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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學界對方志地圖的看法多認為方志地圖繪製方式多採傳統山水式畫法、
既粗糙又無圖例、比例尺，參考價值甚低，因此地圖研究多以繪製精美的長軸地
圖為主。本論文以歷史的視野重新審視方志與其地圖，突破過去方志地圖研究偏
重整理、統計地圖版次、方位、比例尺、符號等外部分析；也突破過去探討方志
大都重視文字內容的缺失。本論文配合文獻，回歸方志纂修的歷史背景及志書中
的文字記載，深入探討方志地圖背後所蘊涵的時空意義。
本論文以三部方志的地圖為主題，重新檢視各幅方志地圖，並發現過去在地
圖上被忽略的海戰攻防、砲臺建設、清丈工作與方志地圖之間的關聯性，本研究
所討論的地圖可說為 19 世紀中葉後臺灣的時代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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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
地圖從古至今總是作為展現某區域空間的圖像工具，其發展的歷史甚至比文
字還要久遠，1 地圖最初的形態為刻畫在石壁上的圖像，逐漸演變到繪製在絹帛、
皮毛上。紙張發明後，出現了手繪的紙本地圖，宋代活字印刷術發明之後，刻版
地圖得已大量發行，地圖上的圖像也從象形寫真的描繪，逐漸被抽象的符號取代。
直到現代，製作一幅地圖需要透過精準的測量，圖面上的投影方式、圖面設計、
文字與符號的運用都有嚴格的規範與限制，地圖儼然已成為一門象徵科學專業之
學。
中國的地圖發展的起源可以上溯至春秋戰國時代，因為各國之間戰事頻繁，
地圖上繪製各地的山川、道路關隘等地形知識，為當時重要的行軍指南。2 西晉
的裴秀曾做《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和全國地圖《地形方丈圖》一幅，但目前僅存
《禹貢地域圖》之序言。3 由序言可得知三件事情，一是秦代滅亡後，蕭何曾接
收秦代的圖籍，二為漢代製作的地圖不如秦代，第三則是裴秀所處的西晉，已無
法窺見前代的地圖。4 藉此可間接證明地圖的發展至秦漢時期已有雛形。唐代因
為版圖廣大，皇帝為了統治需要，下令繪製全國地圖，首先設置負責官員，又規
定各州郡三年造圖一冊，中央根據各州郡上呈的地圖編製全國性的地圖，賈耽的
《海內華夷圖》即是在此背景之下製作而成的。 5

宋代延續著唐代的制度，也

出現了全國性的地圖。但是唐宋以前傳世的地圖很少，唐代以前的地圖學幾乎只
能依靠文字史料或者考古發現，宋代有少數的地圖被保留下來，或依賴明清所複
製的古代地圖；不過在西安與蘇州保存了四幅完整的宋代石刻地圖。 6
中國傳統地圖發展到元代有了新的進程，朱思本的《輿地圖》中制定了二十
1

織田武雄，《地図の歴史》(東京：講談社，1974 年一刷，1999 年第三刷)，頁 3。

2

王庸，
《中國地理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38 年一版，1998 年重印)，頁 25-33。
陳正祥，《中國地圖學史》(香港：商務印書館，1979 年)，頁 11-12。
「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
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
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
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參見《新校本晉書‧卷三十五‧列傳第五‧裴秀傳》(臺北：
鼎文書局，1987 年)，頁 1039。
陳正祥《中國地圖學史》
，頁 15-17。
余定國(Cordell D.K. Yee)著，姜道章譯，
《中國地圖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頁 10(譯者序)；陳正祥，
《中國地圖學史》，頁 26-28。
1

3
4

5
6

四種圖例， 7 為中國地圖大量採用抽象符號的開始，明代羅洪先增補《輿地圖》
而成《廣輿圖》。明清兩代的地圖類型多元，有彩色巨幅地圖、方志地圖及受西
方現代科學技術影響繪製而成的地圖。
宋代活字印刷術發明之前，地圖皆以人工繪製，耗費大量的人力及時間，只
有政府能夠動員大量人力製作全國性的地圖，因此地圖的數量鮮少，且絕大多數
收藏在宮廷之中。刻版印刷的發明後，文字資料的流通與保存變得較以往容易，
加上自宋代以來方志纂修與方志附圖的編繪之風盛行，使得明清兩代留下數量非
常龐大的方志，方志地圖也成為目前可見數量最多的中國傳統地圖。 8
清代的方志由官員主導纂修，地方士紳協助編纂，方志付梓後除了上呈皇帝
參閱，並作為纂修一統志、通志的材料，另外新任官員到任時，方志也作為了解
當地政治、民情的重要參考資料。大部份的方志在卷首均附有地圖，藉以表示該
地之疆域範圍；基於上述目的和方法，形成方志輿圖特重各地行政中心的位置、
軍事佈署等。臺灣在康熙 23 年(1684)正式納入清朝版圖後，隨即展開修志的工
作，9 其後歷朝臺灣各地皆陸續修纂府廳縣志，數量高達四十多種。10 臺灣位處
清帝國之邊陲，成書方志之多，且質量之高，與中國內地文風鼎盛的府縣相比，
有過之無不及。 11 而臺灣方志地圖的繪製，與中國內地一樣首重行政管理與軍
事佈防。
地圖在方志之中的重要性，在於地圖有文字不可替代的作用，圖文並行利於
閱讀志書，也可反映文字不容易表達清楚或無法表達的內容。其次地圖中詳載該
地之疆域、山川、城池、軍備等自然地理與人文景觀的分布，透過地圖的繪製，
表現該地地理空間的軍事價值和作用，讓地方官熟知其轄區的歷史地理形勢與民
情風俗，達到按圖施政、按地施治。 12 由此可知清代臺灣方志地圖的重要性，
不過由於傳統地圖以山水畫法繪製，以現代地理學的角度而言，缺乏科學性，因
此受到的關注極少；歷史學門研究者也認為志書中的附圖沒有參考價值文字記載
比圖像要來得重要，常忽略了方志地圖可能蘊涵的研究能量，甚至在重刊方志時

7

羅洪先，《廣輿圖》(臺北：學海出版社，1969)，頁 7-8。
「附圖」是指方志中〈山川全圖〉
、〈學宮圖〉、
〈官署圖〉等各種圖像資料的代稱。「地圖」則
指稱說明疆域內的地表自然景關與人文分布情況的圖形，即方志中的〈山川全圖〉或其他中國
的傳統彩繪長軸輿圖等。下文出現時，不再逐一解釋。
9
康熙 22 年(1683)為了修一統志，禮部奉旨檄催天下各省通志，各省又下令各屬下府州縣修纂
方志。康熙 24 年(1685)，時任臺灣知府的蔣毓英即召集官員、儒生著手修纂臺灣的第一部方
志《臺灣府志》
。參見林天蔚，《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95 年)，頁 60。
10
陳捷先，《清代臺灣方志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6 年)，頁 11。
11
高志彬，〈臺灣方志之纂修及其體例流變述略〉，
《臺灣文獻》49：3(1998 年 9 月)，頁 187。
12
史五一，〈簡析清代方志中的輿圖〉
，《廣西地方志》154(2009 年第 1 期)，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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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去附圖。 13
雖然清代臺灣方志地圖大多並非以科學技術測繪，但透過圖示的紋理、線條、
文字註記，可以發現圖像中隱藏著高度的空間訊息，是文字記載中看不出的，例
如《諸羅縣志》的〈山川全圖〉中描繪了大量不同海拔高度的植被，顯示出繪圖
者的空間概念；地名註記則可辨識該地的相對位置，再配合志書內文更能夠掌握
該地的空間觀。另外各幅方志地圖所強調的重點不同，因此透過分析地圖中所要
表達的主題、地圖上強調的圖示，再加上相關史料的輔助，便可了解地圖繪製的
時空背景。
實際上，無論是地圖上的線條符號或是文字註記，皆隱藏著繪圖者或統治者
的思維，因此研究古代地圖應根據古代統治階級的信仰及思維進行研究，而不是
根據現代地圖學的概念研究古地圖。 14 本論文亦循著此觀念開展，筆者進入地
圖繪製時的歷史脈絡中，以地圖之觀圖者、解說者兩種視角透析方志地圖，分析
臺灣歷史上的重要議題如何表現在地圖紋理；吾人如何從地圖的筆觸線條中，洞
悉歷史長河的波動，進而體認清代方志字裡行間和地圖的共振。

二、研究回顧
(一)地圖史研究
地圖史的研究成果非常豐碩，按其研究主旨又可分成通論、專論，與主題地
圖之解析、考證。
通論的作品非常多，王庸是早期開始整理、研究地圖的中國地理學者，他的
兩部專著中《中國地理學史》、《中國地圖史綱》 15 論述了中國自上古以來的
地圖發展，但明清的部份只著重受西方科學影響後的地圖，並未提到中國傳統地
圖或方志地圖。又他的書中曾經批判中國傳統地圖過於依賴輔助的文字，無計里
畫方的方格，是「幼稚而落伍」的。 16
臺灣的地理學者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中國方志的地理學價值》17等
書中都皆有針對中國方志的地理學價值提出評論，兼論及地圖發展，《中國地圖
13

14
15

16
17

由吳幅員主編的「臺灣文獻史料叢刊」在序言當中即提到：
「……又有若干方志，例有『八景
圖』
、
『十景圖』等類圖繪；因已失參考價值，僅予刪略。」見《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309 種提要》
(臺北：大通書局，1977)，頁 4。
余定國著、姜道章譯，《中國地圖學史》，頁 43-45。
王庸，
《中國地理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38 年一版，1998 重印。)；
《中國地圖史綱》(北
京：三聯書局，1958。)
王庸，
《中國地圖史綱》
，頁 30。
陳正祥，
《中國方志的地理學價值》(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65 年)；
《中國文化地理》(香港：
3

學史》 18 一書則是將中國各朝代重要的地圖做一簡介，內容實與王庸的論著相
差不遠。
除了專論性的地圖研究以外，針對單幅地圖或主題式的地圖研究也不少，地
研究範圍也相當廣泛。有關臺灣荷西時期的研究，曹永和搜羅與臺灣有關的歐洲
古地圖及文獻，並解讀古地圖上的難辨文字。19 翁佳音以 1654 年荷蘭人繪製的
大臺北古地圖為題進行研究，結合語言學、考古學與地名學對古地圖進行解碼。20
陳宗仁則探討 16-17 世紀歐洲繪製地圖的四種形態，發現歐洲人對臺灣海域的認
識從「模糊多島」至「單一大島」概念的轉變過程。 21 另外亦有《經緯福爾摩
沙：16-19 世紀西方人繪製臺灣相關地圖》及《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
圖》等相關荷西時期的地圖選集。 22
日治時期的伊能嘉矩即在《臺灣文化志》中專闢章節討論臺灣的地圖，一是
康熙 53 年(1714)傳教士來臺灣進行實地測繪的過程，另外則談臺灣總督府收購
的古地圖，23 並考證其繪製年代。伊能嘉矩認為此圖為黃叔璥於康熙 61 年(1722)
所繪，命名為《黃叔璥臺灣番社圖》
。24 但是經過鄭喜夫等人的考證，25 認為此
地圖繪製時間應該是康熙 43 年(1704)以前完成，因此改名為《康熙臺灣輿圖》。
方豪的〈康熙五十三年測繪臺灣地圖考〉 26 承繼了伊能嘉矩的研究，詳細
說明三位來臺傳教士之簡歷與在臺灣測繪的過程，並考證過去方志、輿圖中有官
臺灣南北、東西里程數過於誇大及沒有標準的問題。此外也介紹了傳教士馮秉正
在澎湖、臺灣工作時的日記，日記當中記載了馮秉正是受到康熙皇帝的指派到各
地從事測繪工作，也紀錄他在臺灣各地的所見所聞。

三聯書局，1981 年)。
陳正祥，《中國地圖學史》(香港：商務印書館，1979 年)。
19
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收於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85）
，頁
296-368。
20
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
（臺北：稻鄉，2006）
。
21
陳宗仁，
〈Lequeo Pequeño 與 Formosa：十六世紀歐洲繪製的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
，
《臺大歷史學報》41（2008.6），頁 109-164。
22
呂理政、魏德文主編，《經緯福爾摩沙：16-19 世紀西方人繪製臺灣相關地圖》
（臺北；南天，
書局，2006）
；
〔荷〕冉福立（Kees Zandvliet），《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
（臺北：漢
聲，1997）
。
23
此地圖現藏於國立臺灣博物館，定名為《康熙臺灣輿圖》
。
24
伊能嘉矩，〈臺灣輿圖之測繪〉
，《臺灣文化志‧中卷》(東京：刀江書院，1965)。
25
山中樵，〈黃叔璥 の臺灣番社圖に就いて〉
，《南方土俗》
1(3)(1931 年)，頁 33-35；陳漢光、
賴永祥，
《北臺古輿圖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65 年)，頁 6；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
分館特藏資料編纂委員會，《臺灣文獻書目解題‧第二種：地圖類》(一) (臺北：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1987)，頁 23；黃智偉，
〈統治之道──清代臺灣的縱貫線〉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頁 8；鄭喜夫，
〈「康熙臺灣輿圖」內容年代新考〉
，
《臺灣文獻》51：
2(2001)，頁 473-487。
26
方豪，
〈康熙五十三年測繪臺灣地圖考〉
，
《方豪六十自定稿》(著者發行，1969)，頁 562-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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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者呂榮芳在 1979 年發表〈清初手繪臺灣地圖考釋〉
，27裡面談到的臺
灣手繪地圖是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的藏品。圖上以臺灣府城為中心向四周發展，
另外由圖上已出現「彰化縣」可推測此圖應該是雍正 11 年(1733)以後至乾隆 51
年(1786)林爽文事件之間出現的地圖。
阮昌銳的〈臺灣的古地圖〉 28 提到臺灣最早的手繪地圖，是明末沈光文所
繪的《臺灣輿地圖考》，可惜此圖已經散佚。另外文中也提到目前流傳下來最早
的手繪地圖是《黃叔璥臺灣番社圖》(《康熙臺灣輿圖》)，並分析圖中的番社與
番人的生活及漢人的村庄、聚落。
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在 1987 年出版《臺灣文獻書目解題‧地圖類》 29一共
有三冊，第一冊以描繪全臺灣的地圖為主，第二冊與第三冊則以地區與成圖時間
作為分類。每一幅地圖都先做成圖的背景介紹，再考證繪圖年代、繪者、地圖長
度等外部訊息，接著分析圖中內容、繪製方法，最後將地圖上的地名註記加以分
類。不過美中不足的地方在於全書並沒有完整收錄所有的清代地圖，內容也是介
紹性為主，可以當成很好的工具書及研究的基石。
1990 年代是臺灣地圖學發展興盛的時期，1991 年施添福在中央研究院傅斯
年圖書館發現一幅彩色巨幅地圖，圖上共有三條顏色的線，黃色代表道路，藍色
跟紅色則代表不同時期所劃定的「番界」
。作者利用此發現寫成〈紅線與藍線──
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 30 一文，作者透過不同史料的分析，推測此圖繪製年
代應該是在乾隆 25 年(1760)左右，並將此圖命為《清乾隆二十五年臺灣番界圖》
或《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
莊吉發主編的《故宮臺灣史料概述》裡，除了介紹故宮典藏的臺灣古地圖以
外，另外談到了古地圖的兩個價值，一是地圖上所註記的文字有助於了解臺灣早
期的生態環境；另一是藉由對照不同年代的地圖，可以了解臺灣古今地名的沿
革。 31
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在姜道章教授的指導下，也有相當可觀的地圖研究成果。
鍾美淑的〈中國地圖測繪史〉 32 從荷西時期寫到戰後，分別論述各個統治時代
地圖的測繪經過及特色，因為受限於篇幅問題，方志地圖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之
27
28
29

30

31

32

呂榮芳，〈清初手繪臺灣地圖考釋〉
，《文物》6(1979 年 12 月)，頁 61-66。
阮昌銳，〈臺灣的古地圖〉
，《傳薪集》(臺北：臺灣省立博物館，1987)。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特藏資料編纂委員會，
《臺灣文獻書目解題‧第二種：地圖類》(一)、
(二)、(三)(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87)。
施添福，
〈紅線與藍線──清乾隆中葉臺灣番界圖〉
，
《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9(1991 年 6 月)，
頁 46-50。
莊吉發，
〈錦繡河山──臺灣輿圖的繪製經緯〉
，
《故宮臺灣史料概述》(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1995 年)，頁 1-16。
鍾美淑，〈臺灣地圖測繪史〉，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地理組碩士論文，1995 年。
5

中，加上本文時間尺度很長，以致於每張地圖甚至每個時期的篇幅十分有限。
童約信，〈臺灣主題地圖之研究〉， 33 藉由對臺灣主題地圖之蒐集、整理、
統計比較與分類等系統化研究，敘述和分析其各項繪製要素特性，能夠歸納出臺
灣主題地圖的特徵、概況，解析其原因，提出臺灣主題地圖未來發展之方向。
林旻憲〈我國古代海圖的研究〉 34 著重於探討《鄭和航海圖》和清代海圖
的繪製的來龍去脈、特徵以及其有關文字部分的用意、符號，以現代地圖學的觀
點分析其繪製方式，同時又以歷史地理學的觀點探討古海圖的價值。
許淑媛，
〈《清乾隆內府輿圖》之研究〉
，35 解析《清乾隆內府輿圖》(又稱《乾
隆十三排圖》)的製圖背景。不過作者在文末強調《清乾隆內府輿圖》是中國第
一幅有經緯線的地圖，這點應該有討論的空間，因為早在康熙末年康熙皇帝有派
傳教士到中國各地進行測量，最後製成有經緯度的《皇輿全覽圖》；而《乾隆內
府輿圖》是以《皇輿全覽圖》為基礎再增補而成的地圖，雖然《乾隆內府輿圖》
的經緯度座標比《皇輿全覽圖》準確，但不應忽略《皇輿全覽圖》在中國地圖學
史上的重要性。
夏忠平的碩論〈地圖的文化歷史地理學觀點──詮釋臺灣地圖史中地圖的文
化意涵〉
，36 以「文化歷史地理學」之觀點，以山形符號歷史演變的因素，企圖
詮釋臺灣地圖中的文化意涵，與空間的內在意涵。論文當中並將臺灣地圖的發展
分成「歐殖、清領、日治」三個階段，作者提出雖然這三個階段的文化各自擁有
製圖的技術，但是卻無法交流或傳承彼此的技術，導致臺灣的地圖發展有很嚴重
的斷層。
夏黎明的《清代臺灣地圖演變史》 37 是目前臺灣研究關清代地圖中最重要
的一部。作者把清代臺灣的地圖依照種類、內容、繪製目的、方法等分類，再討
論繪圖模式的轉變。並且清代臺灣地圖分成四個時期：發軔期、巔峰期、衰退期
與轉型期，分別敘述不同時代產生出的地圖有何異同之處。全書重點置放在地圖
的分期、分類與繪製方式的轉變上，對於地圖測繪者在製作地圖時所接受到的外
在因素與繪製觀點描述較少，也並非本書的焦點。
另外夏黎明於 1991 年至 2004 年間，陸續發表三篇有關清代地圖的文章，38
33
34
35

童約信，〈臺灣主題地圖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地理組碩士論文，1997 年。
林旻憲，〈我國古代海圖的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地理組碩士論文，1998 年。
許淑媛，〈《清乾隆內府輿圖》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地理組碩士論文，1999
年。

36

37
38

夏忠平，
〈地圖的文化歷史地理學觀點──詮釋臺灣地圖史中地圖的文化意涵〉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1996。
夏黎明，《清代臺灣地圖演變史》(臺北：知書房，1996)。
夏黎明，〈古地圖在鄉土教學上的應用──以清代臺灣地圖為例〉
，《臺東師院學報》4(1991)，
6

內容上大抵根據專書內容改寫而成，但在〈國家統治與知識生產：清代臺灣地圖
的繪製與區域發展〉當中，提出地圖繪製與清廷的治臺政策、區域發展之間的關
係，此部份為專書所缺乏的。
臺大地理系教授賴進貴所帶領的研究團隊，也有相關研究成果。 39〈臺灣地
圖觀點之研究〉中，以地圖的本質與功能還有地圖的繪製要素來分析臺灣地圖的
形成，強調地圖的繪製者在每一個步驟背後都蘊涵著繪圖者本身的觀點在其中。
並說明欲了解地圖及其所呈現的觀點，我們必須了解地圖的製圖者、為何製圖、
為了誰製圖、何時製作等面向的問題。另一篇〈古地圖的空間認知探索──以
1878 年《全臺前後山輿圖》為例〉中使用現代的地理資訊系統(GIS)分析古地圖，
以科學的數據來詮釋歷史，探知古代製圖者的空間認知。實驗結果顯示《全臺前
後山輿圖》的海岸線只有西南沿海一帶與現今的海岸線相符，然後以東部海岸的
偏差值為最大，顯示出繪圖者對於熟悉的地區可以測繪的相當精確。另外一個實
驗是 1878 年各縣廳範圍的準確度，結果發現基隆廳、臺灣縣、恆春縣與澎湖廳
在古地圖上被放大的程度超過其他縣廳，作者將此結果與當時的歷史時空結合，
得出這四個地方在當時都有重要的意義，因此都被放大。研究團隊中的黃清琦更
進一步將《全臺前後山輿圖》結合GIS，將每一幅古地圖繪製成一系列的解說地
圖，並將古地圖轉繪成現代地圖，以供對照參考。 40
近期國立臺灣博物館出版的《康熙臺灣輿圖歷史調查研究報告》， 41翁佳音
及兩位協同作者，重新研究調查《康熙臺灣輿圖》，對於解釋地圖的角度有了新
的突破。首先探討《康熙臺灣輿圖》在臺灣歷史上定位。接著對於《康熙臺灣輿
圖》的外部考證與內部考證有大篇幅的說明。本書最重要的部份是歷史與美術方
面的研究，過去並沒有以這兩個學科的角度切入研究，並闡述完整概念的研究，
因此本書為臺灣地圖研究提供一個新觀點。

(二)方志地圖之研究
除了地圖史的研究以外，臺灣學界對於方志地圖也有諸多討論，陳正祥曾在

39

40
41

頁 103-113；夏黎明，〈清代臺灣地圖的繪製方式及其演變〉，
《地圖》8(1997)，頁 65-84；夏
黎明，
〈國家統治與知識生產：清代臺灣地圖的繪製與區域發展〉
，
《興大歷史學報》25(2004)，
頁 39-58。
賴進貴、陳玉文、葉高華、黃清琦，
〈臺灣地圖觀點之研究〉
，
《地圖》14(2004 年 7 月)，頁 31-42；
賴進貴、黃清琦、葉高華，
〈古地圖的空間認知探索──以 1878 年《全臺前後山輿圖》為例〉
，
《地理學報》42（2005.12），頁 47-68。
黃清琦，《臺灣輿圖暨解說圖研究》
（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0）。
翁佳音、石文誠、陳佳慧，
《康熙臺灣輿圖歷史調查研究報告》國立臺灣博物館藏品修護計畫
報告叢書：6（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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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獻》中發表一系列有關臺灣各種方志地理學評價的文章， 42 除了探討
方志中所記載的文字，地圖也是作者重視的研究範疇。文中站在現代區域學或現
代學科之角度，採取批評的立場，認為各方志的修志手法未擺脫傳統方志的編纂，
也缺乏現代地理學知識，即便康熙年間傳教士已利用西方科學知識測繪臺灣地圖，
但地圖的繪製思想、手法都停留在傳統的階段。
姜道章指導的兩位研究生，各別研究明、清兩代的方志地圖。 43 兩本論文
皆以《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中收錄的方志為基準，抽取一部份的地
圖做為研究對象，採取統計的方法，分析各省份地圖的比例多寡、再歸納地圖中
的主題、比例尺、版式、符號、文字、花紋與標題，最後提出方志地圖的地理學
價值。不過這兩本論文只針對地圖的外部內容去解析，完全沒有論及地圖的內部
材料。
地理學門以外，也有嘗試以文化研究或歷史的角度解釋方志地圖。許博凱在
碩士論文的第四章「方志地圖的政治性與帝國邏輯」中， 44 嘗試以文化研究的
角度解讀方志地圖在清帝國當中所代表的意涵。作者提出地圖的政治性有兩種層
次，一個是行政管理方便，另一則是帝國為了形塑地方的圖像；作者認為方志地
圖所蘊涵的第二種層次比第一種來得強烈。文中以「植被、海洋、山脈」三種符
號論證地圖符號內的政治角力，不過在某些地方作者卻過度解釋了地圖上的現象，
例如作者認為地圖上的番社有修竹相伴代表已受漢化或往漢化的路上前進， 45
但根據康培德的研究，17 世紀西拉雅人的家屋外通常圍以竹牆，46 因此「竹子」
並非漢化的象徵。所以研究地圖的內容、符號時，歷史事實也是相當重要的。
張哲嘉在〈明代方志的地圖〉一文中發現明、清兩代的地圖內容較宋、元兩
代簡略，另外明代方志地圖的視野以官府和儒學的政治文化權威從中心，不重視
地圖的幅員形狀、內容及地區個別性。 47

42

陳正祥，〈澎湖廳志的地理學評價〉
，《臺灣文獻》7：1(1956)，頁 1-11；陳正祥，〈臺灣府志
的地理學評價〉
，《臺灣文獻》8：1(1957)，頁 1-8；陳正祥，〈諸羅縣志的地理學評價〉，
《臺
灣文獻》9：4(1958)，頁 1-10；陳正祥，
〈噶瑪蘭廳志的地理學評價〉
，
《臺灣文獻》11：2(1960)，
頁 1-16；陳正祥，〈淡水廳志的地理學評價〉，
《臺灣文獻》11：4(1960)，頁 1-13。
43
劉廷祥，
〈我國方志地圖的研究──以明代方志地圖為例〉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地理組碩
士論文，1994；賴弘文，
〈清代方志地圖的研究〉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地理組碩士論文，
1997 年。
44
許博凱，
〈帝國文化邏輯的展演──清代臺灣方志之空間書寫與地理政治〉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
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45
許博凱，〈帝國文化邏輯的展演──清代臺灣方志之空間書寫與地理政治〉，頁 100-101。
46
康培德，
〈十七世紀的西拉雅人生活〉
，
《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頁 8-9。
47
張哲嘉，
〈明代方志的地圖〉
，收於黃克武主編，
《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頁 17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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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健榮即嘗試從方志學的脈絡與觀念史的角度，將清代官修臺灣方志輿圖視
為知識建構與權力意識錯綜其間的場域，認為方志輿圖的產生是因應統治者的需
要，地圖編繪的過程由地方官員主導，內容受到政治考量及文化意識型態的影
響。 48
徐茂炫、李佳振合寫的〈歷史想像與空間書寫──以三種《臺灣府志》為中
心〉，49

以洪健榮的研究為基礎繼續發展而成，作者分析三部《臺灣府志》〈臺

灣府總圖〉，試圖解釋繪圖者自身對於臺灣歷史與地理景觀的認識與否、認識程
度及認識的內容三種層次的問題。作者採行統計的方法，計算地圖上每種符號的
數量，數量越多者，代表繪圖者對其重視程度較深。作者以數量種類的多寡，判
別繪圖者的想法，本文有兩個待解決的問題，第一，至今我們仍不清楚繪圖者為
何人？是從中央派到臺灣的匠師？亦或臺灣的地方官員、文人士紳？第二，地圖
的研究如果只流於數量上的統計，將忽略地圖上反映的歷史進程。
縱觀以上地圖學門的相關研究發現，王庸及陳正祥等早期研究者是以現代科
學的觀點、地圖測繪學的角度，批判中國的傳統地圖學，認為中國傳統地圖學乏
善可陳，對於地圖研究沒有參考的價值。美國漢學家余定國(Cordell D.K. Yee)在
《中國地圖學史》一書中提到，過去大部份的地圖論著都是介紹古地圖的年代、
內容，50

並以科學的角度檢視中國傳統地圖的測繪方式。本書有別於過去慣用

的時間分期與詮釋方式，反以主題的方式討論地圖與政治文化的關連，說明地圖
上大量文字敘述和方志中圖文並行的重要性，肯定中國傳統地圖內蘊涵的藝術性，
最後論及傳統中國學及西化的問題，提出雖然西方現代地圖的測繪技巧早在明末
清初即傳入中國，但實際上中國地圖的繪製方式並沒有立即受到影響。余定國的
研究，破除了過去書寫中國傳統地圖的既定成見，肯定中國傳統地圖的價值與認
同地圖和文字內容一樣重要，因此本論文將在前人的研究上展開。
其次，目前為止有關清代臺灣地圖研究的期刊、學位論文、專書等，在內容
上大多著重在清代臺灣地圖與文化之間的關係，部份文章在討論清代的巨幅地圖，
鮮少有研究者關心方志中的全圖、分縣圖。即便有研究者針對清代方志的地圖為
研究對象，但也是以中國為主要研究對象並非臺灣。因此方志輿圖之研究，未來
仍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48

洪健榮，〈知識/權力的空間──清代臺灣方志輿圖中的政治文化意識〉，收錄於故宮舉辦「空
間新思維──歷史輿圖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08.11。

49

徐茂炫、李佳振，〈歷史想像與空間書寫──以三種《臺灣府志》為中心〉，收錄於《第六屆
臺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灣文學的大河：歷史、土地與新文化》，頁 24-40。

50

余定國著，姜道章譯，《中國地圖學史》，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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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過去中國傳統地圖研究以地理學門為主，研究者大多以地圖的數量、
內容、比例尺、版式、符號、文字、花紋、標題做為分析地圖的要件；另外地理
學中也有運用地理資訊系統分析地圖，但可以與地理資訊系統結合套疊分析的古
地圖受限於有經緯線網格的地圖，因此絕大部份的清代方志地圖無法使用此方式
做分析；文化研究學門之研究者則重視地圖形成背後的動因。因此本文希望以歷
史上的事件為經，地圖的內容為緯，交織出地圖研究的新視角。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與史料分析
清代有關臺灣的地圖大致可分三種：彩色巨幅地圖、地圖集及方志附圖。
就彩色巨幅地圖而言，目前所見有《康熙臺灣輿圖》
、
《雍正臺灣輿圖》
、
《乾
隆臺灣輿圖》
、
《乾隆民番界址圖》
、
《嘉慶年間噶瑪蘭番社分布圖》和《道光臺灣
輿圖》等，打開彩色巨幅地圖，設色豔麗之圖像立即映入眼簾。彩色巨幅地圖之
所以如此精美，首先因其出自宮廷畫師之手；接著，必須上呈皇帝御覽；圖幅較
大，因此詳實程度頗高。
就地圖集而言，計有同治年間編修之《臺灣府輿圖纂要》、光緒年間編成之
《臺灣輿圖並說》和《臺灣地輿全圖》三部地圖集，內容是臺灣各府、縣、廳的
分區地圖，因為比例尺較大，所以小區域內的自然地理、人文景觀皆有記載。
《臺
灣府輿圖纂要》是清代臺灣各種地圖中首次在凡例中明訂抽象符號的地圖集；
《臺
灣輿圖並說》和《臺灣地輿全圖》編繪時，融合了西方現代地圖學的經緯度與傳
統中國計里畫方格的方法，三部地圖集可謂清代地圖發展西化的象徵。
就方志附圖而言，種類繁多，可分為山川圖、分縣圖、山後圖、城池圖、學
宮圖、縣署圖和八景圖等類別，在《諸羅縣志》中甚至出現描繪熟番生活的〈番
俗圖〉。蕭瓊瑞曾對番俗圖與八景圖進行系統性的分析， 51

不過每部方志皆可

見到的山川圖，就目前的研究成果來說，尚未出現全面且完整的系統性論述。山
川圖的篇幅，基本上是兩個刻版即可接合為一幅地圖，目的在使讀者得以迅速明
瞭地對該區域有概括性的了解。由於方志附圖是刻版印刷刊行，因此僅有黑白兩
色，而繪製者大多可能是當地的文人。接著，方志地圖的觀圖對象，可能是對臺
灣府有統轄權的福建督撫，亦即為服務實際治理臺地的官員而繪制；同時臺灣付
梓的方志必需送往省會存查，所以官員們即為方志附圖之必然觀覽者。
本文選擇以方志地圖為探討之對象，主要基於方志地圖具有以下優勢，其一
51

蕭瓊瑞，《懷鄉與認同──臺灣方志八景圖研究》(臺北：典藏藝術家，2006 年)；蕭瓊瑞，
《島
民‧風俗‧畫──十八世紀臺灣原住民生活圖像》(臺北：東大，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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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方志的流通程度較高，由於彩色巨幅地圖藏於內府，不易取得；而方志地圖則
透過刻版印刷來刊行，能見度較高。同時，因為一部方志可能歷經數次的纂修，
因而有不同的版本在世面上流傳，可互相對照；此外，如前所述，方志地圖是由
官員繪編、使用，是官員認識臺灣主要的工具。再者，有清一代，幾乎每朝均纂
修方志，因此其在時序上的完整性非彩色巨幅地圖與地圖集所能比擬。
另外，本文選擇《淡水廳志》〈沿海礁砂形勢圖〉、《澎湖廳志》〈澎湖全圖〉
及《恆春縣志》地圖為主要探討文本，原因在於這三部方志及方志地圖恰巧可以
反媵晚清臺灣的歷史發展與鴉片戰爭、牡丹社事件及清法戰爭等涉外事件有極大
關聯；而這三部皆為 1870 年以後纂修的方志，
《淡水廳志》為同治 9 年(1870)付
梓、《澎湖廳志》光緒 20 年(1894)刊行、《恆春縣志》光緒 18 年(1892)年編纂，
時間都在涉外戰爭結束以後開始編纂。三部方志成書及地圖繪製的時間，與 19
世紀中葉以降涉外事件主題的集中，正好可以從這中探討晚清臺灣歷史深受涉外
事件的影響。
然而，儘管本論文以方志輿圖為題，卻不偏廢所有相關地圖，例如，巨幅彩
圖與地圖集等全幅輿圖與細緻的分縣圖相比較是討論區域空間的重要方法。另外，
亦參考同時期福建、廣東等地的方志地圖，藉由共時性的角度分析臺灣與中國方
志地圖的異同。除上述地圖史料以外，時人著作、奏摺檔案等也是參照的史料之
一。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擬先掌握地圖上的基本資料，藉由爬梳各種方志和文
獻，以其記載內容作為分析圖像之例證，配合掃描之圖版，將地圖上之圖示和文
字註記加以編號、分類；再者，考證圖中地名之古今地理位置；接著，依據各章
節之議題，以方志內文和其他相關史料，對照地圖中實際地景、地物之轉變，說
明清代臺灣重大歷史事件所造成之具體變化。回歸方志編纂圖文並行之闡釋方式，
以圖文互見的方式讓平面的文字產生空間的相對性；並透過圖文比較突顯清領時
期清帝國統治疆界與漢人開墾之實際情況。

(二)章節安排
本文扣除緒論、結論共三章，第二章「鴉片戰爭與〈沿海礁砂形勢圖〉
」
，主
要以鴉片戰爭過後纂修的《淡水廳志》〈沿海礁砂形勢圖〉為主要分析對象，第
一節〈臺灣的海域經驗〉，探討荷蘭與清朝兩代對於臺灣沿海礁砂的文字及圖像
資料之相關記述；第二節〈鴉片戰爭對沿海礁砂形勢圖測繪的影響〉，先敘述鴉
片戰爭時臺灣的防務工作，再論英船如何被礁砂擱淺，最後說明鴉片戰爭對沿海
礁砂形勢圖的影響；第三節〈《淡水廳志》的〈沿海礁砂形勢圖〉〉
，首先分析《淡
11

水廳志》裡的疆域地圖、主題地圖，其次討論〈沿海礁砂形勢圖〉及其影響。
第三章「〈澎湖全圖〉看清法戰爭後澎湖砲臺建設」
，則從光緒 20 年（1894）
《澎湖廳志》中的〈澎湖全圖〉為主要分析對象，第一節〈清法戰爭下的臺防〉
記述清法開戰砲火如何波及到澎湖；第二節〈新式砲臺的建立與澎湖砲臺之佈防〉
，
則說明清法戰爭結束後臺灣興起構築現代化的新式砲臺之風潮，以及〈澎湖全圖〉
上的砲臺型置與海戰與砲臺配置之關聯；第三節〈《澎湖廳志》中的〈澎湖全圖〉〉
除了解析〈澎湖全圖〉以外，並兼論其他兩部澎湖專志的澎湖全。
第四章「從《恆春縣志》地圖看清丈屐痕」中，第一節〈恆春設縣背景〉，
先談牡丹社事件爆發對臺灣重劃行政區之迫切影響；第二節〈《恆春縣志》地圖
之底圖──清丈圖冊〉則是談及臺灣首次全面清丈工作與清丈圖冊，另述恆春縣
的清丈簡明總括圖冊；第三節〈《恆春縣志》
、
《臺南府恆春縣清丈簡明總括圖冊》
分里圖之比較〉，欲說明清丈時期測量的地圖是如何影響《恆春縣志》的地圖測
繪，又《恆春縣志》的〈分里圖〉上留下哪些清丈圖的屐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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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鴉片戰爭與〈沿海礁砂形勢圖〉

在鴉片戰爭以後纂修的《淡水廳志》中出現二幅〈沿海礁砂形勢圖〉，所謂
「沿海礁砂形勢」
，即指沿海的「山形水勢」
，山形非指山脈，而是指島嶼、島礁
等；水勢亦非指水的流勢或流量，而指海洋地形，特別是具有危險性、應小心迴
避之地形。1 臺灣西部海岸沉礁、暗沙遍布，不利於船隻出入，荷蘭時期就實地
測量沿海各口地形水深，繪製海圖；但清代初期的各式地圖中，大都沒有繪出沿
海沙汕位置，而是在積沙甚多之區寫上「沙汕」二字，絕大多數紀錄沿海形勢都
是以文字書寫在相關文獻中。
因《淡水廳志》的〈沿海礁砂形勢圖〉中，卻詳細繪出沿海的礁石、淤泥、
汕砂等在行船上或戰備上應注意之地形；同樣是鴉片戰爭以後纂修的《廣東通志》，
其地圖中則無山形水勢。為何鴉片戰爭以後的臺灣方志地圖會詳細繪出沿海形勢？
推其原因可能與道光 22 年（1842）鴉片戰爭延燒至臺灣有關。
本章將先討論中、西雙方對於臺灣沿海之經驗呈現，繼而敘述鴉片戰爭時期
英船與臺灣之間的關係，探討鴉片戰爭對臺灣沿海形勢圖測繪的影響；最後細觀
《淡水廳志》的地圖。

第一節

臺灣的海域經驗

一、文字記錄
西方人開始到東方探險以來，臺灣開始出現在各種的文字及圖像記錄之中。
1624 年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佔領臺灣，並在大員（今臺南）設置最高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必須詳細記錄臺灣的狀況，定期向駐巴達維亞總督報告；行政長官初期
採用書信的方式，半年一次向巴達維亞城報告，1629 年起則改為逐日記載臺灣
日誌。日誌中對於臺灣沿海形勢有不少記載，例如，善於航海的荷蘭人卻在臺灣
屢次擱淺：

1

陳國棟，〈古航海家的「近場地圖」──山形水勢圖淺說〉，《中研院週報》1138（2007.9.20），
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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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9 年 11 月 12 日 很多人再次去把快艇Wieringen號要從北線尾沙洲
(Noordtplate)拖下水，雖然大家盡力了，但因為所有的起重用具都斷了，
所以作罷，毫無進展。 2
1634 年 7 月 25 日……那艘公司的戎克船二林號在北邊沙洲區附近
擱淺，並已破碎，……。 3
兩則引文都是在說明荷蘭聯合東印東公司的商船在鹿耳門附近被沙洲所擱
淺，船隻一旦陷入沙洲之中，不但難以搶救外，更甚者造成船隻破裂，可見臺灣
沿海沙洲對於船隻的破壞力相當強，船隻要進入口岸也需十分小心。類似的記載
在《熱蘭遮城日誌》中細數不盡。
康熙 22 年（1683）臺灣進入清朝版圖以後，隨著許多官員到臺灣赴任、遊
歷，留下大量的官修志書、文集等文字記錄，這些文集、方志記載了臺灣各地的
山川、風俗、軍備等資料，當然也包括了沿海礁砂形勢。康熙 34 年（1695）徐
懷祖來臺後，撰寫了《臺灣隨筆》，其中便提到沿海積沙的問題：
一遇島嶼可以泊舟，則尤兢兢焉；蓋海嶼雖卑而水中尚多巖巒、又有積
沙如隄阜，皆能敗舟。 4
徐懷祖說明了船隻停泊時需非常小心，船隻容易因為沙汕的關係受到擱淺。
康熙 36 年（1697）來臺協助採硫工作的郁永河，對於臺灣的沿海形勢亦有很深
刻的體驗：
迎岸皆淺沙，沙間多漁舍，時有小艇往來不絕。……蓋鹿耳門內浩瀚之
勢，不異大海；其下實皆淺沙，若深水可行舟處，不過一綫，而又左右
盤曲，非素熟水道者，不敢輕入。 5
郁永河的記載與徐懷祖的《臺灣隨筆》相呼應，皆說明鹿耳門一帶沿岸皆淺
沙，船隻不慎注意容易擱淺；而郁永河更進一步說明，船隻要進港時，必須要有

2
3
4
5

江樹生譯註，
《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0），頁 4。
江樹生譯註，
《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頁 173。
徐懷祖，〈臺灣隨筆〉
，收錄於《臺灣輿地彙抄》
（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頁 5。
郁永河，《裨海紀遊》
（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頁 8。
14

熟悉水道的人引路。爾後郁永河自臺南北上時，亦曾在陸路與水路兩種方式進行
考量，但熟悉地形的人士告訴郁永河，臺灣的水路比陸路更加危險：
凡海舶不畏大洋，而畏近山；不患深水，而患淺水。舟本浮物，有桅御
風，有舵辟水，雖大風浪未易沉覆；若觸礁則沉，膠沙必碎，其敗立見。
今日郡治至雞籠，舟依沙瀨間行，遭風無港可泊，險倍大洋，何如陸行
為得乎？ 6
文中的「近山」指的是沿海的礁石、「淺沙」是指沿海沙汕，文中說明臺灣
沿岸礁石、沙州錯落，行駛其間稍不慎注意觸礁或擱淺，都會造成船隻毀損，因
此郁永河最終選擇陸路的方式北上；但其友人選擇以水路方式上北，中途即遭風
擱淺。 7
巡臺御史黃叔璥於康熙 60 年（1721）來到臺灣，在其著作《臺海使槎錄》
中對鹿耳門一帶的沿海形勢亦有詳細記載：
海道紆折，僅容數武，水淺沙膠，雖長年三老不能保舟之不碎。餘
乃山羅礁湧，無由以入，其險且不測如此。 8
港名鹿耳門，出入僅容三舟，左右皆沙石淺淤焉；此臺灣之內門戶
也。 9
臺郡無形勝可據，四圍皆海，水底鐵板沙線，橫空布列，無異金湯。
鹿耳門港路紆迴，舟觸沙線立碎。南礁樹白旗，北礁樹黑旗，名曰盪纓，
亦曰標子，以便出入。 10
沿海暗沙險礁，哨船龍骨艱於駕駛。即有可以開駕者，必俟潮水平
時方可進港，否則沙堅水淺，終於望洋港外；更值風暴，又無收泊之所。11

6

郁永河，《裨海紀遊》
，頁 17。
郁永河，《裨海紀遊》
，頁 21。
8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
（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頁 3。
9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
，頁 5。
10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
，頁 6。
11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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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四段引文中，黃叔璥使用了「水淺沙膠」、「沙石淺淤」、「鐵板沙膠」、
「暗沙險礁」、「沙堅水淺」等詞，反覆地強調沿海一帶地勢險要；而「沙膠」、
「鐵板」更強化沿海礁砂對船隻的高度破壞性，只要船隻只要擱淺就會立即破碎。
為防止舟子不熟悉水路導致擱淺，水道邊也會插旗標示水道，引導舟子前進。
臺灣海防同知朱景英在其乾隆 37 年（1772）成書的《海東札記》中，除了
記載鹿耳門港口外的沙汕以外，也開始對鹿耳門以北的海口有較詳細的記錄：
大甲溪闊可十里。溪涯山皆圓石，絡土溪底，山骨礧硌，苔毛

蔓，滑

不容趾。……溪在彰化縣北四十里，與淡水廳分界。又北二十里許，有
大安溪，險如大甲，然較狹矣。 12
引文中即說明了大甲溪溪底暗石甚多，北邊的大安溪也是暗石密佈。
除了上述的文集之外，道光年間以前編纂的方志對於沙汕的記載主要集中於
鹿耳門一帶，例如：康熙 59 年（1720）臺灣縣知縣王禮修成的《臺灣縣志》中
提到鹿耳門「港道窄狹，僅容一舟。外則有鐵板沙線，隱伏於南北波濤之中，舟
觸之，無不立碎。」13 又，乾隆 16 年（1751）受臺灣縣知縣魯鼎梅邀請來臺的
王必昌修的《重修臺灣縣志》即說明鹿耳門港、加老灣港、隙仔港之水道淺狹，
又沙線綿延。 14 另外乾隆時期修纂的兩部府志中也只說明鹿耳門、北線尾、加
老灣港一帶港口有沙線， 15 其他地區的海口皆無記載沙汕的情形。
直至道光 16 年（1836）付梓的《彰化縣志》中，始有鹿港沙汕的記載：
彰化港口以鹿港為正口，然沙汕時常淤塞，深則大船可入，淺惟小
船得到，如王宮番仔挖，遷徙無常。近日草港、大肚港、五汊港等澳小
船，遇風亦嘗寄泊，惟配運大船，則不能入耳。滄桑之變，類如斯夫。16

……而沙汕之遷徙靡定，即港道之淺深無常，非若內地之山石一成不變
也。所以水淘沙去，港深汕繞，前為澳，而巨艦可收；沙填水淺，港塞
汕低，則有港直如無港，而商船難泊。 17

12
13
14
15

16
17

朱景英，《海東札記》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 9。
王禮，
《臺灣縣志》（臺北：文建會、遠流，2005）
，頁 162。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
（臺北：文建會、遠流，2005）
，頁 118-119。
劉良璧，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
（臺北：文建會、遠流，2005）
，頁 124；六十七、范咸，
《重修
臺灣府志》
（臺北：文建會、遠流，2005）
，頁 100-101。
周璽，
《彰化縣志》（臺北：文建會、遠流，2006）
，頁 115。
周璽，
《彰化縣志》，遠流本，頁 319。
16

引文中說明鹿港口外的沿海皆淺沙，沙汕的位置也經常移動，造成港口淤積。
「水淺」、「沙膠」、「鐵板」是清代方志、文集中常見對於沿海形勢的描述。

二、圖像資料
1554 年葡萄牙製圖家羅伯‧歐蒙（Lopo Homen）所繪著世界地圖，是早期
「臺灣島」被繪製在世界地圖中的其中一幅。 18 其後臺灣島也陸續出現在歐洲
人繪製的地圖中，但十六世紀時地圖上的臺灣經常呈現二島、三島等形狀，19 其
原因可能與歐洲人並沒有實際靠岸測繪，而是在海上遠望繪成，當時的遠測技術
不足，不易看清遠方實際地形，以為大甲溪等寬闊的河口切斷了島嶼間的連繫，20
因為沒有實地測繪，所以當時對臺灣海岸線的描繪也相對地不精確。
1623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預備佔領臺灣時，曾派兩名荷蘭舵手從廈門出發，
前往臺灣測繪沿海形勢的地圖，他們從臺灣回到澎湖後，並在報告中提到大員仍
是最好的港灣，同時留下一幅有關大員海港的地圖。 21
1624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正式佔領臺灣，同時積極展開全島沿岸的測量；1625
年 3 月舵手雅各‧埃斯布蘭特松‧諾得洛斯（Jacob Ijsbrandtsz Noordeloos）繞行
臺灣一週，繪下第一張荷蘭人將臺灣畫成一個完整島嶼的地圖，地圖上有幾處零
星的水深資料。 22 1629 年約翰‧卡爾布蘭特松‧布拉克（Jan Gerbrantsz Black）
手繪的大員一帶海圖，便將大員一帶沿海的形勢、水深描繪相當詳細；同時荷蘭
人為了驅離佔據北臺的西班牙人，也派員至雞籠、淡水一帶測量地圖。 23
1636 年彼得‧約翰松（Pieter Jansz）依照行政長官指示，繪下顯示「那些小
島、河流、懸崖峭壁和淺灘沙洲」的航海圖，之後畫家約翰‧芬伯翁（Johannes
Vingboons）則根據彼得‧約翰松的原圖抄繪。 24 目前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則收
藏一幅與 1636 年極為相似的地圖──〈福爾摩沙島與漁翁島圖〉（Kaart van het

18

19
20
21

22

23

24

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
，
頁 300-301。
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 302。
夏忠平，〈地圖的文化歷史地理學觀點──詮釋臺灣地圖史中地圖的文化意涵〉
，頁 102。
格斯‧冉福立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論述篇》（臺北：漢聲雜
誌社，1997），頁 18-19。
格斯‧冉福立著、江樹生譯，
《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論述篇》
，頁 20-21；格斯‧
冉福立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圖版篇、解讀篇》
，頁 84。
格斯‧冉福立著、江樹生譯，
《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圖版篇、解讀篇》
，頁 22-23、
26-27。
格斯‧冉福立著、江樹生譯，
《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論述篇》
，頁 28-29；格斯‧
冉福立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圖版篇、解讀篇》
，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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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land Formosaen de Eyland van Piscadores）
（參見圖 2-1）
。這幅地圖則收錄在荷
蘭改革宗的牧師Francois Nalentyn所編的《新舊東印度誌》（Oude en Nieuw
Oost-Indiёn）第四分冊中。1724-1726 年間由荷蘭書商Braam,J. van、G. Onder de
Linden合作出版。本圖的焦點主要在描繪臺灣大員到高屏沿岸、澎湖各島、北部
淡水到基隆沿岸與宜蘭平原；25 在「二林或那砂丘」
（今鹿港附近）以北至淡水
的沿岸並沒有註記水勢，呈現一片空白的畫面，可以得知當時荷蘭人的重心仍在
嘉南平原一帶。 26 本圖中在「二林或那砂丘」以南至恆春一帶的沿海水深及沙
汕位置皆詳細地被標繪在地圖上。

圖 2-1
25
26

Braam, J.van; G. Onder de Linden，〈福爾摩沙島與漁翁島圖〉（Kaart van het Eyland

呂理政、魏德文主編，《經緯福爾摩沙》，頁 83。
格斯‧冉福立著、江樹生譯，
《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論述篇》
，頁 29；格斯‧
冉福立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圖版篇、解讀篇》
，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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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 en de Eylanden van Piscadores）
，1724。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1638 年的〈手繪臺灣海圖〉
（參見圖 2-2）則顯現了荷蘭人在 1640 年代探勘
臺灣的成果，此時西班牙人仍佔據臺灣北部，荷蘭人則計畫把西班牙人趕離臺灣，
因此展開對全臺的實地測量，圖上已繪出沿海的沙汕及水深，河川也被誇大繪在
地圖上，而荷蘭人在臺灣的軍事及經濟發展，促使臺灣航海圖及地圖的進步。27
過去研究者大多注意到此圖東北部畫著「黃金河（Danau Rievier）」
，此外本圖中
整個西部沿岸皆繪出沙汕的位置，不再只有南部繪有沙汕。

27

格斯‧冉福立著、江樹生譯，
《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圖版篇、解讀篇》
，頁 45。
19

圖 2-2〈手繪臺灣海圖〉，1638。
資料來源：格斯‧冉福立著、江樹生譯，
《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論述篇》
，頁 30。

20

1653 年出現了荷蘭時代最具代表性的地圖之一〈中華沿海地區海圖：廣東、
福建與福爾摩沙島〉
（參見圖 2-3）
，28 本圖被收錄於荷蘭人凡‧格倫（Johannes van
Keulen Ⅱ）出版的海圖集《領航水炬》（Zee-Fakkel）第六分冊之中。 29 這幅地
圖副標題為「包括所屬的所有群島和沿岸海底深度與下錨區」
（met alle daar onder
gehoorende Eylanden als mede de dieptens en ankergronden）
，副標題中的「海底深
度與下錨區」即說明了這幅地圖主要用於航海； 30 圖中臺灣沿海的水深記錄得
非常詳細。

28

29
30

本名稱為國立臺灣博物館之定名，格斯‧冉福立將本圖名為〈廣東省及福建省的中國沿海及
臺灣島的航海圖〉
，又簡稱為〈卑南圖〉。
《領航水炬》
（Zee-Fakkel）又翻成《海員指南》
。
呂理政、魏德文主編，《經緯福爾摩沙》，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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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Keulen, Johannes van，
〈中華沿海地區海圖：廣東、福建與福爾摩沙島〉 （Pas-kaart van

de Chineesche Kust, Langes de Provinvien Quantung en Fokien, also ok het Eyland）
（局部）
，1728。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2

相對於荷蘭對沿海沙汕形勢、水深等詳系的描繪記錄，清代的地圖相較之下
實則簡略不少，大抵以「沙汕」二字為記，也不會繪出沙汕的位置、形狀。清代
記載臺灣沿海形勢的圖像部份，僅道光 9 年（1829）纂修的《道光福建通志臺灣
府》〈臺灣海大小港道總圖〉 31 （參見圖 2-4）標有「沙汕」註記，其標註的地
點是從大肚港以南至東港。
康熙 22 年（1683）進入清朝統治以後，也未出現非常細緻的沿海形勢圖。
清代官員的文集與官修方志有不少有關沿海形勢的文字記載，但記載的區域大抵
以鹿耳門一帶港口為主。清代臺灣開始重視沿海形勢記述與測繪，則要等到道光
22 年（1842）臺灣爆發大安港、土地公港之役以後。

31

陳壽祺，《道光福建通志臺灣府》（臺北：文建會、遠流，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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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圖 2-4 〈臺灣海口大小港道總圖〉
資料來源：陳壽祺纂，《道光福建通志臺灣府》
說明：本圖為《道光福建通志臺灣府》中的主題圖之一，主要繪出臺灣沿海重要海口的位置，及其軍事佈署、
米糧輸出。圓圈為標記「沙汕」處，劃線的地方則是註明該處港口被泥沙淤積之情況。

第二節

鴉片戰爭對沿海礁砂形勢圖測繪之影響

目前有關鴉片戰爭既有研究成果相當豐碩，但有關「鴉片戰爭在臺灣」則被
多數的研究者忽視，因此本節不再詳細敘述鴉片戰爭的始末及經過，而將焦點置
於英船吶爾不達號（Nerbudda）與安號（Ann）在雞籠港與土地公港擱淺之事，
以及英艦擱淺在臺灣，進而促成沿海礁砂形勢圖的繪製。

一、臺灣防務工作之展開
道光 20 年 4 月（1840.5）英國政府派出東方遠征軍，要求中國賠償林則徐
禁煙的英商損失；6 月（1840.7），英軍 4,000 人、兵船 16 隻、武裝輪船四隻到
粵；7 月英軍攻占定海縣城，當時沿海地區只有廣東、廈門、江浙交界洋面認真
防堵。 32 道光 20 年 4 月 23 日（1840.5.24）閩浙總督鄧廷禎上奏，說明英船在
福建沿海的一帶活動，有時候在外洋有時又近在沿海之情形。 33
此時英船為何要在福建、臺灣沿海一帶活動？鴉片戰爭時期的官員奏摺中，
皆認為英船是為了傾銷鴉片或走私鴉片才會到福建沿海一帶活動，當時的輿論認
為廣東是受到鴉片影響最鉅的地方，其次是福建；而前往廣東的商船除了鴉片之
外，還攜帶其他的舶來品，但停泊福建的外國船隻只攜帶鴉片， 34 除了福、廣
之外鴉片走私的範圍更遠達朝鮮與臺灣北部雞籠港邊。 35 另外鴉片戰爭時期英
國人認為應佔領一個清帝國所屬的島嶼，再與中國進行談判，因此有了佔領臺灣
島的輿論出現，並派人前往臺灣、澎湖探查地形、民風等。 36 此外，郇和的紀
事中提到英船在臺海一帶游弋其實是為了保護商船，因為臺灣海峽仍有海盜活動，
英國商人為了保護貨物不被強劫，所以派出船隻巡弋。事實上，早在道光 4 年 3
月（1824.4）英船曾出現於臺灣海岸，先於臺南一代游弋，隨後北上雞籠，往來

32
33

34

35

36

葉振輝，〈鴉片戰爭與臺灣〉，《臺灣文獻》43：2（1992.6）
，頁 129。
〈為遵旨查明英船駛閩及哨船攔逐情形事〉（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奏），收於臺灣史料
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五十六冊，
（臺北：文建會、遠流，2007）
，頁 325-328。
〈為查明閩省洋面夷船潛駛入境圖銷鴉片用砲抵拒官兵傷重斃命當照例咨部請卹等情事〉
，收
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五十六冊，頁 299；
〈為確查閩省海口
煙販情形首在嚴辦漢奸并現在籌辦水陸巡防事宜恭摺聞仰祈聖鑒事〉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
委員會編，《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五十六冊，頁 317-318。
W.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pp.70-71，轉引自章瑄文，〈紀實與虛構──鴉片戰爭期
間臺灣殺俘事件研究〉
（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頁 81。
胡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
（北京：中華書局，19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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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面進行長達六個月的詳細測繪。 37
道光 20 年 6 月（1840.7）傳出一艘雙桅英船在臺灣澎湖與鹿耳門外的馬鬃
隙外海活動，但英船不敢駛進內洋，臺灣守軍開砲嚇阻，英船即往西南外洋逃去，
雙方並無近距離之接觸，亦無傷亡。臺灣道姚瑩在奏摺中也推測英船游弋臺灣外
海的原因，包括因為中國內地沿海稽查甚嚴，所以逃至臺灣，又或因缺乏糧食、
或為了圖銷鴉片等。 38 道光皇帝得知英船在臺灣外海游弋後，下令臺灣鎮總兵
達洪阿、臺灣道姚瑩與前任浙江總督王得祿共同合作執行臺灣府的防務。 39
道光 20 年 7 月 20 日（1840.8.17）姚瑩與臺灣鎮總兵達洪阿會銜向督撫說明
臺灣各港口水勢及水師佈防情形。摺中說明臺灣各水師的兵力佈署狀況，且以目
前臺灣水師的船隻、武力，僅可防禦一、二艘夷船，並不能應付規模龐大的船隊；
另外臺灣民情浮動，使得臺灣官員不只重視沿海防務，對島內事務也是戒慎緊張。
因此需對臺灣沿海的防備更加嚴密；並呈急要事宜七條「募壯勇以貼兵防；派兵
勇與衛礮墩；練水勇以鑿夷船；習火器以焚賊艘；造大艦以備攻戰；雇快船以通
文報；添委員以資防守」，報告臺灣的防務之進行。 40
姚瑩與達洪阿等積極展開沿海的佈防工作，清查全臺水師營汛的兵力、修整
砲臺、督令團練鄉勇，並親自走訪由北至南沿岸各海口探量水勢、測量地形，41
將全臺最重要與次要之十七處海口的形勢、兵力、防禦工事等向上呈報，並繪製
地圖； 42 亦採納王得祿提議的防守策略「不輕易與英人決戰海上，應以嚴守口
岸、密防內奸為先」。 43
道光 21 年 1 月 4 日(1841.1.26)，姚瑩再度上書，說明雖然臺灣地方配合中
央政策各地皆陸續裁撤鄉勇、屯丁等；但臺灣位處海外，孤絕無援，四面皆海、
港汊紛岐，防守較內地艱難許多，因此兵勇不能減少，經費亦不得刪減，藉以向
福建方面請求核發防務之經費， 44 另外福建也撥給臺灣新鑄成的八千斤大砲一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章瑄文，〈紀實與虛構──鴉片戰爭時期臺灣殺俘事件研究〉，頁 81。
姚瑩，
〈夷船初犯臺洋擊退狀〉
，
《中復堂選集》
（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頁 63-65。
文慶監修，《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三百三十六，道光二十年庚子七月乙未日，（臺北：臺
灣華文書局，1969），頁 6029。
姚瑩，
〈上督撫言防夷急務狀〉
，《中復堂選集》，頁 67-72。
姚瑩，〈會商臺灣夷務奏〉（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二日上奏），《東溟奏稿》（南投：臺灣
省文獻委員會，1997），頁 29-32；福建臺灣鎮總兵達洪阿（等），〈為遵旨會商嚴防臺灣事
務并現在地方安靖仰祈聖鑒事〉（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奏），《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參
輯第五十六冊，頁 492-495。
姚瑩、達洪阿聯銜，
〈臺灣十七口設防圖說狀〉
（道光二十年九月鎮道會稟）
，
《中復堂選集》
，
頁 74-84。
王得祿，〈為欽遵諭旨在臺會同鎮道商辦防夷仰祈聖鑒事〉
（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奏），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五十六冊，頁 495-496。
姚瑩，
〈臺灣防夷經費請作正支銷狀〉
（道光二十一年一月四日）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
會編，《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五十七冊（臺北：遠流、文建會，2007）
，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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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與六千斤大砲兩門，分別置於安平、雞籠及滬尾。 45

二、英軍擱淺臺灣事件
臺灣展開沿海防務的同時，道光 21 年 7 月（1841.8）鎮海、定海、廈門也
傳出被攻陷，廈門與鹿港間的對渡停擺，造成臺人恐慌。道光 21 年 8 月 1 日、5
日時（1841.9.15、19）在雞籠、中港、小琉球等各海口也傳出夷船在外洋游弋；
有一艘英船欲駛進小琉球，但見到沿岸防備甚嚴，便往北駛去。
道光 21 年 8 月 12 日（1841.9.27），有英船在雞籠口外之雞籠杙洋面停泊；
5 月 15 日（1841.9.29），一艘雙桅英船，拖帶杉板多隻，移至近雞籠口岸之萬
人堆洋面。8 月 16 日（1841.9.30），該船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砲臺發射兩枚砲
彈，打壞兵房一間。在三沙灣砲臺防守的淡水同知曹謹、通判范學恒、王廷幹、
艋舺縣丞宓惟慷，也對英船發砲回擊。英船被臺灣新置的六千斤與八千斤的砲打
中，英船欲退出口岸，不料口岸外海湧驟起，英船觸碰到礁石擱淺，船身受到嚴
重的損害，落水者死傷無數，也有爬上岸或乘杉板逃生者，清軍當場活抓黑夷四
十三名。晚間發現有白夷帶領黑夷二十餘人，乘杉板一隻，在大武崙港外竄駛，
便派員坐船至附近搜索，17 日（1841.10.1）早晨，在觀音山尋到該杉板，雙方
互相格鬥，兩名白夷被刺死，十九名黑夷被殺死，剩餘九名黑夷被俘虜，並取得
四門砲臺。同日淡水同知曹謹、通判范學恒遣派義首帶領壯勇及宓縣丞丁役人等，
駕船搜補至外洋草嶼，發現夷人攜帶圖書冊在此處藏匿。19 日（10.3）、23 日
（10.7）在海濱撈獲屍身、夷礮五門、礮子等。 46
此役為臺灣方面與英國第一次正面交鋒，臺灣的守軍不僅無人員傷亡，前後
共計「斬馘白夷五人、紅夷五人、黑夷二十二人，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撈獲
夷礮十門，搜獲夷書圖冊多件。」搜獲的地圖中繪有山海形勢，書籍則繪有城池、
人物、車馬等。在道光皇帝及駐臺官員沉浸在戰勝喜悅時，英國方面的說法則與
姚瑩大相逕庭。
該船為吶爾不達號（Nerbudda），為英政府向民間租用的三桅運輸艦，主要
任務為輸運英軍相關工作人員北上參與舟山島的軍事攻擊行動，1841 年 7 月 10
日從印度加爾各答出發，為同時出發五艘運兵船之一，於 8 月 30 日抵達香港。9
月再從香港出發，預計前往舟山島， 47 出發時船上成員有 274 人，並載有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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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臺灣道姚瑩等，
〈防務急務第二狀〉
（道光二十一年一月二十日）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
委員會編，《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五十七冊，頁 43-46。
姚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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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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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船上人員中 29 名是英國本土人士，分別擔任船長、大副及陸軍五十五團
軍官與兵士；另有兩名小呂宋人（菲律賓）與 243 名印度籍人士，充任軍伕與水
手。根據英方的記載，該船由香港欲開往舟山，但舟山群島附近遭遇大風激浪，
桅杆斷折，一艘小船與兩艘救生艇沖失。1841 年 9 月 26 日（道光 21 年 8 月 13
日），該船漂至臺灣雞籠洋面，船身雖觸擊暗礁仍可支撐，因此繼續漂流在洋面
上，在淺水處下錨。而船長、大副、陸軍五十五團成員及私人僕役，共 34 人乘
大型救生艇逃生，1841 年 10 月 6 日（道光 21 年 8 月 22 日）被英籍鴉片船黑天
鵝號救獲，返抵香港。 48 璞鼎查的調查報告說明該船為遭風擱淺的商船，並非
戰船； 49 另外吶爾不達號的船長等人逃生之際將船上所有礮管毀壞，並將彈藥
銷毀，不可能發生姚瑩報告中說的船上船員攻擊清軍的事情。 50 姚瑩卻認為道
光 21 年 8 月 1 日（1841.9.15）即有洋船在臺灣海域南北游弋，當時並無颱風，8
月 9 日（9.23）始有颱風，至 12 日（9.26）申刻止。吶爾不達號於 8 月 13 日（9.27）
申刻停泊在雞籠外洋，8 月 15 日（9.29）辰刻移近口之萬人堆。16 日（9.30）卯
刻駛進口門，對三沙灣礮臺連發兩礮，打壞兵房，岸上守兵立即放礮回擊，該船
見其桅折繩斷，傳即退出口外，衝礁擊碎。姚瑩認為該船在臺海游弋在颱風之前，
到雞籠洋是在颱風之後，在外洋停泊三日之後才進入口岸，並無璞鼎查之遭風說
法。另外，如果該船為商船，為何要開礮攻擊清軍礮臺，且船上獲得洋人大小礮
位多門及戰甲。 51
道光 21 年 9 月 5 日（10.19）辰刻，又發現一艘三桅英船停泊在雞籠口外，
船上原先掛紅旗，但又換上白旗；酉時駛進萬人堆，先放二艘杉板進入口岸窺探，
並說如果願意釋放上月所抓到的夷人，每名願意送給洋銀一百元，但口岸之居民、
官兵皆不予理會。9 月 13 日（10.27）辰刻，該船突然進入口門，直攻二沙灣砲
臺，岸上守兵亦反擊；另外有英人從三沙灣的鼻頭山登岸，守兵立即開砲，擊斃
二人，眾始退去。14 日（10.28），英人見港澳處已聚集兵勇，即向外洋逃去。
此次有數名清方兵勇受傷，二沙灣及三沙灣兩處兵勇住房被火燒毀，另有五門大
砲損壞待修。 52
該船為獵人號（Nimrod）
，是 1840 年 2 月從英國出發增援的皇家艦隊之一，
屬於小型礮艦。船上配有 20 門礮，在當時英國船中為第六等（倒數第二）
。此事
件英方的說法也與姚瑩等人奏報的內容完全不同，英方說該船來臺的目的是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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吶爾不達號被俘船員之下落，且該船武力不強大，故策畫執行攻擊任務的可能性
不高。

53

英船 8、9 月兩次攻擊雞籠後，姚瑩再次針對臺灣沿海的防務工作上奏，指
出除了蘇澳、淡水、基隆港附近有高山屏障，適合防守以外，其餘港口皆沙汕密
佈、水底又有暗礁，船隻容易在近港處擱淺，因此如果有夷船要侵犯臺灣，最適
合的守備方式是利用地形優勢，將船隻引入使其擱淺後，再進行攻擊。 54 同時
江蘇巡撫裕謙也針對整個中國沿海情形提出意見，第一，英船體積大、吃水深所
以不怕風浪，而是怕近灘的淺礁，因此英人對於臺灣沿海沙汕較多地區，遲遲不
敢進攻；第二，則指出道光 20 年（1840）英人在姚餘塘岸被沙所陷；第三，英
船上的大砲只能在深水外洋施放，在內洋施放大砲，船隻易擱淺、船底易破裂。55
由姚瑩跟裕謙的奏摺可知，臺灣沿海的一片平沙雖不利防守，但卻也是最佳的天
然防禦工事，姚瑩、達洪阿等人面對臺灣沿海佈防時，利用西部沿海一望平沙、
沙線密佈、暗礁沉汕可以抵擋英船；56 道光 22 年 1 月（1842.3）英船阿吶號（Ann）
擱淺在土地公港外，即是姚瑩等人的戰略成功。
竊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42.3.7）戌刻，接據彰化縣稟報：正
月二十四日（1842.3.5）卯刻，有三桅夷船三隻，在五汊港外洋向北駛
去。……凜遵不與海上爭鋒之硃旨，惟有以計誘其擱淺，設伏殲捦去後。
（硃批：能有如此定見，其有不成功之理。）茲於三月初三（1842.4.13），
接據淡水同知曹謹、署鹿港同知魏瀛、委員澎湖通判范學恒、彰化縣知
縣黃開基、護北路副將關桂稟報：該廳縣等遵照密札，僱募漁船，假作
漢奸，在北路一帶港口偵探。［正月］三十日（1842.3.11）卯刻，果有
三桅夷船一隻，隨帶杉板四隻，在淡、彰交界之大安港外洋，欲行入口。
該廳縣當即會同關桂及署北路右營安定邦等，督率員弁、兵勇，馳往堵
禦。一面在港口迤北之土地公港，分兵埋伏。夷見大安港口兵勇眾多，
攻撲不進，復退出外洋。經猫霧捒巡檢高春如及大甲巡檢謝得琛所募之
漁船粵人周梓等，與夷船上廣東漢奸做土音招呼，誘從土地公港駛進，
果為暗礁所擱（硃批：大快人心）。其船歪側入水，夷人十分驚慌。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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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埋伏兵勇齊起，距岸不遠，已在水謠簸，不能行駛。 57
引文中姚瑩說明道光 22 年 1 月 24 日（1842.3.5）有三艘三桅英船在五汊港
外活動，英船的出現也讓臺灣更加戒備，1 月 30 日（1842.3.11）一艘三桅英船，
帶杉板四艘在大安港外洋欲進入口岸，見岸上守兵甚多，於是往北行駛。猫霧捒
巡檢高春如及大甲巡檢謝得琛等人僱募漁船，使漁夫與英船上的漢奸聯繫，因為
臺灣沿海水道複雜，大船欲入港必定要請熟悉水道之人引路，所以漁夫指引錯的
水道，讓英船進入土地公港時，被周圍的暗礁、沙汕所擱淺。待夷人驚荒棄船，
岸上兵勇即上前圍擊，「殺斃白夷一人、紅黑夷數十人、生捦白夷十八人、紅夷
一人、黑夷三十人、廣東漢奸五名。奪夷礮數十門。又鐵礮一門、鳥鎗一桿、腰
刀十把，均係鎮海寗波營之物」，證明此艘英船為日前攻擊鎮海寧波營的英船，
道光皇帝也在奏折當中留下「大快人心」、「尤甚稱快」等字眼，一吐中國沿海
接連戰敗之怨氣。
但事件發生之後英俘的回憶錄與英國官方調查表示，阿吶號（Ann）為英國
散商怡和洋行的雙桅鴉片船，該船 1842 年 3 月 8 日（道光 22 年 1 月 27 日）從
舟山攜帶財貨，目的地為澳門。9 日傍晚風勢轉強，大雨驟起，並起濃霧，能見
度低，遂偏離原訂航線，誤觸暗礁。11 日清晨（1 月 30 日）清晨擱淺於臺灣洋
面，船身已遭嚴重損壞，船尾沖失、桅杆斷折，火礮彈藥幾乎已全數不堪使用。58
然而考察阿吶號的性質，發現該船確實為商船，航運路線多由澳門出發，途經香
港，目的地為馬尼拉或新加坡。《中國叢報》記載了 1841 年 8 至 10 月，阿吶號
載運棉布、茶葉往來孟買、香港、澳門等記錄，59 英國檔案中也記錄阿吶號 1841
年 10 月從香港離開前往倫敦；如果該船沒有其他原因，那麼它最早返港的日期
應為 1842 年 6 月，為何卻在 3 月間在臺灣被發現？ 60 再深入探討原因發現阿吶
號從倫敦返航後，被徵調為軍需船，參與舟山群島一役，所以實際上阿吶號為「武
裝商船」，船上成員有 4 名歐洲或美國人士，分別擔任管理階層與礮手；10 名
歐洲水手；35 名印度水手；6 名中國人，負責木匠、僕人、掌管銀錢出納、辨明
銀兩成色的看銀師， 61 船上載有鴉片，沿途進行交易。靠近臺灣欲探吶爾不達
號（Nerbudda）船員之下落，並且事先聯絡張從等粵奸為內應，但張從等人卻在
阿吶號到臺灣前被逮捕；阿吶號船員見大安港岸上守兵多，退出口岸，又因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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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張從等內應，反被姚瑩等人安排的假漢奸引導至易擱淺的土地公港。 62 由
此可知阿吶號是有目的靠近臺灣，並非單純遭風漂流至臺灣。
另一方面，從姚瑩事後審訊船長顛林等俘虜的供詞中可知，阿吶號原本在廣
東一帶售賣鴉片貨物，後參加舟山、鎮海、寧波等處的戰役。璞鼎查於道光 21
年 12 月（1842.1）在舟山聽聞吶爾不達在臺灣雞籠一帶擱淺，被官兵擊破，於
是派顛林駕船、帶漢奸黃舟，到臺灣探聽吶爾不達號的下落；並叫廣東的漢奸劉
相、蘇旺寫信，讓黃舟帶給臺灣人張從，勾結其為內應。 63 從阿吶號船長顛林
等人的供詞中可知該船到臺灣是有目的的，並非璞鼎查所稱的遭風擱淺。另外璞
鼎查說阿吶號是商船，並非戰船，實際上阿吶號為武裝商船，也參與舟山群島等
戰役，而姚瑩也提到洋人中多派用商船打仗，勝則稱兵船，敗則稱商船逃避責
任。 64
阿吶號在土地公港擱淺、船員被俘後，英船仍在西部外海活動，道光 22 年
3 月（1842.4-5）間有一艘三桅英船由北往南行駛，18 日（1842.4.28）於滬尾、
19 日（1842.4.29）在中港、25 日（1842.5.5）在五汊港、26 日（1842.5.6）於番
仔挖港外一帶活動。此外有六艘夾板船停泊在瑯嶠生番山後大秀房洋面，另有一
艘三桅英船在打鼓洋面游弋，後面還尾隨數艘草鳥船；安平外海也傳出有英船十
艘、草鳥船多艘往來，欲闖四草湖口。但英船始終沒有進入口岸，因為英船懼怕
臺灣沿海的沉沙、暗礁，也找不到內應引其入港，因此不敢輕易闖入口門。 65

三、江海形勢圖的出現
道光 21 年 8 月（1841.9）吶爾不達號在雞籠觸礁後，役勇在船上搜獲「夷
圖」一幅，該圖為英船在航行途中行經各島及中國沿海地圖，重點在各地的山形
水勢。 66 另外抓到的漢奸供稱英船在中國打仗時，最怕遇到擱淺的情況，因此
一到海口，便先測量水的深淺。 67 為何英船如此害怕沿海礁砂？戰爭時期英國
的軍備較中國先進，為何還會敗在沿海礁砂之中？又，漢奸的作用是什麼？
為何英船到中國都要先測量水勢深淺？因為鴉片戰爭時英船的噸位、吃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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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皆比中國戰船重，《籌辦夷務始末》中將英國戰船分做四等：大號兵船、二號
兵船、火輪船及三（杉）板船。以容納人數約五百多人的二兵夷船來說，其長二
十七丈，頭尾寬二丈四尺，吃水深八尺，出水深一丈； 68 反觀鴉片戰爭時期清
的主力戰船「同安梭船（同安船）」
，以大型船隻集字號為例，集字號船長八丈二
尺，船寬二丈六尺，載運人數為八十人。 69 比較中、英雙方的戰船，可知英船
體積大、吃水也深，為了防止擱淺在沿岸的沙汕中，英船都會攜帶三（杉）板船，
杉板船的特性在於吃水淺、機動性高，不論沿岸是否沙線曲折，都可以乘潮靠近
岸邊， 70 便於在沿岸測量形勢水深、探查岸上情勢。另外，1840 年代英國船艦
上搭載的正規主砲艦砲射程短、射擊不準確，有效射程不超過 270 公尺；鴉片戰
爭時期到派到中國的英船裝載的是短程重彈輕砲，重量及長度上則是正規砲的四
分之一，射程遠比正規砲的 270 公尺還要短，所以攻岸的效果不彰。 71 英船體
積龐大、吃水深，導致船隻不能輕易靠近沿海，必須換乘杉板得以接近口岸；另
方面英國軍艦上的搭載的武器，受限射程的距離影響，亦無法離近海太遠，因此
英船必須想盡辦法靠近沿岸測量水勢，讓船隻免於擱淺，同時武器也可施發。
英船因為害怕擱淺，不敢過於接近沿海口岸，但又不得不探量沿海水勢，因
此在中國沿岸招徠漢奸，使漢奸乘舢板靠近沿海測量水勢，也引導舢板在正確的
水道中航行。土地公港一役姚瑩利用英軍仰賴漢奸之特點，首先在大安港營造出
守兵甚多、不易攻破的形勢，迫使英船駛離大安港，在北邊的土地公港則埋伏兵
力，並派假漢奸與船上的漢奸聯繫，要引導英船進入疏於防守的土地公港，英船
上的漢奸中計，英船擱淺在土地公港的沙汕之中，埋伏之守兵便一湧而上，取得
勝利。
當時英船在中國沿海幾乎無往不利，卻敗在臺灣沿海的礁砂之下。這一役也
促使英國與清積極展開沿海水勢之測繪。英國海軍海圖官局自 1845 年起開始收
集各國測量家及舵工、商人之記載、口述，範圍從新加坡、爪哇、婆羅洲而至日
本，朝鮮、海參崴，並及中國濱海一帶險要方向、礁石隱現、港口淺深、沙岸通
塞、潮汐高低之形勢，至 1894 年輯成的《中國海方向書》
。陳壽彭取《中國海方
向書》中與中國相關的二十二卷，又增補 1894 年至 1899 年之間各西報及警船示
冊、港岸轉移、燈塔浮錨改設之事，續成五卷；另將海圖做五卷，於 1899 年完

68

69

70
71

文慶監修，《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
》第六冊卷四十一（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頁
4816-4817。
李其霖，
〈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師與戰船〉
（南投：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
頁 296、302。
文慶監修，《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
》第六冊卷四十一，頁 3258。
馬幼垣，
〈鴉片戰爭期間的侵華戰艦〉
，收錄於林啟彥、朱益宜編著，
《鴉片戰爭的再認識》
（香
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 18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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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國江海險要圖志》三十二卷。 72

圖 2-5

〈淡水港圖〉

資料來源：陳壽彭譯，
《新譯中國江海險要圖志》臺灣文獻匯刊第五輯第九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
頁 419。

《新譯中國江海險要圖志》中除了有大量的地圖以外，更有詳細的文字說明。
圖五為〈淡水港圖〉，圖上繪出港灣的輪廓、沙線位置，也註明「軌船水道」、
「窪地」等字樣。書中原文記錄淡水港「深淺」的部份則詳盡敘述口岸的深淺長
度：

72

陳壽彭譯，
《新譯中國江海險要圖志》
，
《臺灣文獻匯刊》第五輯第九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
社，2004）
，頁 2、30。
33

深淺

淡水港口之淺亘，長約一迷當，順其水道而橫渡之，僅闊一二纜。

低水時深四尺至七尺，內江闊四分迷當之三，而南向之泥岸尤充塞。水
道中，最深之處，約闊一纜，係在兩岸離處，進口低角之間，更入其內，
沿北岸而上一迷當半，可守定同闊之部位，深八尺至十二尺，並有兩處
深三拓。此亘乃每年冬季，東北風刮北岸上之沙，堆積而成淺，灘勻於
水道之中，至夏間測之，則又積漸加深一尺至三尺矣。意者大風之後，
此亘必有改變。 73

英國海軍所測繪的臺灣沿海海圖，除了供本國使用外，也成為西方各國繪製
地圖時的規臬。圖六即為法國海軍水道測量師Roche-Poncie, Jules de la所繪，1853
年由法國海軍部出版，但資料來源卻是依據當時最新版本的英國海軍之測圖。74

73
74

英國海軍海圖官局編，陳彭壽譯，《新譯中國江海險要圖志》
，頁 303-304。
呂理政、魏德文主編，《經緯福爾摩沙》，頁 113。
34

圖 2-6

Roche-Poncie, Jules de la/Chassant，〈中華沿海：福爾摩沙海峽〉
（Carte de la Mer de

Chine (4eme Feuille) Detroit de Formose）
（局部）
，1853。
資料來源：呂理政、魏德文主編《經緯福爾摩沙》
，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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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淡水廳志》的〈沿海礁砂形勢圖〉

吶爾不達號、阿吶號等擱淺在臺灣之事件，除了影響英國海軍加速測繪中國、
臺灣沿岸的海圖以外；《淡水廳志》中〈沿海礁砂形勢圖〉為臺灣方志中首次以
沿海形勢為主題的地圖，〈沿海礁砂形勢圖〉的出現，與英船擱淺於臺灣亦有莫
大的關連。

一、

《淡水廳志》修纂背景

淡水廳自雍正元年（1723）設廳以來，從未修纂專志，過去僅附屬於府志之
項下。直至道光年間福建省欲修纂省志，下令轄下各廳縣「設局採訪，彙成卷帙，
繳郡詳送，以憑核辦」，淡水廳由鄭用錫主持編修《淡水廳志》， 75 纂輯時間自
道光 13 年（1833）秋天至道光 14 年（1834）鄭用錫赴京前夕。 76 另外同治 6
年（1867），淡水同知嚴金清聘金門舉人林豪纂修廳志，設立明志書院，自同治
6 年（1867）仲春始修，孟冬完稿，共 15 卷。77 可惜的是前兩部志稿並未刊行。
同治 8 年（1869）新任同知陳培桂抵任，看過鄭用錫、嚴金清留下的稿本，認為
還有未周備之處，遂於同治 9 年 1 月（1870.2）開局采訪，並請侯官舉人楊浚做
初稿，完成之後再由臺灣道黎兆堂與淡水同知陳培桂親自修訂，78 《淡水廳志》
於同治 9 年 10 月（1870.10-11）付梓，共 15 卷。淡水廳自設廳起，歷經 148 年
終於出現了專志。

二、

《淡水廳志》的地圖

《淡水廳志》的圖繪列於卷一，原目將圖繪分做四大類，即山川、城郭、廨
署及八景。 79 山川為疆域圖，描繪淡水廳管轄內山脈、河川、港口、汛塘、防
隘、道路、庄里等；城郭則描繪淡水廳城（竹塹城）內公部門、文教與信仰中心；
廨署圖則是各個部門的平面圖；八景圖為廳治內名勝的描繪。 80
75
76
77
78
79

80

鄭用錫纂輯，
《淡水廳志稿》（臺北：文建會、遠流，2006）
，頁 22。
詹雅能，〈點校說明〉
，《淡水廳志稿》
，頁 14。
詹雅能，〈點校說明〉
，《淡水廳志》
（臺北：文建會、遠流，2006），頁 14。
陳培桂，〈淡水廳志序〉
，《淡水廳志》
，頁 29。
文中提到「地圖」與「附圖」
，本文中的「地圖」指的是山川圖、疆域圖；而「附圖」指涉的
是城郭、廨署、八景等圖。
有關《淡水廳志》八景圖之介紹，可參照蕭瓊瑞，
《懷鄉與認同──臺灣方志八景圖研究》
（臺
北：典藏藝術家，2006）
，頁 162-175、242-246、27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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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廳志》的山川圖與其他臺灣方志不同之處在於地圖種類多元（參見表
一）
，有別於大部份方志山川圖僅「全圖」一幅，
《淡水廳志》的山川圖共有七幅，
並附「圖說」三則。除了種類多元外，《淡水廳志》的山川圖是臺灣方志中首度
採用「經緯度計里畫方併用法」 81 測繪的地圖，在地圖上試圖融合中國傳統測
量方法的計里畫方法及西方傳入的經緯度測量法；並且是臺灣方志地圖中唯一使
用經緯度計里畫方法的地圖，因此《淡水廳志》中的地圖可謂「科學化」的地圖。
地圖上的方位則有「上北、下南、左西、右東」82 及「上東、下西、左北、
右南」83 兩種標示方式。比例尺的部份，
〈全圖〉採較小的比例尺，每方一百二
十五里，繪出較簡要的全區概況；而〈分圖〉
、
〈沿山各隘圖〉
、
〈沿海礁砂形勢圖〉
則採用每方二十五里的比例尺，呈現內容較詳盡的小範圍地圖。另外《淡水廳志》
的各式山川圖中，繪圖者利用波紋跟留白區分內洋與外洋的概念。

表 2-1

《淡水廳志》附圖一覽表

類別

原目圖名

數量

山川

淡水廳全圖、分圖一、分圖二、分圖三、分圖四、沿山各隘圖一、沿山

七幅

各隘圖二、沿海礁砂形勢圖一、沿海礁砂形勢圖二
城郭

廳治圖

一幅

廨署

廳署圖、新庄分縣署圖、遊擊署圖、艋舺參將署圖、學署圖、學宮圖、

十三幅

明志書院圖、學海書院圖、艋舺倉署圖、竹塹義倉圖、艋舺義倉圖、竹
塹育嬰堂圖、艋舺育嬰堂圖
八景

指峯凌霄、香山觀海、雞嶼晴雪、鳳崎晚霞、滬口飛輪、隙溪吐墨、劍

八幅

潭幻影、關渡劃流

《淡水廳志》的七幅山川地圖則可分為「疆域地圖」與「主題地圖」兩大類
討論，疆域地圖是指內容上兼具地表自然與人文景觀，主要作用為界定空間範圍；
主題地圖內容上則強調某一特定之地表現象及其分佈。 84

81

82
83

84

經緯度計里畫併用法，是嘗試將經緯度測量與計里畫方網格結合在地圖上。計里畫方法又稱
矩形網格制圖法，最重要的特徵即是圖上繪有網狀方格。參照夏黎明，
《清代臺灣地圖演變史》
，
頁 43、49。
採此方位的有：〈淡水廳全圖〉
、〈分圖一〉
、〈分圖二〉
、〈分圖三〉
、〈分圖四〉。
採此方位坐標則為：
〈沿山各隘圖一〉
、
〈沿山各隘圖二〉
、
〈沿海礁砂形勢圖一〉
、
〈沿海礁砂形
勢圖二〉
。
本文疆域圖的概念與夏黎明提出的「主題地圖」相似，但「疆域」更適用於本文討論的清代
地圖之中。參見夏黎明，
《清代臺灣地圖演變史》
，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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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疆域地圖

《淡水廳志》中的疆域地圖有：〈淡水廳全圖〉（以下簡稱〈全圖〉）、〈分圖
一〉、〈分圖二〉、〈分圖三〉、〈分圖四〉，共五幅。
五幅疆域地圖的方位皆為上北下南左西右東； 85 比例尺的部份〈全圖〉採
小比例尺，每方格一百二十五里，四幅〈分圖〉則使用大比例尺，每方格二十五
里，比〈全圖〉放大五倍。描繪範圍來說，〈全圖〉北起雞籠外海的燭臺嶼、桶
盤嶼等，南至大甲溪、大肚溪的彰化縣界，西至西海岸，東北至三貂溪，東達生
番界。〈分圖一〉的範圍北起抬轎嶼等，南至南崁溪、桃仔園（堡）界，東北至
三貂溪淡蘭交界，東達噶瑪蘭界，西抵西海岸。〈分圖二〉北起新庄海山保界，
南至香山界，東達沿山各隘，西抵海岸線。〈分圖三〉北起竹塹港、犁頭水界，
南至吞霄界，東達生番界，西抵西海岸。〈分圖四〉北起打那叭溪、后壠保界，
南至大甲溪、彰化縣界，東至沿山，西抵西海岸。四幅分圖所繪的範圍互有重疊
之處，一、二圖是新庄至南崁間重疊；二、三圖為竹塹至香山間交疊，三、四圖
則是后壠至吞霄間重疊。
雖然《淡水廳志》的疆域地圖中沒有明確的圖例規範，但仍可歸納出

12 項圖例：以 V 字形表示山脈

；以雙同心圓表示廳治

；以兩條平行線、中間留白表示溪流

；以虛線及文字說明表示分界

以三角形、圓形、正方形表示島嶼

；以波浪線條表示外洋

虛線表示道路

85

；

；以圓形及文字說明表示暗石

；寫景示的炮臺符號

；用方框框住「汛」
、
「塘」字樣的軍備佈署

上、下、左、右的分別，是以讀圖者的角度而言，以下皆同，不另行加註。
38

；

；橢

圓形符號表示保名

；番屯用圓形表示

。其中炮臺、道路、軍備佈述、

保名、番屯名為〈分圖〉中特有的圖例，因為〈分圖〉採用大比例尺，可以在地
圖上呈現較多元的圖示；其餘圖例皆為〈全圖〉、〈分圖〉通用。
在文字註記的部份，共可整理出 16 項：(1)山岳、(2)河川、(3)島嶼、(4)港
澳、(5)軍備、 86(6)官署、(7)保里、(8)街庄、(9)番屯、(10)隘寮、(11)番社、(12)
其他、(13)註記、 87 (14)分界、 88 (15)方位。

表 2-2

《淡水廳志》疆域地圖文字註記數量比較表
全圖

分圖一

分圖二

分圖三

分圖四

山岳

11

11

4

5

7

分界

5

4

2

4

2

官署

5

4

1

1

2

河川

9

4

4

3

4

保里

13

6

1

2

2

軍備

1

13

3

7

4

島嶼

9

9

0

0

0

港澳

11

6

4

3

4

街庄

37

36

51

46

39

註記

1

2

0

0

1

其他

4

2

1

0

0

方位

0

4

4

4

4

番屯

0

0

1

1

2

隘寮

0

0

1

2

0

番社

0

0

0

0

1

總計

106

101

77

78

72

〈全圖〉上共有 106 個文字註記，數量上以聚落類別（保里、街庄、漢番混
居）占的最多，港澳、山岳居次。四幅〈分圖〉上的文字註記類型共有 15 類。
86
87
88

包括汛、塘、炮臺等。
註記為無法分類之文字註記，例如「溪底多暗石」
。
分界為縣與縣、保與保之間的界線，生番界亦同。
39

山岳部份的文字註記以〈分圖一〉最多，因為註記以廳轄內西半邊為主，像是〈分
圖一〉的紗帽山、大磺山等；東邊沿山地區只有少數山岳被註記，例如〈分圖四〉
的關刀山。河川部份的註記則是很平均，扣除重覆出現的南崁溪、打那叭溪，廳
志沿海岸重要的河川皆被註記在圖上，例如大甲溪、大安溪等。島嶼則集中在〈分
圖一〉，因為淡水廳轄境内的島嶼集中分布在雞籠澳海岸外圍。
軍備部份，縱觀各分圖上註記的汛、塘駐紮處，大抵分布在主要道路及沿海；
〈分圖一〉出現「炮臺」兩處，一在雞籠澳旁，另一在滬尾港邊。官署部份，
〈分
圖一〉標示出參將署、守備署、海官署及新庄縣丞四處，〈分圖二〉、〈分圖三〉
皆標出竹塹廳治，
〈分圖四〉則標出大甲巡檢與大甲守備。淡水廳內 12 個保里的
分佈與相對位置，則如實地被繪製在地圖上；表示聚落的街庄、漢番混居類別加
總後，占總數將近一半，可以看出作為展示地方自然、人文景觀的普通地圖而言，
淡水廳志的地圖是成功的，雖然有學者指出諸多地名的標示並非考慮其重要性，
只是為了把空白的版面填滿，參考價值不高， 89 不論繪圖者選擇地名的標準為
何，標示在地圖上的地名讓讀圖者了解各地的相對位置。
〈全圖〉的內容上有兩點特色：第一是畫面的右上方至左下方的對角線切半，
左上方以波浪紋的海洋符號為重心，對角線下方則是淡水廳的區域，波浪紋的海
洋符號上註明為「外洋」
，
「外洋」與陸地之間有一段空白的地方，指的應為「內
洋」
。
《淡水廳志》內〈海防〉的部份有提到港澳離外洋有多少里，例如「大安港……
距深水外洋十餘里」， 90 一般來說，凡指近岸之處皆為內洋，內洋歸州縣管轄，
島嶼的周圍可以是內洋，亦可作為外洋，與陸地遠近也無一定距離，外洋則歸水
師負責；內、外洋具體的界線並不明確。 91 第二是圖上有一道沿著山脈符號由
北而南的虛線，那道虛線代表番界，除了乾隆朝的〈民番界址圖〉上繪有番界外，
臺灣方志地圖中並沒有出現過番界的符號，其他方志地圖上的虛線皆代表道路。
另外將五幅疆域地圖相互比較，可以發現〈全圖〉與〈分圖〉圖上皆有虛線，
但不同圖上的虛線又有不同的意涵。〈全圖〉中的虛線位於畫面右方，這條虛線
沿著東方的內山繪製，代表著番界；而〈分圖〉中的虛線則表示道路，虛線經過
的地方主要是各個汛、塘及街市所在的位置，可知〈分圖〉上的虛線代表著當時
主要的交通路線。疆域地圖另一共通點是重視沿海口岸，細看各幅地圖，可以發
現《淡水廳志》地圖的繪圖者對於「山」的重視不如「海」，有別於早期臺灣方
89

90
91

夏黎明認為〈淡水廳全圖〉在地名的擇取上並非全然考慮其重要性，而是考慮圖面是否有「空
位」，使得全圖大致均勻地佈滿地名，因此整體而言參考的價值不高。參見夏黎明纂，施添福
主編，
《臺灣文獻書目解題‧第二種‧地圖類（三）
》
（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4）
，頁
15、16。
陳培桂，《淡水廳志》
，遠流本，頁 277。
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與制度》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頁 72-73。
40

志地圖中「重山輕海」的特殊性，這點應與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西方勢力逐漸影
響清廷，迫使清廷開始重視沿海防線有關。〈分圖〉的部份則將整個淡水廳轄下
各保、汛塘的相對位置標示出來。
透過五幅地圖地名註記的統計，看出保里、街庄等漢人聚落為地圖的主體，
無論是全圖或是分圖，皆標示出十二個保里的相對位置，讓讀圖者清楚了解廳治
與各保之間的相對位置。

圖 2-7

〈淡水廳全圖〉

說明：圖版為筆者自行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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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分圖一〉

說明：圖版為筆者自行拼接。

圖 2-9

〈分圖二〉

說明：圖版為筆者自行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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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分圖三〉

說明：圖版為筆者自行拼接。

圖 2-11

〈分圖四〉

說明：圖版為筆者自行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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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題地圖：〈沿山各隘圖〉

清代臺灣方志中較少出現主題地圖，道光年間修纂的《福建通志臺灣府》92
有〈臺灣海口大小港道總圖〉，道光 11 年（1831）修纂的《噶瑪蘭廳志》 93 中
也有〈海防關隘圖〉及〈水利圖〉兩幅主題地圖，再來則是同治 10 年（1871）
《淡水廳志》中出現的兩幅主題地圖〈沿海礁砂形勢圖〉、〈沿山各隘圖〉，光緒
20 年（1894）《苗栗縣志》 94 的主題地圖則沿襲《淡水廳志》。
主題地圖的出現，顯示了修纂志書時，轄境內有某些情況是需要地方官特別
關注的，例如漢人進入蘭陽地區開墾時，對於原住民而言是漢人侵入了他們的生
活領域，兩造時常發生衝突，官方或民間因此在沿山易發生衝突區域設隘防衛；
另外開墾需要水源，所以墾民建造了許多水利設施。由於隘防及水利是漢人在噶
瑪蘭廳遇到較重要的問題，因此《噶瑪蘭廳志》也出現了〈海防關隘圖〉及〈水
利圖〉兩幅主題地圖。《淡水廳志》中的兩幅主題地圖也顯示了當時淡水廳轄內
重要的問題，一是沿山的隘防，另一為沿海水道礁砂的問題。以下先談〈沿山各
隘圖〉。
「隘」為沿山防番的措施之一，墾戶在近山一帶開墾時，為了保護生命、田
園及牛隻，自行設隘防番。 95
隘者，巡防野番出沒之隘口也；有官隘、民隘、隘首、隘地、隘租、隘
糧、隘寮等名。蓋內山一帶，舊設土牛紅線為界，年久湮沒無踪，土人
越墾日深，野番遁入深山，蠢悍嗜殺，每每乘閒出而戕人。乾隆間，由
官遴募狀丁，扼要巡鑼防禦，……今惟淡、蘭二廳各隘如故，略有遷移
增減；鳳、嘉、彰三邑舊設各隘，半已不知其處。 96
隘防始於乾隆年間，施行之初鳳山縣、嘉義縣、彰化縣、淡水廳及噶瑪蘭廳皆設
有官隘或民隘，但等到道光 27 年（1847）丁紹儀到臺灣時，得知的情形是只剩
淡水、噶瑪蘭兩廳還設有隘防。丁紹儀又在文後說明「南路之曠土早已墾耕無餘，
北路則官隘有廢，民隘有增。」 97 說明南部已無多餘墾地可開發，自然不需要
設隘防番，而北部部份則是官隘漸被民隘取代。鄭用錫的《淡水廳志稿》中亦提
到沿山防隘之景況：
92
93
94
95
96
97

陳壽祺，《道光福建通志臺灣府》，同治十年（1871）刊本（臺北：文建會、遠流，2007）
。
陳淑均總纂的《噶瑪蘭廳志》成書於道光十一年（1831）
。
沈茂蔭，《苗栗縣志》
，光緒二十年（1894）抄本（臺北：文建會、遠流，2006）
。
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1979），頁 534。
丁紹儀，《東瀛識略》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 48-49。
丁紹儀，《東瀛識略》
，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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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藔之設，所以防生番之出入，亦所以衛農民之耕種也。淡地迫近生番，
當年以土牛紅線為界，今生齒日繁，土地漸闢，紅線杳無蹤跡，惟土牛
遺跡尚存，耕民或踰土牛十里至三十里不等，若非設隘把守，則生番出
入，難免滋擾之虞。 98
《淡水廳志》中也有提到隘防：
淡地內山，處處迫近生番，昔以土牛紅線為界，今則生齒日繁、土地日
闢，耕民或踰土牛十里至數十里不等，紅線已無蹤跡；非設隘以守，則
生番不免滋擾。 99
由《淡水廳志稿》或《淡水廳志》之中可得知，過去漢番之間是以土牛紅線
為界，雖然道光年間土牛紅線已逐漸消失，但轉換成隘藔的形式進行沿山隘防，
淡水廳的沿山防務仍盛行，並不像南部的隘防節節衰微，而隘藔的分布也如實呈
現在地圖中。
〈沿山各隘圖〉共兩幅、四個圖版，兩幅地圖可相接成一幅橫軸地圖，因此
本文以〈沿山各隘圖〉總括。 100 〈沿山各隘圖〉方位為上東下西左北右南；比
例尺為每方格二十五里，本圖所使用的線條符號僅山脈及水系，地名皆以文字呈
現在圖上。描繪的範圍南起彰化界，東北至噶瑪蘭界，東達生番界，西邊僅至近
山地區，明確地將範圍鎖定在淡水廳內隘防分布之區域。

表 2-3

〈沿山各隘圖〉地名註記數量表

項目

山岳

官署

街庄

漢番

隘寮

註記

分界

方位

總計

數量

7

1

70

2

22

7

10

8

127

若分析地圖上的地名註記（參見表三），可發現數量最多的是街庄一項，但
與方志內文記載的 372 處地名相較之下，地圖上僅佔 18%；反觀隘寮一項，方志
內文記載共 29 處， 101 地圖上註記的共有 22 處隘寮，所佔比例高達 75%，由此
可知〈沿山各隘圖〉的確表達了其主題圖的重點。〈沿山各隘形勢圖〉反映了臺

98

鄭用錫，《淡水廳志稿》卷二‧隘藔，遠流本，頁 67。
陳培桂，《淡水廳志》
，遠流本，頁 131。
100
目錄上作〈沿山各隘圖一〉
、〈沿山各隘圖二〉
。
101
「官隘五、民隘二十四，共二十九處。」陳培桂，《淡水廳志》
，遠流，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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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島內的漢番形勢；〈沿海礁砂形勢圖〉則體現了鴉片戰爭以後臺灣沿海在對外
防衛的特殊性。

圖 2-12

〈沿山各隘圖一〉

說明：圖版為筆者自行拼接。

圖 2-13

〈沿山各隘圖二〉

說明：圖版為筆者自行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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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沿海礁砂形勢圖〉

《淡水廳志》中的〈沿海礁砂形勢圖〉共兩幅、四個圖版， 102 兩圖可相連
成一幅橫軸地圖，因此本文將兩幅〈沿海礁砂形勢圖〉合稱為一。本圖方位為上
東下西左北右南，比例尺為每方格二十五里。
本圖可以分線條圖形與文字兩部份，線條圖形有山脈、河川、沿岸形勢及外
洋的波浪符號；文字則有三種，一為地名，二是「淤泥」
、
「砂汕」等沿岸形勢之
註記，三則表示沿海防務的職權分配，例如「大甲至南崁各海口皆歸北路右營游
擊稽查洋面仍歸艋舺參將管轄」、「中港以南至大甲歸大甲巡檢會同各汛兼司稽
查海口」、「中港以北至許厝港歸竹塹巡檢兼司稽查海口」、「南崁至三貂各海
口皆歸艋舺縣丞會同滬尾守備分別稽查」等註記。
圖面則分成三個區塊，上方留白處為內山，畫面中間是淡水廳轄境及沿海形
勢，畫面下方為外洋；而圖面下方的沿海形勢則是本圖最特別之處，圖面下方分
成三個部份，沿岸點狀的礁砂淤泥、留白的內洋與波浪紋的外洋。
另外根據表四〈沿海礁砂形勢圖〉地名註記數量表可以發現除了街庄以外，
註記一項占的數量最多，這些註記都是標示沿海礁砂、淤泥等地勢。將河川、島
嶼、港澳三項對照方志內文，可發現沿海岸的淤泥、砂汕的標記與方志內文相符。

表 2-4

〈沿海礁砂形勢圖〉地名註記數量表

項目

山岳

河川

島嶼

港澳

官署

軍備

街庄

註記

分界

方位

總計

數量

12

11

10

13

5

2

87

29

1

8

178

圖上大甲溪溪口繪有暗石、砂汕的符號，方志內文則記載「無水時，小石嵂崒可
履」 103 大安港的部份，方志則記載「多石汕」、「大安口沙線稍順」等。

102
103

〈沿海礁砂形勢圖一〉、
〈沿海礁砂形勢圖二〉
陳培桂，《淡水廳志》
，成文本，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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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沿海礁砂形勢圖一〉

說明：圖版為筆者自行拼接。

圖 2-15

〈沿海礁砂形勢圖二〉

說明：圖版為筆者自行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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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國對外防禦分為邊防及海防，邊防指的是中國內陸與外族接壤之區域，
元代纂修、明代集大成的《廣輿圖》中即有九邊輿圖、遼東邊圖、薊州邊圖、內
三關邊圖、宣府邊圖、大同外三關邊圖、榆林邊圖、寧夏固蘭邊圖、莊寧涼永邊
圖、甘肅山丹邊圖、洮河邊圖、松潘建昌邊圖等圖。 104 但對沿海山形水勢是以
文字註記為主，即便有繪出沙汕位置也並不細緻。
明代茅元儀《武備志》中的〈鄭和航海圖〉有用圖像方式表現淺沙，但像章
巽編纂的《古航海圖考釋》
，仍用文字方式描述礁砂位置。
《新譯中國江海險要圖
志》中也說明傳統中國的輿地書皆詳西北略東南，書中皆敘古蹟名勝，並不能用
於了解險阻形勢，大海中的島嶼、沙礁也全無著錄，港口之深淺、門戶之廣狹、
沙線之通塞也無徵載。 105
直到鴉片戰爭後，清廷才逐漸正視海防之重要性，也促使細緻的沿海主題圖
出現。〈沿海礁砂形勢圖〉是臺灣方志首次以圖像的方式呈現沿海的山形水勢，
地圖中將沙汕、礁石的形狀大小、位置都描繪出來。礁砂過去鮮少清晰繪於地圖
之中，大部份僅用文字標明，由於道光 21 年、22 年（1841、1842）在英船吶爾
不達號、阿吶號分別在雞籠港、土地公港等處被沿海礁石、淺沙擱淺；臺灣道姚
瑩、臺灣鎮總兵達洪阿等人在奏摺當中，也不斷強調臺灣沿海礁砂對戰略上的重
要性。鴉片戰爭期間在臺灣發生的情事，直接或間接地促使沿海礁砂形勢的記載
由文字說明轉化為寫景、寫意式的圖像，讓讀圖者對沿海形勢一目了然。

104
105

元朱思本、明羅洪先，《廣輿圖》（臺北：學海出版社，1969）
。
英國海軍海圖官局編，陳壽彭譯，《新譯中國江海險要圖志》
，頁 10 ，
〈陳季同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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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鄭和航海圖〉
（局部）

說明：紅框處表示「沙淺」，圖面上除了文字註記外，也有圖像符號。圖面下方虛線部份則表示
針路。
資料來源：向達整理，《鄭和航海圖》中外交通史籍叢刊：1（北京：中華書局，2006 重印）

50

圖 2-17

章巽，《古航海圖考釋》圖五十

資料來源：章巽，
《古航海圖考釋》
（北京：海洋出版社，1980）
說明：紅線處寫著「沈礁甚多」
，代表此處暗礁非常多，航行時要注意。

51

《淡水廳志》〈沿海礁砂形勢圖〉出現以前，臺灣方志、圖集中，有些地圖
雖然有將沿海形勢用文字註記在地圖上，但也不如〈沿海礁砂形勢圖〉來得細緻，
例如前文提過的《道光福建通志臺灣府》
〈臺灣海口大小港道總圖〉
，只將各海口
的防務、配運物品、可通行之船型等用文字說明表示。同治年間編纂的《臺灣府
輿圖纂要》，也是用文字說明將沿海形勢註記在地圖上。

2
1
1

1

3

圖 2-18

〈嘉義縣圖〉
（局部）

資料來源：不著撰人，《臺灣府輿圖纂要》
（三）
（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頁 154。
說明：(1)沙汕；(2)潮退見底；(3)港口水深三四尺，小舟、大舟寄泊。

由以上分析可發現臺灣編纂的相關地圖中，《淡水廳志》的〈沿海礁沙形勢
圖〉是首幅標繪詳細礁砂位置、形狀大小的地圖，原因則與鴉片戰爭時期姚瑩利
用淡水廳沿海沙汕地形，採取正確的攻防戰，讓清廷在臺灣大獲全勝有關，此役
讓臺灣官員開始重視沿海的形勢，促使編繪方志地圖時深化礁砂形勢圖的呈現，
也是臺灣方志地圖發展過程中，相當重要的成果之一，
《淡水廳志》
〈沿海礁砂形
勢圖〉也直接影響了光緒 5 年（1879）分巡臺灣兵備道夏獻綸審定的《臺灣輿圖》
與光緒 20 年（1894）修纂的《苗栗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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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獻綸監修的《臺灣輿圖》中的〈全臺前後山輿圖〉及各縣、廳的分圖中，
皆繪有沙汕，但圖上的沙汕密佈，不似《淡水廳志》
〈沿海礁砂形勢圖〉的沙汕、
老古石等有圖形上的分別及形狀大小之區別。《苗栗縣志》的〈沿海形勢圖〉雖
然直接承襲了《淡水廳志》〈沿海礁砂形勢圖〉的畫法，但畫面、筆法則簡略許
多。

圖 2-19

〈全臺前後山輿圖〉
（局部）

資料來源：夏獻綸，
《臺灣輿圖並說》
（臺北：成文出版社，1984）

圖 2-20

〈沿海形勢圖〉

資料來源：沈茂蔭，《苗栗縣志》（臺北：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社，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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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同樣是戰場的廣東，同治三年（1864）《廣東通志》的地圖中，並沒有
像《淡水廳志》一樣出現大量的礁砂形勢，
《廣東通志》
〈輿地畧〉僅一幅地圖出
現一處標記「沙尾」。

圖 2-21

〈香山縣圖〉

資料來源：陳昌齋等撰，
《廣東通志》同治三年刊本（臺北：華文書局，1968）
。

臺灣的海圖、沿海礁砂形勢圖最早可追溯至荷蘭統治臺灣時期，此時特點在
於臺灣島的輪廓基本上被繪製得清楚，在重要的海港皆繪有沙汕形狀及水標示水
深測量；但進入清朝統治以後，沿海形勢測量成果便消失在清代地圖上，取而代
之的是中國傳統的山水畫式地圖，傳統中國地不並不重視沿海水勢測量標繪，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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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地圖上標示「沙汕」兩字，無法了解沙汕的確切面積、形狀、水深等，有些
方志文集中會記載該地水勢，但仍嫌粗略。這與傳統中國的邊防重山輕水有關，
十九世紀以前中國的敵人大抵從歐亞大陸之接壤而來，少數從海上，因此中國較
不重視海圖的測繪。
臺灣沿海礁砂形勢圖出現則受到鴉片戰爭期間，英船吶爾不達號及阿吶號來
臺有直接關連。鴉片戰爭時期往來於臺海的英國船隻，直接影響了臺灣方志地圖
的繪製。因為英國船到中國最怕沿海淺沙、暗礁，使其吃水深的船艦易擱淺於岸
邊，所以英船到中國各地皆派人乘杉板小船靠岸測量、探查地形，同時也收買漢
人為其探量水勢；英船陸續在浙江、雞籠、土地公港擱淺，就是因為不熟悉沿海
水勢所致。鴉片戰爭備戰期間姚瑩也注意到臺灣西部沿海的特性，認為嚴守口岸，
將敵人引誘上岸攻擊，不要主動出海與敵人在海面上戰鬥為上策。這場戰役直接
影響《淡水廳志》修纂的地圖繪製，地圖上開始出現了以沿海礁砂形勢為主題的
地圖，並將沿海沙汕、淤泥、礁石等形狀大小、位置都記載在地圖中，但《淡水
廳志》無水深的標註，雖然〈沿海礁砂形勢圖〉已經是同治年間臺灣方志地圖繪
製的一大進步，但精確程度仍比不上二百年年荷蘭人在臺繪製的海圖。
〈沿海礁砂形勢圖〉影響後來的幾部地圖集與方志地圖，臺灣兵備道夏獻綸
在臺灣主持地圖測繪，其刊行的《臺灣輿圖》西部沿海皆繪有沙汕、礁石；光緒
20 年（1894）修成的《苗栗縣志》的地圖繪製直接師法《淡水廳志》
，但《苗栗
縣志》的〈沿海礁砂形勢圖〉仍略遜於《淡水廳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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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澎湖全圖〉看清法戰爭後澎湖砲臺建設

澎湖位於臺灣海峽之中，向來在漁業、航海貿易轉運、軍事方面有防禦的重
要地位。澎湖的信史始於宋代，據載宋代時福建的漁民已至澎湖捕魚，甚至有編
戶，表示當時島上已有不少人居住，元代更設立巡檢司以管理島上居民。1 航運
方面，古代航海技術不發達時，航行採逐島而行的方式，因此澎湖為航程中非常
重要的中繼站，以〈鄭和航海圖〉為例，針路中即標明「平湖嶼」。2 軍事方面，
在元、明時代，澎湖為漳、泉之門戶，出使琉球皆須經過澎湖。但明太祖施行海
禁，並執行「墟澎」政策，將島上漁民遷回福建等地，因此澎湖成為走私、海盜、
倭寇躲藏之處；也使得欲前來中國通商的荷蘭人有機可趁。明廷將荷蘭人趕出澎
湖後，卻疏於防禦，使得澎湖成為鄭氏反清的據點。施琅計畫攻打鄭氏時了解「澎
湖為臺灣咽喉」，只要克取澎湖，臺灣便是囊中之物。3 清法戰爭結束後，劉銘
傳亦曾提出「澎湖一島，非獨全臺門戶，實亦南北洋關鍵要區，守臺必先守澎，
保南洋亦須以澎廈為筦鑰」 4 再次證明澎湖特殊的戰略地位。
因為澎湖戰略地位重要，又加上四面環海的地理位置，因此海防砲臺的建設
十分重要，曾佔領澎湖的政權皆在島上興築砲臺等軍事設施。清修方志中有不少
的澎湖地圖，康熙 59 年（1720）
《臺灣縣志》中的澎湖地圖就畫出了當時澎湖各
地的砲臺；另外法軍、日軍進攻澎湖之前，都繪製澎湖地圖，地圖上註明砲臺、
守軍等位置。
光緒 11 年（1885）清法戰爭結束後，劉銘傳在臺灣、澎湖主導新式砲臺的
修築，在基隆、滬尾、安平、旗後、澎湖五處建十座砲臺，5 但這些新砲臺的建
設只有在光緒 19 年（1894）刊行的《澎湖廳志》
〈澎湖全圖〉上留下痕跡。6 〈澎
湖全圖〉的特色在於圖上的城池及砲臺不合比例的被放大，這代表著繪圖者要呈
現軍事佈防，這更是澎湖島軍事建設的成果。

1

2
3

許雪姬，
〈明清兩代國人對澎湖群島的認識與防戍〉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78），頁 12-13。
向達校注，《鄭和航海圖》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6 重印）
，頁 38。
施琅，
〈飛報澎湖大捷疏〉
，收於林豪，《澎湖廳志》
（臺北：文建會、遠流，2006），頁 504。

4

劉銘傳，〈條陳臺澎善後事宜摺〉，《劉壯肅公奏議》，頁 146。

5

楊仁江，《臺灣地區現存古 礮之調查研究》
（臺北：内政部，
1991），頁 112。
李毓良在 2010 年國立故宮博物院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的「清代臺灣史研究學術研
討會」上發表了〈清末打狗礮台考：以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清代鳳山縣地圖〉的解讀〉，文
中說明了其在北京圖書館發現的〈鳳山縣地圖〉上標示了砲臺、駐防軍等，其性質應為清末鳳
山縣打狗海防圖。但由於該圖藏於北京圖書館，一般讀者不易取得，因此本文強調的是在目前
臺灣所現見的清代臺灣方志地圖中之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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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一節

清法戰爭的臺防

光緒 9 年（1883）12 月，法國跟清廷因為越南從屬問題引發戰爭，雙方在越南
南部交戰，同時清廷也下令各級文武官員加強臺灣的防務，在臺官員也進行增兵、
趕造砲臺等防務。光緒 10 年（1884）間清、法雙方戰事稍歇不久，又再度爆發
衝突，戰場也從越南延伸到中國東南沿海、基隆、淡水、澎湖等地。

一、法軍對北臺灣的攻勢
光緒 9 年（1883）12 月，法國跟清廷因為越南的從屬問題引發戰爭，雙方
在越南南部交戰，同時清廷也下令各級文武官員加強臺灣的防務，福州將軍穆圖
善向光緒皇帝提出要加強臺灣、廈門等處的沿海防務，臺灣部份在基隆、滬尾、
安平、旗後等海口分別建築砲臺，購配洋砲。7 許景澄也提出為防止法國兵船從
越南北上時，佔領臺灣當成中途停靠之中繼站，必須添調勁兵增防臺灣，並加設
海路電報線，連接福州省城，以聯聲息。8 恭親王奕訢除覆議許景澄之意見外，
另外提出應購買各式洋槍及克魯伯洋砲（Krupp guns）增防。 9
臺灣道劉璈亦上奏說明臺灣之防務共分五路：南路自恆春至鳳山及臺灣之曾
文溪，統軍 5,000 名；中路自曾文溪至嘉義及彰化之大甲溪，統軍 3,000 名；北
路自大甲溪至新竹、淡水及宜蘭之蘇澳為，統軍 4,000 名；自花蓮港、水尾、埤
南、三條崙抵鳳山界為後路，統軍 1,500 名；澎湖為前路，統軍 3,000 名。由兵
力佈署多寡可得知劉璈認知下的臺防為傳統「府城─澎湖」連成一線的防衛模
式。10 另外五路兵力約 16,000 名，劉璈認為還不足 8,000 名，請求調派人力。11
朝廷收到臺灣方面兵力缺乏的奏摺後，立即調派勇營前往臺灣協防。 12 而臺灣
的防務大抵北部歸孫開華管理；南部臺防則由劉璈負責；不過臺灣道劉璈與臺灣

7

穆圖善（等）
，
〈為遵旨籌辦閩省海防情形恭摺會陳仰祈聖鑒事〉
（光緒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奏）
，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八十四冊（臺北：臺史博、臺大圖
書館、遠流，2008），頁 381。
8
軍機處，〈為交出許景澄奏敵叵測籌備宜嚴謹條陳日前事宜事〉
（光緒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收
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八十四冊，頁 435。
9
奕訢，
〈為奏議覆許景澄條陳事宜事〉
（光緒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硃批）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
第八十四冊，頁 464。
10
許毓良，〈
「西仔反」在臺灣─清法戰爭的基隆、淡水、澎湖之役〉，
《臺北文獻直字》150
（2004.12），頁 313。
11
劉璈，
《巡臺退思錄》
（臺北：大通書局，1987）
，頁 220、229。
1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法軍侵臺檔》（臺北：大通書局，1984），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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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總兵吳光亮意見不合；卻成為臺防上最大的隱憂。 13
光緒 10 年 4 月 17 日（1884.5.11）北洋大臣李鴻章在天津與越南代表議定簡
，北黎衝突又爆發，
明條約，14 雙方戰事稍停，光緒 10 年 6 月 23 日（1884.8.13）
戰爭再度展開，戰場也從越南延伸到中國東南沿海、臺灣基隆、澎湖等地。15 其
實早在光緒 9 年 12 月 1 日（1883.12.29）來自中國駐倫敦辦事處主任金登干的電
報就指出法國國內已有佔領佔據瓊州（海南島）、臺灣、舟山三島，以為將來跟
清廷談判賠補軍需之用的輿論出現。 16
光緒 10 年 3 月 18 日（1884.4.13）間法國兵船樓打號（Volta，哇爾大號）駛
進基隆要求購買煤斤及日用品，但被民人拒絕，船長福祿諾中校（F. Fournier）
認為是地方官從中阻撓，並藉機生事，要求守軍登船道歉，否則將開砲回擊；在
淡水關稅總巡胡美利的協助之下，平息了這場風波。 17 樓打號出現以後，在臺
官員的防衛心也增加，在基隆港東北角入口趕造新砲臺（今二沙灣砲臺），並安
裝德製新式克魯伯大砲（Krupp guns），該砲臺的缺點是明砲臺、目標明顯；不
過在當時已是固若金湯的堡壘。 18
由於臺灣戰事一觸擊發，因此朝廷派劉銘傳前往臺灣進行防務，劉銘傳到
臺灣之前已聽聞臺灣的守軍兵力不足、操練不力以及各地砲臺皆不合時宜的情
事。 19 劉銘傳於光緒 10 年閏 5 月 24 日（1884.7.16）於基隆上岸，立即勘察基
隆及淡水的砲臺形勢，他認為全臺「臺南以澎湖為鎖鑰，臺北以基隆為咽喉」。
澎湖多島難守，而基隆又有煤礦受到法國的覬覦，實為緊要；因此下令在基隆海
口門外鱗墩、社寮兩山對峙區各築砲臺一座（今白米甕砲臺、仙洞砲臺）
。20 由
此可知，劉璈的防守是以臺灣府城所在的南部為重心，而劉銘傳卻發現了南北防
守失衡， 21 而北臺灣也擁有敵方最需要的煤礦，因此重視北臺灣的防務，命基
隆趕造砲臺。
法國的行動完全如劉銘傳的猜想，法軍基於煤礦的理由，在 1884 年 8 月 2
日，孤拔提督奉命破壞基隆港灣的防禦設備並佔領附近的煤礦，孤拔委派海軍少
1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法軍侵臺檔》，頁 26-27。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法軍侵臺檔》，頁 27。
15
陳燕翎，〈清代澎湖海防經營（1684-1895）〉
（臺北：淡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
頁 114。
16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法軍侵臺檔》，頁 13；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八十四冊，頁 450。
17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法軍侵臺檔》
，頁 33-34；陶德（John Dodd）著，陳政三譯，
《泡茶
走西仔反：清法戰爭臺灣外記》
（臺北：臺灣書房，2007），頁 3。
18
陶德（John Dodd）著，陳政三譯，《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臺灣外記》，頁 4。
19
劉銘傳，
〈恭報自津起程日期並遵旨會商情形摺〉
，
《劉壯肅公奏議》
（光緒十年六月四日）
，頁
163-164。
20
劉銘傳，〈恭報到臺日期並籌辦臺北防務摺〉
，《劉狀肅公奏議》
，頁 165。
21
劉銘傳，〈恭報到臺日期並籌辦臺北防務摺〉
，《劉狀肅公奏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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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李士卑斯（S.N.J. Lespès）執行任務。 22 李士卑斯少將率領 5 艘軍艦行抵基隆
時，守軍已處於防禦狀態；法國軍艦因吃水深，皆停泊在港外，包圍岸上各砲臺。23
光緒 10 年 6 月 15 日（1884.8.5）上午起，法國艦隊與守軍交戰近五小時，24
因為基隆的砲臺無法旋轉，因此法艦從砲臺側面進行攻擊，砲臺便無法發揮作用，
基隆的砲臺大半數被催毀，火藥庫亦被炸毀； 25 到傍晚法軍已完全掌控基隆港
灣。 26 劉銘傳也立即發送電報，報告法軍攻打基隆、砲臺被摧毀、兵力、器械
不足之事。 27
隔天（1884.8.6）法軍派出 4、500 人登岸，企圖攻擊守軍駐地，但被曹志忠、
章高元、蘇得勝三人率隊分三路包夾法軍， 28 法軍欲往內陸推進失敗，於是守
住基隆港灣。此次攻擊基隆未成功以後，1884 年 8 月 22 日法國海軍部長下令，
破壞福州兵工廠以及閩江沿岸的防禦設備，8 月 23 日至 29 日法軍成功執行任
務。 29 法軍退出閩江後，孤拔親往基隆勘察，馬上向巴黎發電報：
9 月 4 日發於馬祖。中國人為預防吾人登陸起見，已在當地四周構築大
規模的防禦工事。他們的部隊人甚多。我軍在聯隊到來之前是絕對不能
有所嘗試的。而且，即使在聯隊到達以後，出征也是非常困難的事，因
為該地山多且多密林。由於出產煤礦的緣故，基隆的佔嶺也許是件有利
的事，但這始終是一個不能展開大的軍事行動的根據地。能夠碇泊大艦
的水面甚為仄狹，且經常有著波濤，當東北季候風到來時，波濤尤為險
惡。此外，這東部據點和福州一樣遠離北京，我們在這所作的一切，對
於北京的決定不會有多大影響。如果政府有意攫取臺灣島，澎湖島的港
灣會是一個較佳的軍事根據地；但為著征服臺灣全島起見，必須有比現
在多上三倍的兵力。…… 30
電報內文提到清軍已經開始在基隆加強防禦工事，又地形不利軍對進攻，加上港
灣不適合大船停泊，以及冬天氣候不佳等因素，建議改佔領澎湖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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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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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Garnot 著，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
，頁 14。
27
〈劉銘傳來電〉，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八十六冊（臺北：臺史博、臺大、文建會，2008），
頁 110。
28
劉銘傳，
〈敵陷基隆礮臺我軍復破敵營獲勝摺〉
（光緒十年六月十六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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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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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 10 年 7 月 17 日（1884.9.6）
，孤拔提督再度向法國政府提出立即攻擊中
國北方的建議；又提議繼續封鎖基隆，並破壞淡水的防禦設備；法國政府應許給
提督的增援部隊，並指示佔領基隆。光緒 10 年 8 月 11 日（1884.9.29）及 8 月
12 日（1884.9.30）
，11 艘法國軍艦、運輸艦陸續自馬祖出發前往基隆、滬尾兩處。31
10 月 1 日法軍從外西山登陸，與守軍交戰， 32 隔日（1884.10.2）法軍即佔領了
仙洞山頭及中央砲臺的防禦工事。 33 同日，海軍少將李士卑斯則向滬尾展開砲
擊，並向孤拔要求增援，李士卑斯原訂光緒 10 年 8 月 18 日（1884.10.6）要登陸，
由於天候不佳，延至 8 月 20 日（1884.10.8）上午登陸。34 此時，駐守在滬尾的
孫開華認為法軍即將登陸，派令右營官龔占鼇埋伏在假港，中營官李定明在油車
埋伏，別令後營官范惠章為後應。章高元、劉朝祜各率營官朱煥明等伏北臺山後；
李彤恩所募土勇張李成一營，伏北路山間。 35 法軍登陸後，果然被守軍包圍，
雙方近距離交戰以後，法軍不敵守軍的抵抗，決定在中午撤退。 36
法軍佔領滬尾失敗後，孤拔宣布自光緒 10 年 9 月 5 日（1884.10.23）起，開
始封鎖自鵝鑾鼻至烏石鼻（蘇澳南方）之間所有的港埠、海灣。 37 封鎖範圍為
整個西部及西北部的海岸線，孤拔的目的是為了要斷絕中國內地對臺灣的援助。
但北臺灣面臨冬季強烈的東北季風，加上法軍船艦不足，所以無法徹底執行封鎖。
許多中立國的商船為了清廷提供的巨額報酬，鋌而走險為清廷運送兵力、武器及
軍需品至臺灣沿海較偏僻處；光緒 10 年 7 月（1884.9）時，臺灣僅只 5,000 名的
兵力，至光緒 10 年 11 月（1885.1）竟高達 30,000 名。 38 雖然法國的封鎖無法
完全阻絕中國軍方的援助，但對於一般商船似乎有嚇阻的作用，當時住在滬尾的
英商陶德（John Dodd）則記載了一隻船隊試圖越過基隆，但法艦對其開砲轟擊，
船隊被法艦的武力威嚇，乖乖地返港。 39
除了封鎖臺灣以外，孤拔不停地與法國要求增派援軍，至 1885 年 1 月底為
止，據陶德的估計大約有 5,000 至 6,000 名法軍及其傭兵在臺作戰，40 除法軍在
增兵之外，臺灣也招募土勇，防禦臺灣，例如霧峯士紳林朝棟募勇五百人赴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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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壯肅公奏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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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禦；在五堵、六堵、大武崙、暖暖等地皆有正規軍及土勇駐紮。 41 1884 年 11
月至 1885 年 1、2 月間，清法雙方在基隆、七堵、暖暖一帶皆有近距離的攻防戰。42

二、法軍攻澎
(一)澎湖防務
在孤拔有意進攻澎湖時，劉璈除了臺灣本島的防務以外，也加強澎湖的砲臺
建設，劉璈在巡視澎湖各島後，決定在西嶼、蛇頭山兩處先建砲臺兩座，但位置
卻遲遲未定。 43 另外法軍在進攻澎湖之前也對該地進行軍事武裝的調查，根據
E. Garnot的記載，法國艦隊 1885 年 2 月到澎湖時，清軍的守備如下：
（一）馬公要塞處有四座砲臺：
（1）北砲臺，共有 7 個砲眼的裝甲砲臺，配置 10 公分阿姆斯壯式
砲三門，這座砲台前方的砲座上，配有 23 公分阿姆斯壯式砲
一門及 14 公分 Voruz 旋條砲一門。
（2）穹窖砲臺，三個砲眼。
在（1）、（2）在之間有 14 公分 Vourz 旋條砲一門。
（3）在一片高地的砲座上有 14 公分 Vourz 旋條砲二門，高地之麓
有 16 公分 Vourz 旋條砲一門。
（4）向島內射擊的土砲臺，配置 16 公分滑膛砲一門，13 公分滑
膛砲二門，10 公分滑膛砲二門。
（二）南砲臺，又名荷蘭砲臺。該砲臺隔著港口和北砲臺對立。配置
14 公分滑膛砲兩門、23 公分滑膛砲兩門。
（三）四角嶼砲臺，露天砲臺，全都為舊式砲，不堪使用。配有 19 公
分中國砲兩門、10 公分中國砲一門、14 公分英國砲兩門、14 公
分歐洲砲一門。
（四）測天島砲臺，露天砲臺，和北砲臺及南砲臺形成交叉火網。配有
20 公分中國砲一門及 14 公分阿姆斯壯旋條砲兩門。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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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銘傳，〈臺紳捐資募勇屢戰獲勝並各軍分守情形摺〉
（光緒十年十一月九日）
，《劉壯肅公奏
議》
，頁 182。
劉銘傳，〈密陳餉絀請令閩督早籌並法人封口劫殺商船片〉
，《劉壯肅公奏議》
，頁 184。
劉璈，
〈稟請撥換輪船由〉
，《巡臺退思錄》，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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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漁翁島砲臺，又稱西嶼砲臺，不知該砲臺是否有武裝。 44
由E. Garnot的記載可知清法戰爭的時候，澎湖地區共有 5 處主要防禦砲臺，但從
文中得知法軍並未偵察到西嶼砲臺（漁翁島砲臺）是否有安設大砲，實際上當時
西嶼砲臺還來不及安置大砲，其他座砲臺主要的大砲有滑膛砲、中國砲、英國砲
及當時最新的阿姆斯脫郎砲。光緒 9 年（1883）通判李嘉棠在西嶼建兩座砲臺，
光緒 9 年 12 月（1884.1）劉璈指示在蛇頭山及四角嶼修建砲臺，另外在媽宮城
亦有砲臺。北砲臺為金龜頭砲臺，穹窖砲臺為新城砲臺，南砲臺即蛇頭山砲臺。45
而清法戰爭期間駐守在澎湖的除了綠營以外，還有當地士紳舉辦團練，協助
防禦，計有澎湖副將周善初率領一營的綏靖後營台州勇、本標右營都司鄭漁率練
營 300 人協防媽宮；在豬母落水有陳得勝率領臺灣勇一營駐防；澎湖糧捕海防通
判鄭膺杰率澎湖土勇一營駐防澎湖廳；馮楚燊率台州勇二營駐防大城北；關鎮岳
率領廣勇二營駐防東衛及雙頭跨；梁璟夫率粵勇 200 人駐防金龜頭砲臺。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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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Garnot 著，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
，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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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會承，〈澎湖的砲臺〉
，《 □石》15（1999.6）
硓
，頁 15-16。
顏尚文編纂，
《續修澎湖縣志‧卷二地理志》
（澎湖：澎湖縣政府，2005），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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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測天島砲臺

北砲臺

漁翁島砲臺

南砲臺

四角嶼砲臺

圖 3-1

法軍侵台始末澎湖圖中的清代砲台

說明：該圖呈現了 1885 年 5 月 29~31 幾日法軍的戰略佈薯，圖上標明了清軍砲臺的位置，軍事
要塞以及不同日法艦停泊的位置，另外圖上也標明了沿岸淤泥、珊瑚或岬角之形勢。
資料來源：Garnot, E., L'expedition francaise de Formose 1884-1885；轉引自楊仁江，
《澎湖縣清末
四大古砲歷史研究》，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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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軍攻澎經過
光緒 11 年 2 月 12 日（1885.3.28）6 艘法艦停泊在珠母水、烏坎、開邊海域。
2 月 13 日（1885.3.29）清晨，以拜逸艦（Bayard）為首，艦隊行經西嶼燈塔及
西嶼砲臺，發現西嶼砲臺似乎無人防守，因此孤拔下令實行第二、第三計畫：各
艦儘可能不要暴露在守軍砲臺射程範圍以內，對守軍進行攻擊。
法軍各艦亦停泊在各自的戰鬥位置，拜逸艦（Bayard）在距離馬公穹窖砲臺
（北砲臺）的最大射程即相距 900 公尺的地方，一方面射擊馬公的露天砲臺和測
天島砲臺；一方面對四角嶼及南砲臺作背面射擊。德輪凡德艦（凱旋號，Triophante）
在四角嶼及南砲臺最大射程的附近，即在前者 1,000 公尺和距後者 1,500 公尺的
地點。德斯丹艦（D'Estaing）佔取從背面攻擊四角嶼的位置。杜恰福艦（Duchaffaut）
位於可從背面射擊北砲臺，又可向守軍塹壕營舍平射的位置。安南人號（Annamite）
位於各砲臺的射程範圍以外，可以射擊圓頂灣（ 嵵裏）的砂峽，以便阻撓守軍通
過，同時掩護法軍登陸。 47
上午七點，拜逸艦（Bayard）
、德輪凡德艦（Triophante）
、杜恰福艦（Duchaffaut）
都進入了澎湖港。守軍的四角嶼砲臺及其他砲臺在近 2,000 公尺的距離都展開砲
擊，法軍的拜逸艦（Bayard）、德斯丹艦（D'Estaing）及德輪凡德艦（Triophante）
都向四角嶼砲臺反擊，另外穹窖砲臺的砲眼也被破壞。上午七點半左右守軍的砲
火趨向緩和。八點時，測天島砲臺停止了射擊，南砲臺及四角嶼砲臺的守兵皆已
撤退。守軍僅剩北砲臺及其周邊的露天砲臺仍在防守；拜逸艦（Bayard）、杜恰
福艦（Duchaffaut）繼續攻擊，隨後炸毀了北砲臺附近的兩座火藥庫。
午後法軍開始破壞守軍的砲臺及堡壘；德斯丹艦（D'Estaing）則轟擊西嶼砲
臺、守軍的營舍、武裝隊伍、逃兵及其躲藏的房舍。最後水雷艇隊及陸戰隊，在
德輪凡德艦（Triophante）及維伯砲船（蛇蠍號，Vipère）兩艦的掩護下，毀壞了
四角嶼砲臺的所有設備。下午五點左右，法軍在無遭遇任何抵抗的情況下從圓頂
灣（嵵裏澳）登陸，並擄獲一位老人使其當嚮導，在紗帽山附近紮營。入夜後法
偵察艇前往媽宮港附近探察，發現僅為兩條上有浮標的大鐵鍊，尚未安裝水雷，
並攻擊剩餘的守兵。 48
戰爭第二天，2 月 14 日（1885.3.30），上午法軍第二批部隊登陸雙頭跨（雙
頭掛，今興仁里附近），與鎖管港附近的法軍會合。下午，法軍先擊敗鎮守雙頭
掛北方，由副將周善初領軍之守軍，再，兵分兩路朝北進軍，清手軍皆逃逸無蹤，
47
48

E. Garnot 著，黎烈文譯，《法軍侵臺始末》
，頁 100。
E. Garnot 著，黎烈文譯，
《法軍侵臺始末》
，頁 100-101；陶德（John Dodd）著，陳政三譯，
《泡
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臺灣外記》
，頁 2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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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繼搭乘帆船逃離澎湖。下午四點二十分，法軍兩縱隊在暗澳村（今文澳）會師，
並佔領媽宮，夜宿清軍營舍。 49
即便澎湖在戰前或戰爭時期不斷增防，也修築新的砲臺，但仍不敵法艦的砲
轟，法軍可以說是毫不費力輕鬆地佔領澎湖；清法戰爭末期，清軍在澎湖的挫敗，
直接影響了其後臺灣修築新式砲臺的潮流。

第二節

新式砲臺的建力與澎湖砲臺之佈防

清法戰爭以後，臺灣的海防地位提升，澎湖的防務亦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首先澎湖的最高武官由副將改為總兵；其次，劉銘傳在基隆、滬尾、安平、旗後、
澎湖等 5 處海口主導修建了 10 座新式砲臺，其中澎湖便佔了 4 座，而且 4 座砲
臺亦全部配置新式大砲；第三，為了修築砲臺也訂製輪船，最後是加強嵵裏至安
平的電報線路。由以上四點可知澎湖的戰略地位，在清法戰爭以後再度提升；但
四項革新當中只有砲臺建設誇大地呈現在方志地圖上，也可以說光緒 20 年（1894）
年纂修完成的《澎湖廳志》
〈澎湖全圖〉顯現了清末澎湖島上最重要的砲臺建設。

一、臺灣各地新式砲臺的修築與軍事佈防
光緒 11 年（1885）清法戰爭後，清廷派劉銘傳留在臺灣處理善後事宜，劉
銘傳在經過戰爭期間的觀察，發現了澎湖島在軍事上的前哨地位，因此提出了「守
臺必先守澎，保南洋亦須以澎、廈為筦鑰」之看法，又因為澎湖具有相當重要保
護臺灣的地位，所以清法戰後劉氏亦主張在澎湖興修砲臺、購買大砲。 50 劉銘
傳也藉此機會積極籌辦善後的「購 礮築臺」防務事宜。51 在基隆、滬尾、安平、
旗後及澎湖 5 處分別建造 10 座新式砲臺，基隆是仙洞、社寮兩座砲臺；滬尾有
滬尾、關渡兩砲臺；旗後有大坪山砲臺，安平則是二鯤身砲臺；而澎湖的四座砲
臺分別是西嶼西臺、西嶼東臺、大城北砲臺、金龜頭砲臺。
以往中國傳統砲臺以明臺為主，即砲臺顯露，易成為敵人的目標，在清法戰
後砲臺的修築則改倡議仿效西方建築暗臺，52 砲臺形式也要全面改成西式。53 劉

49
50
51
52
53

陶德（John Dodd）著，陳政三譯，《泡茶走西仔反：清法戰爭臺灣外記》，頁 232-233
劉銘傳，〈條陳臺澎善後事宜摺〉，
《劉壯肅公奏議》
，頁 146。
楊仁江，《臺灣地區現存古 礮之調查研究》
，頁112。
〈為遵旨籌議海防善後恭摺仰祈聖鑒事〉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九十一冊，頁 423。
〈為條陳防海之策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九十二冊，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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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主持的新造的砲臺自光緒 12 年（1886）正月陸續開工，由德國人鮑恩士
（Baons）及總兵聞德來臺監工、勘驗各處砲臺。安平的砲臺是依舊砲臺改建，
基隆、滬尾、澎湖則是擇地另造新砲臺，而旗后的砲臺是在大坪山另添建一座新
砲臺。至光緒 14 年（1888）春夏，各處砲臺的濠溝、兵房及外圍牆面等硬體設
施均已完工；但由於委託怡和洋行訂購的大砲尚未全數運到，而砲臺內子牆高低
需要配和大砲的砲架一起興築，因此子牆部份尚未完成。另外各海口地勢土鬆沙
濕，不得不使用鐵水泥構築砲臺，增強防震力，總計需要二十萬桶的鐵水泥。54
而從薩承鈺 1889 年寫成的《南北洋礮臺圖說》中，得知當時建造砲臺材料除了
使用鐵水泥以外，基隆及滬尾的砲臺仍有使用傳統的三和土、細石子與紅毛泥（水
泥）；另外這幾座砲臺仍採用明砲臺的形式。 55
10 座新式砲臺內安設的大砲，是向英商怡和洋行訂購英製的阿姆斯脫朗
（Armstrong）新式後膛砲，共計 31 尊，配合砲彈架具等配件，加上裝箱、上船、
水腳、保險、行規等費用，運到臺灣須花費 60 萬兩，56 於光緒 14 年 6 月（1888.7）
至光緒 15 年 2 月（1889.3）陸續運到臺灣。
根據表 3-1 發現劉銘傳引進的 31 尊大砲並未完全都設置在新式砲臺內，但
絕大多數的新式砲臺安設了阿姆斯脫朗（Armstrong）後膛砲。

表 3-1

日治前夕臺灣各砲臺砲位一覽表
劉銘傳所
礮臺名稱

守備位置

管帶姓名

砲位名稱
購之大礮

1

2

社寮礮臺

頂石閣砲臺

基隆口

基隆口

陳華亭

十二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一尊

◎

十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二尊

◎

八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二尊

◎

八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一尊

◎

陳海珊
十二公分徑德國博洪礮二尊

3

基隆小礮臺

基隆口

八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一尊

◎

六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二尊

◎

莊蓉江

4

仙洞礮臺

基隆口

陳海珊兼

四吋半英國瓦瓦司後膛礮一尊

5

獅球嶺砲臺

基隆口

姚喜明

五吋徑英國前膛礮一尊

6

紗帽嶺砲臺

基隆口

姚喜明兼

四吋半英國瓦瓦司後膛礮一尊

54

劉銘傳，〈修造 礮臺並槍礮廠急需外購機器物料片〉
（光緒十四年七月八日硃批）
，《劉壯肅公
奏議》，頁 267-268。
55
薩承鈺，《南北洋 礮臺圖說》，
2008 年[1889 年]，頁 321-323。
56
劉銘傳，〈買 礮到防立案片〉
（光緒十五年五月）
，《劉壯肅公奏議》，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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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滬尾砲臺

滬尾口

十二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一尊

◎

十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一尊

◎

李德林
十二公分徑德國博洪後膛礮二尊或二十
一公分徑德國克魯伯後膛砲二尊

8

關渡砲臺

9

蘇澳砲臺

滬尾口

林發

六吋徑英國前膛砲二尊
二十一公分徑德國克魯伯後膛礮二尊

沈□□
六吋徑英國瓦瓦司礮二尊

10

11

12

13

14

15

安平砲臺

安平口

旗後砲臺

西嶼西臺

西嶼東臺

大城北砲臺

金龜頭砲臺

沈□□

萬□□

澎湖口

澎湖口

澎湖口

澎湖口

十二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一尊

◎

十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二尊

◎

八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二尊

◎

十二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一尊

◎

十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一尊

◎

八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二尊

◎

十二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一尊

◎

十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一尊

◎

六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一尊

◎

十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一尊

◎

八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一尊

◎

七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一尊

◎

八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一尊

◎

七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一尊

◎

六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一尊

◎

十二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一尊

◎

十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一尊

◎

七吋英國阿姆斯脫郎後膛礮一尊

◎

說明：文中粗體字為新式砲臺
資料來源：曹永和總纂，吳密察編纂，
《日據前期臺灣北部施政紀實》軍事篇（臺北：臺北市文
獻委員會，1985）
，頁 554-557［內容引自日本東洋文庫藏抄本《臺島劫灰》］
；楊仁
江，《臺灣地區現存古 礮之調查研究》
，頁113-114。

各處砲臺的駐軍狀況，可從胡傳在光緒 18 年（1892）擔任全臺營務處總巡
時，巡視臺灣各地軍備情形之記錄得知，安平的三鯤身砲臺由安平砲隊駐紮；旗
後三座砲臺，由副將銜儘先補用游擊萬國標管帶鎮海前軍右營，其中以四哨駐大
67

坪頂砲臺，以一哨分駐二座舊砲臺。基隆與滬尾分別由銘字中軍副、左、右三營
及定海前、中二砲隊分別駐守；澎湖的金龜頭砲臺是由宏字營及果毅軍練營駐守，
大城北砲臺是由宏字前營後哨駐守，西嶼西臺為宏字副營的前、左哨駐守，而西
嶼東臺則由宏字副營的右哨駐紮。 57
胡傳在巡視過程中亦記載了防務部份需要改進之處，例如他認為「砲臺員弁
宜教以測算」，因為他視察了安平、旗後砲臺後，發現駐軍並沒有能夠測量海面
遠近、砲線高下的專業人員，駐軍平時的操練僅憑靠著眼力凝視，而非使用算術，
這是胡傳認為中國砲隊遠遜於西方國家的原因。 58 另外胡傳也觀察到各地砲臺
的砲架設計上有缺失，即砲架上砲勇站立處的後方，並無建矮牆，以保護砲勇。59

二、〈澎湖全圖〉上的砲臺型置
澎湖改設總兵以後，劉銘傳派其親信吳宏洛任澎湖鎮總兵，因為吳宏洛在廣
東等海口辦理海防事宜，而且熟悉外國火器，因此劉銘傳認為吳宏洛為駐防澎湖
的最適切的人選。 60
四大砲臺即是光緒 13 年正月（1887.1-2）由總兵吳宏洛奉劉銘傳之命建造，
澎湖的砲臺較臺灣晚修築的原因是臺灣建省後，澎湖歷經了一段汛防改章的過渡
期所致。61 吳宏洛拆除了清法戰爭前劉璈指示建造的西嶼東、西臺，加以改建；
另外新造金龜頭、大城北兩座砲臺。62 並仿楚軍章程招募淮北勇丁 1,800 名，組
成宏字軍四營，駐媽宮澎湖澳，負責建造砲臺事宜，63 光緒 15 年正月（1889.2）
砲臺竣工。 64
(一)砲臺外觀型置
四大砲臺分布在媽宮本島及西嶼，西嶼西臺及西嶼東臺建在西嶼，金龜頭砲
臺建在媽宮城西南邊的龜頭山上，大城北砲臺建在媽宮島上正中央的大城北山上，
大城山標高 52 公尺，為媽宮島上的制高點。四大砲臺皆坐北朝南，砲位對準南

57

胡傳，
《臺灣日記與稟啟》
，頁 14、47、49、54。
胡傳，
《臺灣日記與稟啟》
，頁 43-44。
59
胡傳，
《臺灣日記與稟啟》
，52、55。
60
劉銘傳，〈遵籌澎防請飭部撥款摺〉
，《劉壯肅公奏議》
，頁 244。
61
有關汛防改章請見劉銘傳上奏〈臺灣水師員缺並武職補署章程摺〉、
〈移設陸路副將酌撥營伍
摺〉
，《劉壯肅公奏議》
，頁 287-290。
62
林豪，
《澎湖廳志》，頁 226。
63
楊仁江，《澎湖縣清末四大古砲歷史研究》
，頁 4-3~4-5。
64
林豪，
《淡水廳志》，頁 226。
68
58

方海面。
根據 1895 年 7 月 28 日澎湖廳長上呈給總督兒玉源太郎的〈現存砲臺範圍報
告〉可得知日軍在接收澎湖各砲臺的基地坪數：拱北砲臺（大城北砲臺）面積
8,440 坪；西嶼東臺及火藥庫面積 8,344 坪；天南砲臺（金龜頭砲臺）面積 10,300
坪；西嶼西臺面積 22,214 坪。 65 從面積來看是西嶼西臺的面積最大，而大城北
砲臺的面積最小。
根據《南北洋礮臺圖說》的記載，四座砲臺皆有兩道護城牆，而面積最大的
西嶼西臺護牆的周長也是最長的。西嶼西臺的外護墻，周圍長 188 丈 7 尺(519
公尺)，高 1 丈 1 尺(3.03 公尺)，厚 5 丈(13.75 公尺)；內護墻，周圍長 126 丈 3
尺(347.33 公尺)，高 1 丈 4 尺(3.85 公尺)，厚 3 丈 5 尺(9.63 公尺)。砲臺城門兩道，
均高 3 丈 7 尺 2 寸(10.23 公尺)，寬 1 丈 4 尺(3.85 公尺)。
西嶼東臺外護墻周圍長 173 丈 7 尺(478 公尺)，內護墻周圍長 102 丈 8 尺(283
公尺)，均高 1 丈 4 尺(3.85 公尺)，底厚 5 丈(13.75 公尺)，頂厚 3 丈 7 尺(10.18
公尺)。兩座城門高 3 丈 7 尺 2 寸(10.23 公尺)，寬 1 丈 3 尺 7 寸(3.77 公尺)。
金龜頭砲臺的外護墻周圍 165 丈 6 尺(455.4 公尺)，高 1 丈 1 尺(3.03 公尺)，
底寬 5 丈(13.75 公尺)，頂寬 3 丈(8.25 公尺)；內護墻周圍長 110 丈(302.5 公尺)，
高 1 丈 4 尺(3.85 公尺)，東西北三面，底寬 5 丈(13.75 公尺)，頂寬 4 丈(11 公尺)。
兩座城門均高 3 丈 7 尺 2 寸(10.23 公尺)，深 2 丈 2 尺(6.05 公尺)，寬 1 丈 3 尺 7
寸(3.77 公尺)，牆厚 3 尺 7 寸(1.02 公尺)。
大城北砲臺外護墻周圍長 171 丈(470.25 公尺)，底寬 6 丈 2 尺(17.05 公尺)，
頂寬 3 丈 7 尺(10.18 公尺)。東西兩向，各高 2 丈 2 尺(6.05 公尺)；南北兩向，各
高 1 丈 7 尺(4.68 公尺)。內護墻周圍長 101 丈 1 尺(278.03 公尺)，底寬 5 丈(13.75
公尺)，頂寬 4 丈(11 公尺)，東北向高 2 丈 5 尺(6.88 公尺)，南向高 1 丈 3 尺 7 寸
(3.77 公尺)，西北向高 2 丈(5.5 公尺)。營門兩座均高 3 丈 7 尺(10.18 公尺)，深 2
丈 2 尺 5 寸(6.19 公尺)，寬 1 丈 3 尺 7 寸(3.77 公尺)。 66
(二)砲臺之硬體建設
硬體設備包括彈藥庫、兵房、官廳等，每座砲臺的皆有相同與相異的設備。
根據表 3-2 藏兵洞、小藥庫、彈藥總庫、官廳、大兵房為四大砲臺皆有的設備，
但只有西嶼西臺配置廚房，西嶼東臺設有瓦房，可能兩座砲臺距離相近，而相互
65

〈關於澎湖廳下天南砲臺等三個所敷地〉
，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轉引自楊仁江，
《澎湖縣清
末四大古砲歷史研究》
，頁 5-35。
66
《南北洋礮臺圖說》
；單位換算參考楊仁江，
《澎湖縣清末四大砲臺歷史研究》
，5-9、5-18、5-23、
5-32~5-33
69

支援，但另兩座砲臺內部卻無陳設廚房。西嶼西臺的硬體建設是四大砲臺最多的，
原因可能跟其面積最大有關連。

表 3-2

四大砲臺硬體設備表
西嶼西臺

西嶼東臺

金龜頭砲臺

大城北砲臺

小藥庫

4所

4所

4所

4所

大藥庫

－

－

1(在砲臺外)

－

藥彈總庫

1所

1間

1間

1間

小兵房

4

－

－

－

大兵房

2所

1所

1所

1所

兵房

－

－

1

－

藏兵洞

4所

4所

4所

4所

官廳

3間

3間

3間

3間

官房

4間

－

－

－

辦公房

4間

－

－

－

廚房

5間

－

－

－

瓦房

－

4間

－

－

洗把池

－

－

3口

3口

蓄水池

－

－

1口

－

礮器具房

－

－

－

1所

方池

－

－

－

1口

資料來源：
《南北洋 礮臺圖說》
；楊仁江，
《澎湖縣清末四大古砲臺歷史研究》
，5-41~5-42。

(三)大砲配置
《南北洋礮臺圖說》中除記載各砲臺外觀型置、硬體設備外，亦記載大砲的
砲盤周長大小及尺寸。 67
西嶼西臺：第一砲位，周長 10 丈 7 尺，安設 12 吋口徑阿姆斯脫郎後膛砲；
第二座及第三座砲位周長均 9 丈 8 尺(26.95 公尺)，安設 10 吋口徑阿姆斯脫郎後
膛砲；第四座砲位周長 7 丈 2 尺，安設 6 吋口徑阿姆斯脫郎後膛砲；均高 3 尺 8
寸(1.05m)。

67

《南北洋礮臺圖說》
；楊仁江，
《澎湖縣清末四大古砲臺歷史研究》，頁 5-5、5-20、5-31。
70

西嶼東臺：第一座砲位周長 9 丈 8 尺(26.95 公尺)，安設 10 吋口徑阿姆斯脫
郎後膛砲；第二座砲位周長 8 丈 2 尺(22.55 公尺)，安設 8 吋口徑阿姆斯脫郎後
膛砲；第三座砲位周長 7 丈 8 尺(21.45 公尺)，安設 7 吋口徑阿姆斯脫郎後膛砲；
均高 3 尺 8 寸(1.05 公尺)。
金龜頭砲臺：第一座砲位周長 10 丈 6 尺(31.9 公尺)，安設 12 吋口徑阿姆斯
脫郎後膛砲；第二座砲位周長 9 丈 8 尺(26.95 公尺)，安設 10 吋口徑阿姆斯脫郎
後膛砲；第三座砲位周長 7 丈 8 尺(21.45 公尺)，安設 7 吋口徑阿姆斯脫郎後膛
砲；均高 3 尺 8 寸(1.05 公尺)。
大城北砲臺：第一座砲位周長 8 丈 2 尺(22.55 公尺)，安設 8 吋口徑阿姆斯
脫郎後膛砲；第二座砲位周長 7 丈 8 尺(21.45 公尺)，安設 7 吋口徑阿姆斯脫郎
後膛砲；第三座砲位周長 7 丈 4 尺(20.35 公尺)，安設 6 吋口徑阿姆斯脫郎後膛
砲；均高 3 尺 8 寸(1.05 公尺)。
比較四座砲臺的大砲的尺寸，可以看出大砲越大，砲盤也越大。

圖 3-2

基隆役政公園所存的阿姆斯脫朗八吋砲

資料來源：楊仁江，《澎湖縣清末四大古砲臺歷史研究》
，頁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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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臺所用的砲架屬於支臺砲架及裝框砲架的綜合體。68

根據現存的舊照片

顯示，無論旗後、基隆或澎湖的砲臺都以筒形磨心為基礎，將支臺及轅架立於其
上，做為迴轉中心。當支臺過高時，為方便砲兵操砲，在砲尾設有階梯及鐵板操
作平臺；為方便砲彈的升降與裝填，在鐵板操作平臺旁設有彎鉤形的吊砲桿。為
方便火砲運轉，支臺下設有輪及齒輪可以分別在平滑的鐵軌和有凸齒的齒軌上循
著圓心及圓弧運轉。 69

圖 3-3（左）

西嶼東砲臺的全圓磨心式砲盤

圖 3-4（右）

基隆役政公園所存阿姆斯脫郎八吋砲砲架下的滑軌與齒軌

資料來源：楊仁江，《澎湖縣清末四大古砲臺歷史研究》，頁 4-34；5-13。

四大砲臺都是安設英國的阿姆斯脫朗後膛砲，優點是維修容易、補給不慮短
缺；這批後膛砲屬於防守海岸要塞或砲臺所用的岸砲（Coast Defence Gun），主
要是用來射擊來犯的兵船。為了增大威力，砲管採用在內管外加裝套管的雙層或
多層的層層砲身，另外在單層砲管外緊纏鋼絲數層，再裝上套筒固定的纏絲砲身。
這批大砲的口徑從 5 吋到 12 吋不等，砲長都是口徑 28 倍（28 calibres），但 10
吋砲的砲長是 34.2 倍。射程從 8,000 碼（7,300m）至 10,000 碼（9,100m）不等。70
四座砲臺的防禦範圍互有重疊，構成了交叉火網，增強火砲的威力。由圖 3-5 與
圖 3-6 比較清法戰爭前後的大砲射程，可以發現清法戰爭後，整馬公內港的海域
皆籠罩在大砲射程內，大砲射呈明顯比戰爭前的廣範得多。
68

69
70

支臺砲架：砲身固定在支臺上，能 360 度自由迴轉的砲架，多用於要塞砲或水師砲，常見的
支臺多為圓錐形，也有筒形的。裝匡砲架：砲身置於轅架，當射擊時砲身與轅架同時滑走於
臺架上的砲架，簡稱滑砲架。參見楊仁江，《澎湖縣清末四大古砲臺歷史研究》
，頁 4-33。
楊仁江，《澎湖縣清末四大古砲歷史研究》
，頁 4-33。
楊仁江，《澎湖縣清末四大古砲臺歷史研究》
，頁 4-2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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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清法戰爭澎湖海岸防禦火網及法軍登陸圖（局部）

資料來源：楊仁江，《澎湖縣清末四大古砲臺歷史研究》，頁 4-21。

圖 3-6

清末澎湖四大砲台海岸防禦火網及日軍登陸位置圖（局部）

資料來源：楊仁江，《澎湖縣清末四大古砲臺歷史研究》，頁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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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砲臺駐軍
光緒 18 年 7 月（1892.8）胡傳巡視澎湖時，記錄了該地的駐防狀況：
記名提督署澎湖鎮總兵統領宏字各營王鎮芝生自統宏字營及果毅軍練
營，駐澎湖城內及金龜頭砲臺，為守城之兵；宏字左營及前營親兵前、
左、右哨駐澎湖東門之外紅木埕，為守海岸及策應陸路之兵；宏字前營
後哨駐城東十五理之大埕北砲臺，則防敵以小舟載兵登岸襲我路之處
也。……宏字副營於嶼之外灣築砲臺，曰西砲臺，駐親兵及前哨、左哨。
於嶼內灣之北築砲臺，曰東砲臺，駐右哨；並分後哨駐內灣，則又守海
口之兵也。 71
當時駐守金龜頭砲臺的是宏字營及果毅練軍，大城北砲臺由宏字前營駐守，西嶼
東、西臺則由宏字副營駐守。
另外根據《臺島劫灰》可知 1895 年 3 月日軍攻打澎湖之前四大砲臺之駐防
情況：金龜頭砲臺（天南砲臺）是由宏字正營之一哨進駐；大城北砲臺（拱北砲
臺）由宏字正營之一哨駐防；西嶼東臺由宏字正營之一哨駐防；西嶼西臺則由宏
字正營之一哨、宏字前營之一哨所駐防。除了砲臺駐軍外，澎湖各地的駐軍情況
（見表 3-3）
，除了原本駐在澎湖的果毅軍練營、宏字正營、宏字前營以外，其他
都是從各地調來增防的，由臺南招募的是宏字副營、宏字左營；廣東新募的是宏
字右營、防軍砲隊營；定海衛隊營、定海右營是從臺灣四營中簡拔組成；水雷營
三哨由福州撥調；臺灣新募的防軍左營、防軍右營；還有自湖南新募的防軍前營、
防軍後營以及澎湖當地募的保護糧臺親兵，數量約 5,000 人以上。72 清法戰爭時
期澎湖守軍約 3,500 人左右，駐軍人數的增長，可見澎湖的戰略地位在清法戰爭
後更為重要。

71
72

胡傳，
《臺灣日記與稟啟》
，頁 54。
曹永和編纂，
《日據前期臺灣北部施政紀實‧軍事篇》
（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5）
，頁
526。
74

表 3-3

1895 年 3 月日軍攻澎時清軍守備一覽表

指揮官

駐屯地

部隊名稱

合計

宏字正營（缺三哨）
澎湖

馬公城內

宏字左營
果毅練軍

馬公北端兵營

防軍左營

東衛社

宏字右營（缺三哨）

五營（缺一哨），

大城北社

宏字右營之一哨

約 15,200 人。

隘門社

宏字右營之二哨

天南砲臺

宏字正營之一哨

東角砲臺

果毅練營之一哨

拱北砲臺

宏字正營之一哨

本島
總兵周振邦

（圓頂半島除外）

內按社東南兵
宏字前營（缺二哨）
營
外按社

宏字副營

葺馬灣

三營一哨，約
防軍右營

漁翁島
小池角

10,400 人。

西嶼東砲臺

宏字前營之一哨
宏字正營之一哨

西嶼西砲臺
宏字前營之一哨
雙頭新社
定海右營
烏崁社
知府朱上泮

鎖管港
定海衛隊營
鐵線尾

五營，約 16,000

澎湖本島圓頂半島
人。

豬母水
防軍後營
雞舞塢
井仔按

防軍前營

蒔裡社

防軍砲隊營

馬公城內有水雷營三哨、保護糧臺親兵一百人、蒔裡社有水雷營一哨，均歸周振邦
註
指揮。
資料來源：曹永和編纂，
《日據前期臺灣北部施政紀實‧軍事篇》
（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5），
頁 527-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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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四座砲臺的坐向皆坐北朝南，目標是在防守南面的海域。西嶼西臺、
西嶼東臺分別建在鼻頭山的東、西兩邊，地勢居高臨下。而金龜頭砲臺位於媽宮
港北側的金龜頭山嘴，雖然地勢不高，但形勢險要，為防守媽宮港的最後一道防
線。另外大城北砲臺建在島中央標高 52 公尺的拱北山上，形成最佳的制高點，
監視著南面海域。 73 佔地部份則以西嶼西臺最大，金龜頭砲臺其次，大城北砲
臺跟西嶼東臺佔地面積差不多，但西嶼東臺及西嶼西臺可視為一體，所以大城北
砲臺的佔地面積最小，這點可能與拱北山下臨近地區仍有聚落所致。
砲臺配置部份，四座砲臺的共同點在於砲臺外圍皆有兩道護牆，護牆中央各
設高、寬相同的臺門或營門，裡外各一道。在護牆最南端設置砲位，而安設的大
砲皆為英國製阿姆斯脫朗後膛砲，除了金龜頭砲臺第一砲位因為射程遼闊採用全
圓磨心式的砲盤，以外大砲皆採半圓磨心式的砲位。 74 砲位部份，所有的砲位
高度皆是 3 尺 8 寸（1.22 公尺）。
硬體設備部份，四座砲臺皆建有小藥庫四所、藏兵洞四所、藥彈總庫一所、
官廳三間。大兵房部份，西嶼東臺、金龜頭砲台、大城北砲臺建有一所，而西嶼
西臺則有兩所。另外西嶼西臺建有官房、辦公室及廚房各四間。西嶼東臺則有瓦
房四間。
此期砲臺有幾個特色：（1）平面上多擁有一至兩重的土垣及濠溝，以保護
砲臺本體；（2）砲臺本體呈方形，以甬道聯結砲座、指揮據點、兵房、彈藥庫
等各設施，避免駐軍曝露於敵砲火力之下；（3）在垂直面呈現高低兩個層次，
內土垣及兵房甬道的屋頂約同高，砲座則位於內垣的外側。劉銘傳主導的砲臺設
計觀念比以往進步很多。 75
另外，清法戰爭後修築的砲臺修正了鄭氏以來直至清中葉澎湖砲臺的建築形
式，早期砲臺多沿海岸構築，多依附於城牆上，規模小、火砲威力亦小，而船艦
吃水淺，登陸地點多，因此砲臺遍及各海岸據點；但隨著火砲威力增強，砲臺逐
漸脫離城牆，獨自出現在海岸據點上；因為火砲射程變大、準確度提高，因而砲
臺數量減少；船艦吃水深，僅能停靠少數吃水深之港口，因此砲臺便集中在少數
幾個深水大港中；最後，清末大砲臺因射程較遠而形成共構火網，以求集中火力
攻擊敵船。在空間型置上，砲臺的所在處升高，並遠離海岸、隱密性、防禦性增
強；守軍安全性加強，設施集中搭配；砲臺空間加大， 76

73
74
75
76

楊仁江，《澎湖縣清末四大古砲臺歷史研究》
，頁 5-34。
楊仁江，《澎湖縣清末四大古砲臺歷史研究》
，頁 5-37。
林會承，〈澎湖的砲臺〉
，頁 26。
林會承，〈澎湖的砲臺〉
，頁 26-28。
76

清末砲臺被發展成為

一個專業化的軍事基地，內部有完整個設施及空間。這些清末砲臺便具體而徵地
呈現在〈澎湖全圖〉上。

第三節

《澎湖廳志》中的〈澎湖全圖〉

《澎湖廳志》的纂修源起於光緒 4 年（1878）澎湖通判蔡麟祥提倡修志，林
豪主持廳志修纂工作，最後成志稿但未刊行，直至光緒 18 年（1892）臺灣省又
倡議修纂臺灣通志，下令各廳縣採訪編輯采訪冊、方志等，原林豪修纂的《澎湖
廳志稿》再度進行增補，《澎湖廳志》於光緒 20 年（1894）刊行。《澎湖廳志》
中的〈澎湖全圖〉是以傳統山水畫的形式繪製而成，過去被研究者垢病不夠準確
細緻，但細看可發現〈澎湖全圖〉上將 4 大砲臺的位置誇大地呈現在地圖上，〈澎
湖全圖〉巧妙地反應清末新政的成果。

一、《澎湖廳志》的纂修背景
康熙 23 年（1684）清廷領有臺灣之初，澎湖島隸屬於臺灣縣管轄，到雍正
5 年（1727）才獨立設廳；而以「澎湖」為主體的志書纂修頻繁最早的志書則為
乾隆年間，周于仁、胡格編纂的《澎湖志略》
（乾隆 5 年，1740）
，另外是胡建偉
修纂的《澎湖紀略》（乾隆 34 年，1769），以上兩部志書皆有一幅澎湖全圖。道
光 12 年（1832）又有蔣鏞的《澎湖續編》補足《澎湖紀略》之不足，但是該志
沒有附圖，直到光緒 20 年（1894）
《澎湖廳志》刊行，清代澎湖才有最完整的志
書。 77
《澎湖廳志》的纂修始於光緒 4 年（1878）
，蔡麟祥 78 接任澎湖通判，與當
地士紳蔡玉成議修廳志，聘林豪主持修志工作， 79 成稿 16 卷，但未刊行，隔年

77

除了文中提到的《澎湖志略》
、《澎湖紀略》
、《澎湖續編》以外，各時期修纂的《臺灣府志》、
《臺
灣縣志》皆有記載澎湖島之情事。
78
蔡麟祥，字瑞堂，廣東澄海人，監生，署理澎湖通判，任期光緒 4 年 3 月至同年 11 月 27 日
（1878.4
～1878.12.20），後任恆春知縣。
79
林豪，字嘉卓，一字卓人，號次逋，福建金門人，道光 11 年～民國 7 年（1831～1918）
。幼
年
求學於廈門文公書院，咸豐九年中舉。同治元年（1862）渡海來臺，居臺北艋舺，同治 6 年（1868）
應聘纂修《淡水廳志》
，隔年應邀主講文石書院，兩年後返金門專心著述。光緒 4 年（1878）
重主文石書院講席，並纂修《澎湖廳志稿》
，共 16 卷。光緒 8 年（1882）再返金門，至光緒
77

林豪將未刊稿存置於臺南東海書院。光緒 18 年（1892）臺灣省設局修通志，布
政使唐景崧囑澎湖海防通判潘文鳳訪林豪澎湖廳志舊稿於臺南海東書院，合蔡玉
成所藏之副本，再度聘請林豪為文石書院講席，以董理舊稿，蔡玉成、黃濟時等
人協修，於光緒 18 年（1892）年底告竣，共 16 卷。隨後澎湖廳志文稿上呈臺灣
通志局，監修唐景崧命總監薛紹元 80 加以刪補，訂為 14 卷，光緒 20 年（1894）
孟夏刊行。 81
《澎湖廳志》從初修到定稿時間長達 16 年，而光緒 10 年（1884）清廷與法
國因越南問題爆發戰爭，法軍除了騷擾中國東南沿海一帶以外，並攻打基隆，法
軍更於光緒 11 年（1885）占領澎湖島，戰爭結束後臺灣建省，澎湖的海防地位
提昇，亦為軍事佈防的重點之一。因此《澎湖廳志》在光緒 18 年（1892）增修
時也將此期間在澎湖發生的大事補入廳志中，除了在〈卷十一‧舊事‧紀兵〉增
補清法戰爭的過程以外，全書各篇也有澎湖在戰後建城、築砲加強軍事的記載。
另外從林豪定訂的 28 條凡例中，了解光緒 18 年（1892）清法戰爭後澎湖的變化：
卷首例應繪圖，澎本無城，故《紀略續編》並未繪圖。自經法猶亂後，
奉文升協為鎮，創建城垣、鎮署於媽宮澳，移文澳通判署於城內，海口
砲圍修造一新，則繪圖洵不可少。茲皆查案續載，其無卷可查者，亦採
訪其梗概，分類補入。 82
上引文為凡例第 4 條，文中說明了澎湖在光緒 11 年（1885）清法戰爭過後無論
組織、建設、軍事佈防上皆有革新，因此必需繪製新圖，因此〈澎湖全圖〉正好
反應了清法戰爭後，澎湖島上軍事革新的成果。

二、〈澎湖全圖〉解析
《澎湖紀略》及《澎湖志略》等早期纂修的澎湖志書，僅只澎湖全區疆域圖
一幅，但林豪所編纂的《澎湖廳志》如同其修纂初稿的《淡水廳志》，兩部方志
的附圖皆相當多元， 《澎湖廳志》除了〈澎湖全圖〉外，另繪製城池圖、廟宇
及官署圖，可以看出方志附圖開始出現主題圖。 83 以下就〈澎湖全圖〉之前，

80
81
82
83

18 年（1892）再主文石書院，續成《澎湖廳志》
。
薛紹元，江蘇舉人，光緒 18 年來臺纂輯《臺灣通志》
。
張光前，〈點校說明〉
，《澎湖廳志》
（臺北：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2006）
，頁 13-14。
林豪纂修、薛紹元補訂，〈凡例〉，
《澎湖廳志》，頁 53。
《淡水廳志》的附圖有：淡廳全圖一幅、分圖四幅、沿山各隘圖二幅、沿海礁砂形勢圖二幅、
廳治圖一幅、廨署圖十三幅及八景圖八幅。
78

先簡略介紹其他附圖。
（一）《澎湖廳志》附圖
《澎湖廳志》的附圖共 7 幅，為〈澎湖全圖〉
、
〈澎湖城全圖〉
、
〈武聖廟圖〉、
〈程朱祠圖〉、〈鎮署全圖〉、〈廳署全圖〉，另一幅無圖名，但推測為廟宇的平面
圖等。
〈澎湖城全圖〉為城池圖（見圖 3-7）
，澎湖原本沒有城池，清法戰爭以後劉
銘傳與楊昌濬前往澎湖處理善後事宜，勘察後楊昌濬提出澎湖建城之意見，澎湖
當地士紳也屢次提出籌建城垣的提議。劉銘傳派澎湖鎮總兵吳宏洛實地勘察，決
定在媽宮澳築城，以便聯絡各處砲臺。 84 自光緒 12 年 12 月（1886.12）起，由
總兵吳宏洛主導興建，於光緒 15 年 10 月（1889.10）竣工。 85

圖 3-7

〈澎湖城全圖〉

資料來源：林豪，
《澎湖廳志》
（臺北：文建會、遠流出版社，2006）

84
85

劉銘傳，〈澎湖建城立案片〉（光緒十五年五月）
，《劉壯肅公奏議》，頁 293。
林豪，
《澎湖廳志》，頁 117。
79

〈澎湖城全圖〉繪有城牆、城門、城內各級官署及廟宇等，志書內文並有所
描述：
澎湖城垣在媽宮澳，周圍長為七百八十九丈二尺五寸（筆者按：合公制
2525.6 公尺），牆垛有五百七十個，牆身連垛計一丈八尺（筆者按：合
公制 15.76 公尺）
，根腳入地三尺五寸（筆者按：合公制 1.12 公尺）
，厚
二丈四尺（筆者按：合公制 7.68 公尺）
，設東、西、南、北、小西、小
南共六門。東南臨海，西接金龜頭砲臺，北面護城河一道。其東、西、
北、小西、小南五門，上蓋敵樓各一座；東、西、北三門內旁蓋更樓各
兩間，西門內南首更樓一間。又東城安設砲位一尊，城牆內蓋兵房四間。
光緒十三年十二月總兵吳宏洛領項建，十五年十月竣工。 86
這段文字首先點出澎湖城位於媽宮澳，東南面臨海，西邊連接金龜頭砲臺，接著
說明城牆外觀，包括周長、高度、地基深度、城牆厚度等，再來記載澎湖城共設
六道城門、五道城門上蓋有敵樓，〈澎湖城全圖〉如實繪出六道城門外，也標註
五座城門的名稱，以方位「北」為啟始順時鐘方向依序為：朝陽門（東門）、迎
薰門（南門）
、即敘門（小南門）
、承順門（小西門）
、大西門、拱辰門（北門）。
最後提到「東城安設砲位一尊」，據志書記載該砲位於大東門之東南方，安設五
寸後膛砲一尊， 87 但是〈澎湖城全圖〉並未繪出東城砲臺。
除〈澎湖城全圖〉外，其他附圖為建築物的平面圖/透視圖，建築物的附圖
可以分為廟宇及官署兩種。未標示圖名之附圖、〈武聖廟圖〉、〈程朱祠圖〉為廟
宇的建築圖；〈廳署全圖〉、〈鎮署全圖〉為官署圖。表一為各附圖的主題與內文
的對照，在方志內文中記載各項建築物的位置、竣工時間及其沿革，鎮署及廳署
建造的費用等。

表 3-4

《澎湖廳志》各附圖主題之內文

圖名

方志內文

武聖廟

原本在媽宮澳西偏，乾隆 31 年前廳胡建偉會營增修。後屢修葺，現已
圮廢，改建兵房。光緒元年，協鎮吳奇勳擇紅木埕寬敞之地，重新創

86
87

林豪，
《澎湖廳志》，頁 117。
林豪，
《澎湖廳志》，頁 227。
80

建，光緒間為法兵所毀。17 年 3 月，總兵吳宏洛捐廉五百金重修，添
蓋後殿，崇祀武聖三代，廟前開一半月池。 88
程朱祠

建於城內。光緒 11 年前廳程邦基建，紳士蔡玉成、黃濟時、徐癸山監
工。光緒 19 年冬，訓導蔡玉成、黃濟時、廩生薛元英、生員徐癸山等
籌捐經費，於祠左隙地創建文昌閣，祠右隙地建立講幄，增建耳房。
以書院距城稍遠，故於此地重建學舍，為師生講學課文之所。濟時以
勞績，委赴彰化學教諭，令其子諸生欽明會同監工，至 20 年 4 月完竣。89

鎮署

光緒 13 年冬，總兵吳宏洛議擇城內適中之地，就南澳館拆建總鎮衙
門，地不敷用，別購附近民房，拆卸以益之。民房每間大小不等，給
銀二十元或三十元，並給還舊料，別指曠地，令原主自蓋，費銀五千
餘金。由是鎮署地面寬敞，前為轅門鼓吹亭，入署為頭門、二門、大
堂，官廳為三堂，後樓兩傍俱有科房，東邊隙地為內劍道、演武廳。
計署內大、小房屋二百二間，於 13 年 12 月興工，至 14 年 11 月工竣。90

廳署

光緒 15 年，奉文移文澳廳署於媽宮城內，就裁缺副將舊署改為通判衙
門。代理通判龍景惇領項興修頭門、儀門、大堂、二堂，添修圍牆、
轅門，改造科房、廊房並照牆一道，共費番銀四百四十一元五角零，
在城工項下撥給。署內房屋略仍其舊，署旁添蓋化善所、監房五間，
計費番銀四百一十二元七角零，於徵還民借穀價項下動支。 91

（二）

〈澎湖全圖〉

〈澎湖全圖〉為中國方志習慣採用傳統之山水式畫法，陳正祥曾批評本圖的
精美程度不及夏獻綸監修的《臺灣輿圖》（光緒 5 年，1879）， 92 但陳正祥的批
評未免有失偏頗，陳氏站在現代的地圖學的角度觀看清代傳統的方志地圖，夏獻
綸的《臺灣輿圖》採用西方的經緯度三角測量技術， 93 因此版面的細緻程度較
〈澎湖全圖〉高。

88
89
90
91
92
93

林豪，
《澎湖廳志》，頁 120。
林豪，
《澎湖廳志》，頁 120。
林豪，
《澎湖廳志》，頁 209。
林豪，
《澎湖廳志》，頁 131-132。
陳正祥，〈澎湖廳志的地理學評價〉
，《臺灣文獻》7：1（1956.06）
，頁 3。
夏黎明，《清代臺灣地圖演變史》，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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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澎湖全圖〉

資料來源：林豪修纂，薛紹元訂補，《澎湖廳志》

〈澎湖全圖〉
（圖 3-8）的方位為上北、下南、左西、右東，圖上無固定比例
尺，夏黎明認為本圖比例控制不佳，澎湖群島整體的形狀應是南北向的羅列方式，
但圖上卻繪成東西稍寬於南北向；另外圖上對於三大島的形狀、多數島嶼礁石的
面積有相當程度的認識，但各島嶼之間的距離處理得並不好，使得本圖的比例控
制遜於夏獻綸的《臺灣輿圖》。 94 對照圖 3-9〈中華沿海之福爾摩沙海峽、先島
諸島及呂宋島部份海圖〉的澎湖群島，可發現雖然〈澎湖全圖〉在比例控制上的
確不如西方海圖，究其原因是繪者受限於必須配合刻版的圖幅，為了將澎湖所有
的島嶼都放進兩個刻版之中，不得不壓縮南北向的比例；雖然〈澎湖全圖〉的比
例不佳，但三大島的位置、形狀、灣澳的角度某種程度來說已繪製得相當精確。
另外，陳正祥與夏黎明皆提出〈澎湖全圖〉不如夏獻綸監修《臺灣輿圖》中
94

夏黎明，《臺灣文獻書目解題‧第二種‧地圖類（三）》
（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1987），頁 218。
82

〈臺灣府澎湖廳分圖〉（見圖 3-10）精確；
〈澎湖全圖〉與〈臺灣府澎湖廳分圖〉
兩圖相較之下〈澎湖全圖〉的內容簡略很多，
〈臺灣府澎湖廳分圖〉中載有聚落、
灣澳、官廳、島嶼、軍備設施外，還繪出沙汕位置，並有多處標註水勢深淺等。
〈臺灣府澎湖廳分圖〉在媽宮澳外、西嶼外洋皆標示著「深水」及「泊船」註記，
證明該處適合建置砲臺，以防西方大噸位船隻入侵；相較之下，〈澎湖全圖〉則
簡略很多標示，卻誇大砲臺、媽宮城的位置，因此筆者推測〈澎湖全圖〉的目的
是在強調清法戰爭以後修建媽宮城、新建砲臺的成果。以下將〈澎湖全圖〉分成
文字註記、圖示標記兩部份加以說明。

圖 3-9

〈中華沿海之福爾摩沙海峽、先島諸島及呂宋島部分海圖〉（澎湖部份）
（Direecion de

Hidrografia, Madrid Carta Esperica de la Costa y Mar de China, que Comprende Todo el Canal de
Formosa, Islas de Melaco-Sima y Parte de la Luzon）
1863,Madrid

石版，墨色

96.5×60cm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THM2003.015.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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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臺灣府澎湖廳分圖〉
（局部）

說明：本圖性質類似海圖，圖上標示著「深水」
、
「深水大洋」
、
「北風可泊船」
、
「此處泊船」
、
「此
處深水廈船到澎由此經過」等註記，沿岸也繪出礁砂分布。
資料來源：夏獻綸，《臺灣輿圖並說》
（臺北：成文出版社，1984）
，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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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澎湖全圖〉之文字註記
本圖的文字註記有 6 項，（1）山脈、（2）城池、（3）島嶼、（4）軍備、（5）

澳社、 95（6）方位；其中軍備一項又可細分 3 小項：汛防、砲臺及燈塔。
表 3-5

文字註記數量表

文字註記類別

數量

志書記載數量

圖上註記佔百分比

山脈

2

15

13%

城池

1

－

－

島嶼

42

56

75%

汛防

7

13

53%

砲臺

4

4

100%

燈塔

1

1

100%

澳社

74

82

90%

方位

4

－

－

總計

127

－

－

軍備

資料來源：林豪纂修、薛紹元訂補，《澎湖廳志》
。
說明：
1. 山脈：澎湖本島最高處大城山（拱北山）標高為 56 公尺，雖名為「山」，實際上較為隆起的
小丘。
2. 城池：
《澎湖廳志》中共提及六座城，除了光緒 15 年（1889）竣工的媽宮城以外皆是廢置的
小城，故本表數量只註「1」。
3. 「－」表未統計。

從表 3-5 來看可以看出地圖上地名註記的數量以澳社、島嶼、軍備（包括汛
防、砲臺及燈塔）分佔前三項，但對照方志內文記載的數量，發現比例上砲臺多
於澳社，澳社又多於島嶼。夏黎明曾指出島嶼、軍備汛防砲臺的繪註為本圖重點
所在；數量最多的村落，也可反映清末澎湖居民大致的分布狀況，此外則批評本
圖缺乏港口灣澳、海岸水道、衙署、市街、寺廟等地景，96 表 3-5 的統計與夏黎
明的論述相符，皆顯示本圖忠實呈現了島上絕大多數澳社、居民的分佈概況，而
衙署、市街、寺廟等地景則可藉由圖一〈澎湖城全圖〉補足。島嶼部份共有 14
處未繪出或標註地名，其中北山嶼、西嶼、挽門嶼及將軍嶼四處在圖上只繪出形
95
96

表示聚落
夏黎明，《臺灣文獻書目解題‧第二種‧地圖類（三）》
，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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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沒有註明島嶼名稱，這四處島嶼都有住民；剩下 10 處沒有畫在圖上的島嶼，
皆為無人島。
另外，汛防的旗杆符號及砲臺的符號標示在地圖上皆被放大呈現，強調這些
軍事佈防設施的位置及重要性，而清法戰後劉銘傳主導修建的四座新式砲臺，甚
也不合比例地放大在地圖上，說明了本圖的重點在於軍事，尤其是砲臺的佈防。

2.

圖示標記
本圖無明確圖例規範，只在圖版上以圖示標記，基本上文字註記與圖示互文

對照，與《澎湖記略》、《澎湖志略》等方志地圖不同。

1.

山脈：圖示以簡略的 U 線條表示

2.

城池：圖示為

。

，該座城池是光緒 13 年 12 月由澎湖總兵吳宏洛興

建，光緒 15 年 10 月竣工。 97 圖示以「城」為中心，外圍分三個同心圓，「城」
字外第一個同心圓上的六個圈
最外圍的

3.

表示東、西、南、北、小西、小南六個城門，

圖示則代表了城牆的牆垛。

島嶼：圖示為

，圖示中島嶼又分為有人島與無人島，有人

居住的島嶼如左邊的鳥嶼一樣，在島嶼圖示中繪有平房，表示該島有人居；而無
人島則如同藍笨嶼，只繪有島嶼輪廓。
4.

軍備：可細分汛防、砲臺及燈塔三項

（1）汛防：

為汛防圖示，
「汛」字表示汛防駐地，繪有旗杆座
及兵房

97

。

林豪，
《澎湖廳志》，頁 117。
86

（2）砲臺：

該圖示其實只有畫出砲架及大砲，底下的圓圈

表著可旋轉的砲架，而

（3）燈樓：

代

表示英製的阿姆斯壯後膛砲。

即現在的漁翁島燈塔，漁翁島燈塔最初於乾隆年間，由

臺灣府知府蔣元樞、澎湖通判謝維祺捐俸興建「於山巔建七級石塔，頂層四圍製
鑲玻璃，內點長明燈，每夜點亮，以利舟行」
，道光 4 年（1824）
，澎湖通判蔣鏞
籌款重修燈塔；光緒元年 5 月（1875.6）在原址旁邊改建為西式燈塔。 98

5.

澳社：圖示為

，以平房及文字註記表示該處為聚落。

本圖在接縫處有一排圖文被裁斷，參考方志內文可對照出幾處：

1.險礁嶼
2.北山汛
3.鎮海社
4.港尾社

5.文澳社
6.石泉社
圖 3-11〈澎湖全圖〉接縫處

98

林豪，
《澎湖廳志》，頁 2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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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繪製的砲臺與澳社的空間配置可以看出大城北砲臺的射程範圍裡，圖上
並無澳社的標示，顯示出聚落位於砲臺射程內對於居民的生命安全有所威脅，因
此砲臺射程內無聚落，而地圖的聚落分佈，也顯現了某種程度上的事實。另外，
本圖中的城池及四座砲臺不合比例的放大，圖示除了聚落外，亦簡化其他種類的
圖示，等於強調本圖為方志地圖內的軍事用圖。

三、澎湖專志之〈澎湖全圖〉比較
清代澎湖曾出現四部專志：《澎湖志略》（乾隆 5 年，1740）、《澎湖紀略》
（乾隆 34 年，1769）、《澎湖續編》（道光 12 年，1832）、《澎湖廳志》（光
緒 20 年，1894），除《澎湖續編》以外皆有附圖，另外清代各期編纂的《臺灣
府志》、《臺灣縣志》等亦有澎湖圖；但本節將焦點鎖定在《澎湖志略》、《澎
湖紀略》及《澎湖廳志》三幅〈澎湖全圖〉，透過比較、分析，以了解不同時期
澎湖地圖的特色，及各圖所呈現的時代背景。以下從最早的《澎湖志略》談起。

圖 3-12

周于仁、胡格，《澎湖志略》〈澎湖輿圖〉

資料來源：周于仁、胡格，《澎湖志略》（臺北：文建會、遠流，2005），頁 374-375。
88

《澎湖志略》是時任澎湖通判的周于仁於乾隆元年（1736）初纂，乾隆 5
年（1740）由通判胡格增補而成，志書中附有〈澎湖輿圖〉一幅，該圖為胡格增
補舊志時所添加的。 99 在胡格自己撰寫的〈圖說〉中扼要地說明繪製地圖的原
因：
澎當大海之中，凡島嶼、村落，隱隱水面，如浮萍一、二點，若有若無，
問渡者鮮有不望洋而驚嘆。其間左營轄其東南、右營控其西北，哨船分
巡，兵丁派駐，皆有一定名數。此《志略》所未載，予為一一詳註。然
不有圖，又何能瞭如指掌、而明若觀火乎？因命畫工摹圖於後。若夫本
處潮汐長涸，所關甚巨，不可不知，亦附一圖。踵事增新，端有俟乎來
者。 100
胡格先點出澎湖的軍備是由澎湖水師左營管東南、澎湖水師右營掌控西北，101兩
營分派哨船、官兵駐守；在地圖上，在大島上方有一條貫穿地圖右上自左下的線
條，在線條右方標示「左營界」，左方標明「右營界」，這條線表示右營與左營
防禦範圍的界線。其次，「然不有圖，又何能瞭如指掌、而明若觀火乎」說明了
地圖的重要性。
該圖的方位是上北、下南、右東、左西。除了澎湖群島以外，在圖面的左上
角及右下角繪有廈門及臺灣。本圖的澎湖三大島嶼形狀、比例大小差距極大，圖
面正中央的大島被誇大，而澎湖群島南北分布的島嶼也被壓縮在兩個圖版之中。
乾隆 17 年（1752）王必昌的《重修臺灣縣志》中的〈澎湖圖〉即抄本圖，兩圖
上的文字註記、圖示等全部一樣。
該圖上註記了島嶼、聚落、官署、城池、廟宇、水井、軍備等地名，也繪有
聚落、軍備、城池、官署、防線、船、水井、橋樑等圖示。其中在圖上出現了四
處船隻的圖示，分別是西嶼頭外、媽宮口外海、風櫃尾與時裡汛之間、以及將軍
澳北方狗沙仔、金雞仔嶼旁，對照夏獻綸〈臺灣府澎湖廳分圖〉之圖說，西嶼頭
是北風可泊船處、媽宮口外海與將軍澳北方狗沙仔、金雞仔嶼旁是深水處，而風
櫃尾與時裡汛之間是可泊船處。

99

陳捷先，《清代臺灣方志研究》
（臺北：學生書局，1996），頁 119。
胡格，
〈圖說〉
，《澎湖志略》（臺北：文建會、遠流，2005）
，頁 373。
101
此期澎湖的營制可參閱胡格、周于仁，《澎湖志略》
，頁 390、397-398；林豪，《澎湖廳志》，
頁 219-221。
89
100

〈澎湖輿圖〉所呈現的訊息甚多，該圖的軍備註記、圖示須值得進一步探討。
該圖上繪有 12 處軍備汛塘， 102 對照志書〈烟墩砲臺〉一節記載的 12 處烟墩砲
臺位置，內文中除了「新城西邊港口」以外，其餘 11 處都繪在地圖上；另外，
地圖上的外垵汛是方志內文中未記載的塘汛。據同年劉良璧修纂的《重修臺灣府
志》〈兵制〉，當時澎湖的軍備駐防並不僅只有《澎湖志略》文字及地圖上所載
的 12 處，更有兵員駐防在媽宮汛、輪防媽宮澳、新城內海港口、撥防媽宮澳、
新城、東港等港口、八罩汛、挽門汛、水垵汛、將軍澳汛、嵵裡汛、雙頭跨汛、
風櫃尾汛、文良港汛、龜鼊港汛 ［圖上奎壁港］、西嶼頭內、外塹汛、竹篙灣汛、
緝馬汛、小門汛、大北山汛、瓦硐港汛、赤崁汛、通樑汛等汛。 103 由上可知胡
格在增修《澎湖志略》時，尤其著重海口 烟墩砲臺的軍備駐防，在地圖上也如實
呈現塘汛位置，該圖應著重軍事目的。
除了《澎湖志略》以外，其後編纂的《澎湖紀略》（乾隆 34 年，1769）也
附有一張澎湖全圖。《澎湖紀略》由澎湖通判胡建偉纂修，附有輿圖一幅（見圖
七），該圖的方位為上北、下南、左西、右東，無比例尺，各島的形狀皆變形，
西嶼尤甚之。又本圖的細緻程度不如《澎湖志略》及《澎湖廳志》的澎湖圖。圖
面左上方及右下方標示廈門與臺灣，比例上雖不合理，但卻呈現了澎湖位居臺、
廈之間的重要地位。
《澎湖紀略》的凡例其中一條提到了〈澎湖全圖〉繪製的原因：
澎洋島嶼向傳三十有六，昔人亦祇言其概耳。以今考之，實五十有五焉。
即《臺志》載澎湖全圖，方隅亦多淆舛，率皆耳食，未經身履目擊之故
也；余悉為更正。至於各嶼水陸程途，均未的確；茲一以廳署為主，由
近及遠，一一註明於各嶼之下，使披圖而閱者，勝概悉在目前，可以臥
遊而得之也。 104
凡例中述及《臺灣府志》 105 〈澎湖全圖〉的島嶼位置與各嶼水陸程多有所誤，
是因繪圖者並未親自考察所致，因此胡建偉在修纂《澎湖紀略》時親身勘察各嶼
位置，修正前人繪圖上的錯誤，並以廳署為中心，由近而遠繪出各島嶼，因此從
地圖便能立即得知澎湖各嶼間相對位置，有利於閱讀志書之可參照。

102

103
104
105

新城東邊港口、風櫃尾汛、 嵵裡汛、文良港汛、八罩挽門汛、水垵汛、將軍澳汛、西嶼頭內
塹［垵］汛、外垵汛、小門汛、北山大赤崁汛及吉貝嶼汛。
劉良璧，《重修臺灣府志》
（臺北：文建會、遠流出版社，2005）
，頁 483-485。
胡建偉，《澎湖紀略》
，頁 36。
疑為范咸、六十七(1747)或劉良璧(1742)所纂之《臺灣府志》。
90

2

圖 3-13

1

胡建偉，《澎湖紀略》〈澎湖全圖〉

說明：圖上 1 為小池角，2 為大池角。
資料來源：胡建偉，《澎湖紀略》（臺北：文建會、遠流，2004），頁 32-33。

，106 在全圖當

本圖正上方有疑似礁砂的圖示

中特別醒目，對照方志得知該處為「北礁」，記載「此礁非嶼也，乃半沉半浮、
隱躍水面，沙線屈曲，形如吉字，一目未了，最為險要。」 107 該圖將北邊地勢
最險要處誇大繪製在圖上為該圖特色之一。另外本圖目標在修正前人錯誤之處，
島嶼位置與現今澎湖縣行政區域圖比對大致正確，但在圖上標註的澳社是志書記
載的一半左右；又，澳社錯置的情形也不少，以西嶼為例，小池角社應在大池角
社下方，但圖上卻把小池角社繪在大池角社之東邊。
軍備汛防方面，該圖繪出八個汛防處： 嵵裏汛、風櫃尾汛、將軍澳汛、挽門
汛、內塹汛、外塹汛、小門汛及吉貝汛；然方志內如上述 8 處以外，尚有媽宮澳
106
107

圖示上「北礁」二字由筆者重製。
胡建偉，《澎湖紀略》
，頁 65。
91

新城東汛、文良港汛、水垵汛、媽宮澳新城西汛及北山汛 5 處未出現在地圖上。
地圖上出現 8 處汛防中除了吉貝汛只備有煙墩一座外，其餘 7 處汛防皆設有砲臺，
由此可見該圖亦重視沿岸海防砲臺的佈防。
《澎湖志略》、《澎湖紀略》、《澎湖廳志》三幅地圖的文字註記、圖示之
異同參看表 3-6；文字註記方面《澎湖志略》有 8 項、《澎湖紀略》有 7 項，《澎
湖廳志》只有 5 項；圖示方面《澎湖志略》有 8 項、《澎湖紀略》有 5 項，《澎
湖廳志》亦為 5 項；三圖共同有的文字註記是島嶼、聚落、軍備、城池 4 項，圖
示部份相同的是聚落、軍備汛防及城池 3 項。
聚落方面三圖皆用平房表示，另外三圖指涉的「城池」卻完全不相同，《澎
湖志略》及《澎湖紀略》志書內文中皆說澎湖沒有城垣，圖上標示的「紅毛城」
相傳是荷蘭人所築，今已廢棄，又「新城（西城）」不知築於何年，設兵駐守，108
可知新城（西城）之作用僅為防守功能的小城，此時澎湖文、武官署也分布在媽
宮澳及文澳兩處；《澎湖廳志》中的城於光緒 15 年完工，文、武官署也都移至
城內，屬於機能完善的城池 （見圖一城池圖）。
軍備汛防部份如前文所述《澎湖志略》、《澎湖紀略》地圖上的軍備汛防除
了軍隊駐防外，也包含砲臺、煙墩等設施；但《澎湖廳志》的軍備圖示則將汛防、
砲臺分別表示，因此一看《澎湖廳志》的全圖，便立刻可以分別只有軍隊駐防的
基地及砲臺之位置，而圖上的四大砲臺正是光緒 11 年（1885）清法戰爭結束後，
由劉銘傳主導興建的新式砲臺。
以「澎湖」志書《澎湖志略》、《澎湖紀略》及《澎湖廳志》中皆有附圖，
但《澎湖廳志》的附圖與前兩本差異最大。《澎湖志略》、《澎湖紀略》，只有
一幅〈澎湖全圖〉，繪有整個澎湖島的形勢，圖上標示有官署、廟宇、城堡（城
池）、聚落、島嶼、軍備等，而《澎湖廳志》的〈澎湖全圖〉圖示與文字註記項
目雖然較少，但這是因為該志另有城池、廟宇及官署的平面圖，將過去在單一地
圖呈現的景物，細分為多張主題圖呈現，使得〈澎湖全圖〉的畫面變簡潔，簡化
後的地圖上只剩幾個強調軍備的重點：包括表示要塞的「城池」、代表軍事佈防
的「砲臺」、「汛防」以及「聚落」。地圖上的城池及砲臺不合比例的被放大，
使讀圖者一眼便能掌握城池、砲臺的位置，突顯軍事圖的性質。本圖也是清法戰
爭後，臺灣唯一在方志上呈現軍事新式建設的地圖。

108

周于仁、胡格，《澎湖志略》，頁 379；胡建偉，《澎湖紀略》，頁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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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三幅澎湖全圖比較表

志書名

澎湖志略

澎湖紀略

澎湖廳志

圖名

澎湖輿圖

澎湖全圖

澎湖全圖

文字註記



島嶼



島嶼



島嶼



聚落



聚落



聚落（澳社）



軍備



軍備



軍備



城池



城池



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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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中繪有澎湖砲臺的地圖《澎湖廳志》的〈澎湖全圖〉絕非唯一，但〈澎
湖全圖〉則有其特殊的地位，〈澎湖全圖〉顯示了清末臺灣砲臺建設的成果。清
法戰爭後，劉銘傳在基隆、滬尾、安平、旗後、澎湖五地建了十座新式砲臺，十
座中澎湖便佔了四座，突顯了澎湖的海防地位，地圖上也呈現四座砲臺的位置，
砲臺的圖示也被誇大；以往方志地圖的砲臺是以「城堡」的圖案代之，如王禮纂
修的《臺灣縣志》〈澎湖圖〉一樣，但〈澎湖全圖〉的砲臺則繪上大砲圖案，表
示著新砲臺中安置著最西新式的阿姆斯脫郎後膛砲。
臺灣建省以後設通志局纂修臺灣通志，各縣廳也纂輯采訪冊及方志，以供通
志局使用，《澎湖廳志》地圖的重要性為：
第一，《澎湖廳志》〈澎湖全圖〉過去被批評地圖比例控制不佳、圖版細緻
程度遜於夏獻綸監修的《臺灣輿圖》〈臺灣府澎湖廳分圖〉，究其原因是繪圖者
為了配合方志刻版的版型而調整圖面，並放大該圖所要呈現的主題，由此可見不
能將方志地圖與單幅地圖放在相同條件下討論。
第二，《澎湖廳志》的附圖除了〈澎湖全圖〉以外，尚有從全圖析出的城池
圖、官署圖及廟宇圖等主題圖，使〈澎湖全圖〉可強調其軍事用途。
第三，〈澎湖全圖〉刻意放大砲臺，可見繪圖目的是為強調清末澎湖砲臺之
建設。光緒 11 年（1885）清法戰爭結束後，劉銘傳在基隆、滬尾、安平、旗後、
澎湖五個重要海口，共建十座新式砲臺，但清末修纂的方志中，《澎湖廳志》是
唯一將新式砲臺繪製在地圖上，成為時代顯影。
〈澎湖全圖〉上反映了澎湖砲臺減少之事實，又繪出阿姆斯脫郎大砲可旋轉
之特點，而砲臺位置又被放大比例尺呈現；因此〈澎湖全圖〉可說是反映清末澎
湖海防地位提高、軍事革新後成果的軍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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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從《恆春縣志》地圖看清丈屐痕

同治 13 年（1874）的牡丹社事件，是琅嶠設縣並更名為「恆春」的直接原
因，牡丹社事件結束後，清廷為了確立其統治瑯嶠的正當性，因此在光緒元年
（1875）將瑯嶠築城設官成立恆春縣，隸屬臺灣府； 1 其後光緒 11 年（1885）
清法戰爭結束後，臺灣建省，恆春縣改隸臺南府。臺灣建省後最大的困難即財政
問題，臺灣建省前財政一直依賴福建省的支援，建省後必須自行籌措財源，臺灣
首任巡撫劉銘傳藉著整理隱田增加稅收。劉銘傳推動的清賦事業中，各縣廳都有
繪製清丈圖冊，臺灣目前僅見臺東州的魚鱗圖冊、淡水縣、新竹縣、鳳山縣及恆
春縣的簡明總括圖冊。這幾套清丈圖冊中，恆春縣的清丈地圖在光緒 18 年（1892）
編纂恆春縣采訪冊乃至《恆春縣志》時，被擴大利用成方志地圖之底圖，因此《恆
春縣志》中的附圖是為一大特色。
本章先說明恆春設縣之背景，接著簡述臺灣的清丈工作及恆春縣的清丈圖冊，
最後分析《恆春縣志》的地圖與清丈圖冊的關連。

第一節

恆春設縣背景

同治 13 年（1874）日本以琉球人被牡丹社人（實際上是高士佛社人）殺害
為由，藉此機會出兵討伐牡丹社人。日本出兵一事，則引發了清、日兩國對於琅
嶠主權的歸屬論爭；而牡丹社事件的遠因則可追溯到同治 6 年（1867）的羅發號
事件，此時美國駐廈門領事的李仙得（李讓禮、李善得，C. W. Legendre）不僅
處理了羅發號事件，更可說是日後牡丹社事件的幕後推手。

一、羅發號事件與牡丹社事件之經過
同治 6 年 2 月 7 日（1867.3.12）一艘美國的三桅商船羅發號（羅妹號，the
Rover）， 2 從汕頭開往東北牛莊，行經瑯嶠紅頭嶼（今蘭嶼）海面時遇到風浪，
船在七星岩觸礁，3 船長亨德（J.W. Hunt）與其妻（Mercy G. Bearnom Munt）及
船員共 14 人，分乘兩隻杉板逃生，在龜仔角鼻山海邊登陸（今墾丁半島上社頂
1

2

3

光緒元年（1875）設立的恆春縣轄區範圍為現今屏東縣枋山鄉、車城鎮、恆春鎮、獅子鄉、牡
丹鄉及滿州鄉。
清官方奏摺紀錄成二桅半商船，參見〈為照會要求鎮壓侵臺美船之臺灣人民事〉
，收於臺灣史
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六十八冊（臺北：臺灣歷史博物館、文建會、
遠流，2008）
，頁 231。
郭嗣汾，〈李善德與羅發號事件〉，
《臺灣文獻》29：2（1978.6），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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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獅龜嶺）
， 不料上岸遭生番殺害，僅一名華人水手成功逃脫至瑯嶠，並轉送
至鳳山縣。英國駐打狗領事賈祿（Charles Carroll）獲報後，一面照會臺灣府臺
灣兵備道吳大廷，另一方面報請英國駐北京公使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轉
知美國駐北京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4 美國方面得知此事後，立即發
照會給清官員，要求派人清查是否還有生還者，及請官員嚴加查辦此事。5 臺灣
道吳大廷收到照會後，與前署鳳山知縣凌樹荃皆稱龜仔角地方為生番居處，無通
事，並非大清帝國的版圖。 6
同治 6 年 3 月 14 日（1867.4.18）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乘兵船到臺灣，照
會臺灣鎮道，請他們撥兵會勦；臺灣道吳大廷回覆「臺地生番，穴居猱處，不載
版圖，為聲教所不及，令該船遭風誤陷絕地，為思慮防範所不到，苟又盡力搜捕，
無不飛速檄行，無煩合眾國兵力相幫辦理。」李仙得收到吳大廷的回覆之後，按
照吳大廷的說法，李仙得認為龜仔角地方不屬於清帝國的版圖，因此可以自行出
兵勦番，於是率艦隊前往，欲報復番人。待 5 月 1 日（1967.6.19）亞細亞艦隊司
令柏爾少將率領兩艘船艦、官兵共 181 人登陸抵達瑯嶠時，7 清廷才開始有警覺，
擔心事情擴大，一面指派劉明燈前往勘查，另一方面指責美國出兵討伐前沒有照
會清國。 8 但劉明燈卻遲至 8 月 13 日（1867.9.7）才由臺灣府啟程，8 月 18 日
（1867.9.12）抵枋藔，探查枋藔以南的番界。 9
正當劉明燈在龜鼻山集結軍隊，準備攻打番人時，李仙得已帶著翻譯官必麒
麟（W.A. Pickering）、通事吳世忠及閩、粵頭人進入番地，會見十八番社 10 總
頭目卓杞篤， 11 雙方口頭約定：「嗣後船上設旗為憑，無論中外各國商船，如
遇遭風失事，由該番妥為救護，交由閩粵頭人轉送地方官配船內渡。倘若再被生
番殺害，閩粵頭人轉為幫挐兇番，解官從重究治。」 12 而必麒麟的紀錄是因為
4

愛德華‧豪士著、陳政三譯著，
《征臺紀事──牡丹社事件始末》
（臺北：臺灣書房，2008）
，頁
21-22。
5
〈為照會要求鎮壓侵臺美船之臺灣人民事〉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
《明清臺灣檔
案彙編》第六十八冊，頁 231。
6
〈為奏合眾國羅妹商船至臺灣鳳山縣遭風上岸被生番戕害一案事〉，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
員會編輯，《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六十八冊，頁 280-281。
7
郭嗣汾，〈李善德與羅發號事件〉，
《臺灣文獻》29：2，頁 5。
8
〈為奏辦理合眾國商船至鳳山洋面遭風上岸被傀儡山生番戕害一案事〉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
輯委員會編輯，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六十八冊，頁 363。
9
〈為奏綏撫臺地生番事〉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六十八
冊，頁 364-366。
10
十八社為：牡丹社、射麻裏社、高士佛社、文率社、加芝來社、八磯社、巴龜角社、射不力
社、獅頭社、老佛社、四林格社、龍鑾社、貓仔社、八瑤社、豬 朥束社、猴洞社、竹社及龜仔
角社。
11
郭嗣汾，〈李善德與羅發號事件〉，
《臺灣文獻》29：2，頁 6。
12
〈總署收美副使衛廉士照會〉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
六十八冊，頁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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瑯嶠的漢人不願意接受清廷統治，因此閩、粵族人聯手向卓杞篤施壓，要求其向
李仙得承諾會保全所有遭遇船難的水手性命，並交由漢人轉送駐打狗領事館。13
無論卓杞篤是出於自願或被威脅，同治 8 年 2 月（1869.3），李仙得再次進入番
地，與卓杞篤簽定正式的合約，約定如果有外國船隻遭風破壞，一定要妥善照護
船員，不得隨意殺人。 14 雖然此次事件在李仙得的折衝下順利落幕，但清廷官
員對於生番地區是否屬於清國版圖的態度反覆不定，加上李仙得無需透過清國，
而是直接與生番定訂合約，更讓李仙得認為瑯嶠不屬於清朝版圖。
同治 10 年 10 月 29 日（1871.12.11）兩艘琉球宮古島前往中山府納貢後準備
返航，途中遭到風浪，船桅被吹斷，兩艘船皆漂至臺灣。一艘於 11 月 12 日
（1871.12.23）漂至臺灣洋面，船上 44 名船員被民船救起，護送至鳳山縣衙再轉
送臺灣縣安頓。 15 另一艘船共有 66 名船員自八瑤灣（恆春半島東南端）登岸，
11 月 7 日（1871.12.11）誤入高士佛社，因語言不通有 54 名琉球人慘遭殺害，
剩餘 12 名琉球人被保力莊的楊友旺安置， 16 11 月 21 日（1872.1.1）官方將 12
人送往鳳山縣再轉送臺灣府安頓，最後再送回琉球國。 17
1872 年 2 月美國駐廈李仙得得知琉球人在臺灣番地被殺之慘事後，親自乘
船至番地會晤卓杞篤頭目，質問琉球人被殺一事。頭目回答他們所簽訂的條約中
僅有救白種人，而無保護琉球人。李仙得進而向美國及中國報告此事，建議追究
番人暴行，此舉卻不容於美國駐清公使鏤斐迪（Frederick F. Low.），決定辭去駐
廈門領事職務。1872 年 9 月回國途中經過橫濱，9 月 24、26 日兩度與日本外務
卿副島種臣見面， 18 兩人晤談過程中，李仙得對副島種臣說明臺灣的歷史、地
禮、物產、人種及原住民的風俗民情，副島種臣也對臺灣問題表現出積極領有的
態度；兩人在幾次會談中確立了日後在臺灣問題處理上日本對清廷外交方針的共
識，稱作「李仙得備忘錄」，大致內容如下： 19
13
14

15

16

17

18
19

必麒麟（W.A. Pickering）著、陳逸君譯，
《歷險福爾摩沙》
（臺北：原民文化，1999）
，頁 203-204。
同治八年二月李仙得再次進入番地除簽定合約以外，也勘查了番人的風俗民情；並趁此機會
繪製臺灣南部的地圖，還製作一份副本送給恭親王奕訢。詳見郭嗣汾，
〈李善德與羅發號事件〉，
《臺灣文獻》29：2，頁 7-12。
〈為奏琉球國夷人遭風到閩循例譯訊撫衅夷伴有備臺灣生番殺害現飭認真查辦事〉
，收於臺灣
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一冊，頁 328-329。
雖然文獻中記載琉球島人是遭牡丹社人殺害但實際上是高士佛社人，但因通事向清廷回報時
誤認為牡丹社，因此清廷與日本皆認為兇手是牡丹社人。詳細事件經過參見庄司萬太郎著、賀
嗣章譯，
〈牡丹社之役與李善得之活躍〉
，
《臺灣文獻》10：2（1959.6）
，頁 66；陳文添，
〈臺灣
總督府檔案所見牡丹社事件新史料──琉球人漂抵臺灣的經過〉
，
《臺灣文獻別冊》
32
（2000.3）
，
頁 21-33；林呈蓉，
《牡丹社事件的真相》
（臺北：博揚文化，2006）
，頁 14-21。
〈為奏琉球國夷人遭風到閩循例譯訊撫衅夷伴有備臺灣生番殺害現飭認真查辦事〉
，收於臺灣
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一冊，頁 328-329。
庄司萬太郎著、賀嗣章譯，〈牡丹社之役與李善得之活躍〉，
《臺灣文獻》10：2，頁 65。
下列五條備忘錄皆引自林呈蓉，《牡丹社事件的真相》
（臺北：博揚文化，2006）
，頁 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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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備忘錄，主要是針對對清交涉時的議論方法，即逼迫清廷必須正視問題。
日本首先向清廷強調由於清廷在番地事務上的怠慢，番地遲早會落入歐美強權手
中。為防範這種事情發生，在不得已情況之下，日本有必要出手保護這個區域的
安全。如果清廷不願意坐視情勢演變成如此結果，那麼清廷便得在原住民問題上
有所處置。
第二備忘錄，在超越外交領域的範疇，對清廷可能的回應做最壞的考量。對
於日本所提出領有臺灣的提案，在清廷嚴正拒絕的情況下，事先預設一套軍事作
戰計劃。
第三備忘錄，提出有關佔領番地的幾項具體策略，並詳述該區的地理、風土
人情。
第四備忘錄，從 19 世紀國際社會權力政治的觀點，為日本領有臺灣決策建
構理論基礎。即日本在東亞稱霸過程中，從戰略要地的角度觀察，朝鮮、臺灣與
澎湖的取得絕對有其必要性。因此，善用琉球民的遇難事件，並趁清廷內政混亂，
對日本的「佔領」勢必無法有效遏阻，是日本一舉將臺灣、澎湖據為己有的重要
時機。另一方面，英、俄之間的對立日益白熱化，彼此都不願意看到對方佔有臺
灣，因此最後終將會默認「中立」日本的佔領行為。
第五備忘錄，試行上述幾項策略後，日本的外務卿大臣再以欽差身份前往北
京，進行日清之間的交涉談判。
「李仙得備忘錄」正是日本在「牡丹社事件」時，對清廷談判時預作的沙盤
推演，而同治 12 年 6 月 13 日（1873.7.7）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與柳原前光、通
譯鄭永寧拜訪直隸總督李鴻章，副島種臣向李鴻章詢問有關臺灣生番殺害琉球人
一事，李鴻章認為該事件與日本無關，因為琉球臣屬中國，如果有問題琉球國王
可自行申訴，無須透過其他國家代詢。 20
但日本方面認為中國方面對於主權回答的不明確，因此日方認定瑯嶠不為清
國版圖，加上日本中州商人佐藤利八在卑南遭搶劫，使日本決定要處理臺灣番地
問題。明治 6 年 12 月（1873.12）派軍艦春日號巡洋探查臺灣番界情形，兼測量
近海；另一方面派陸軍少校樺山資紀偕同水野遵等人視察臺灣，探查臺灣南北各
地，準備征臺事宜。明治 7 年 2 月（1874.2）確立征臺之議，同時任命福島九成
為廈門領事、西鄉從道為陸軍中將，任臺灣蕃地事務都督、大隈重信為臺灣蕃地
事務局長官、任李仙得為臺灣蕃地事務官准二等官，參與謀議。 21
20

21

〈論日本與臺灣朝鮮秘魯交涉〉，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
第七十二冊，頁 83。
〈為奏日本國師船以往年生番戕害琉球難民為辭擬功臺灣番境經臣按條約覆令回兵等事〉
，收
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二冊，頁 308；庄司萬太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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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 13 年 2 月 27 日（明治七年四月十三日，1874.4.13）日本陸軍中將兼臺
灣蕃地事務都督西鄉從道發照會給閩浙總督李鶴年， 22 聲明日本臣屬的琉球國
人遭到生番殺害，又中州佐藤利八等人在卑南遭到強劫，日本軍方為了懲罰殺人
兇手，派遣西鄉從道率兵前往臺灣進行討伐。 23 又聲明如果生番被日本兵追趕
逃入臺灣府、縣境內，希望地方官協助追捕，將兇手交給日本軍隊。 24 閩浙總
督李鶴年收到西鄉照會之後，向西鄉從道申明「臺灣全地久隸我國版圖，雖其土
著有生、熟番之別，然同為食毛踐土，已二百餘年，猶之粵、楚、雲、貴邊界猺、
獞、苗、黎之屬，皆古所謂我中國荒服羈縻之地也。」強調全臺灣皆屬於清國版
圖，又說日本政府並未與總理衙門商允作何辦理，逕行命將統兵前往，既與萬國
公法違背，亦與同治 10 年（1871）所換和約內第一、三兩條不合。 25
就在西鄉從道與李鶴年雙方筆戰時，李鴻章接到英國、德國、美國等國的電
報，說日本欲進攻臺灣生番，又說李仙得帶領日本陸軍，聘顧美國海軍軍官帶領
兵船。 26 因為李鴻章接獲電報說李仙得現在擔任日本大官，加上羅發號事件時
李仙得任職美國駐廈門領事，並與卓杞篤簽和約，甚至繪製了臺灣南部的地圖，27
對該地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認為李仙得是此次日本出兵臺灣的主謀。 28
日本運兵船有功丸於同治 13 年 3 月 21 日（1874.5.6）抵瑯嶠灣，約有八、
九百名的日本兵登陸，並先遣二十餘名洋人至車城番界探察形勢，準備紮營。29
日軍在勘定地形後，先後決定在龜山、大埔角、瑯嶠三處紮營。 30

賀嗣章譯，〈牡丹社之役與李善得之活躍〉
，《臺灣文獻》10：2，頁 68-69。
該照會閩浙總督李鶴年於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1874.5.8）才收到。參見〈為照復日本官
處理臺灣生番戕殺遭風難民事〉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
七十二冊，頁 302。
23
〈照會閩浙總督〉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二冊，
頁 238-329。
24
〈為照會日本國中將率親兵將由水路直進臺灣番地等事〉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二冊，頁 268。
25
〈為照復日本官處理臺灣生番戕殺遭風難民事〉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明清
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二冊，頁 302-303。
「大清國大日本國修好條規」第一條：嗣後大清國、
大日本國倍敦和誼與天壤無窮，即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符，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
第三條：兩國政事禁令各有異同，其政事應聽己國自主，彼此均不得代謀干預強請開辦。其禁
令亦應互相為助，各飭商民不准誘惑土人稍有違犯。參見〈大清國大日本國修好條規〉，收於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一冊，頁 101。
26
〈論日本圖攻臺灣〉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二冊，
頁 251-252。
27
〈致奕訢照會〉，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六十八冊，頁
406-407。
28
〈論日本派兵赴臺灣〉，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二
冊，頁 246。
29
〈為日本國兵國已抵臺灣番境現在密籌防範情形恭摺密陳仰祈聖鑒事〉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
輯委員會編輯，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二冊，頁 325。
30
〈為奏報日本兵紮番社濱海防務請飭先事籌辦事〉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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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駐兵的偵察隊在同治 13 年 4 月 2、6 日（1874.5.17、21）兩度前往番地
情搜時，有士兵脫隊前往四重溪附近遭番人殺斃， 31 而日本也打算在近日內進
勦。32 同治 13 年 4 月 7 日（1874.5.22）佐久間左馬太中校率兵趕至四重溪，與
生番交戰，即史稱「石門之役」
， 33 石門之役後，西鄉從道決定要全面對生番進
勦。日本於同治 13 年 4 月 8 日（1874.6.2）分三路（風港、石門、四重溪）進攻
牡丹社、高士佛社、加芝來社、竹仔社等番社， 34 牡丹社人被攻破之後，數百
人逃往山頂，龜仔角社人不肯投降，其餘網索等 11 社投降，日本授與各社一面
旗幟。 35

圖 4-1

水野遵手繪日軍進攻番社示意圖

資料來源：西鄉都督樺山總督記念事業出版委員會著，
《西鄉都督と樺山總督》
（臺北：西鄉都督
樺山總督記念事業出版委員會，1936）
。

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二冊，頁 419。
愛德華‧豪士著、陳政三譯著，《征臺紀事──牡丹社事件始末》
，頁 99-102。
32
〈為奏報日本師船已與生番接仗並現籌防範事〉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明清
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二冊，頁 345。
33
愛德華‧豪士著、陳政三譯著，《征臺紀事──牡丹社事件始末》
，頁 148-151。
34
〈為據報臺地近日情形並起程日期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二冊，頁 396-397。另外有關日本軍隊進攻番社之情形，可參見
愛德華‧豪士著、陳政三譯著，《征臺紀事──牡丹社事件始末》
，頁 138-163。
35
〈為恭報到臺日期並分別緩急粗籌大略情形先行馳奏仰祈聖鑒事〉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
員會編輯，《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二冊，頁 43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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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軍大規模地分三路進攻番社後，各社紛紛前來向日本投降，願意誠服日
本。 36 另外日軍駐在風港（楓港）等地時，也會訪問番社頭目或漢人他們的土
地是否要向清國納稅，或土地歸屬，皆說不歸清國統治。 37 不過當同治 13 年 5
月 11 日（1874.6.24）潘霨及夏獻綸會見生番頭目，頭目們又說受到日本欺凌，
希望官府在此地設官統治，番人也願意編入戶籍成為清國臣民。 38
此外日軍攻打完番社以後，軍事行動呈現暫停狀態，這段時間除了番社頭目
輸誠外，5 月 19 日（1874.7.2）原本駐在各番社的日軍也先後撤回龜山。
日本駐軍除了種植作物、建造營舍等以外，也持續對臺灣進行偵察情搜之行
動，有駐在風港的士兵到茄鹿塘（今加祿）刺探敵情； 39 駐紮在龜山的日軍則
乘船自風港至枋寮，測量沿岸之水勢，水野遵則藉口要取回前年被殺琉球人之首
級，進入豬朥束、高士佛諸社，但實際上是帶望遠鏡探察山勢， 40 另外美國軍
官也進入牡丹社繪製地圖。 41
在此階段大清與日本兩國之間也進入外交折衝。

二、瑯嶠歸屬問題的爭議
在同治 13 年 2 月（1874.4）西鄉從道進兵臺灣之際，清日兩國也開始展開
政治角力。首先清國發出照會，說日本出兵不正當，有違同治 11 年（1872）所
簽定的清日友好條約。日方則說在副島種臣同治 12 年（1873）到北京訪問時針
對瑯嶠的版圖問題已問過，但清國官員回應是瑯嶠非版圖，所以日本才會決定出
兵。事實上副島種臣至北京磋商時，僅只得到官員口頭承認番地不屬於清版圖、
及同意日本單獨派人赴臺灣詰問番人；但並沒有得到書面同意，因此日本出兵是
否有絕對的正當性，其屬可議之處。 42
奕訢鑑於兩國情勢緊張，上奏建議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辦理臺灣等
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管理福建省各鎮、道，及調遣江蘇、廣東沿海各口
36

37
38

39

40

41

42

王學新譯，
《風港營所雜記》
（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
，頁 108-120、136-156、338-354、
488-504。
王學新譯，《風港營所雜記》，頁 434-436。
〈為奏理諭倭將稍有端倪仍遵旨加緊要防以消其貪贄之心而速我撫綏之局事〉
，收於臺灣史料
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三冊，頁 53。
〈為倭使宕延懈我邊備謹陳近日防務并懇旨准淮軍迅速來臺以壯聲威而消覬志事〉
，收於臺灣
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三冊，頁 195。
〈為遵旨續陳防務並將近日撫番開路情形報明仰祈聖鑒事〉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輯，《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三冊，頁 231。
〈為奏准粵諸軍陸續到防南北開山恩威並用事〉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明清
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三冊，頁 440-441。
愛德華‧豪士著、陳政三譯著，《征臺紀事──牡丹社事件始末》
，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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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船， 43 福建布政使潘霨跟隨著沈葆楨來臺。 44 潘霨來臺途中曾與日本大使柳
原前光邂逅，兩人面談有關日本出兵的一切。 45
而柳原前光是於同治 13 年 4 月 13 日（1874.5.28）先到上海，在談及日本出
兵臺灣一事時，柳原前光推託說西鄉從道有全權，不用聽他的指揮，因此退兵一
事柳原前光不能做保證。 46 柳原前光出使北京時，也發照會給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說明出兵緣由，首先聲明琉球島為薩摩藩附庸，因誤入牡丹社遇害；其次舉英、
美二國商船在瑯嶠一帶遇難時，也是各國自行出兵懲辦兇手，清國官員並不過問，
可見瑯嶠並非清國的版圖；另外則說，雖然清國現在說瑯嶠地方的生番皆係清國
人民，但為何外國人屢屢受害，清國都不出兵制裁，任由各國自行處份，因此日
本也可以自行出兵懲罰殺害琉球國人的兇手。 47
針對柳原前光的照會，恭親王奕訢自 4 月至 7 月（1874.6-8）前後不停發照
會回覆柳原前光，申明「臺灣全地久隸中國版圖，雖生番種類散處深山，向未繩
以法律，總屬中國管轄之人，即偶有洋面失險，如琉球人民受害前事，亦當知會
應管轄之地方官查辦。」不斷強調瑯嶠為清國版圖，如果日本要懲罰殺害琉球國
人的兇手，也應該由清國出兵討伐。 48 奕訢甚至出示《臺灣府志》，以《臺灣
府志》中記載了各番社番餉為證據證明該地屬於清國版圖。 49
從柳原前光的照會中可以得知西鄉從道奉天皇命令在臺灣執行三件事，「第
一、捕前殺害我民者誅之；第二、抗抵我兵為敵者殺之；第三、番俗反覆難制，
須立嚴約，定使永遠誓不剽殺難民之策。」 50 即捉拿殺琉球人生番，並殺之；
凡抵抗日軍者，殺之；與生番定約，永不殺難民。
最後日本派全權辦理大臣大久保利通到北京進行該事件的最後談判，大久保
利通同治 13 年 7 月 5 日（明治 7 年 8 月 16 日，1874.8.16）從橫濱啟程，同治
13 年 7 月 8 日（明治 8 月 19 日，1874.8.19）抵上海與李仙得見面，李仙得也陪

43

〈為奏日本國兵船已赴臺灣各國船隻亦有駛至福建洋面情事請旨責成前派大員妥速籌策事〉，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二冊，293-294。
44
〈為奏日本國兵船已赴臺灣各國船隻亦有駛往福建洋面情事請旨責成前派大員妥速籌策事〉，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二冊，頁 305-306。
45
〈致總署函〉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二冊，頁 415。
46
〈為密陳日本與臺灣生番尋釁事〉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
第七十二冊，頁 411。
47
〈致總署照會琉球藩呈訴其民漂到臺灣入牡丹社遇害一事〉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輯，《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二冊，頁 466-469。
48
〈總署至日本國柳原大臣照會臺灣生番戕害琉球人民之事〉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輯，《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二冊，頁 362；〈為照覆事〉
，收於《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
七十三冊，頁 67。
49
〈為照覆事〉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三冊，頁 181。
50
〈給潘藩司〉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三冊，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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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大久保利通前往北京，為其擔任顧問。 51
大久保利通到北京以後，針對瑯嶠版圖歸屬一事，首先提出駐廈門領事福島
九成與瑯嶠居民筆談之紀錄，以當地漢人說他們的田園是自行開墾，並無向朝廷
納正供為例，欲證明瑯嶠不屬於清國版圖；但奕訢回答「中國政尚寬大，凡民人
自行開墾之房園、地基，及已開墾而未定則外科之田，均不納稅。」 52
此外，大久保利通又發照會質疑質問清國的政教未施於臺灣番地，理由有二：
一、若云以生番地為版圖，則應設官化導。然現在對於生番，究竟已施行若干政
策？二、萬國互相往來，各國無不保護航海之人。然生番屢害漂流人民，均置之
度外，為曾懲辦，豈有不憐憫他國人民，唯養成生番殘暴心之理乎？ 53
針對大久保利通提出清國沒有實質統治權與過往沒有妥善處理外國船難之
質疑，奕訢以《臺灣府志》
、
《淡水廳志》等志乘為例，說明雖然各番社無設官、
設兵，但仍分轄各官管轄，亦有徵收社餉等。 54 另外美國船難一事，奕訢則回
覆雖然美國領事（應指李仙得）說「生番不入版圖」，但已確切向美國說明番地
是清國所屬。 55
雖然清、日雙方往來照會各執一詞互不相讓，事實上在同治 13 年 9 月
（1874.10）雙方則進入和談的程序。各國報紙都傳言要日本撤兵清國必須付出
四百萬兩的費用，否則日本將出兵騷擾清國各海口；然大久保利通果真提出「洋
銀五百萬元，或銀二百萬兩」的兵費及撫卹金。起初清國反對日本要求的賠款，
日本使臣欲離開清國時，英國大使威妥瑪介入調停，威妥瑪認為二百萬兩對清國
並非無可負擔的款項，建議賠款和解。在威妥瑪的介入下，清國堅持撫卹金不能
超過十萬兩，另外日本在瑯嶠修建的道路、房舍等留為清國所用，給付銀四十萬
兩，總數不超過銀五十萬兩。最終，兩國在同治 13 年 9 月 21 日（同治 7 年 10
月 30 日，1874.10.30）達成協議，定結案辦法三條，另立付銀憑單一張，日本於
同治 13 年 11 月 12 日（明治 7 年 12 月 20 日，1874.12.20）全數撤兵後，清廷再
給與撫卹費用等。 56
正當柳原前光在清國與奕訢交涉時，日本具有官方色彩的《東京日日新聞》

51
52

53
54

55

56

庄司萬太郎著、賀嗣章譯，〈牡丹社之役與李善得之活躍〉，
《臺灣文獻》10：2，頁 72。
〈照錄大久保面遞福島景事與番地土人筆談〉，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
《明清臺
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三冊，頁 341-344。
庄司萬太郎著、賀嗣章譯，〈牡丹社之役與李善得之活躍〉，
《臺灣文獻》10：2，頁 72。
〈照錄給日本大久保為照會臺番未繩以法律及各社未設官設兵仍兼分轄各官並社餉事〉
，收於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三冊，頁 399。
〈照錄為照覆日本大久保相詰臺番等事〉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
《明清臺灣檔
案彙編》第七十三冊，頁 403。
〈為奏報日本國兵擾臺灣番社一案現與該國使臣議定結案條款事〉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
員會編輯，《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三冊，頁 46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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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登載了一張臺灣全圖（見圖 4-2）
，圖上中央繪有一條「支那國領分地」的界線，
此圖將瑯嶠劃在清國領地之外，該報導與日本官方支持的臺灣番地無主論不謀而
何。
事實上，臺灣過去的方志地圖或長軸全圖也透露出瑯嶠番地並不歸屬於清帝
國，以乾隆 25 年（1760）
〈臺灣民番界址圖〉
（見圖 4-3）為例，圖上的紅線代表
著番界，紅線範圍僅到「下苦溪口」
，下苦溪以南的加咯塘（今加祿）
、枋

藔口（今

枋寮）等地皆屬「禁地荒埔」，證明了朱一貴事件以後該地成為禁墾的番地，不
屬於清國版圖。同樣乾隆 27 年（1762）修纂的《重修鳳山縣志》〈縣境南界圖〉
（圖 4-4）同樣也將瑯嶠劃入「禁地荒埔」的區域中。另外，道光年間繪製的臺
灣輿圖（圖 4-5）中，瑯嶠並無官道行經，也沒有設置營汛管理。透過幾張地圖
可得知在日本出兵臺灣之前，實際上官方並不把瑯嶠當成國土的一部份，雖然中
日雙方交涉時，奕訢、李鴻章等人一再宣稱瑯嶠屬於清帝國的一部份，但從過去
的地圖可發現清帝國並不重視瑯嶠這個邊區中的邊區。
為了徹底消弭日本人想佔領瑯嶠及其他國家質疑清帝國是否合法領有瑯嶠
的想法，因此瑯嶠設縣置官管理，是清帝國刻不容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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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臺灣全圖〉

說明：圖面中間的虛線為「支那國領分界」
，可清楚看到圖上的瑯嶠被劃在清國版圖之外。另外，
圖上也註明了琉球人被番人殺害之處、美國羅發號失事之處、瑯嶠下十八社、據點等說明。
資料來源：
〈臺灣信報第七號〉
，《東京日日新聞》第 688 號，明治 7 年（1874）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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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臺灣民番界址圖〉（局部）

說明：本圖為乾隆 25 年（1760）繪製，圖上紅線以外之處表示番界，從圖上可看出屬於瑯嶠的
加咯塘（加鹿塘、加祿）
、枋 藔口（枋寮）等地為禁墾處，因此圖上並無出現漢庄或營汛等圖示。
資料來源：翻攝自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臺灣民番界址圖》（臺北：南天書局，2003 景
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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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縣境南界圖〉

說明：本圖為乾隆 27 年（1762）
《重修鳳山縣志》中全圖之一（另有縣境北界圖、縣境中界圖）
，
與圖 4-3 乾隆〈臺灣民番界址圖〉相比，可看出乾隆 27 年時枋藔已設營汛，但其南仍為禁地。
資料來源：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
（臺北：文建會、遠流，2006 年[1762 年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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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道光臺灣輿圖（局部）

說明：本圖繪製時間大約在道光 10-29 年（1830-1849）之間，與圖 4-3、圖 4-4 乾隆年間的兩幅
地圖相比，瑯嶠此時除枋藔汛以外，另增設水底藔汛，但南邊仍無地名註記，也無官道行經。
資料來源：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臺灣輿圖》
（未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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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恆春縣的設立
清日雙方議和以後，同治 13 年 9 月 27 日（1874.11.25）下令皇帝鑑於海防
急需籌防，於是下令沿江、沿海各省大員詳細籌議，提出改善辦法。 57 各大臣
提出的籌防辦法中，多著重沿海要塞修建、購買新式武器等，但江蘇巡撫吳元炳
卻提出了另一種見解，吳元炳認為臺灣為各國船隻航行的必經之地，應該在臺灣
後山增設郡縣、設官治理，控制各國船隻往來，以期成為海上重鎮之想法。 58
欽差大臣沈葆楨認為臺灣的善後策即是臺灣之創始，撫番與開路需雙管齊下，
臺灣幅員廣大，僅只一府四縣三廳不足以管理，提出臺灣行政區劃重劃為三府數
十縣，以及福建巡撫移駐臺灣之想法。 59 此外，沈葆楨認為雖然日本已退兵，
臺灣情勢看似平靜，實際上列強仍虎視眈眈，瑯嶠儘快建城設官才是杜絕外國人
覬覦的永久之策； 60 皇帝亦下令沈葆楨親赴察勘地勢後，應詳細籌辦，並隨時
回報。 61
沈葆楨在臺灣府知府周懋琦及前署臺灣鎮曾元福的陪同下，於同治 13 年 12
月 13 日（1875.1.20）自府城出發，前往瑯嶠勘察形勢，12 月 18 日（1.25）抵瑯
嶠、宿車城，並接見臺灣道夏獻綸及臺灣鎮劉璈。夏獻綸與劉璈事先勘察瑯嶠地
勢，認為縣城可設置在車城南邊十五里的猴洞，沈葆楨親自前往探察也與夏獻綸、
劉璈有相同之想法；縣名則擬為「恆春」。 62 繼位的光緒皇帝也在收到奏摺後，
下令瑯嶠進行築城設官一事。 63
從羅發號事件到牡丹社事件，美國與中國及日本與中國雙方往來的文書可以
發現對於主權/版圖之認知，中國與其他國家差異很大。清國方志上書寫的版圖，
對於日本而言並沒有充足的證據顯示該地區為清國版圖，日本以該地是否有設官
管理為依據，這突顯了兩國之間對「版圖」認知的差別。清國認為出現在版籍上
的就是大清版圖的一部份，但是日本是以當地是否有設置官員、軍隊，來當做國
家是否有實質統治權。牡丹社事件爆發後，清廷官員意識到版圖不能再用「書寫」

57

58

59

60

61
62

63

臺灣史料集成委員會編，
《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第八冊（臺北：文建會、遠流，2004）
，
頁 216。
〈為陳請簡派重臣開闢臺灣內山伏乞聖鑒事〉，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
《明清臺
灣檔案彙編》第七十六冊，頁 223。
〈為奏臺地善後勢當漸圖番境開荒事關創始請旨移駐巡撫以專責成以經久遠事〉
，收於臺灣史
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五冊，頁 433-435。
〈為奏南路開山已抵卑南北路已抵歧萊並擬布置瑯嶠旂後各情形事〉
，收於史料集成編
輯委員會編輯，《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五冊，頁 484。
臺灣史料集成委員會編，《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第八冊，頁 222。
〈為履勘琅嶠形勢擬即築城設官以鎮民番而消窺伺恭摺馳陳仰祈聖鑒事〉，收於臺灣史
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六冊，頁 241-242。
臺灣史料集成委員會編，《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第八冊，頁 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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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口說」證明，而須設置行政區，派官員治理當地，如此才能杜絕「番地無
主」這類事件再度發生。
另外從沈葆楨同治 13 年 12 月 1 日（1875.1.8）向皇帝建議瑯嶠設縣的第一
封奏摺，到光緒元年 1 月 12 日（1875.2.17）皇帝同意設縣的時間僅一個多月，
而且僅四次往來（沈葆楨上奏兩次，皇帝下諭令兩次）設縣一事即拍板定案；顯
示瑯嶠設縣的決策是短時間內迅速決議的，正因恆春設縣的決策過程非常短，充
份顯現了清廷對臺灣問題的急迫性。清廷在牡丹社事件結束後，清廷為了消弭列
強對臺灣的虎視眈眈，因此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設置新的行政區管理瑯嶠，讓國
際間認可瑯嶠為清國版圖，並打消佔領臺灣的念頭。

第二節

《恆春縣志》地圖之底圖──清丈圖冊

一、臺灣清丈背景
牡丹社事件爆發，清廷派沈葆楨來臺辦理海防事務，也開始認識臺灣邊防之
重要性。沈葆楨也上奏提出臺地開山、撫番必需雙管齊下，加速建設。又，光緒
2 年 12 月（1877.1），刑部左侍郎袁葆恆上疏請改福建巡撫為臺灣巡撫，俾常駐
臺灣，以經理全臺，其福建巡撫事務，則以歸總督為兼辦。 64 福建巡撫自同治
年間以來為春、冬二季駐臺，此時改為常駐臺灣處理行政事務，由此可知臺灣的
重要性日漸提升，必須派任大員專責管理臺灣。
在恆春設縣以後，福州將軍文煜、閩浙總督李鶴年、福建巡撫王凱泰與沈葆
楨等聯銜上奏，說明現今臺北口岸四通，卻僅只淡水廳一廳管理，政令難周，建
議應增設一府，並再添設三縣，以茲管理。 65 沈葆楨認為臺灣應該多設置幾個
廳、縣，縮小每個行政區的管轄，才能有效治理地方。此次為清末第一波大的行
政區劃改制，從原有的一府四縣三廳改為二府八縣四廳。第二次的行政區劃改制
則是到 1884 年清法戰爭結束後，臺灣建省才有改變。
光緒 11 年（1885）清法議和後，7 月（1885.8）大學士左宗棠遵旨籌議海防
事宜，中說臺灣為海防重地、七省門戶提出應依沈葆楨想法臺灣別建一省，福建

64
65

李騰嶽，〈建省始末〉
，《文獻專刊》
（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頁 799。
文煜（等）
，
〈為奏臺北口岸四通荒壤日闕關外防內治政令難周擬建府治統轄一廳三縣事〉
（光
緒元年七月十四日硃批）
，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
《明清臺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七
冊，頁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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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撫改為臺灣巡撫，福建事務由總督兼管。於是在光緒 11 年 9 月 5 日（1885.10.12）
，
任命劉銘傳為臺灣首任臺灣巡撫，臺灣始建省。 66
但劉銘傳於光緒 11 年 10 月 27 日（1885.12.3）上奏稱，臺灣內外應先完成
辦防、練兵、清賦、撫墾四大要務，待財政獨立再行分省較適切。 67 不過此時
閩浙總督楊昌濬及其他大員皆贊成臺灣分省之說，分省之議確立。 68 之後劉銘
傳於光緒 12 年 1 月 19 日（1886.2.22）接頒巡撫關防，4 月（1886.5）履任，認
為分官添治、招墾撫番為目前之要務，接著清理田賦，將隱田納稅，增加財賦，
以臺地之財供臺地之用。69 當劉銘傳 6 月（1886.7）上疏提出臺灣應增設郡縣之
議，光緒 13 年 8 月 17 日（1887.10.3）劉銘傳又與楊昌濬聯銜上奏，臺灣原有郡
縣幅員過廣，應該重劃，於是將原有臺北府、臺灣府二府改為臺北府、臺灣府、
臺南府三府，臺灣府下新設臺灣、雲林、苗栗三縣，合原有彰化縣及埔里社廳為
四縣一廳。臺南府下新設安平縣，合原嘉義、鳳山、恆春三縣及澎湖廳為四縣一
廳。臺北府仍舊領淡水、新竹、宜蘭三縣及基隆廳，又增設臺東直隸州，70

行

政區劃正式變為一省三府十一縣四廳一直隸州。
臺灣建省以後財源須獨立，不能再依靠福建省，因此劉銘傳積極尋找財源。
過去臺灣從未正式進行土地調查，自乾隆 53 年（1788）起劃定番界後便沒有進
行清丈，但臺灣各地的開墾從點拓展成面，有很多的隱田仍未未升科繳稅，因此
造成臺灣財政上的困難，劉銘傳為了開闢臺灣財源，加上多數行政區新設，便藉
此機會進行清丈，以期增加稅收。
臺灣在被荷蘭、鄭氏統治時即開徵田賦，康熙 23 年（1684）入清版圖後，
重新制定賦率，爾後雍正 9 年（1731）因賦率過重，皇帝頒上諭：「凡自七年以
後所墾田園，以十一畝為一甲，依同安縣下沙則例徵收賦稅。」之後乾隆 9 年
（1744），再次告示：「臺灣七年以後陞墾田園，依同安則例。除從前開墾田園
依照舊額毋庸減則以外，其雍正七年以後報墾之地，仍遵雍正九年奉旨辦理；其
已照同安下則例徵收者，亦不必再議加減。以後報墾田園，照同安則例分上、中、
下定額徵收。」因此，臺灣田園的賦率自乾隆 9 年以後分三種：（一）雍正 7
年（1729）以前已經開墾之田園，其賦率仍舊；（二）自雍正 7 年至乾隆 9 年所

66
67
68
69
70

李騰嶽，〈建省始末〉
，《文獻專刊》
，頁 800。
劉銘傳，
〈臺灣暫難改省摺〉
（光緒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上奏）
，
《劉壯肅公奏議》
，頁 155-157。
李騰嶽，〈建省始末〉
，《文獻專刊》
，頁 801。
劉銘傳，
〈遵議臺灣建省事宜摺〉
（光緒十二年六月十三日上奏）
，
《劉壯肅公奏議》
，頁 279-284。
劉銘傳，
〈臺灣郡縣添改撤裁摺〉
（光緒十三年八月十七日上奏）
，
《劉壯肅公奏議》
，頁 284-287；
李騰嶽，〈建省始末〉
，《文獻專刊》頁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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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之田園，其賦率依同安縣下沙則例定之；（三）乾隆 9 年以後所墾田園，其依
照同安則例，分別上、中、下則以定之。此後至光緒年間，無大變革。 71

二、臺灣首次的清丈事業
劉銘傳初到臺灣時已發現臺灣田賦複雜之問題，因此命各地方官條陳辦法，
臺灣縣提出「宜先行整理糧額（地租徵收額）」，鳳山縣提出「宜先行整理徵冊，
嚴查推收」，彰化縣及臺北府各縣謂「宜先辦保甲，再清田賦」， 72 但嘉義縣
知縣羅建祥則持反對意見，羅建祥提出「就田問賦」，並上反對保甲制度的「田
賦清理意見」十二條，「田賦清理意見」直指臺灣土地制度、田賦制度的紊亂性，
並指明如欲改革，應先舉行實地丈量，同時制定具體方法。 73
審議結果決定先辦保甲，後行清丈，74 於光緒 12 年 4 月 18 日（1886.5.21）
上奏欲徵得中央同意，說明臺灣田地久未報丈升科，因現今臺灣建省，建設費用
甚鉅，而臺灣田地隱田甚多、大小租關係混亂，應藉此機會清理田賦。從內地選
調廳縣佐雜三十餘人，分派臺灣南北各縣，由各縣選派紳士數人，先行會查保甲，
就戶問糧。俟戶畝查明後，再行逐田清丈。同年 5 月 8 日（1886.6.9）皇帝批示
按劉銘傳的建議施行。 75
光緒 12 年 4 月（1886.5）在臺北、臺南兩府設立清賦局，另外在各縣設置
縣局，進行保甲的編查，劉銘傳要求各縣在兩個月之內完成保甲的編制，施行細
則由淡水縣率先擬定「淡水縣保甲編制章程」，各縣亦遵照該章程辦理保甲的編
制，而嘉義縣則略過直接進行清賦。 76 光緒 12 年 6 月（1886.7）議定「清丈章
程」，7 月（1886.8）頒布「清丈著手章程」，開始施行清賦。 77
執行清丈之機構以布政使司衙門為最高的行政單位，並委派臺灣府知府程起
鶚、臺北府知府雷其達，在南、北各設清賦總局，其下各縣、廳再設置縣局、廳
局，各分局的分局委員則由內地的佐雜充任（劉銘傳光十二年四月摺），委員在
各地實地丈量時，則與地方紳士會商行之。 78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程家潁，
《臺灣土地制度考查報告書》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八四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3，1914 年原刊），頁 4-6。
程家潁，《臺灣土地制度考查報告書》
，頁 7。
江丙坤，
《臺灣田賦改革事業之研究》臺灣研究叢刊第一○八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72），頁 18。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編，《清賦一斑》
（臺北：南天書局，1998；1990 原刊）
，頁 10。
劉銘傳，
〈量田賦申明賞罰摺〉
（光緒十二年四月十八日上奏）
，
《劉壯肅公奏議》
，頁 303-304。
程家潁，《臺灣土地制度考查報告書》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八四種，頁 8；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
編，
《清賦一斑》，頁 44-58。
王國璠主修，
《臺北市志‧卷三‧政制志‧地政篇》
（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匯，1978）
，頁 23。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編，《清賦一斑》
，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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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各級清丈單位員額及薪資一覽表

職名

員額（人）

薪水（元/月）

備註

清賦縣局之員額及薪資
會辦委員

1

56

局長，另有車馬費 20 元

文案

1

20

書記長

稿書

1

8

清書

2

6/人

文案之謄抄

聽差

2

3/人

差役

一班丈量員的員額及薪水
分丈委員

2

30/人

車馬費 6 元/人

紳士

1

─

差役

2

─

伙食費 4 元/人

弓丈手

2

─

伙食費 6 元/人

算書

2

─

伙食費 6 元/人

繪書

2

─

伙食費 6 元/人

淡水縣擺接堡在清丈之時一班的組織
正委員

1

36

由內地八品以下官吏選任之

副委員

1

32

由內地八品以下官吏選任之

大圖師

1

12

臺灣人的技術官，相當於技師。

小圖師

1

10

技手

紳士

2

16/人

該地方有名望之士紳，假委員與地
方人民有紛爭時，負責調停。

清書

2

12/人

書記

算校

2

12/人

算者

大力車首

1

12

掌管丈量繩的範圍、界限

牽索（丈師）

1

8

拉丈量線的人

丈竿

1

12

掌管測竿的人
委員底下專管地方事務者，同時監

地保

2

6/人

督丈量事業、捉捕犯人及護送淡水
縣知縣等警吏。

插/收旗

2

6/人
113

測夫

宜蘭地方的組織
弓丈手

2

─

丈量員

圖書

─

─

製圖師

筆書

─

─

計算者

督丈

─

─

為地方士紳，負責調解與督勵

地保

1

─

甲長

挑夫

─

─

公用人夫

地保差

─

─

受地保指揮，從事雜務。

新竹地方的組織
委員

1

36

正委員

司事

1

─

副委員

圖書

1

─

製圖師

丈書

1

─

書記

弓丈手

2

─

丈量員

資料來源：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編，《清賦一斑》
，頁 64-67。
說明：「─」表無資料

由上表可得知清賦章程中明訂的縣局與一班之員額、薪資，以及北臺淡水、
新竹、宜蘭一帶實際施行的狀況，各地在擬定員額時，會依各地之民情風俗等有
所增減，但委員、製圖者及弓丈手（測量師）是土地丈量及清丈圖冊製作過程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全臺各地陸續進行清賦工作，先完成的地區於光緒 14 年 1 月（1888.2-3）起
開始發給丈單，全臺賦率統一以同安下沙則例開徵， 79 埔里廳、恆春縣、臺東
直隸州因為光緒初年新闢版圖，土地貧瘠、收成不佳，因此減一則升科， 80 恆
春縣方面雖光緒元年設縣，但一直未升科，直到光緒 14 年才清丈，光緒 15 年（1889）
清丈結束才起徵田賦。 81 全臺清賦事業於光緒 15 年 12 月（1889.12-1890.1）告
竣，82 光緒 18 年 5 月（1892.5-6）清賦局因清賦所有事務皆已完畢，因而廢局。83

79

80

81
82
83

劉銘傳，〈臺畝清丈清峻擬仿同安下沙定賦摺〉（光緒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奏）
，《劉壯肅公奏
議》
，頁 309。
劉銘傳，〈埔裏廳暨恆春縣田園減等升科請立案摺〉
（光緒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奏）
，《劉壯肅公
奏議》，頁 315-316。
屠繼善，《恆春縣志》
（臺北：文建會、遠流，2007）
，頁 149。
李騰嶽，〈建省始末〉
，《文獻專刊》
，頁 810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編，《清賦一斑》
，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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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獎

諮詢

設立

頒佈

清丈

科算

核給

徵收

編造

各地

機關

清丈

田畝

錢糧

丈單

新賦

圖冊

方官

辦理

告示

定賦

意見

保甲

章程

則

12 年

12 年

12 年

13 年

13 年

14 年

15 年

14 年

18 年

4月

6月

7月

9月

12 月

6月

12 月

7月

5月

圖 4-6

廢清
賦局

│

│

13 年

16 年

9月

5月

劉銘傳清賦事業流程圖

資料來源：轉繪自林玉茹，
〈由魚鱗圖冊看清末後山的清賦事業與地權分配形態〉
，收於氏著，
《殖
民地的邊區》（臺北：遠流，2007）
，頁 96。

清賦事業最主要的貢獻是，將林爽文事件後政府缺乏檔案、帳冊，以致於無
力面對十九世紀後在社會經濟急速變遷的田園租稅，進而導致政府仰賴地方中介
者的傾斜態度，重新予以調整，建立起政府所能掌管的帳冊資料。 84

三、恆春縣的清丈圖冊
（一）清丈圖冊
清賦後各地皆有不同的清賦圖冊產出，這些圖冊就是各班委員執行清丈時，
弓丈手負責測量，圖師（畫師）負責繪製清丈圖冊，劉銘傳在奏摺中曾提到「現
既一律清丈，另立圖冊，照則升科。」 85 又說「先後核定賦則，分飭各屬填造
圖冊備案」 86 這兩段文字正說明了清丈圖冊為日後土地升科收稅的標準，證明
了清丈圖冊的重要性。
清丈圖冊共有總圖（區圖）、散圖、莊圖、縣圖、八筐魚鱗圖冊、總括簡明
圖冊；其來源有二，一是各班在實地測量時所繪製，另一是清賦縣局繪製的。
總圖（區圖）是以田園坐落地方之山河、道路、溝渠等天然之界限為一區域
84

85
86

李文良，
〈晚清臺灣清賦事業的再考察──「減四留六」的決策過程與意義〉
，
《漢學研究》24：
1（2006.6）
，頁 412。
劉銘傳，〈整頓屯田摺〉
（光緒十三年八月初二日上奏），《劉壯肅公奏議》，頁 306。
劉銘傳，〈臺畝清丈清峻擬仿同安下沙定賦摺〉（光緒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奏）
，《劉壯肅公奏
議》
，頁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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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成一圖；區圖中分為若干坵，每坵繪製一細圖，是為散圖；莊圖是集合若干總
圖（區圖）繪成一莊之全圖。總圖（區圖）、散圖、莊圖由委員繪成後，上呈縣
局，再由縣局集合若干莊圖製成堡圖、若干堡圖製成縣圖。縣圖則記載全縣之管
轄方位及各堡之四至，堡圖則載全堡內的方位及堡內各莊之坐落境界。另外，八
筐魚鱗圖冊、簡明總括圖冊及歸戶冊亦由清賦縣局所繪製。八筐魚鱗圖冊是由各
班委員所製的散圖的資料填載而成，凡田園之界址、甲數、則別及業主之姓名等
皆記入。簡明總括圖冊則是專記一堡、一里之田園甲數及地賦之總額等，共製七
部，一部存縣，其餘六部送呈戶部、福建總督、臺灣巡撫、臺灣布政司、臺灣道
及該管府衙門，以便與每年收入之賦額核對。如遇風災、水害應免賦者，則記明
於其項下，以定蠲免。歸戶冊，以戶統年；每一戶立一柱，將其所有之田園甲數
集載於柱下，以為徵收賦稅之用。 87

表 4-2

清丈圖冊種類表
圖冊種類
總圖（區圖）

範圍

用途

是以田園坐落地方之山河、道路、溝渠等

繪製單位
各班委員

天然之界限為一區域繪成一圖。

區域圖

散圖

區圖中分為若干坵，每坵繪製一細圖

各班委員

莊圖

集合若干總圖（區圖）繪成一莊之全圖

各班委員

堡（里）圖
縣圖

若干莊圖集結。全堡內的方位及堡內各莊

清賦縣局

之坐落境界及四至。
若干堡圖集結。記載全縣之管轄。

清賦縣局

由各班委員所製的散圖的資料填載而成，
八筐魚鱗圖冊

凡田園之界址、甲數、則別及業主之姓名

徵稅

清賦縣局

核對稅額

清賦縣局

等皆記入。
簡明總括圖冊

歸戶冊

專記一堡、一里之田園甲數及地賦之總額
等。
每一戶立一柱，將其所有之田園甲數集載

以為徵收

於柱下。

賦稅之用

清賦縣局

資料來源：程家潁，《臺灣土地制度考查報告書》
，頁 13-14；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編，
《清賦一
斑》
，頁 117-118。

清賦後各縣都有繪製圖冊，但目前所留下的圖冊僅臺東州的魚鱗圖冊（藏於
臺灣分館）、淡水縣、新竹縣及鳳山縣的簡明總括圖冊（成文出版社複刻）以及
87

程家潁，《臺灣土地制度考查報告書》
，頁 13-14；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編，《清賦一斑》，頁
117-118。
116

恆春縣簡明總括圖冊（藏於臺灣分館）四套圖冊。臺東州魚鱗圖冊是最完整的套
圖， 88 但前文有提到魚鱗圖冊與簡明總括圖冊的性質不大相同，但兩者共通的
是皆反映了劉銘傳清賦當時的土地狀況。魚鱗圖冊是非常詳細地記載每一塊土地
的狀況，包括坐落位置、地目、地積、等則、形狀、四至及所有者姓名等。以《臺
東直隸州丈量八筐冊》為例，魚鱗圖冊的編排方式是：直隸州全圖→鄉堡圖→庄
圖→區圖→丈量散圖。 89
除了魚鱗圖冊以外，目前臺灣留存的清丈圖冊還有：淡水、新竹、鳳山及恆
春四縣的簡明總括圖冊，但前三者因有復刻本，90 所以流傳較廣、能見度較高，
相形之下恆春縣的圖冊則較少被研究者討論，而恆春的圖冊不僅僅只供稅收用途，
更於光緒十八年（1892）恆春縣纂修方志時派上用場。

88
89

90

林玉茹有專文介紹，另外《清賦一斑》也有繪製方式。
林玉茹，〈由魚鱗圖冊看清末後山的清賦事業與地權分配形態〉，收於氏著，《殖民地的邊區》
（臺北：遠流，2007）
，頁 99。
（清）著者不詳，《淡新鳳三縣簡明總括圖冊》（1886-1892 編製）
（臺北：成文，1983，1917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抄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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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散圖範例

說明：散圖繪有四至、坐落位置、土地形狀、面積、業主、土地等則等資訊；一張圖冊有
八個散圖，故名八筐圖冊。
資料來源：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編，《清賦一斑》
，頁 142。

（二）《臺南府恆春縣清丈簡明總括圖冊》
恆春縣的簡明總括圖冊標題是《臺南府恆春縣清丈簡明總括圖冊》，的編排
方式是：縣圖→里圖， 91 整本圖冊共有一幅〈恆春縣全圖〉及十三幅里圖，各
91

若是淡水縣、新竹縣，編排方式為：縣圖→堡圖；鳳山縣及恆春縣則是：縣圖→里圖。堡、
里皆是指稱包含二個以上街、庄的地域，名稱依南北有異，曾文溪流域以南，至恆春一帶稱里；
118

里圖後附有各等則田、園每年應收稅額，以便對照。

圖 4-8

〈安定里圖〉

資料來源：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臺南府恆春縣清丈簡明總括圖冊》
。

《臺南府恆春縣清丈簡明總括圖冊》中各圖採傳統山水畫法繪製，全圖及各
里圖皆用粗略的線條繪出行政區的形狀、河流的流向。方位則是採上南、下北、
左東、右西，採用這種方位推測當時清賦縣局在繪製圖冊時，是以臺南府坐落的
位置為視察角度，因此呈現出上南、下北、左東、右西之版面配置。 92 在各圖
後有清賦縣局登載各里的田園等則的甲數。
各圖圖中的註記可參見下表：

92

曾文溪流域以北至宜蘭，則稱堡。參見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2005）
，頁
5。
夏黎明的研究指出以山水畫法「身體─主體」之感官經驗的角度審視，橫軸式繪製傳統「上東
下西左北右南」的方位，事實上是從海上眺望陸地的環境意象。借此一觀點推論，恆春縣清丈
圖冊應由臺南府看恆春縣。夏黎明，《清代台灣地圖演變史》，頁 74。
119

表 4-3
圖名

《臺南府恆春縣清丈簡明總括圖冊》各圖註記表
註

恆春縣全

方位*

圖*

記
至厚里

長樂里

治平里

泰慶里

咸昌里

興文里

善餘里

嘉禾里

至字

長字

治字

泰字

咸字

興字

善字

嘉字

第陸圖

恆春縣城

宣化里圖

方位

第壹圖

第貳圖

第參圖

第肆圖

第伍圖

仁壽里圖

方位

第壹圖

第貳圖

第參圖

第肆圖

第五圖

興文里圖

方位

第壹圖

第貳圖

德和里圖

方位

第壹圖

第貳圖

第參圖

第肆圖

第五圖

第陸圖

第柒圖

至厚里圖

方位

第壹圖

第貳圖

燈樓

永靖里圖

方位

第壹圖

第貳圖

第參圖

第肆圖

第五圖

第陸圖

第柒圖

安定里圖

方位

第壹圖

第貳圖

第參圖

長樂里圖

方位

第壹圖

第貳圖

第參圖

第肆圖

治平里圖

方位

第壹圖

第貳圖

第參圖

第肆圖

第五圖

第六圖

泰慶里圖

方位

第壹圖

第貳圖

第參圖

第肆圖

咸昌里圖

方位

第壹圖

第貳圖

第參圖

第肆圖

善餘里圖

方位

第壹圖

第貳圖

第參圖

尖山

嘉禾里圖

方位

第壹圖

第貳圖

第參圖

第肆圖

第捌圖

第五圖

說明：
1.

恆春縣全圖因原件破損，安定里、至厚里、宣化里、德和里、永靖里、仁壽里位置可
對照下節《恆春縣志》
〈恆春縣全圖〉之位置。

2.

方位包括東、北、西、南四至。

3.

表格中有「第五圖」、
「第伍圖」
、「第六圖」及「第陸圖」之區別，皆遵照原件。

資料來源：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臺南府恆春縣清丈簡明總括圖冊》
。

參看表 4-3《臺南府恆春縣清丈簡明總括圖冊》各圖的註記表，發現圖上記
載的資訊很簡單，只有東、南、西、北四個方位以及第○圖等。由於圖上沒有庄
圖，第○圖性質類似於庄圖。另外表中有標註了「恆春縣城」
、
「燈樓」及「尖山」
三個區圖以外的註記。恆春縣城建於光緒元年 10 月 18 日（1875.11.15）
，至光緒
5 年 7 月 15 日（1879.9.1）竣工。93 燈樓則是指現在的鵝鑾鼻燈塔，因為鵝鑾鼻
外海有七星石，在鵝鑾外海往來的外國船隻經常發生觸礁意外，因此光緒元年
（1875）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赫德稅務司議建，光緒 7 年 11 月（1881.12）動工，
光緒 8 年 2 月（1882.3）啟用，當時的建造費用為中國沿海燈樓之第一。94 尖山
在方志中記載是駐有隘勇巡邏，海岸邊可泊船，並與柴寮（今屏東縣車城鄉海口
93
94

屠繼善，《恆春縣志》
，頁 76。
《恆春縣志》
，頁 106-107。
120

村）貿易。 95
《臺南府恆春縣清丈簡明總括圖冊》與《臺東直隸州魚鱗圖冊》相比，簡明
總括圖冊確實較魚鱗圖冊簡略，若《臺南府恆春縣清丈簡明總括圖冊》與淡水、
新竹、鳳山縣的簡明總括圖冊相比又如何？
淡水、新竹、鳳山縣的簡明總括圖冊的編排也是縣全圖→堡（里）圖，圖後
附有各堡（里）田園等則的甲數。圖面上標註東、南、西、北四個方位位置，繪
製方式採傳統山水畫法，堡（里）圖的形狀及河川及分界都有明確地繪製在地圖
上。但恆春縣的簡明總括圖冊與其他三縣最大的差異在於圖面的細緻程度，恆春
縣簡明總括圖冊雖然有繪出里圖的形狀及河流位置，但圖上只有第○圖等分別，
沒有詳細的庄名資料；淡、新、鳳三縣的簡明總括圖冊則很明確的畫出各庄的相
對位置及形狀大小，河川的位置、名稱及各里（堡）之分界線。

圖 4-9

淡水縣全圖及大加蚋堡圖

說明：淡水縣簡明總括清丈圖冊有全圖一幅，右圖「大加蚋堡圖」為堡（里）圖。
資料來源：
（清）著者不詳，
《淡新鳳三縣簡明總括圖冊》
（1886-1892 編製）
（臺北：成文，
1983，1917 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抄本影印）。

恆春縣的清丈里圖與淡水縣的清丈堡圖相比的確簡單很多，推測原因可能與
恆春縣為光緒年間的新闢版圖，土地尚未墾成也未升科有關，雖然正式設官前已
95

屠繼善總纂，
《恆春縣志》
，頁 286。
121

有零星的私墾及聚落成形，但恆春地區土地貧瘠，可利用耕地較少；淡水縣早已
在乾隆年間開墾，至光緒時期已完熟，且光緒初年淡水縣曾實施過清丈，因此光
緒 14 年（1888）起始的清丈淡水縣的資料比恆春縣完整不少。
雖然恆春縣的簡明總括圖冊細緻度不如其他三縣的高，但恆春縣簡明總括圖
冊卻在光緒 18 年（1892）恆春縣編纂采訪冊及縣志時被充份利用，過去方志地
圖都是承襲前志的輿圖為底圖，而《恆春縣志》的方志地圖是臺灣清修方志中唯
一採用清丈圖為底圖的方志地圖。

第三節

《恆春縣志》附圖解析

恆春舊名瑯嶠，原隸屬於臺灣府鳳山縣管轄，而鳳山縣纂輯方志始於康熙
59 年（1720）由鳳山知縣李丕煜主修的《鳳山縣志》
，該志對於恆春記只述及嫏
嬌山、沙馬磯頭山， 96 並無更詳細的敘述。後來鳳山縣也曾幾度修志，例如乾
隆 27 年（1762）王瑛增修成的《重修鳳山縣志》
，其中對於恆春地區的記載也不
多，原因在於康熙 60 年（1721）朱一貴事件平定以後，清廷以瑯嶠為極邊藏奸
區域，明定為禁區。 97 雖然乾隆年間瑯嶠已有漢人越界開墾，但一直沒有被官
方文書所記載，直到同治 13 年（1874）牡丹社事件落幕以後，清廷才正視邊區
開發問題，於光緒元年（1875）設縣，正式將恆春納入版圖之內。
恆春縣志之纂修源起於光緒 18 年（1892）建省後臺灣欲修通志，命各廳、
縣廣徵資料，上繳至通志局以備修志，當時《恆春縣志》是完成三部縣廳志之一，
其餘縣廳志皆為采訪冊形式。 98 不過因為恆春縣志修志時間甚短，有過於潦草
簡略缺失，但其保存資料方面多有貢獻， 99 尤其是清末相當重要的清丈事業就
反映在地圖上。以下先述《恆春縣志》纂修之背景，接著討論《恆春縣志》的新
舊地圖及各分里圖。

一、《恆春縣志》修纂背景
《恆春縣志》原分八冊（匏、土、革、木、石、金、絲、竹集）
，二十二卷，

96
97
98

99

李丕煜，《鳳山縣志》
（臺北：文建會、遠流，2005）
，頁 69。
湯熙勇，〈清代恆春地區漢人的移墾〉
，《史聯雜誌》8（1986）
，頁 51。
《澎湖廳志》
、《苗栗縣志》是完成並付梓的志書，而《恆春縣志》是有完成但並未付印的志
書，其餘縣廳纂修的方志仍屬采訪冊形式。參見林士桓，
〈臺灣清代方志研究─以府、廳、志
為例〉（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26。
陳捷先，《清代臺灣方志研究》
（臺北：學生書局，1996），頁 186-187。
122

另加卷首城署圖、卷末舊說，由恆春縣知縣陳文緯主修、屠繼善總纂，光緒 20
年（1894）稿成，卻未刊行，今有修史廬抄本傳世。恆春縣於光緒元年（1875）
設縣，但要等到光緒 18 年（1892）臺灣省才有纂修通志之議，設通志總局，檄
各府縣輯采訪冊，廣徵資料，以備修志。時恆春縣知縣陳文緯以采訪事務屬諸邑
人汪春元、邱輔康，而總成於屠繼善，然今所謂「恆春采訪冊」未見其稿，而所
見之修史廬抄本二十二卷《恆春縣志》是以采訪冊增訂而成之志書。 100
本志由陳文緯修成後並未付印，陳序文末稱「當設法以壽諸梨棗焉」，隨著
改朝換代志稿便攜歸中國，直至民國 26 年（1937）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出版《圖書室報告第二號方志目》中有「恆春縣志，清光緒二十年修，本所
由抄本晒藍，二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四冊，主修陳文緯，纂修屠繼善，附
註：舊隸臺灣。」雖然此時有條目，但真正發現這本志書卻要等到民國 39 年（1950）
1 月。 101
本志陳序說明該志纂修的原因，光緒 18 年（1892）陳文緯出任恆春知縣，
適逢臺灣省設通志局，下令轄下各廳縣采訪管內之山川、風俗等事以報。 102 臺
灣省通志局頒行的「修志事宜十四條」中其中一條云：
寇賊兵事，宜詳其始末也。明季國初如林道乾、顏思齊、朱一貴等，已
見舊志者，無庸備錄。自乾隆中葉以後迄於近年，如蔡牽、戴萬生之流，
寇亂延及郡縣，其始事因由、弭平功績，宜詳訪之；即近年東洋、法國、
兇番兵事，如於轄地有關涉者，亦宜博采，登之冊籍。 103
上引文中提到清末臺灣受到日本（東洋）
、法國及兇番等兵事，應在志中詳述；
《恆
春縣志》的凡例亦可看出呼應上引文之部，說明該志將「邊防」
、
「兇番」兩項分
卷記述之由，因「邊防繫乎外患，兇番不過負嵎梗化，雖同一兵事，而輕重不等；
茲以涉於外夷為邊防，興師撻伐、執馘獻囚者為兇番。」 104 說明邊防門與外患
有關，又恆春設縣肇因於日本攻打牡丹社番人，而《恆春縣志》該部份的材料是
知縣陳文緯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抄錄的檔案。 105
本志除了重視邊防、兇番等軍事外，地圖部份亦為特點之一，方豪在發現《恆

100

王志楣，〈點校說明〉
，《恆春縣志》
（臺北：文建會、遠流，2007），頁 13。
方豪，
〈恆春縣志的重現〉
，載於氏著《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臺北：作者自行發行，1969）
，
頁 1048-1049。
102
屠繼善纂修，
《恆春縣志》
，頁 21。
103
盧德嘉纂輯，
《鳳山縣采訪冊》上（臺北：文建會、遠流，2007）
，頁 30。
104
屠繼善纂修，
《恆春縣志》
，頁 25。
105
屠繼善纂修，
《恆春縣志》
，頁 26。
123
101

春縣志》時，也發現本志地圖與《臺南府恆春縣清丈簡明總括圖冊》彼此有連帶
關係； 106 而《恆春縣志》凡例中更直接證明兩者之間的關聯：
（上略）現在朝廷重修統志，命擢天下熟悉地形之人，以備錄用，亦所
以重輿圖焉。以是知圖之不可略，因取昔年分里升科之圖，為總、為散，
彙入之冊；雖未盡古人圖經之妙，而再三考校，尚未大謬。（下略） 107
引文中說到修志重輿圖，所以《恆春縣志》取過去「分里升科」之清丈圖編入志
書，並再三校訂；凡例即清楚說明縣志地圖是取自清丈圖冊為底圖再加以考訂而
成。
本志附圖散見各部，城池圖、城署圖置於卷首，恆春縣全圖及各分里圖則見
於卷一疆域，共附有地圖 15 幅，包括〈恆春縣未陞科舊圖〉
、
〈恆春縣全圖〉
、
〈宣
化里〉
、108〈德和里〉
、109〈至厚里〉
、110〈仁壽里〉
、111〈興文里〉
、112〈咸昌里〉
、113
〈善餘里〉
、 114〈嘉禾里〉
、 115〈治平里〉
、 116〈永靖里〉
、 117〈安定里〉
、118〈長
樂里〉、 119〈泰慶里〉

120

等 13 幅分里圖，圖後皆有圖說，以下分述之。

二、恆春縣新舊全圖
《恆春縣志》中所謂新、舊全圖即指〈恆春縣未陞科舊圖〉與〈恆春縣全圖〉。
〈恆春縣未陞科舊圖〉之「陞科」是指成為納賦之田地， 121 所以該圖呈現清丈

106

方豪，
〈恆春縣志的重現〉
，載於氏著，《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頁 1053-1054。
屠繼善纂修，
《恆春縣志》
，頁 24。底線為筆者所加。
108
宣化里等同今屏東縣恆春鎮城西、城南、城北、山腳、網紗、南灣等里。
109
德和里等同今屏東縣恆春鎮茄湖、頭溝、四溝、德和、龍水、山海、大光、水泉等里，及車
城鄉後彎、埔墘、射寮村。
110
仁厚里等同今屏東縣恆春鎮南灣、墾丁、鵝鑾里。
111
仁壽里等同今屏東縣恆春鎮仁壽里、車城鄉新街村。
112
興文里等同今屏東縣車城鄉海口、福興、福安、統埔、保力、田中等村。
113
咸昌里等同今屏東縣車城鄉溫泉村。
114
善餘里等同今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善餘、枋山等村。
115
嘉禾里等同今屏東縣枋山鄉加祿村。
116
治平里等同今屏東縣滿州鄉長樂村。
117
永靖里等同今屏東縣滿州鄉永靖、滿州村。
118
安定里等同今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港口村。
119
長樂里等同今屏東縣滿州鄉響林村及部份的長樂村。
120
泰慶里等同今屏東縣滿州鄉九棚村。
121
「陞科（又稱升科）」
，清代田賦徵收是將田園的好壞分為若干等，各等訂定稅則，稱科則。
田園分熟地與荒地，熟地按等級納賦，荒地免征。若原未徵收田賦之地，現依土地情況應分等
徵收者，謂之升科。詳見李鵬年、劉子楊、陳鏘儀等編，
《清代六部成語詞典》
（天津：天津
人民出版社，1990）
，頁 117。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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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尚未收稅時的地圖；而〈恆春縣全圖〉則是以清丈後編成的《恆春縣清丈簡明
總括圖冊》為底圖，再加上各種註記而成。以下分別解析〈恆春縣未陞科舊圖〉
與〈恆春縣全圖〉。
（一）

〈恆春縣未陞科舊圖〉

〈恆春縣未陞科舊圖〉（見圖 4-10）的方位若以圖框為準是左上方為南、右
上為西、左下為東、右下則為北；本圖無固定比例尺亦無規範圖示，但有標示經
緯度。
〈恆春縣未陞科舊圖〉是根據夏獻綸《臺灣輿圖》的〈恆春縣分圖〉
（見圖
4-11）重抄並無太大區別；由於文字改為楷書字體放大，加上晒藍品質不佳，全
圖在視覺上不甚理想，參考價值略遜於夏獻綸的《臺灣輿圖》。 122
雖然〈恆春縣未陞科舊圖〉較夏獻綸《臺灣輿圖》省略了道路、街市、計里
畫方法的網格等；但〈恆春縣未陞科舊圖〉特點在於反映了修纂當時的現況，以
夏圖「射不力社」及縣圖「善化社」的標示為例，夏圖上標示的「射不力社」在
〈恆春縣未陞科舊圖〉上消失，該位置變為「善化社」，對照方志內文得知光緒
18 年 6 月（1892.6）射不力社番眾圍殺楓港庄民張大雹等二名，官府派兵勦之，
並抓首領零阿零等斬首示眾，事件落幕後改射不力社為善化社。 123 所以在光緒
20 年（1894）編成的《恆春縣志》中地圖也改稱新的社名。
〈恆春縣未陞科舊圖〉的文字註記分為港口（含溪流）
、山脈、島嶼、縣城、
民庄、番社、分界及經緯線等其它註記。港口/溪流部份註記了恆春轄內最重要
的五條河川：恆春鳳山縣界之率芒溪（率忙溪、士文溪）
、刺桐溪（枋山溪）
、楓
港溪、清港（車城溪）
、射寮港（保力溪出海口）
；山脈部份則著墨不多，島嶼標
示出火燒島（今綠島）及紅頭嶼（今蘭嶼）。
另外〈恆春縣未陞科舊圖〉最主要表示的是民庄及番社分佈的位置，從圖上
可以看出民庄仍以西邊的沿海為主，往東邊內山絕大多數為番社的所在地，不過
在圖上民庄數量若與番社相比較少，反映出恆春漢人墾殖的情況較不普遍。
分界則在率芒溪邊上註「鳳山縣界」，在阿郎一社旁註上「卑南交界」劃定
縣轄區域；經緯線註記則為「北極出地緯線二十一度」
、
「北極出地緯線二十二度」
、
「京師偏東經線四度」、「京師偏東經線五度」。 124
〈恆春縣未陞科舊圖〉的圖示標記與前代的方志地圖相比減少許多，除山川

122

夏黎明，《臺灣文獻書目解題‧地圖類（二）》
（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87），頁
112。
123
屠繼善纂修，
《恆春縣志》
，頁 324。
124
「京師偏東經線」是指以北京為東經零度的計算方式。
125

圖示以外，

表示恆春縣城，

代表營汛，

七星石以七的圓圈替代，最後一個則是表示鵝鑾鼻燈塔的圖示

鵝鑾鼻外海的

。

〈恆春縣未陞科舊圖〉仍屬於中國傳統的繪製方式並揉和了西方經緯度測量
法；反觀《恆春縣志》〈恆春縣全圖〉及各分里圖採丈量山水畫併用法，屬光緒
年間劉銘傳清丈事業下直接、間接之產物。 125

125

夏黎明，《清代臺灣地圖演變史》，頁 55。
126

圖 4-10

〈恆春縣未陞科舊圖〉

資料來源：屠繼善總纂，
《恆春縣志》
（臺北：文建會、遠流，2007）
，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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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臺灣府恆春縣分圖〉

說明：1.本圖有制定圖例，臺灣第一部有圖例的地圖是同治年間編纂的《臺灣府輿圖纂要》
，第
二部即為《臺灣輿圖》
。
2.圖上的「虛線」表示同治 13 年（1874）年起開闢的「南路」路線，虛線行經各番社，
代表當時對番社位置已相當清楚。
資料來源：夏獻綸，《臺灣輿圖》（臺北：成文，1984）
，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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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恆春縣志》〈恆春縣全圖〉
圖 4-12 的〈恆春縣全圖〉之方位為上南、下北、左東、右西，無固定比例

尺亦無圖例。圖上的圖示僅剩

恆春縣城一處，圖上最主要的內容為 13

里之里名，其他文字註記則有大海、民庄、番社、分界等。本圖與〈恆春縣未陞
科舊圖〉相比顯得簡略很多，但若與本圖的底圖《臺南府恆春縣清丈簡明總括圖
冊》（以下皆代稱為清丈圖冊）之〈恆春縣全圖〉（圖 4-13）相比則豐富不少。

圖 4-12《恆春縣志》〈恆春縣全圖〉/ 圖 4-13 清丈圖冊〈恆春縣全圖〉
資料來源：屠繼善總纂，
《恆春縣志》
，頁 40；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臺南府恆春縣清丈
簡明總括圖冊》
（未出版）
。

清丈圖冊的〈恆春縣全圖〉只有簡單的標示東南西北四個方位及各里里名，
在里名底下附有各里字號，此外並無其他訊息；圖版中央有部份損毀，對照〈恆
春縣全圖〉可判讀出龍鑾潭的位置，但清丈圖冊是否有標繪縣城則不得而知。比
129

對〈恆春縣全圖〉除了四至、里名（無標示各里字號）與清丈圖冊相同以外，還
多了許多訊息。
第一是分界，恆春縣三面環海，因此在靠海處皆標明「大海」，另外與鳳山
縣、臺東卑南接壤處也標明分界。第二為為恆春縣的「四至」
，東南端的鵝鑾鼻、
西南端的貓鼻、東北端的觀音石與西北端之縣界率忙溪。第三是縣治所在的恆春
縣城，第四為「匯眾流之水以成潭」 126 的龍鑾潭，第五海口防守要地楓港、車
城，這兩處海口船隻可登岸。127 第六，圖上只有標明一處番社「牡丹社」
，說明
了「牡丹社」對於「恆春縣」之重要性，因為日本人發兵攻打牡丹社人，直接影
響恆春設縣。最後則是表示未歸化原住民之「番山」。
另外，圖 4-12〈恆春縣全圖〉與圖 4-10〈恆春縣未陞科舊圖〉相比，可發
現圖 4-10 上的番社或漢庄地名在圖 4-12 不復見，是因為恆春設縣以後都收編至
各里內，

三、 《恆春縣志》
、
《臺南府恆春縣清丈簡明總括圖冊》分里圖之比
較
《恆春縣志》13 幅分里圖與〈恆春縣全圖〉是以《臺南府恆春縣清丈簡明
總括圖冊》（以下簡稱清丈圖冊）為底圖，繪上各種資訊而成，以下就各分里圖
逐一比較。

126
127

屠繼善總纂，
《恆春縣志》
，頁 289。
屠繼善總纂，
《恆春縣志》
，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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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宣化里圖〉
清丈圖冊的〈宣化里圖〉（圖 4-15）繪出該里範圍，標示方位、縣城位置及
代表土地分區的「第幾圖」
；但縣志的〈宣化里圖〉
（圖 4-14）以清丈圖為基礎首
先增添了山川：馬鞍山、虎頭山、網紗溪、龍鑾潭、龍鑾潭大溝；其次為分界：
大海、山後與至厚里為交界、與德和里以溝（龍鑾潭大溝）為界、與仁壽里以溪

（網紗溪）為界；再者兩圖標示的縣城也大不相同，

繪出四座城門及牆上之牆垛，

為縣志圖的縣城，

清丈圖冊的縣城只是簡單的圓形線條。

但縣志圖並未標示民庄所在。

圖 4-14《恆春縣志》〈宣化里圖〉/

圖 4-15 清丈圖冊〈宣化里圖〉

資料來源：屠繼善總纂，
《恆春縣志》
，頁 44；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臺南府恆春縣清丈
簡明總括圖冊》
（未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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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和里圖〉
清丈圖冊的〈德和里圖〉
（圖 4-17）只是繪出方位、
「第幾圖」等簡單線條，
但縣志的〈德和里圖〉（圖 4-16）卻似填空般將空格填入「一圖份」、「二圖份」
等字樣；分界部份縣志〈德和里圖〉強調「與宣化里以溝為界」
、
「興仁里與溝為
界」
，
「崩坑」
、
「老古石」
、
「龜山」等地形也標示得相當清楚，可惜未註明民庄。

圖 4-16《恆春縣志》〈德和里圖〉/

圖 4-17 清丈圖冊〈德和里圖〉

資料來源：屠繼善總纂，
《恆春縣志》
，頁 46；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臺南府恆春縣清丈
簡明總括圖冊》
（未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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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厚里圖〉
清丈圖冊的〈至厚里圖〉
（圖 4-19）除了上述之方位、
「第幾圖」外，在圖中

標註了燈樓位置。縣志的〈至厚里圖〉
（圖 4-18）則加上

燈塔圖樣與

守備署之圖樣，註明大海所在及「與宣化里交界」、「與永靖里交界」「與安定里
交界」等分界註記，另外由南至北也逐一標註河流名稱：溪、墾丁溪、潭仔溪、
大板埒溪。而本圖與其他圖最不同的地方在於番社「龜仔角社」與民庄「員山仔
庄」出現在地圖上。

圖 4-18《恆春縣志》〈至厚里圖〉/

圖 4-19 清丈圖冊〈至厚里圖〉

資料來源：屠繼善總纂，
《恆春縣志》
，頁 48；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臺南府恆春縣清丈
簡明總括圖冊》
（未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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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仁壽里圖〉
清丈圖冊之〈仁壽里圖〉（圖 4-21）簡潔地呈現里內土地劃分成果，而縣志
的〈仁壽里圖〉（圖 4-20）再加上了南北河川「網紗溪」、「保力溪」、「龍鑾潭大
溝」，及分界註記「與宣化里以溪為界」、「與德和里以溝為界」、「與興文里以溪
為界」。

圖 4-20《恆春縣志》〈仁壽里圖〉/

圖 4-21 清丈圖冊〈仁壽里圖〉

資料來源：屠繼善總纂，
《恆春縣志》
，頁 50；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臺南府恆春縣清丈
簡明總括圖冊》
（未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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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興文里圖〉
清丈圖冊之〈興文里圖〉
（圖 4-23）與縣志〈興文里圖〉
（4-22）相比，圖十
四註明了「保力溪」
、
「車城溪」及分界「與仁壽里以溪為界」
、
「大海」等，另外
還標註了「屯軍營」之位置。

圖 4-22《恆春縣志》〈興文里圖〉/

圖 4-23 清丈圖冊〈興文里圖〉

資料來源：屠繼善總纂，
《恆春縣志》
，頁 52；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臺南府恆春縣清丈
簡明總括圖冊》
（未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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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咸昌里圖〉
圖 4-25 的清丈圖與圖 4-24 的縣志圖中，縣志圖仍標出「加芝來溪」
、
「二重
溪」
、
「四重溪」
、
「大埔角溪」等河川，也註明「過山與興文里交界」
、
「過山與善

餘里交界」等分界。另外本圖較特別的地方在於

琉球義塚廟及「出湯」

之標註，琉球義民廟供奉的是同治 10 年（1871）漂流至恆春，被番人殺掉的琉
球國船員；而出湯指涉的應為現在大家熟知的四重溪溫泉。

圖 4-24《恆春縣志》〈咸昌里圖〉/

圖 4-25 清丈圖冊〈咸昌里圖〉

資料來源：屠繼善總纂，
《恆春縣志》
，頁 54；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臺南府恆春縣清丈
簡明總括圖冊》
（未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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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善餘里圖〉
圖 4-27 的清丈圖冊的〈善餘里圖〉與圖 4-26 之縣志〈善餘里圖〉之差異主
要仍為河川溪流與分界，河川由南至北為楓港溪、獅頭溪、刺桐腳溪，分界則是
「與嘉禾里分界」
、
「過山與咸昌里交界」
。另外縣志圖也標註「屯軍營」
、
「營盤」、
「番山」等文字註記。而清丈圖冊的地圖上則標註了未在縣志圖上出現的「尖
山」。

圖 4-26《恆春縣志》〈善餘里圖〉/

圖 4-27 清丈圖冊〈善餘里圖〉

資料來源：屠繼善總纂，
《恆春縣志》
，頁 56；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臺南府恆春縣清丈
簡明總括圖冊》
（未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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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嘉禾里圖〉
圖 4-29 清丈圖冊的〈嘉禾里圖〉與其他清丈圖冊地圖一樣只有繪出各圖位
置，但可以看出嘉禾里被六條河流隔出五塊區域，對照圖 4-28 縣志之〈嘉禾里
圖〉可知河川名稱，由南往北為刺桐腳溪、七里溪、新 藔溪、拜懺溪、加大堂溪
及率忙溪，其次是分界「與善餘里山溪交界」、「鳳山縣轄」與「大海」，另外在
東邊山脈圖示也標註「番山」
，以及第伍圖中間繪註了「屯軍營」
、
「第肆圖」
、
「營
盤」。

圖 4-28《恆春縣志》〈嘉禾里圖〉/

圖 4-29 清丈圖冊〈嘉禾里圖〉

資料來源：屠繼善總纂，
《恆春縣志》
，頁 58；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臺南府恆春縣清丈
簡明總括圖冊》
（未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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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治平里圖〉
圖 4-30 縣志圖的〈治平里圖〉對照圖 4-31 清丈圖冊的〈治平里圖〉，除了
表示山川的「大溪」、「大加冬溪」、「茶山」、「三百六十崎」、「高仕佛山腳」，以
及分界的「長樂里交界」以外，其他在山脈附近註記了「番山」、四林格社、下
八磘灣社，阿眉社等番社。

圖 4-30《恆春縣志》〈治平里圖〉/

圖 4-31 清丈圖冊〈治平里圖〉

資料來源：屠繼善總纂，
《恆春縣志》
，頁 60；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臺南府恆春縣清丈
簡明總括圖冊》
（未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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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永靖里圖〉
圖 4-33 清丈圖冊與圖 4-32 縣志的〈永靖里圖〉比對，縣志圖一樣標示出「與
宣化里山交界」、「與安定里以溪為界」、「與長樂里以溪為界」；另外本圖標出阿
眉社之位置。

圖 4-32《恆春縣志》〈永靖里圖〉/

圖 4-33 清丈圖冊〈永靖里圖〉

資料來源：屠繼善總纂，
《恆春縣志》
，頁 62；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臺南府恆春縣清丈
簡明總括圖冊》
（未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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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安定里圖〉
縣志的〈安定里圖〉
（圖 4-34）在註記方面比清丈圖冊的地圖（圖 4-35）多
了分界「與至厚里交界」
、
「與永靖里溪交界」
、
「與長樂里交界」及河川「

响林溪」

外，其餘並太大之差別。

圖 4-34《恆春縣志》〈安定里圖〉/

圖 4-35 清丈圖冊〈安定里圖〉

資料來源：屠繼善總纂，
《恆春縣志》
，頁 64；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臺南府恆春縣清丈
簡明總括圖冊》
（未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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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長樂里圖〉
縣志的〈長樂里圖〉
（圖 4-36）在註記方面比清丈圖冊的地圖（圖 4-37）多
了分界「與安定里交界」
、
「與永靖里交界」
、
「與治平里交界」及河川「

响林溪」、

「溝」、「大魯公溪」外，其餘並太大之差別。

圖 4-36《恆春縣志》〈長樂里圖〉/

圖 4-37 清丈圖冊〈長樂里圖〉

資料來源：屠繼善總纂，
《恆春縣志》
，頁 66；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臺南府恆春縣清丈
簡明總括圖冊》
（未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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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泰慶里圖〉
縣志的〈泰慶里圖〉（圖 4-38）圖版上看起來是位於山區，圖上山脈的繪法
看起來較清丈圖冊的〈泰慶里圖〉（圖 4-39）更高聳。圖三十的分界以「與埤南
交界」、「大海」、「番山內」表示，另有「汛房」 128 及「荒田」等註記。本圖記
載的番社與其他分里圖的記載相較之下數量較多，計有麻弄望社、阿眉社、紅知
蘭社、高仕（士）佛社、牡丹社等五社，因為牡丹社事件是高士佛社、牡丹社及
其鄰近社群所引發的，官方對於此事的陰影仍在，可能因此而特重此區域。

圖 4-38《恆春縣志》〈泰慶里圖〉/

圖 4-39 清丈圖冊〈泰慶里圖〉

資料來源：屠繼善總纂，
《恆春縣志》
，頁 68；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藏，
《臺南府恆春縣清丈
簡明總括圖冊》
（未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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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為汛防之筆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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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以上地圖，清丈圖冊的地圖大多除了方位、第○圖之分區以外，山川、
各里分界皆未標註，只有重要的地標如縣城、燈塔才會標示在圖上。雖然縣志圖
以清丈圖冊之圖為底圖，但圖上所傳達之訊息有下列幾點不同：
第一，縣志圖和清丈圖冊雖然都將河川位置繪出，可知河川為重要的天然界
線，但只有縣志地圖將河川名稱詳細標註在地圖上，因為河川為劃分行政區的界
線，所以做為行政用途的縣志地圖上，河川名稱特別詳盡。
第二，從縣志圖上被標註的「番山」或「番山內」可以推測該地應為未歸化
區域。
第三，表示聚落的民庄或番社在縣志圖中並沒有逐一被記載，民庄在各分里
圖中只有〈至厚里圖〉的員山子庄一處被記載，而番社在〈至厚里圖〉
、
〈治平里
圖〉、〈永靖里圖〉及〈泰慶里圖〉中分別記載了至厚龜仔角社、 129 四林格社、
下八磘灣社、阿眉社、130 阿眉社、131 麻弄望社、阿眉社、紅知蘭社、高仕佛社、
牡丹社 132 等社；另外宣化、德和、仁壽、興文、善餘、嘉禾、咸昌、安定、長
樂里等九圖皆未標示聚落，筆者認為繪圖者較關注番社，是因為西半部沿海地區
自乾隆年間起做為調節鳳山縣人口過剩之區域，雖然開發時間越晚近，漢人勢力
也越往南邊推進； 133 相較於平地之開發，沿山、內山區域因為是「兇番」居住
之區域，使得漢人不敢靠近，直至牡丹社事件以後恆春設縣，因此編纂方志時社
番所在成為纂修者關注之焦點，除了地圖上標註番社以外，方志更有「招撫」一
卷記述各社歸化之情況。
第四，光緒 13 年（1887）至 16 年（1890）由巡撫劉銘傳推行之清賦工作結
束以後，在各地皆留下簡明總括圖冊或魚鱗圖冊等清丈成果，但這些清丈圖冊中，
只有《恆春縣志》在修纂時，利用清丈圖冊的地圖當作疆域地圖，其他縣廳的采
訪冊或志書都沒有使用清丈圖冊；因此使用清丈圖冊為疆域地圖底圖，為《恆春
縣志》的一大特色。
最後，地圖上「第○圖」
、
「○圖份」並無明確標示庄名，但在清丈圖中應該
是具有「編號」的作用。牡丹社事件後，奕訢申明「中國政尚寬大，凡民人自行
開墾之房園、地基，及已開墾而未定則外科之田，均不納稅」 134 對此，恆春縣
清丈後升科繳稅意義重大，《恆春縣志》地圖便保留了清丈屐痕。
129

屬至厚里。
以上三社屬治平里。
131
屬永靖里。
132
以上四社屬泰慶里。
133
周玉翎，
〈臺灣南端尾閭恆春的族群與歷史〉
，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 年，頁 46-47。
134
〈照錄大久保面遞福島景事與番地土人筆談〉，收於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
《明清臺
灣檔案彙編》第七十三冊，頁 34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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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英國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在撰寫《歷史之研究》時，
形成「挑戰與回應」
（challenge-and-response）等概念，他認為促使文化成長的原
動力來自挑戰，挑戰可能產生自外在的環境或內在的環境，而適度的挑戰，可以
刺激文化的成長。 1 筆者在進行本研究時，發現臺灣 19 世紀中葉以後纂修的三
部方志《淡水廳志》
（1870）
、
《澎湖廳志》
（1894）及《恆春縣志》
（1894）
，志書
中的地圖充份反應出時代的衝擊。
本論文以三幅方志地圖為主軸，嘗試分析方志地圖與歷史事件之關聯。第一
幅為《淡水廳志》的〈沿海礁砂形勢圖〉，這是清修臺灣方志首次在地圖中，強
調沿海礁石、砂汕的位置及範圍。〈沿海礁砂形勢圖〉的出現與海戰形式的轉變
有關，英軍船艦吃水深，靠近中國沿岸時最怕遇到暗礁或淺沙導致擱淺，所以船
隻需要引水人引導入港，鴉片戰爭時姚瑩即利用臺灣西部沿海地形之優勢，有效
佈署作戰計畫並獲得勝利。鴉片戰爭為清代臺灣涉外事件之起始，此戰役後西方
各國紛紛繪製臺灣沿海岸的海圖，中國也開始重視沿海防務、繪製海圖；同樣，
《淡水廳志》的〈沿海礁砂形勢圖〉，也影響後來夏獻綸《臺灣輿圖》與《苗栗
縣志》在地圖中繪製沿海礁砂之形勢。
第二幅為《澎湖廳志》的〈澎湖全圖〉，媽宮城及四大砲臺的位置以不合乎
比例地被誇大繪製在地圖上，突顯出清法戰爭結束後所構築的新式砲臺。清法戰
爭戰火從越南延燒中國東南沿海、基隆至澎湖，澎湖迅速被法軍攻陷，使得清廷
東南海防告急，也認清臺灣為海防前線的重要性，因此戰爭結束後立即在臺灣重
要海防點修建 10 座新式砲臺，其中澎湖即佔 4 座。與《澎湖廳志》同時代纂修
的眾多志書中，
〈澎湖全圖〉是唯一在地圖上繪製清末最後一波軍事建設的地圖；
城池及砲臺的不合比例，放大了澎湖軍事建設的成果。
第三部分為《恆春縣志》中的新舊全圖與分里圖。《恆春縣志》是唯一使用
劉銘傳清賦期期繪製的清丈地圖當作各里底圖，同時也是唯一將各里單獨成圖的
臺灣方志地圖。恆春設縣於臺灣發生國際危機之時，危機暫除後，清廷為確立其
在瑯嶠的統治正當性，立即設置實際的行政區確立主權，亦伴隨臺灣的首度清丈，
使方志編纂時擷取清丈圖冊的恆春部分當做底圖。雖然《恆春縣志》的地圖看似
簡陋，但在地圖上保留了牡丹社事件及清丈之痕跡，實能反映時代的意義。
深入分析三部方志編纂的時代背景與方志地圖中所隱藏的訊息，發現這三部

1

閻沁恆，《湯恩比的歷史研究與文化史觀》
（臺北：稻鄉，2006 再版）
，頁 79-80。
145

皆於 1870 年代以後編纂的方志與涉外事件有極密切之關聯，而鴉片戰爭、清法
戰爭、牡丹社事件等涉外事件對於方志記述的內容、地圖訊息的呈現方式以及臺
灣的政治、軍事佈防形成偌大的影響。
《淡水廳志》中的地圖種類繁多，但其中最亮眼的是〈沿海礁砂形勢圖〉，
第一，
〈沿海礁砂形勢圖〉為清代臺灣方志中首次以「沿海地形」為主題的地圖，
這幅主題地圖的出現與鴉片戰爭時期海戰模式的轉變有關，雖然當時候英國軍艦
船堅砲利，但卻非常懼怕中國沿海的礁砂，因此臺灣的守軍便利用地形優勢，使
英船擱淺在沙汕上，並獲得勝利。 第二，鴉片戰爭過後，西方各國開始大量繪
製臺灣沿海的海圖，分析臺灣沿海之地形；中國方面，也從重視陸防轉變重視沿
海的防務。第三，〈沿海礁砂形勢圖〉的出現，也影響後來夏獻綸的臺灣輿圖以
及《苗栗縣志》地圖的繪製。
〈澎湖全圖〉
《澎湖廳志》〈澎湖全圖〉中的城池、砲臺以誇大的比例繪製在地圖上，此
點即為該圖最重要之處。第一，突顯清末最後一波新式砲臺建設中澎湖砲臺建設
的成果。第二，砲臺的建置則反映了澎湖作為臺灣與廈門中繼點及清帝國沿海七
省海防最前線的重要角色。第三，澎湖的砲臺建築位置皆面向南方的深水港口，
則是反映了西方船堅砲利，而清廷對於沿海防務的觀念逐漸轉變，砲臺只需建築
在大型船隻可停泊的深水港口。
《恆春縣志》的地圖需與《恆春縣清丈簡明總括圖冊》一同互為參照討論，
牡丹社事件後倉促設立恆春縣，但修志時卻面臨繪圖人才不足的情況，因此借用
清丈期間繪成的《恆春縣清丈簡明總括圖冊》為方志疆域圖的底圖，這是《恆春
縣志》地圖有別於其他清修臺灣方志最特別之處。第二，《恆春縣志》地圖除了
是清修臺灣方志中唯一使用清丈地圖為底圖之行政疆域地圖以外，同時也是清修
臺灣方志地圖中，唯一將各里單獨成圖的地圖。第三，臺灣建省後為了開闢財源，
所進行的清丈事業成果，以及參與牡丹社事件的各個番社與事件後增設的建築物、
兩者互為表裡呈現在恆春縣志的地圖中，可看出《恆春縣志》地圖處處顯現了清
丈及牡丹社事件的跡痕。
地圖繪製是呈現一個地方的空間觀，我們可以從清末的方志地圖看歷史事件
如何殘留在地圖上。本論文以繪製臺灣最北的淡水廳、最南的恆春縣及最重要的
澎湖外島三幅地圖為討論中心，從地圖上看出臺灣做為清帝國中邊疆的邊疆，在
清末受到鴉片戰爭、牡丹社事件、清法戰爭等一連串涉外事件後，臺灣成為帝國
國防／海防的最前線，並發現過去在地圖上被忽略的海戰攻防、砲臺建設、清丈
工作與方志地圖之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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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以地理學奠定方志地圖研究的基礎，加上歷史學的視角，配合各種文
獻，重新檢視方志地圖的研究。過去學界對方志地圖的看法多認為方志地圖繪製
方式多採傳統山水式畫法、既粗糙又無圖例、比例尺，參考價值甚低，因此地圖
研究多以繪製精美的長軸地圖為主。本論文以歷史的視野重新審視方志與其地圖，
突破過去方志地圖研究偏重整理、統計地圖版次、方位、比例尺、符號等外部分
析；也突破過去探討方志大都重視文字內容的缺失。
本文配合文獻，回歸方志纂修的歷史背景及志書中的文字記載，深入探討方
志地圖背後所蘊涵的時空意義。同時在〈沿海礁砂形勢圖〉
、
〈澎湖全圖〉及《恆
春縣志》地圖上，重新發現了過去研究中被忽略的海戰攻防、砲臺建設、清丈工
作與方志地圖之間的關聯，這三部方志地圖可以說是 19 世紀中葉以降，對於臺
灣面臨涉外事件以及事件後的政治、軍事等政策轉變之最佳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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