稅率為百分之 30，戶稅

割稅率卻高達百分之 260。隔年在里港庄當局決定廢止小公學校學費的

情況下，導致手續費收入減少了一千餘元。里港庄當局為因應此情況，

只好再次提高戶稅割的稅率來到百分之 300（本稅的 3 倍），往後更有

稅率達本稅四倍的情況出現。74 由此可知，里港庄在財政上已經成為一個

「共同體」（community），各項收支財源的增減均會有牽一髮動全身的

情況出現。

最後，透過議事錄也可以發現，里港庄作為一個新設立的地方公共

團體，其無可避免的接受了原先地方上公學校的債務。協議會在開會過

程中也討論到如何償還公學校舊債的問題。既有的研究指出，公學校的

經費在 1920 年以前藉由相關總督府對相關規程的制訂，已能利用學校財

產去獲取收益，有如一個獨立的「財團法人」，隨著就學人口的擴張，

學校為應付大量的就學人口，只好以借貸作為擴增班級與教室的經費。

雖然暫時解決財源不足的窘況，但也造成學校的產生債務。75 依據一份總

督府在大正 10 年（1921）對義務教育是否可能施行所進行的報告，截至

該年為止，官方發現全島公共團體累積的債務達 453 萬餘圓，260 餘個

73 《府報》，第 2248 號，1920 年 11 月 17 日。
74 里港庄協會，《第六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大正十四年）》（未刊稿），頁 31。
75  相關討論可見李鎧揚，〈日治前期臺灣公學校的經費籌措與財務運作〉，《臺灣文獻》，第

64 卷 1 期（2013 年 3 月），頁 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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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街庄中僅有 65 個沒有負債，沒有負債的市街庄反而是少數。76 由於在

統治前期除了學校並沒有需要大量借貸的必要支出，合理推估多數都是

以往公學校債務。我們從地方制度改正以前發行的《阿緱廳報》中也可

以發現，阿里港公學校在大正 8 年（1919）向銀行借了 591 圓，同時在

歲出部分也支付部分借款利息，大正 9 年（1920）阿里港公學校更向銀

行借了 7,360 圓；另外藉由歷年里港庄協議會紀錄可知，歷年編列預算

歲出額不過 2 萬至 4 萬間，7 千多並非小數目。1922 年韓哲卿在第 2 回

會議中提出希望能降低公學校舊債的建議。他指出當前舊債利率過高，

希望可以拜託屏東郡守出面向銀行交涉，儘可能降低利息。77 降低利息支

出，某種程度就是替里港庄節省支出，其想法相當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倘若公學校舊債是有立即性處理的問題，何以等

待第 2 回開會才提案，而非第 1 回開會就著手進行討論，在查詢《臺灣

教育沿革誌》與《府報》後可以得到一些線索。臺灣總督府在大正 9 年

（1920）地方公共團體的成立後，連帶使臺灣教育機構的設置者有了變

化。配合州層級公共團體成立，總督府規定，全島公立中等學校所在地

的管轄州須在大正 10 年 1 月 31 日以前將學校設置者改為該管轄州。師

範學校以外的官立中等學校，自同年（1921）4 月 1 日亦改為州立。屬

於初等教育的小公學校，因學區和行政區有較多的整合問題，總督府先

以律令第 6 號廢止「臺灣公學校令」，另於 4 月 24 日公布府令第 75 號

改正「臺灣公學校規則」，重新規範設立公學校相關事項。在大正 11 年

（1922）臺灣教育令實施後再次訂定「臺灣公立公學校規則」（府令 65
號）才明確規定公學校由市街庄設立，或許里港庄已知道阿里港公學校

未來由庄來管理，在第一回協議會時也已制訂學費繳納的條例，因行政

區與學區整合的問題，必須等到隔年（1922）第 2 回協議會才能開始討

論。在協議會討論公學校的舊債意味庄必須面對以往學校的債務，也顯

示學校與公共團體正在進行整合。里港庄內的公學校舊債的議案後來仍

陸續出現在其他回協議會討論中，說明學校舊債也被整合到庄當局事務

76  〈大正十年六月義務教育ニ関スル調查〉，《下村宏文書》，第 89 號，頁 73；臺灣總督府  
評議會，《第參回臺灣總督府評議會會議錄》，頁 3、75-76。

77 里港庄協會，《第二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大正十年）》，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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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解決債務」是公共團體成立後需要面對的問題。

二、預算編列與庄長的方針說明

要了解一個地方的實際運作，從「預算收支」、「條例制定」種類

和「施政說明」來分析應該是可行的方法。《里港庄協議會議事錄》最

初幾回記載中，並沒有預算收支的記載，自 6 回起有完整的預算案及庄

長對預算方針的說明。會議中編列的「大正 14 年度預算」，里港庄收入

主要來自 7 個項目，第一項是「庄稅收入」，包含了地租、所得稅、營

業稅、雜種稅等國稅與州稅附加稅，第二項為「財產收入」，是由庄財

產產生的收益，第三項為「使用費與手續費」，第四項則是「交付金」，

為依據 1921 年第 112 號府令規定，由庄代替總督府一起徵收的行政作業

費。78 第五項與第六項則是前一年度未用完的金額以及雜收入。在經常性

收入外，還有來自地方民眾捐款以及高雄州針對傳染病與マナリア（瘧

疾）的補助金。在歲出方面，庄長編列有役場費、土木費、教育費（里

港小、公學校）、衛生費、勸業費、社會事業費、協議會費、庄稅取扱費、

基本財產造成費、諸稅負擔、雜支出（含公債）。79 透過這些項目，我們

看到里港庄已經能夠利用自主的財源支付涵蓋行政、教育、衛生、產業、

社會救助與土木工程等公共事務。這些項目在日治前期有很大一部份是

透過各種地方團體來運作，如公共衛生相關經費，公共團體成立以前是

總督府以 1904 年訓令第 240 號設立「公共衛生費」的地方團體；公學校

經費運作總督府最初設立「協議費」，後再 1907 年設立「公學校負擔區

域」，以學區劃分繳費學校經費的民眾，屬於社會救助事業的「慈惠院」，

也是總督府設立的地方團體。80 這些團體在市街庄設立後，被整合到其行

政事務中。公共團體的成立可以說整合了以往地方上學校、公共衛生費

（包含市場）與慈惠院等等機構的，將其納入「庄」這個公共團體中運作。

78  《府報》，第 2632 期 1922 年 4 月 22 日。該規定名稱為「市街庄又ハ區長ニ於テ徵收スル國

庫金ノ種目並交付金ニ關スル件」，中文翻譯為「關於市街庄或區長在徵收國庫金科目與交付

金相關之件」。
79 里港庄協會，《第六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大正十四年）》，頁 127-128。
80  水越幸一，〈本島現行地方制度成立經過覺え書（四）〉，《臺灣地方行政》第 3 卷第 8 期（1937

年 8 月），頁 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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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港庄自 1925 年第 6 回會起，由庄長親自說明庄內預算編纂方針的

任務，這位參與員表示，目前庄內實行經費減縮政策，希望不要給予庄

民過多的負擔，在本次會議召開前，郡守在前一年 12 月的街庄長討論會

中已針對預算編製的方針加以說明，同樣強調庄當局應勵行庄費節儉一

事，新增加的事業大致也要能平衡，以之產生剩餘金減輕庄民的負擔。

在這樣的方針上，本年度預算較前一年減少約 500 餘圓。在支出增加部

分，本年度勸業費、事業改良費、社會事業改良費與雜支等都有小幅增

加。81 接著書記表示，依據「臺灣州制施行令」第 37 條規定，郡廳舍建

築、修繕及役所費是由管內各街庄負責分攤，在接受上級機關補助之外，

街庄也有義務負擔部分經費。由於新設立了「高雄市」，在「臺灣市制」

規定「市」改由州直接管理，連帶讓整個高雄州街庄戶稅額減少，在街

庄整體戶稅收入減少又必須負擔郡當局「分賦金」情況下，里港庄不得

不增加庄內戶稅割稅率來因應，因此去年度每 1 圓的戶稅割僅繳納 1 圓

50 錢的稅率，今年則提高至 2 圓 60 錢。82 從庄書記的發言來看，街庄的

財政雖然獨立，但在州當局的要求下，街庄仍須向州繳納一定的費用。

隔年（1926）庄長在第 7 回協議會預算方針說明中表示，新一年度

的預算中，使用費與手續費較去年增加了 890 圓，原先庄內向上級申請

承租位於塔樓的「州有地」及官租地轉貸經營佃耕一事，在近日獲得承

租一年半的許可，雖然要繳納一定的獲益給國庫，仍能創造收益。歲出

增加主要在於衛生費中新增一名人力協助街道灑水及下水道疏通之事，

以及勸業費中增加內地米（日本米）試作改良、豬舍興建及蔬菜品評會

與場費用的支出。本年度臨時費支出有役場倉庫費、橋樑架設費、上水

下水施設費、郡教育補助費、農園施設費與土地買收費。83 自第 14 回

（1933）協議會開始，預算編成方針說明更以地方情況輔助經費說明。

新任的立野圓治庄長依據經費支出項目分別說明，比如教育預算編製，

立野庄長提到目前庄內公學校就學率僅有四成二，比起小學校幾乎所有

人都能入學的程度仍有相當距離，未來將逐漸普及教育。在衛生方面，

81 里港庄協會，《第六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大正十四年）》，頁 30-31。
82 里港庄協會，《第六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大正十四年）》，頁 31。
83 里港庄協會，《第七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大正十五年）》（未刊稿），頁 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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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長談到目前庄內廁所設置情況，較以往有大大增加，但對於街道灑水，

則因為經費不足難有增加。在產業方面，庄長也會談到目前庄內農作物

生長情況，以及官方主導的農業經營改良措施。另外還有畜產、工業與

商業的說明。84

除了屬於一般會計的經常與臨時歲入出經費外，1933 年第 14 回里

港庄協議會提出第四號議案「昭和 8 年高雄州屏東郡里港庄特別會計河

川敷地佔用費歲入出預算」與第 5 號議案「昭和 8 年高雄州屏東郡里港

庄特別會計芭蕉容器製造獎勵費歲入出預算」。這些事務的法源為臺灣

街庄制第 34 條，該規定賦予街庄在必要時得以設立「特別會計」，而臺

灣街庄制施行令也要求街庄設有特別會計時，該項歲入出須例外製作預

算。對於這兩個特別會計，立野庄長的說法是里港庄取得河川地的使用

許可，但官方希望能以「特別會計」方式處理，讓經費更為明瞭清楚；

芭蕉則是里港庄從今年起有開設芭蕉容器製造的講習，鼓勵民眾製作裝

載芭蕉的容器，考量到民眾做出容器卻沒有通路的問題，因此由庄來收

購，再轉售給青果組合，若將這項經費邊在一般會計中，容易對庄經費

的運作帶來不便，故以特別會計來處理，這兩項提議在本回也都得到通

過。特別的是，第 14 回協議會不僅通過 1933 年河川敷地佔用費預算，

也一併追認 1932 年的河川敷地預算（第三號議案），但第 13 回議事錄

中並未記載設立相關事項。較為可能的原因，應該是本項預算在編列最

初並未納入，但該年度庄內因為需要而先設立，才會發生在隔年開會時

追認通過的情況。

從前述幾回對預算與預算方針的說明，我們也理解到庄預算的編製

不完全是庄長的意志，其實包含總督府中央政策與郡當局等上級的要求。

原先我們以為街庄預算是協議會通過以後，再由街庄長提交由郡守認可，

實務上早在編列以前就有一個明確的方針存在。85 從各回協議會開會的預

算方針說明也可以發現，儘管官方不斷宣示要開源節流，降低不必要支

出，實際上里港庄預算每年支出仍持續在增加。里港庄第 6 回協議會時

84 里港庄協會，《第十四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昭和八年）》（未刊稿），頁 238-248。
85  臺灣街庄制第 31 條要求街庄長「每一會計年度所調製之歲入出預算，應在年度開始前二個月

提出，由廳長或郡守認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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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預算為 12,183 圓，隨著各種事務逐漸增加，到了第 16 回（1935）
時支出預算已高達 20,940 圓。另一方面，從方針說明中也可以看到庄當

局相當努力為地方開闢新的財源，不僅改良地方農作物，甚至還設置特

別會計來經營容器製作事業。在里港庄第 7 回里港庄歲出預算中，也出

現公債費支出項目，這不僅說明里港庄有借貸的情況，更顯示里港庄這

個公共團體是有借貸能力的，必要的情況下能夠以「庄」的名義向銀行

借貸。

豫算方針的報告雖然以財政為主，我們卻也可以從中觀察到一些地

方社會的改變。例如在第 6 回的協議會中，當庄書記代替庄長報告時提

到近年來里港庄歲出入預算編列目前逐年實行緊縮政策，避免給予「庄

民」過大的負擔。86 書記使用「庄民」這個用語，顯示當局在思考地方行

政事務上是將里港庄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另外，我們可以同時看到里

港庄協議會自 1921 年至 1935 年間，共通過 9 項條例案（不含改正），

分別為小學校（第 1 回）、公學校（第 1 回）、市場（第 1 回）、公共

浴場（第 4 回）、庄基本財產管理（第 5 回）、產婆（第 9 回）、基本

財產現金蓄積（第 14 回）、吏員退職（第 14 回）與墓地使用制訂（第

16 回）等條例案。這些條例絕大多數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很多在里港

庄設立以前已經存在。例如公學校早在 1898 年就已經設立，相關經費規

則在 1920 年以前也逐漸完備。又如臺灣產婆的養成始於 1902 年「產婆

養成規程」，惟最初以培育日籍產婆為主，臺籍產婆必須直到 1907 年

「助產講習生規程」公布後才有正式的訓練。87 依據總督府的統計，截至

1920年，全島已經有超過四百位相關從業人員，高雄州在1923年制訂「臺

灣產婆規則施行手續」。88 相關從業人員也一定在 1920 年就在地方上執

業。里港庄針對在 1921 年所制定的學費相關規定，其實是一種行政機構

組織變更時，隨其法律授權母法變更進行的修訂。同時，由於學校在市

街庄設立後改由其負擔經費，學校的財產就需要變更為市街庄財產，此

時也需要法源。另外一個普遍性的例子是市場，1922 年高雄州第 29 號

86  里港庄協會，《第六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大正十四年）》，頁 30。
87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產婆〉，《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1 期（1993 年 6 月），頁

54-55。
88 《高雄州報》，第 405 號，1923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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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令「小賣市場規則」，規定市場必須由市街庄來經營，也要制訂包含

名稱、位置、使用費與買賣物件相關條例。89 這時候里港庄就必須依法制

定相關規則。

1934 年第 16 回里港庄協議會上，登記第三順位發言的協議會員陳

朝景針對學校經費要求庄長回答，他表示本校（里港公學校）與土庫分

校每班收容的人數已經逼近 90 人，要求庄長增設學級。這些問題隨後由

庄助役楊增春回答，他表示依據當局政策，庄內應該要增設三級，但目

前僅能增設一班級，未來一定努力朝增設三班級的方向努力，增設更多

班級目前有施行上的困難。90 雖然楊增春表示庄內沒有經費增加公學校班

級，但我們從本回庄長方針說中可以知道，當局有計畫將管內土庫簡易

國語講習所升格，並在里港國語講習所增聘教師，顯然是不願意將這些

錢用於公學校上。公學校屬於一般教育，而國語講學所屬於社會教育，

從庄長的回答來看，這兩個不一樣的項目，在里港庄長眼中卻是一併思

考的項目。更明白來說，這一段回答不僅說明庄長對預算收支擁有最終

決定權，更反映出在總體方針考量下，解決初等教育「就學難」不一定

是地方公共團體的優先事項。

三、分析議事錄時的盲點

透過對《里港庄協議會議事錄》檢視，我們看出協議會在地方行政

上扮演了一定的功能，在里港庄第 1 回議事中，有會員希望能夠調降小

公學校學費，雖然未能在第 1 回順利通過，但他們再接再厲，最後終於

在第 2 回通過調降學費的議決，協議會的設立的確帶為地方行政帶來新

的變化，亦即會員的開始有討論庄長施政的機會，能夠提出「建議」或

透過討論來改變一部分原來既定事項。但從第 3 回至第 16 回歷屆議事錄

中，我們並未再看到有會員提案想要調降學費或提出對人民有幫助的其

他議案，沒有調降學費的議案主因應該是里港庄在昭和 3 年（1928）起

廢除小公學校的學費，但仍無針對其他事物的提案。91 究竟是否庄內不再

89 《高雄州報》，第 254 號，1922 年 10 月 2 日。
90 里港庄協會，《第十六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昭和九年）》（未刊稿），頁 322-335。
91  里港庄協會，《第九回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昭和三年）》，頁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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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到須要提案通過的事務，還是提案受到了限制，很可惜無法繼續

探討下去。

地方上設立了協議會，地方上的知識份子又是如何看待這個機構呢？

1927 年高雄州出版的地方改良具體政策懸賞論文可以提供我們思考。時

任里港公學校訓導的楊增春提出的改良政策得到佳作。他在文中提出多

項地方行政的具體事務。首先，他在肯定官方目前進行產業改良外，於

農民金融改良上提到，身處較底層的民眾因為欠缺知識，無法再遭遇困

難時提出適當的解決方式，希望官方能提出解決之道，也建議地方上設

立公設當鋪。另外在衛生方面，他建議地方應設立公共浴場、公設產婆，

醫師的診療金也應該降低。在街庄自治上，他建議將助役改為有給制，

也希望強化協議會的功能。在社會設施上，他也希望地方上能整理墓地、

設立乞丐收養機關。另外他還希望能給予勞工一定的保護，降低雇主與

勞工的對立情況。92

倘若將他的建議和里港庄歷屆通過的議案比對，可以發現楊氏的意

見在自己居住的里港庄也無法落實，儘管「公設產婆條例」在隔年他擔

任里港庄協議會員時協議會便通過議案，但里港庄對墓地的管理直到昭

和 10 年（1935）才制定相關規定，而公設當鋪則始終未見設立，顯然他

自己都無法說服庄長或握有預算最後核可權的郡守同意。不僅官方與民

眾的想法仍有一段差距，也再次說明何時應該推動何種事務仍掌握在官

方手上。

從協議會開會中，我們也看到議長在對議程程序握有絕對主導權。

在第 6 回協議會會議上，當議長藍高全詢問是否有議案以外的事項要詢

問時，會員黃盟約針對小公學校以及保甲會館土地向庄當局提出疑問，

他指出目前里港小學校在該校創設興建時，原先阿猴廳當局想要交換該

土地，以位於加蚋埔的數甲官有原野地轉讓給藍，但至今相關手續尚未

完成，由於藍高臨（前阿緱廳加蚋埔區區長）不幸去世，其後代又皆年

幼，因此希望庄長能早日完成手續變更，將學校土地變更為里港庄的基

本財產。對於黃的提問，藍並未正面回答，他以等下有公務要事，草草

92  高雄州內務部地方課，《懸賞論文：地方改良ノ具體的方策》（高雄：高雄州內務部，

1927），頁 7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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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會議結束，該問題並未得到圓滿的回答。黃盟約對土地的提問也讓

隱約知道藍家因為提供小學校建校用地而得到了開發官有原野的好處，

但因為藍高全庄長並未積極解決土地變更問題，至今仍無法將小學校土

地納入庄基本財產中。從黃選擇在議案結束後另外提問，顯然地方上早

已有人對此事感到不滿。但因為庄長並無義務必須回答會員規定以外的

事務，我們僅能從日後第 12 回、第 13 回的質詢上發現該問題已在處理

中，並無法知道最後結果，第 6 回的問答過程不僅讓我們看到藍家與官

方的關係，亦暴露出協議會僅有諮詢的缺點。93 黃盟約做完兩年的協議會

員後就沒有獲得州當局的再次派任，或許與他刻意與地方最大勢力直接

衝突有關。

最後，即便我們掌握了《里港庄協議會議事錄》資料，也不能說完

全掌握了地方民情，有很多地方大事其實不能在協議會中反映。舉例來

說，昭和 4 年（1929）年里港庄部分民眾，因下淡水溪（高屏溪）治水

工程的興建，導致他們私設埤圳受到影響，更在（1932）於公會堂召開

庄民大會，以立野庄長為議長，滿場一致決議向郡當局請願，但我們在

協議會議事錄中僅能看到庄內有編列該筆預算，且工程正在進行中，無

法得知民眾的請願意見。94 在昭和 9 年（1934）前後，因為屏東街升格為

「屏東市」，里港士紳韓哲卿、張明與陳朝景等人發起了將郡役所遷徙

到里港來的活動，更數次前去向高雄州知事陳情，但協議會中並無相關

記載或討論。95

伍、結語：一個新的「地方行政」形成

本文以屏東郡里港庄協議會議事錄為主要史料，在理解 1920 年以

前地方行政制度後，首先討論了臺灣總督府在 1920 年新設立的機關「協

議會」的運作情況。從律令所賦予的權限來看，協議會只是一個諮詢的

93  里港庄協會，《第六回（大正十四年）里港庄協議會之議錄》（未刊稿），頁 42-44。
94  〈里港庄民 埤圳新設請願〉，《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8 月 31 日，5 版；〈里港庄民 埤圳

新設請願〉，《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10 月 1 日，夕刊 4 版。
95  〈里港庄民 運動徙郡〉，《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2 月 8 日，夕刊 4 版；〈里港庄民 陳情

置郡〉，《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3 月 2 日，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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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以往的研究也針對這個特點加以批判，認為其並不具有實際的功

能。但是，從當時政府的角度來看，透過官方選任，協議會能夠有效地

將地方上各種有力人士集合在一起，也長期為里港藍家勢力所盤據。相

對 1920 年以前地方上並沒有這樣的機構，能夠獲選也代表其在地方上具

有相當勢力，從「政治統合」這樣的角度來看，其仍具有相當意義。

其次，1920 年新設立的地方公共團體，整合以往地方上市場、公學

校等機構，將其納入在市街庄之下，由市街庄長統一管理，也由市街庄

稅來支付其運作，擁有比以往更穩定地財源。第 2 回協議會中韓哲卿所

提出公學校舊債償還問題，也提醒大家地方行政事務代有一種延續性，

在新機構設立的同時也必須承接以往地方上的各種債務，但相對的也可

以用「庄」的名義借款，在財源操作上更為靈活。從協議會開會過程例

子也可以看到，部分的協議會員在面對新制度積極利用新制度，在不違

反規定下追尋庄民的最大利益。在經費上，透過庄長在會議中提出的預

算案與預算方針說明，不僅可以讓協議會員瞭解庄長到底再做什麼，會

員也可藉由開會來找出預算編列中不合理之處。我們可以說，一個不同

於以往的「地方行政」被創造出來了。

最後，我們從歷回協議會開會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問題。例如協議會

因為議決不具強制力，協議會員在會議中的表現比較像是幫庄長找出問

題，並非是一般認知的質詢，且多數問答集中在預算上。也因為臺灣街

庄制並未明確規定庄長有回答的義務，庄長在面對提問時可以選擇不回

答，同時議案主要提案權也掌握在庄長手上，身為公共團體代表的庄長

擁有相當行政優勢。就協議會程序來說，雖然協議會日後導入「讀會」

制度，從庄長取消二讀程序以及每次開會至多不超過三小時來看，其形

式意義大於實質意義，也暴露出官方刻意營造自治的假象。從議案來看，

庄長在編列預算時須要按照郡當局意志，即便協議會通過了各種議案，

根據規定也要再次提交給郡守認可，當議會程序出現問題，也在郡當局

主導下解決。郡守在地方行政運作扮演了類似「安全閥」的角色，在這

樣多重限制下的協議會，包含議案在內大多是在可預期的事項中進行，

地方行政運作仍充滿官治的色彩。從里港庄協議會呈現的地方運作，呼

應了田總督在日記中所說將衛生、教育委由地方執行的構想。整體來說，

里港庄協議會開會過程看不到符合現代自治定義的精神，但在其設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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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時間 回數 議長 與會協議會員 缺席協議會員 其他參加者

1921 1 藍高全

韓哲卿、陳前、陳

漏憨、小澤外三郎

、森田義則、陳天

福、陳崑木、

宮本貞三、張

得、陳大憨
郡守

1922 2 藍高全

韓哲卿、陳前、黑

木吉藏、陳漏憨、

新納時美、森田義

則、陳天福、陳大

憨

張得、陳崑木 代理郡守

1923 3 藍高全

椎名吉次郎、陳漏

憨、陳大憨、藍高

泉、陳前、陳天福

、森田義則、張得

、韓哲卿

陳崑木

會計役、小學校

長、公學校長、

書記

1923 4 藍高全

陳漏憨、陳大憨、

陳崑木、藍高泉、

森田義則、張得

椎名吉次郎、

陳前、陳天福

、韓哲卿

會計役、書記（

藍家聰）、

1924 5 藍高全

椎名吉次郎、陳漏

憨、陳大憨、藍高

泉、陳天福、森田

義則、張得

陳崑木、陳前

、韓哲卿

小學校長、會計

役、書記（藍家

聰）

1925 6 藍高全

陳漏憨、陳前、陳

大憨、黃盟約、蘇

定、藍高泉、陳天

福、森田義則、張

得

陳奎

小學校長、公學

校長、助役、會

計役、書記

1926 7 藍高全

陳漏憨、陳前、陳

大憨、黃盟約、蘇

定、藍高泉、陳天

福、森田義則、張

得

陳奎

小學校長、公學

校長、助役、會

計役、書記

地方上出現了一個以里港為地域範圍的「政治共同體」。同時，我們也

觀察到了「庄當局」如何推動事務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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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8 藍高全

森田義則、陳螟蛉

、張明、莊魯、張

得、陳大憨、藍高

泉、蘇定、陳天福

陳前
書記、書記（藍

萬順）、技手、

1928 9 藍高全

森田義則、陳螟蛉

、莊魯、陳前、張

得、陳大憨、藍高

泉、蘇定、陳天福

張明

書記、小學校長

、公學校長、會

計役、助役

1929 10 藍高全

張明、張得、陳前

、陳大憨、陳天福

、森田義則、藍高

泉、蘇定、莊魯

陳螟蛉

小學校長、公學

校長、助役、會

計役、書記（楊

增春）

1930 11
楊增春（代

理 庄 長 的

書記）

張明、陳前、陳大

憨、陳天福、藍高

泉、蘇定、陳螟蛉

、莊魯、

張得（助役）

、森田義則

小學校長、公學

校長、助役、會

計役、書記

1931 12
加 治 小 次

郎（ 郡 守

選任）

張明、陳螟蛉、水

小田美作、陳天福

、卜萬善、陳大憨

、藍高泉、加治小

次郎

張得、陳前、

（藍高泉）

小學校長、公學

校長、助役、會

計役、書記、技

手

1932 13 立野

円治

張明、陳螟蛉、水

小田美作、陳天福

、卜萬善、楊增春

、陳前、加治小次

郎

藍高全、陳大

憨

小學校長、公學

校長、助役、會

計役、書記、技

手

1933 14 立野

円治

水小田美作、張明

、陳大憨、陳螟蛉

、陳朝景、陳前、

加治小次郎、楊增

春

藍高全、陳天

福

小學校長、公學

校長、助役、會

計役、書記、技

手

1934 15 立野

円治

水小田美作、張明

、陳大憨、陳朝景

、栗川繁、藍高全

、陳天福、楊增春

無

小學校長、公學

校長、助役、會

計役、書記、技

手

1935 16 立野

円治

吳天來、陳螟蛉、

陳朝景、陳大憨、

鄭清海、張明、栗

川繁、楊增春

藍高全（1935
年去世）、陳

前

小學校長、公學

校長、助役、會

計役、書記、技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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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17 立野

円治

藍家友、陳朝景、

張明、吳天來、橫

田壽已次郎、蔡昌

、黃萬炭、蘇和長

、栗川繁

陳螟蛉

小學校長、公學

校長、助役、會

計役、書記、技

手

1936 18 立野

円治

蘇和長、張明、陳

朝景、黃萬炭、陳

螟蛉、吳天來、藍

家有、栗川繁、橫

田壽己次郎

蔡昌

小學校長、公學

校長、助役、會

計役、書記、技

手

1936 19 立野

円治

橫田壽己次郎、蘇

和長、吳天來、陳

螟蛉、蔡昌、陳朝

景、藍家有、張明

、黃萬炭、栗川繁

無 助役、書記

1937 20 立野

円治

栗川繁、陳朝景、

張明、吳天來、藍

家有、陳螟蛉、蘇

和長、蔡昌、橫田

壽己次郎、黃萬炭

無
助役、會計役、

書記、技手

1937 21 立野

円治

蔡昌、橫田壽己次

郎、黃萬炭、張明

、藍家有、蘇和長

、吳天來、陳朝景

栗川繁、陳螟

蛉

助役、書記（藍

家齊）、技手、

會計役

1938 22 立野

円治

吳天來、陳朝景、

栗川繁、蔡昌、藍

家有、橫田壽己次

郎、黃萬炭、張明

、蘇和長、陳螟蛉

無

助役、書記（藍

家齊）、技手、

會計役

1939 24 立野

円治

蔡昌、陳朝景、陳

螟蛉、蘇和長、黃

萬炭、藍家有、栗

川繁、吳天來

張明

助役、書記（藍

家齊、藍家芳）

、技手、會計役

1939 25 立野

円治

蘇和長、陳朝景、

橫田壽己次郎、蔡

昌、張明、黃萬炭

、藍家有、吳天來

、栗川繁

陳螟蛉

助役、書記（藍

家齊）、技手、

會計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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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26 立野

円治

藍家有、黃萬炭、

栗川繁、陳螟蛉、

張明、橫田壽己次

郎、陳朝景、蘇和

長、吳天來

蔡昌 助役、書記

1940 27 立野

円治

宮田良次郎、栗川

繁、田井京一郎、

陳朝景、吳天來、

清村宇市、江木龜

太、丁銀謀、林双

福

藍家鼎、橫田

壽己次郎

助役、會計役（

藍萬順）、鍾清

瑞、技手、書記

1940 28 菊 山 計 次

郎

吳天來、丁銀謀、

林双福、栗川繁、

藤田寬治、清村宇

市、宮田良次郎、

江木龜太

藍家鼎、陳朝

景、田井京一

郎

助役、書記

1940 29 菊 山 計 次

郎

林双福、田井京一

郎、宮田良次郎、

江木龜太、藤田寬

治、陳朝景、吳天

來、栗川繁、藍家

鼎

清村宇市、丁

銀謀

會計役、書記（

藍家齊）

1941 30 菊 山 計 次

郎

清村宇市、吳天來

、藤田寬治、宮田

良次郎、江木龜太

、丁銀謀、林双福

、藍家鼎、栗川繁

、陳朝景

無
會計役、書記、

技手、囑託

1941 31 菊 山 計 次

郎

藤田寬治、清村宇

市、田井京一、宮

田良次郎、陳朝景

、林双福、栗川繁

、吳天來

江木龜太、藍

家鼎、田井京

一

助役、會計役、

書記（藍萬順）

1941 32 菊 山 計 次

郎

栗川繁、藍家鼎、

藤田寬治、田井京

一郎、宮田良次郎

、清村宇市、吳天

來、陳朝景、江木

龜太

林双福

助役、會計役（

藍萬順）、書記

、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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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萬順）、書記

（藍家芳）

1943 37 菊 山 計 次

郎

田井京一郎、吳天

來、栗川繁、藤田

寬治、江木龜太、

陳朝景、藍家鼎

清村宇市、宮

田良次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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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eration of Village Council in Taiwan Local 
Administration after 1920

Kai-yang Li*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ase of Ligang village council（里港庄協議會，Ligang 
Village Kyougikai）to discuss local administration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the opinion of most researchers, the local council was not an important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but a rubber stamp. However, my study tries to prove that 
sometimes the village members＇ discourse could change the executive mind of a 
chief and decide to amend the budget. Before 1920, local elites could not discuss 
budget or tuition. After 1920, local council was found, and the members of council 
were almost the local elites from Ligang, especially the Ligang Lan family. Many 
relatives of Lan serviced in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Ligang government was like a 
new community to integrate the budget of school, market and almshouse. According 
to the case of Ligang, we can observe specifically the new model of local government 
in Taiwan after 1920. 

Keywords:  Ligang Village Council、Local Administration、Ligang 
Village、Ligang Lan Family、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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