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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臺碑的歷史觀察 

 –以「示禁海口章程」為中心 

 
顏清梅 

朝陽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專任講師 

 

摘 要 
清代，官府為將示禁之事長久的公告民眾周知，乃有刻

石立碑的作法。本文透過「示禁海口章程」內容的分析，參

照歷史文獻的記載，探討清代乾隆之際台灣海口的管理，與

該碑中所記海口陋規的情形，以釐清此碑所以設置的原因，

期能對清代台灣的開發有更深入的了解。 

關鍵詞：碑碣、示禁海口章程、清代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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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荷蘭、西班牙殖民臺灣乃至於明鄭王國時期，臺灣與

島外地區的貿易繁盛，並具高度國際性。清代是臺灣大規模

開墾的階段，移民往來與開發後的物資流通，皆仰賴海舶；

因臺灣西部沿岸大多為平直的沙岸，舟楫大多利用天然海灣

或河口處泊岸對渡往來，與中國大陸間的航運相當頻繁。在

明鄭抗清的教訓與深怕匪徒嘯聚等理由下，臺灣歸清朝後，

清廷奉行為防臺而治臺的政策，試圖以各種禁令，消滅臺灣

海防的潛在危害，盡其所能減少臺閩間的聯繫，對沿海安全

之考慮遠超過人民航海貿易。 

清朝統治臺灣，長期抱著「不亂即可」的消極態度，採

取渡臺須有照單、不得攜帶家眷及粵籍禁止渡臺的限令，然

閩粵移民仍利用各地港灣入臺開墾。於是臺灣人口激增，商

業發展與農業拓墾並隨發展。在經濟結構上，商品經濟相當

發達，島內輸出的主要農產品，以稻米、蔗糖為大宗；島外

輸入之商品則有綢緞、藥材、五金、雜貨、手工業品及建築

材料等。在乾隆時期已有郊商形成，商業活動極為興盛。至

於港口的設置，採取固定港口的對渡方式，除康熙 23 年（1684
年）開放臺灣府鹿耳門港與廈門通航外；乾隆時期陸續開放

鹿仔港及八里坌與蚶江、五虎門對渡，因應往來貿易與航運

之需。 

臺灣各港口出入船舶的稽查，則有文口和武口兩種。關

於清代臺灣的吏治，向來負面評論極多，道光年間，徐宗幹

在給友人信中曾謂：「吏治之壞，至閩省而極，閩省吏治之壞，

至臺灣而極」。1官吏貪婪成性，積習成規，對於出入港口的

船隻、商客除定例公課外，港口的官吏每每假借各個項目重

索規費。為杜絕此類陋規，遏止不法，而有不少此類相關示

                                                 
1 徐宗幹，《斯未信齋文集》，〈答王素園同年書〉收入於丁曰

健，《治臺必告錄》，臺灣文獻叢刊第 17 種，臺灣大通書局，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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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碑的設置。在臺南市南門路大南門碑林，現存一塊高 219
公分，寬 76 公分的花崗岩石碑，題名為「示禁海口章程」。

本件碑記為曉示奏定海口章程，明定文武衙門規費，並嚴禁

守口員額外勒索陋規的示禁碑記。此件碑記在國立臺灣大學

的所存之舊紀錄中稱原碑日治時期存放臺南武廟，至於是開

基武廟或祀典武廟，則未說明清楚。碑碣是金石之學的寶庫，

碑記更是直接史料的，每一件碑碣都有它的典故，鉅細之間，

皆有其研究的價值。臺灣自納入清朝版圖至乾隆朝期間，一

直是採取消極的封閉政策，移民或須通過正口的管制檢查、

或以偷渡進入臺灣，給與貪官污吏索賄勒索的藉口，雖然屢

屢申令禁止，仍然弊端叢生。本文擬以乾隆 53 年之示禁海口

章程碑為中心，以碑文內容對照歷史文獻，探討當時臺灣港

口的管理，以及沿海官員勒派銀錢的陋習。 

貳、示禁海口章程 
臺灣地區的碑碣資料除史志的記載外，先後輯成《臺灣

中部碑文集成》（劉枝萬）、《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黃典權）、

《臺南市南門碑林圖志》（臺南市政府）、《明清臺灣碑碣選集》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北部碑文集成》（邱秀堂）及《臺

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何培夫）等專書完整地採拓、整理了

臺灣各地區的碑碣。這些碑碣在種類上分為沿革碑、紀事碑、

頌德碑、捐題碑、示禁碑及造像碑等六類，內容則涵蓋政經

建設、開疆拓土、旌功頌德、災害殉難、文教薪傳、社會組

織、宗教民俗、社會檔案、戰事遺跡、書法文采等。以清代

之示禁碑而言，大多是因為官府或民間為遏止不法情事、杜

絕陋規惡習，乃將告示或公約銘刻成碑，勒石示禁。內容琳

瑯滿目，有為兵丁勒索、惡丐強乞、破埤害禾、婢女禁錮、

戒殺惜生而示禁，所禁之事不一而足，形同「臺灣社會檔案

的紀錄」。2 
                                                 
2 曾國棟，《臺灣的碑碣》，（臺北：遠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2003
年），頁 29；頁 183~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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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禁海口章程」是乾隆 53 年（1788 年）9 月在徐嗣曾

任福建巡撫期間，由臺灣海防同知兼南路理番同知清華所

立。3清華於乾隆 53 年 6 月到任，乾隆 56 年（1791 年）改任

臺灣縣知縣。分析此一碑記的內容，主要議題有三：一、公

告新定掛驗一切費用。二、要求守口之文、武員弁依奏定章

程，詳實查驗各港出海船隻，各類船隻須依規定裝載糖、米

出洋。三、嚴格禁止各守口員弁在定例的規禮外，再需索額

外的規禮；如有違例者，一經告發，即予嚴懲。「示禁海口章

程」碑所以設立的目的，由其內容明顯可以見得。詳錄其碑

文如下：4 

署臺灣府海防兼南路理番分府、加五級、紀錄十次清，

抄蒙護理福建分巡臺澎等處地方兵備道兼提督學政楊抄奉欽

命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

務徐，為曉示奏定海口章程勒石示禁事。 

照得臺澎設立海口□處，守口員弁於商貨船進出口時，

每多格外需索陋規，該管營員通同容隱。經公中堂福嚴審定

擬，恭□□議定廈門、蚶江等處各項貨船到達，迴帆裝載止有

糖、米二種，勢難禁遏。不若明定章程，俾商船以臺灣有餘

之米谷，補內地民食之不足；糖□等項無關民食，原議未經定

數，應□船商便搭載。米石一項，議定橫洋船一隻，准其載米

四百石。按邊船一隻，准載米三百石等□。照上議明定，數內

                                                 
3 清華於乾隆 53 年 6 月署任臺灣海防同知，54 年 6 月實授。當時分巡臺

灣道者為楊廷理，楊為廣西馬平人，乾隆 52 年任臺灣知府，53 年正月

平莊大田陞臺灣道。福建巡撫則是徐嗣曾，乾隆 50 年擔任該職，乾隆

55 年卒於任內。參見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卷 2，臺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臺灣大通書局，頁 3；138；頁 125，頁 131~132。 
4 此碑拓本收錄於何培夫《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南市（下），本文

引錄之碑文內容為《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的斷句與標示。（臺北：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2 年），頁 346~347。原碑文中部分文字

已無法辨讀，原書以「□」標示，至於方格中加文字者，因此一碑文的

內容與福康安所上奏摺內之文字大致相同，為作者自行補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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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收口，照數查驗，5如再有例外多帶，即予重究極處□官□口
官弁查參議處。6其駕往浙粵等省船隻，仍照往例止准備帶食

米六十石，毋許稍有浮溢；沿海各處封禁港口，亦不准載米

出洋。 

至海口巡查飯食及設立小船引帶商艘出入一切費用，均

可□□十一年所定：文員衙門，每船准收番銀三圓；7武職衙門，

准收制錢自一百文至二十文不等。近年食物昂貴，實不敷用，

今酌定：文員衙門，每船准收番銀五圓；武職衙門，收番銀

三圓，以資貼補。其掛驗米食等項，□例一概嚴行禁革。 

將所定章程，勒石海口，倘敢仍前需索額外私增，一經

船戶控告，或經巡查臺灣之將軍督撫提督查出，即行據實嚴

參，加等治罪。業經奉旨允準在案，合飭付勒石曉示。為此，

示仰海口船戶商賈人等知悉：爾等嗣後裝運米石衣服飯食番

銀，務照奏定章程□□勒石海口□。嗣後倘守口員弁只□□，倘

敢格外勒索，必有意刁難，興出別項名目，許即指名稟究，

絕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永遠遵行，特示。 

乾隆伍拾叁年玖月      日 

 

 

                                                 
5 「按邊船一隻，准載米三百石等□。照上議明定，數內地收口，照數查

驗」，福康安奏摺中之文字作「按邊船一隻，准載米三百石，於印照上註

明實數，內地收口照數查驗」，後者的斷句與文字比較正確合宜。參見《欽

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61，臺灣文獻叢刊第 102 種，臺灣大通書局，頁

976。 
6 同上緣由，參照福康安之奏摺，「□官□口官弁查參議處。」應改訂為

「，米石入官，管口員弁查參議處。」 
7同上緣由，參照福康安之奏摺，「一切費用，均可□□十一年所定：」應

改訂為「一切費用均不可少。三十一年所定：」 



朝陽人文社會學刊                                     第四卷第二期                

 134

    參、關於「示禁海口章程」的探討 

一、正口對渡 

從國防安全、防禦匪寇的角度著眼，臺灣在 1683 年（康

熙 22 年）納入清朝的版圖，隸屬福建省管轄。清廷所以保留

臺灣，應該是為了鞏固政權，尚未有發展海洋的思考。施琅

＜恭陳臺灣棄留疏＞適足以說明清廷保有臺灣的原因。施琅

認為： 

（臺灣）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此地若

棄為荒陬，復置度外，……內地之逃軍閃民，急則走

險，糾黨為祟，造舟製器，剽掠濱海；……（紅毛）

無時不在涎貪，亦必乘隙以圖。……如僅守澎湖，而

棄臺灣，則澎湖孤懸汪洋之中，土地單薄，界于臺灣，

遠隔金廈，豈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臺灣一

地，雖屬多島，實關四省之要害。勿謂被中耕種，猶

能少資兵食，固當議留；即為不毛荒壤，必藉內地輓

運，亦斷斷乎不可棄！……臣思棄之必釀成大禍；留

之誠永固邊圉。8 

因此，清朝雖未放棄臺灣，對臺灣的統治經營長期採取消極

的隔離政策。例如，規定凡是渡臺者必須持有照單，採取限

制移民資格的方式；其次，移民不得攜帶家眷，已渡臺者也

不得回鄉招徠家眷；第三禁止粵籍人士渡臺，嚴格限制人民

渡海來臺。但是閩粵移民仍排除障礙，利用各地港灣入臺墾

殖。在清領初期十多年間，土地的開墾以臺灣縣為中心，分

別向南、向北兩路拓墾。初期因大批鄭氏宗室、文武官員兵

丁及眷屬被遣返大陸，一些原已墾闢的田園又呈荒蕪的景

象， 初移民便拓墾這些荒廢的田園。其後，逐漸往北至嘉

南平原一帶墾種。從康熙 23 年到乾隆中期，西部平原基本上

                                                 
8 施琅，《靖海紀事》，臺灣文獻叢刊第 13 種，臺灣大通書局，頁 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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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已開發。乾隆後期以後，移民拓墾的目標乃漸轉往東北部

的宜蘭平原及南投縣境內的埔里盆地等地。 

港口，是臺灣由土著社會轉為漢人社會，由漁獵活動轉

為農業、商業貿易經濟的孔道。為了嚴格限制移民入臺，對

於海口管制因而相對嚴密。在港口的設置方面，採取固定對

渡港口的方式，康熙 23 年開放臺灣府鹿耳門港與廈門通航。

鹿耳門是全臺唯一的正口，臺灣與大陸間貨物人員的往來俱

由此進出。依照規定： 

凡往臺灣之船必令到廈門，出入盤查，一體護送，由

澎而臺；從臺而歸者，亦令一體護送，由澎而廈，出

入盤查，方准放行。9 

所有往來廈門與臺灣間的商船，必須先在廈門防廳（文汛口，

位於廈門城南玉沙坡）掛驗牌照，而後至大擔汛口（大噔門）

會同武汛照單查驗後才可赴臺。10自臺返廈，則由臺防廳查明

後發給照單，在鹿耳門會同武汛點驗出口。臺、廈兩廳必須

在船隻入口時，照單查驗人貨，一切無誤，方准進港。兩廳

之間對於出入船隻，彼此彙送查銷；如果有未到或印單久久

未辦理移送查銷者，即追查究辦。11 

臺灣其他沿海口岸一概禁止和大陸往來，僅能作為島內

南北的運輸往來。例如，雍正 9 年（1731 年）開放的鹿仔港、

海防、三林、勞施、蓬山、後龍、中港、竹塹、南崁等九個

港口便只供作臺灣沿岸貿易。與大陸對渡的港口維持單一口

岸的情形，直到乾隆時期，隨著移民的開發與貿易的興盛，

才變為多口。乾隆 49 年（1784 年）開放鹿仔港與蚶江通航；

                                                 
9 《福建通志臺灣府》（中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84 種，臺灣大通書局，

頁 381。 
10 周凱，《廈門志‧海防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95 種，臺灣大通書局，

頁 107~108。 
11 《福建通志臺灣府》（中冊），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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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 59 年（1794 年）開放八里坌與泔江、五虎門通航。換而

言之，清代治臺 212 年間，前 100 年的時間都只有鹿耳門與

廈門間的單口對渡。 

從土地的開發與港口的增加來看，臺灣的開發在乾隆時

期有相當程度的規模。不過，這種指定口岸對渡的方式，終

乾隆一朝，並未廢止。 

二、船隻的管理 

清廷單純地想以各種禁令，消滅臺灣海防的潛在危害；

除為了要嚴防偷渡外走，杜絕走私也是重要目標，清廷盡其

所能減少臺閩間的聯繫，正口對渡是政策之一。對於往來船

隻的相關事項，有極其周密的管理辦法，舉凡船隻、人員、

貨品等皆在其列。以船隻為例，周凱《廈門志‧船政略》中

將清代船隻分為戰船、商船、漁船、小船、洋船及番船五類。

除去戰船、番船（外國船），所謂商船指的是： 

商船，自廈門販貨往來內洋及南北通商者，有橫洋船、

販艚船。橫洋船者，由廈門對渡臺灣鹿耳門，涉黑水

洋。黑水南北流甚險，船則東西橫渡，故謂之「橫洋」；

船身樑頭二丈以上。往來貿易，配運臺榖以充內地兵

糈；……販艚船，又分南艚、北艚：南艚者，販貨至

漳州、南澳、廣東各處貿易之船；北艚者，至溫州、

寧波、上海、天津、登萊、錦州貿易之船。船身略小，

樑頭一丈八、九尺至二丈餘不等；不配臺榖，統謂之

販艚船。12 

漁船是： 

有大、小二種單桅、雙桅之別。初，漁船止准單桅，

樑頭七尺，歸縣徵收漁稅；……後閩省漁船許用雙桅，

                                                 
12 周凱，《廈門志》，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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樑頭至一丈而止。13 

 

小船： 

民間小船俗稱三板。或攬載客貨、或農家載運糞草，

皆有底無蓋、單桅雙橹，……沿海一應採捕及內河各

色小船。14 

至於洋船，即是指往南洋、東洋從事貿易的大商船。

清代臺灣船舶的類型極為繁雜，已有不少論文言及，本文不

復贅述。15本文僅就「示禁海口章程」所談到的船舶，例如，

商船、漁船、小船等，討論這些船舶的管理與掛驗的情形。 

《東溟文集》云：「臺灣之商船皆漳、泉富民所製。」16除

說明臺灣船隻的所有者，也透露出閩臺間貿易繁榮的訊息。

有關船隻之建造，依定例必須在尚未營造前，呈報該州、縣，

查察船戶是否為殷實的良民？是否為親自出洋之用途？並取

得澳甲、里族各長及鄰右當堂畫押擔保具結，方可獲准建造。

峻成之日，經稟請地方官驗查船體（樑頭長短、深廣丈尺），

由州、縣親驗烙號刊名，桅上（商船）、蓬上（漁船）要大書

縣分及船甲的姓名，船旁則要深刻字號，取具澳里族鄰之行

保結狀（身分之保證），將船戶年貌、姓名、籍貫及從事何種

生業，俱填寫於照內，給付照票（許可證），以備汛口查驗，

                                                 
13 周凱，《廈門志》，頁 172。 
14 周凱，《廈門志》，頁 175。 
15 關於清代臺灣船舶的種類，林玉茹依據《廈門志》、《臺灣私法》及《重

修鳳山縣志》分為四個等級，載明各類船舶的名稱、型態、大約載重、

航海範圍或用途。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臺北：知書房

出版社，1996，頁 87。後來戴寶村又就林書加以補充。參見戴寶村《近

代臺灣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巨舶》，臺北：玉山社，2000 年，頁

36~37。 
16 姚塋，《東溟文集》〈籌議商運臺穀〉，收錄於丁曰健，《治臺必告

錄》，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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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航海從事貿易或採補。17 

康熙 53 年（1714 年），有鑒於海氛不靖，為區分商船、

漁船或戰船，船身前後一律書寫「商」字、「漁」字、「營」

字。此外，雍正 9 年因每有商船出洋以後趁機劫奪之情事，

故命令各省出海船隻大桅上截、船頭到樑頭部分按照省別飾

以不同顏色的油漆，並刻上某州縣、某字某號的字樣。例如，

福建船隻因為是用綠色油漆為底，書寫紅字，故俗稱為「綠

頭船」。18此外，為防止船隻私越，「沿海地方內商出洋及洋商

入市，核計人口多寡、往返程期，每人每日准帶食米一升五

合。臺灣商船准帶食米六十石」。19 

每艘船隻所許配帶的米食，因應現實狀況的變化，乾隆

51 年又訂定新定例，規定如下： 

查臺灣回至內地船隻，每船止准載米二百石，從前定

例，原屬因時製宜；但情形今昔不同，內地各郡生齒

日繁，需米較多。其自廈門、蚶江等處來至臺灣船隻，

無貨不可販運；而回帆裝載只有糖、米二種，捨此，

更無他物堪以帶售；商民趨利如騖，勢難禁遏。與其

潛滋弊竇，不若明定章程，俾商販流通，以臺灣有餘

之米，補內地民食之不足。嗣後，橫洋船一隻，應請

准載米四百石；按邊船一隻，准載米三百石，於印照

上註明實數，內地收口照數查驗。如例外多帶，立予

重究，米石入官；並將臺灣管口員弁查參議處。其駕

往浙、粵等省船隻，仍照舊例止准備帶米六十石，毋

                                                 
17 周凱，《廈門志》，頁 166~167；頁 172；頁 175。伊能嘉矩，《臺灣

文化志》，中卷，（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 年），頁 402。 
18 周凱，《廈門志》，頁 167；陳壽祺，《福建通志》，卷 84，兵制，

頁 1751~1752。 
19 從臺灣回廈門商船，按例每船只許帶食米 60 石，是以 20 人計算。周

凱，《廈門志‧船政略》，頁 171。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灣

文獻叢刊第 121 種，臺灣大通書局，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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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稍有浮溢。各處封禁海口，亦不准載米出洋，以重

海防。20 

至於漁船，有大、小二種單桅、雙桅之別。其中，小船

只許在本港洋面採補；朝出暮歸，不准在海上過夜。必須赴

汛口掛驗，不可私自偷越。同時，十船編為一甲，給予門牌

懸掛；與商船一樣，必須有澳甲、房族的連環具結。一船為

匪，其餘的船隻一併連坐，而這些具保的澳甲戶族里長鄰右

也一概與船戶同罪。21 

以上規定，商船、漁船及小船因其大小及作業活動的差

異，或有些微的差異，但均應遵守規定。建造船隻如不遵例

報官，便照違例治罪。失察的汛口官員，也將受到處分，降

一級調用。再者，以商船為例，因商船依照船體大小、樑頭

長短的差異，許可配有的舵水人數有別，22如樑頭超過限定，

或超帶舵工冒名頂替，亦不許可。船戶必須親自出洋，富人

自造商船租予他人、寒薄無賴之人，皆在禁止之列。23  

 三、港口掛驗 

在清廷並無發展海權之意圖，防臺而治臺的情形下，對

於沿海各省之出洋與赴臺，自有一番規範。港口，是首要的

防範重點；雖然西部沿海有許多小河港，在正口對渡的限制

下，與大陸、南洋或日本的貿易往來，長期以來，鹿耳門是

唯一的正口。在港口的檢驗方面，為防止走私、偷渡，並收

相互制衡之效，掌理出入船舶實地稽查，有文汛口與武汛口

兩種。所謂文口，係指文職知海防廳員指揮下直接行之者，

                                                 
20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61，臺灣文獻叢刊第 102 種，頁 976。 
21 周凱，《廈門志》，頁 172~173。 
22 商船所配置之人員通常是「南北通商，每船出海一名，即船主。柁工

一名、亞班一名、大繚一名、頭碇一名、司杉板船一名、總鋪一名、水

手二十餘名或十餘名。」見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頁 456。  
23 周凱，《廈門志》，頁 166~167；頁 172；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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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知、巡檢，專在查驗船籍、船員、船客及載貨等。所謂

武口，係指由武職之水師汛弁，在船舶出入之際執行臨檢。

故各船所領之驗票（查驗過之證票）亦有文口與武口兩種，

總稱為掛驗。換言之，就是文口（又稱文館）由同知派員稽

查商船出入之掛驗，徵收規金；武口（武館）由水師營派兵

查驗船隻，徵收規金，嚴查犯法私漏等事。24 

鹿耳門港，沙嶼橫亙，形如鹿耳，固有此名。廈門來的

大商船和臺灣沿岸往來的小商船，均可進出貿易。當地昔日

有句諺語：「無田，無園，望六月門。」當地耆老表示，「六

月門」的閩南發音與鹿耳門近似，這句話的意思是指鹿耳門

港口附近因無農業之便，主要仰賴漁蝦之利，以及開港後商

業的發展。由於「示禁海口章程」設立的地點位於臺南，本

文僅就鹿耳門的文、武口進行探討。鹿耳門口岸，分為南北

兩線，南線稱為北線尾，北線則稱作海翁線。口岸險要，商

舶必須銜接相繼進入港內，無法併排進港；水勢險惡，需要

插竹剪布置於水中以識別水深及航道，名曰「盪纓」。至於鹿

耳門辦理掛驗的文館和武館（文口、武口）所在之處，位於

南線，分別是位在鹿耳門天后宮左右兩側，商船出入臺灣，

必須在此由臺灣海防同知，以及安平協中、左、右三營派員

辦理。25 

西部沿海商船皆須有原籍地方官所給之不違禁制的結

狀。出入正口須接受海防同知或巡檢稽查照單內舵水人之姓

名、年貌、箕斗（指紋）籍貫與船客之姓名、籍貫及裝載貨

物，掛驗後始得放行。乾隆 34 年（1769 年）的這則〈上諭〉，

透露出掛驗的流程與目的，諭旨的內容如下： 

                                                 
24趙良驥纂修，《臺灣省通志稿》，卷 3 政事志防務篇，（臺中：臺灣省

文獻委員會，1959 年），頁 67~68。林玉茹，〈清末新竹縣文口的經營：

一個港口管理活動中人際脈絡的探討〉，《臺灣風物》，第 45 卷，第 1
期，1995 年，頁 113~148。 
25  《福建通志臺灣府》（中冊），頁 37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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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渡臺民人，多屬內地素無恆產、游手好閒之

徒，……，與其約束於到臺之後，多費周章，又不如

稽查於渡海之前，力為禁阻。向來腹地民人不許私行

赴臺，定例本嚴，因地方有司奉行不力，以致詭名偷

越之人日增一日，否則此餘萬及數十萬閩、粵流寓豈

能不脛而至耶。況如估舶、漁船等項出入閩、廣海口，

並有印烙船號及官給照票，可以逐一盤驗，為督、撫

者平時果能飭屬實力嚴查，申明禁限，不許此等無業

之人夾帶出洋，則匪類自可永絕根株。26 

前文曾提到臺防廳、廈門防廳二廳間在掛驗工作上，必

須依照二廳所發出的印單移交彙送，以便查銷。如果有商船

未到、或印單久久未交移銷者，便行追究查辦。臺灣沿海往

來的小船，亦有相似的辦法。臺灣小船，均需領有船照，週

年換照。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各設有船總管理小船業務，

必須按月造冊申報臺防廳查核。各船往來南北貿易，必須領

有船總、澳里族鄰行保結狀一紙，填明往某港字樣，方可授

予照單；照單內以水途之遠近，再行限定期限之長短。船隻

抵達目的地後，由該港汛員，蓋戳入口。之後，填明在港所

載是何種貨物、數量多寡，查核清楚，始可離開汛口。回郡

到府之時，將印單呈交鹿耳門文、武汛查驗，單貨相符，才

可蓋戳進港。27 

 

 

 

 

                                                 
26  《乾隆朝上諭檔第 5 冊》，乾隆 34 年 10 月 25 日（上諭），參見臺

灣史料編輯委員會編，《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第 1 冊）（臺

北市：文建會，2004 年），頁 251。 
27 《續修臺灣府志》，頁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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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海口陋規 
表面上海防機關之設施與管理極為完備，卻有許多陋規

因應孳生。海口文武官員之需索，形成陋規百出的情形，早

在雍正朝，便相當嚴重。藍鼎元致巡臺御史吳達禮論治臺灣

事宜一文中載錄了部分現象： 

船出入臺灣，俱有掛驗陋規。此弊宜剔除之。在府，

則同知家人書辦掛號，例錢六百；在鹿耳門，則巡檢

掛號，例錢六百；而驗船之禮不在此數。若舟中載有

禁物，則需索數十金不等。查六百錢之弊，屢經上憲

禁革，陽奉陰違。蓋船戶畏其留難，不敢不從故也。

重洋駕駛，全乘天時，若霽靜不行，恐越日即不可行；

或半途遭風，至於失事。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敢愛

六百錢乎？六百雖微，而六百非止一處。船戶履險涉

遠，以性命易錙銖，似宜加以體恤。28 

每艘船除定例公課之外，文武口頗多索取，除船稅外，另丈

量船體依載重石數徵收包括正稅和「陋規」的稅銀。其現象

如下： 

「文職自道員以至廳縣，武職自總兵以至守備千總，

巡查口岸出入船隻，於定例收取辦公飯食之外，婪索

陋規，每年竟至盈千累萬，而督撫大吏輒諉之耳目難

周，不能詳查。於是益無忌憚。」29 
以柴大紀案為例，該案收得的陋規數額極為龐大。情

形如下：  

                                                 
28 藍鼎元，《平臺紀略》〈與吳觀達論治臺灣事宜書〉，臺灣文獻叢刊

第 14 種，臺灣大通書局，頁 51。 
29 參見乾隆 53 年 8 月，「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漢文），

該碑現在存放於臺南市中區民族路 2 段 212 號，（赤崁樓）小碑林，有

拓本刊載在何培夫主編之《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南市（上篇），

（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2 年），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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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耳門海口，例派遊擊千總按季輪流駐守。凡係出入

船隻掛號稽查，船戶向俱送入陋規。如有例帶米石之

外，多帶米糧，仍須格外加送。管理海口將弁係總兵

派管，將所得陋規按季分送總兵。春季向止繳送九百

七十二圓；柴大紀以春季船隻較多，令每月加增番銀

二百圓，春季共番銀一千五百七十餘圓；夏季九百七

十餘圓；秋季九百餘圓；冬季九百七十餘圓。尚有鹿

仔港海口，船隻較少，係安平左右將弁管理，每年繳

送番銀一千二百圓。北淡水通海港口，雖未開設口岸，

亦有船隻往來，該處汛員每年繳送番銀一千圓。以上，

每年共得番銀六千六百八十八圓。自逆匪（林爽文）

滋事以後，此項陋規始行停止。30 

其實，渡海正口之文武口掛驗工作，早有一定的辦法。

乾隆 31 年（1766 年）閩浙總督蘇昌准部臣議定如下： 

同知衙門每船收取番銀三圓；武弁取錢一、二百文，

以為辦公飯食之用。31 

不過，實情是凡船隻出入口，或船隻多載糖米，皆須給

予規禮。船隻入口在武館，每船需給番銀 3 圓；出口每船給

4 圓；如有額外多帶米（出口回至廈門船隻，例准載米 2000
石），則每百石再給番銀 6 圓，每年約收番銀 2 萬圓。其中，

送給總兵陋規銀 3880 圓，安平協副將得受陋規銀 2 千餘圓；

又書吏工食、紙張費用，約需番銀 1 千餘圓；其餘交給管口

之遊擊、千總各員收用。在文館，由海防廳同知管理。入口

船每船收取番銀 2 圓；出口每船收番銀 3 圓；領取硃單每船

加收番銀 9 圓；各船如有多帶米者，每百石加收取番銀 6 圓，

每年約收番銀 3 萬餘圓。除飯食、紙張及設立小船引帶商船

                                                 
30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61，頁 970~971。 
31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61，頁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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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等零星費用 2 千餘圓外，其餘皆由同知收用。32 

這些收取陋規的文武員弁，責成總督李侍堯查明嚴加議

處。情形如下： 

各收受出入船戶陋規銀兩；雖係沿照陋習收取，但該

員等或係責成轉管，或係輪派稽查，乃敢沿襲痼弊，

飽橐分肥，實屬膽玩。均應革職，各杖一百，流三千

並從重發往新疆充當苦差。33 

乾隆朝是清廷由盛轉衰的關鍵，官員的貪污腐化是重要原

因。柴大紀案發生於乾隆 52 年 12 月嘉義成解圍後，臺灣鎮

總兵柴大紀在林爽文事件中，諸羅重圍之際，勇敢死守，因

此，柴大紀被封為義勇伯，世襲罔替。然而林爽文事件平定，

柴大紀被大將軍福康安用前後奏報不實的罪名向乾隆劾奏，

請求將其立即解送京師正法。乾隆皇帝曾有赦免柴大紀之

意，詔曰： 

柴大紀前此，久困危城，不肯退兵，奏至時，朕披閱

墜淚，即在廷諸臣，凡有人心者，無不嘆其義勇。用

人者當應錄其大功，而囿其眚，豈能據福康安虛詞一

劾，遽治以無名之罪？34   

為了替柴大紀脫罪，乾隆皇帝並以此事詢於侍郎德成，

但其申奏亦指斥其失，柴大紀因而獲致斬決之罪。柴大紀案

所以至此，其中原委頗多，或因貽誤軍機，或因與福康安之

嫌隙，然貪污是首要原因。乾隆朝貪黷的案例極多，屢懲不

絕，柴大紀案在乾隆朝貪瀆案中雖稱不上大案，「不過就臺灣

而言，這是清廷治臺 212 年間 大的案子」。35 

                                                 
32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61，頁 974。 
33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 61，頁 975。 
34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294，頁 425。 
35 許雪姬，〈由乾隆肅貪看柴大紀案〉，《故宮學術季刊》，第 19 卷，

第 1 期，頁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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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禁海口章程」勒石示禁之時間與柴大紀案的時間相

去不遠，與該案的關係之密切自是不言可諭。再者，查閱乾

隆朝的相關文獻可以發現，乾隆 53 年間有許多與海口陋規相

關的奏摺上奏，在 7 月，福康安多次具摺稟明海口兵丁掛驗

番錢事宜。36在福康安所上的奏摺中，談到掛驗番錢的收受是

因為： 

至海口稽查船隻得受掛驗番錢。……至海口巡查飯

食，暨設立小船帶引商船，出入文武衙門，一切費用

均不可少，此掛驗番錢之所由設。37 

海口稽查船隻在鹿耳門武館係由總兵派令安平中、左、

右三營遊擊千總，分年按季輪流管理。輪流的原因是： 

海口稽查船隻，得受掛驗番錢，鹿耳門係安平協中、

左、右三營官弁兵丁輪流派管，鹿耳門係安平協左營

汛地，即係該營管理，其新開淡水八里坌海口係交淡

水營管理。今蒙恩諭：以兵丁等在彼久駐，則派往者

多得津潤，而未經派往者毫無進益，應令輪流派查。38 

所以掛驗番錢所得，便由安平協中、左、右三營依派管

分配。除輪流派查外，福康安稟請乾隆皇帝應敕令閩浙總督

李侍堯、福建巡撫徐嗣曾與新任臺灣總兵奎林等按照所管轄

的汛地，訂定章程，令官為經理，輪流抽派兵丁，並將掛驗

番錢，按照新例收貯，交營員彙總呈報總兵稽核，再按職名

分給。其次，如果有例外多索，或侵漁的弊端，應即嚴參治

                                                 
36 時間分別有乾隆 53 年 7 月 18/19 日，7 月 20 日，7 月 23 日。參見臺灣

史料編輯委員會編，《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第 2 冊），頁

390~391；頁 403；頁 415~417； 
37 臺灣史料編輯委員會編，《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第 2 冊），

頁 416。 
38 參見臺灣史料編輯委員會編，《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第 2
冊），頁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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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39新定的辦法如下： 

臣福康安又因近年食物昂貴，原定准收之數實不敷

用，是以奏明，文員衙門每船准收番銀五圓，武職衙

門准收番銀三圓，已屬量為加增，足資貼補。並聲明，

此次奏定之後，如有例外多索者，一經查出，即嚴參

治罪。40 

這段文字，同時說明了「示禁海口章程」設立的目的。

乾隆 53 年 7 月 23 日，乾隆諭旨提到： 

臺灣現定各章程已極周密，但有治人、無治法，惟在

該督、撫等實力查察，以除積習。如該督、撫等不認

真整頓，留心稽查，致地方文武員弁陽奉陰違，仍前

滋弊，一經發覺，則惟該督、撫等是問。41 

於是，將所定章程勒石設於海口，公告周知。嚴禁過去文武

口需索、額外私增的陋習，否則，一經船戶控告，或巡查臺

灣之將軍、督撫、提督查出，即據實嚴參，加重治罪。 

至於閩浙總督李侍堯查辦臺灣收受海口陋規的官員一

事，乾隆 53 年 6 月 8 日上諭提及部分涉弊案官員的懲處，該

上諭如下： 

知府楊廷理、總兵丁朝雄，俱得受海口陋規船戶銀兩，

經軍機大臣等覆議，發往新疆及軍臺效力，固屬罪所

應得。第念楊廷理所得陋規係同知任內之事，為數無

                                                 
39 乾隆 53 年 7 月 20 日（上奏），參見臺灣史料編輯委員會編，《清代

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第 2 冊），頁 403。 
40 《乾隆朝上諭檔第 14 冊》，乾隆 53 年 7 月 23 日（上奏），參見臺灣

史料編輯委員會編，《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第 2 冊），頁

416。 
41 《乾隆朝上諭檔第 14 冊》，乾隆 53 年 7 月 23 日（上諭），參見臺灣

史料編輯委員會編，《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第 2 冊），頁

418。 



一件臺碑的歷史觀察  --以「示禁海口章程」為中心                  顏清梅               

 

 147

多，且逆匪茲事之初，首先召集義民守城打仗，……
丁朝雄在省聞逆匪茲事，即趕回臺灣督兵剿捕，…（兩

人）俱著加恩改為革職，從寬留任，八年無過，方准

開復。其所得陋規，仍著楊廷理照數二十倍罰出，丁

朝雄照數十倍罰出，以示懲儆。……朕於諸臣功罪，

辦理務酌其平，固不能因其功而宥其罪，亦不忍因其

罪而沒其功，總期斟酌歸於至當，從無畸輕畸重之見

也。42 

同年 9 月 2 日刑部議覆如下： 

李侍堯查辦臺灣海口得受陋規文武各員，將上淡水同

知、都司並鹿仔港未設口岸以前之同知、守備等員問

擬絞候，其餘得受陋規各員俱問擬新疆一摺。此案上

淡水及鹿子港未設口岸以前，例禁商民出入，乃該管

文武各員並不嚴行查禁，輒敢收到船戶陋規，較之通

商口岸得受規銀者，情節較重。該部議覆，照得受枉

法贓例，問擬絞候，固屬按例辦理。但鹿子港自乾隆

四十九年以前業經開設口岸，而上淡水亦經福康安奏

准許令商民船隻出口，是該二處現係通商之口，其從

前該管文武得受陋規，尚屬積習相沿，與枉法婪贓者

稍覺有間。所有此案得受海口陋規文職段玠、李本楠

等十七員，武職卓其祥、李長明等二十八員，俱著從

寬一併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其所得銀兩，俱著按數追

繳。餘依議。43 

                                                 
42 《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第 2 冊》，乾隆 53 年 6 月 8 日（上諭），參見

臺灣史料編輯委員會編，《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第 2 冊），

頁 374。至於揚廷理、丁朝雄收受陋規的情形，如《欽定平定臺灣紀略》，

卷 61 之記載「副將丁朝雄前在安平協任內，亦受過海口陋規。陞任同

知楊廷理於五十一年八月到任，十一月內即值逆匪滋事，止得過番銀一

千四百餘圓。」見該書，頁 975。 
43 同前引書，頁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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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引文反映了幾個有趣的問題，第一，從李侍堯所奏官員

所定之懲處來看，人數不少，各個口岸均收受陋規。文武官

員官如臺防同知楊廷理、淡水同知段玠、理番同知李本楠、

臺灣鎮總兵奎林都有涉入，牽涉極為廣大。所定之罪雖然是

「從寬」量處，然處罰並不算輕。第二，在禁制的管理政策

下，於未經開放通商的口岸收受陋規實際上近同貪瀆，所涉

及的罪行自然大過在已開放的港口「積習相沿」的收受陋規，

所致之罪，自應有所區隔。顯然，中國內地與臺灣間，商民

往來絡繹不絕的情形，在乾隆中期已非單口對渡所能滿足。

隨著移民的墾殖，這個時期，臺灣西岸的中部、北部，均有

成長；鹿子港與上淡水港的開放適足以反映這個事實。 

 

伍、結語 
清乾隆時期是臺灣開發的重要階段，隨著移民的紛紛移

入，與商業貿易的發展，因不能滿足現實的需求與種種閩臺

間往來的限制，而有鹿仔港與八里坌口岸的相繼開放。 

臺灣自納入清朝版圖以來，採取嚴格的管制措施，各港

口設官管理。但臺灣與福建頻繁的商販往來，開放的腳步趕

不及商貿的發展，這些船隻或為違法出入，或商販為圖利多

帶米石，將米販運出口，反而給予官吏收受海口陋規的機會。

「示禁海口章程」頒定，除在禁絕海口之陋規，也宣示了乾

隆整肅官吏貪瀆的企圖心。清代臺灣的海口陋規，在雍正朝

便相當嚴重，到了乾隆朝，更是變本加厲。正如同李侍堯在

查辦臺灣收受海口陋規的官員一事時，他們的說法是這些陋

規不知起自何時，而他們只是依循舊例。舉凡文武官員，自

同知、總兵乃至小吏，均涉弊端。「示禁海口章程」的頒布與

設立，反映了乾隆時期社會現象與官員習氣，間接也反映了

臺灣與中國內地間，商業發展的程度；從乾隆 51 年到乾隆 53
年，從柴大紀案到官員得收海口陋規，可以說它吏治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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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以說清廷消極的治臺政策下，許多的規定已無法應付當

下形勢，在懲處不肖官吏之時，適時的開放通商口岸，與適

當的調整相關規定，才是根絕海口陋規與貪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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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Observation on a Stele of 
Taiwan--“Stele of the Prohibitive Regulations of 

the Port” as a Sample 

Ching-Mei Yen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ao 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government of Qing Dynasty set up a stele in order to 
show the permanent announcement. In this paper, we try to 
analyze the content of a stele of Taiwan. This stele is “Stele of 
the prohibitive regulations of the port.” Consulting the records of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we try to understand the port 
administration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nd find out the reason 
why the government set up this stele.   The author sincerely 
hopes to achie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aiwan by the investigations of the theme above. 

Keywords：stele, “Stele of the prohibitive regulations of the port”,         
the early Qing Dynas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