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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山1合約碑記 

耿慧玲導讀 

民國 96 年 3 月 10 日 

 
仝立合約人

施主黃承帶、黃耀宗、黃秀傑
等，緣黃承帶等有祖父承給芝山--即土名「員山仔2」 

首事3何繪、陳輝、何蘭青 

一所，原供牧地。因乾隆伍拾壹一年匪乱4，難民奔逃其上，悉遭屠戮；及蕩平之

後，枯骸露積。時黃承帶等先人黃文欣倡義將此山施捨付 
總

理 5吳慶三二，同眾呈，

蒙  袁前憲6暨文武官紳士庶捐鳩就，於該山庙置塚，歷有年所。祇因彼時並未

立定界碑，因循至今，未三知詳悉。 

邇來，該山樹木頗覺暢茂，而東北隅正列在石角山7下、村落之前，地靈攸

關，誠恐奸徒漁利盜砍，有傷地脉；又四，上面尚有些少閑曠，足供牧養耕牛。

                                                 
1
芝山在今台北市士林區，是一座高約 50 公尺小山丘，原被稱為「八芝蘭」（Pattsiran，意指溫泉），

是原住民平埔族麻少翁社之居住地，「在清朝康熙年間，來此的漳州人與麻少翁社的原住民達成

開發此地的協議，漳州人陸續遷入此地開墾。」（雨農國小網站）其景色很像漳州芝山，於是漳

州人特地將此山丘命名為芝山。其說可見道光二十年傅人偉之〈芝山文昌祠記〉：「閩之書院，鼇

峰、鳳池而外，泉有清源，漳有芝山，其最著也。…己亥(道光十九年)東渡，越歲，安硯芝蘭堡，

地盡漳人。或言此地亦有芝山，殆不忘其桑梓而名歟？」《臺灣教育碑記‧芝山文昌祠記》臺灣

文獻叢刊第五四種），頁 45。 
2 員山子，又稱圓山子，或許是因為形狀的關係，故稱為圓山子。 
3 首事是一個團體中經管具體事務之人，相當於「委員」。 
4 乾隆五十一年為西元 1786 年，是年發生林爽文事件，一般將此次芝山岩事件與林爽文事件結

合在一起，其實為北部天地會林小文趁勢起事，林豪，《東瀛紀事》卷上〈戴逆倡亂〉：「乾隆初，

漳州有嚴煙者，偷渡臺灣，傳佈五祖邪教，私挾教約一冊，備載入會、過香等事。於是彰化林爽

文、南路莊大田、北路林小文等，轉相糾約，因之作亂。厥後亂者凡三十餘次，或隨時戡定，或

調大軍蕩平。」（（臺灣文獻叢刊第八種），頁 1。）12 月 8 日毀新莊巡檢署，困淡水同知程峻、

巡檢李國楷於滬尾。10 日新莊、擺街、八芝蘭、滬尾、八里坌等地皆起應合，14 日官兵率義民

夾攻八芝蘭，林小文潰逃金包里，逃難者逃入芝山巖，悉遭屠戮。有關林小聞知記載請參看附錄。 
5 總理，「總理即該地耆老，官給戳記，使理一鄉之事，多係士豪為之。」臺灣文獻叢刊/八 東

瀛紀事/卷上/賊黨陷彰化縣，頁 4。又，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灣研究叢刊，聯經出版

事業公司，民國 81 年三版）：「聯庄係數街庄的聯合體，可說為自然街庄之擴大的型態，法律上

為街或庄上面的地方自治團體。聯庄的區域，官不予規定，…唯聯庄設置總理以綜理境內公務。…

區內身其等選舉總理，而由官諭充…惟總理非區內獨裁者，僅為區內各種鄉職之首席而已，遇區

內有重要事務，仍會商區內街庄正、紳耆等辦理。」頁 18～19。有關總理之地位，舉充、退辦、

職務、執行狀況及官員對於總理的待遇與監督，請參看戴炎輝，上引書，頁 21～35。 
6 即淡水撫民同知袁秉義。袁秉義，字介夫，直隸宣化縣人，乾隆丙戌（31 年，1766）進士，

淡水同知，五十六年五月署臺灣府知府兼海防同知，又五十八年九月再署。見臺灣文獻叢刊/五
五 臺灣采訪冊/臺灣府知府，頁 84，87。 
7 石角山，在潘宮籌墓旁山頂，約高 7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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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承帶等，是以呈請  胡分憲8給示掌管及貼示竪碑；何繪等眾首事、總董，是五

以赴稟  程分憲主，票拘在案。 

茲黃承帶等再回確查，此山果已當時施捨歸眾，此乃善果勝因，所當繼志六

述事。除將  憲示收拆、界碑毀仆外，爰是邀仝義首9、總董10、業殷11、衿耆12、

士庶人等，將原施全山週圍蹈明，東七西四至各至崁仍歸公眾永遠執，其界外去

處仍歸黃承帶等當管；仍互相妥議、酌立章程，勒諸貞珉八，共垂不朽。一面呈

銷稟案，咸表誠敬。 

至于黃承帶等前此所領  憲示案由，寔出不知，並非故意九；今既查確仍施，

日後不敢藉此為據，再滋事端。此係敬  神樂施，瞞13腔血誠，絕無反覆。今欲

有憑十，仝立合約一樣弍紙，各執壹紙永昭十一。 

再聲明：此碑約係嘉慶十年14十月所約，迨道光廿七年15八月，突有黃祿

藉砍東北古樹、戕庙塚；時眾等十二出首，獲罰併演戲，重禁該山上下樹木

不許砍傷。 

又議：立始建芝山總理吳慶三、施捨芝山黃國聘十三等祿位，就惠濟宮16租

                                                 
8 「胡分憲」，即淡水撫民同知胡應魁，胡應魁，字鶴清，江蘇丹陽人，乾隆甲辰進士，嘉慶八

年任淡水撫民同知，嘉慶十一年回任，新竹縣采訪冊/卷八/職官/同知- 270 -，著《臺北紀事》一

卷。臺灣文獻叢刊/一七二 淡水廳志/卷九(上) 列傳一 名宦/文職- 260 –臺灣文獻叢刊/一五六 彰

化縣志/卷三 官秩志/列傳- 104 -有傳。 
9 「每街每鄉公議公正紳耆為義首。」臺灣文獻叢刊/一七 治臺必告錄/卷五/斯未信齋文集/全臺

紳民公約- 414。 
10 應即總理、董事，見戴炎輝前引書，頁 21～37。 
11 應即業戶、業主，亦即大租戶。「在農業社會，業戶的資產及地位優越於佃戶，為街庄主要的

構成於，負擔街庄經費之大部分（所謂派田甲）。故業戶對街庄或總理區事務的發言權甚強，縱

其不為總理、董事或其他鄉職，仍干預地方大小公事。」戴炎輝前引書，頁 43～44。 
12 應即紳衿與耆老，「紳衿是已不在職的官員及學位保持人（生員、監生、貢生、舉人、進士等）

亦稱為紳士。紳衿為官所器重，亦為街庄民所尊敬，介在官民之間，溝通政策及民意；因而可影

響官的決策，又干預街庄務。」戴炎輝前引書，頁 37；耆老即俗稱之「老大」，「其合設耆老，

須於本鄉年高，有德、眾所推服人內選充」其職務在「約束莊民；有不善之徒則稟報於官；與總

理、鄉保協辦莊內條約；遇有團練、冬防、聯庄條約時則抽派壯丁頌于總理；清丈時幫助丈量委

員」「要之，耆老是幫助總理、街庄正的職位，故職務與之相同」。頁 39～40。 
13 「瞞」疑當作「滿」。 
14 嘉慶十年，西元 1805 年。 
15 道光二十七年，西元 1847 年。 
16 惠濟宮，創建於乾隆十六年（1751），為漳州移民在八芝蘭附近的芝山興建的廟宇，當時是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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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抽出，遞年、同  袁前憲祿位，永享春秋二祭，不忘建捨功勳。 

又恐此約十四日久遺失，是以立石，永垂不朽。 

道光貳拾玖年17歲次己酉花月18                              眾首事仝立石 

碑誌資料 

〈芝山合約碑記〉，目前猶立於芝山公園東側的懷古園內。碑面高 116 公分，

寬 58.5 公分，厚 10 公分（《臺灣北部碑文集成》謂「今存士林芝山惠濟宮前。

硬沙岩，高一百一十四公分，寬五十九公分。」而《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志》則

謂「惠濟宮懷古園懷古亭右側，觀音山石，縱 115 公分，橫 58 公分」）。目前有

三個版本，一為《臺灣北部碑文集成》，一為《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志—台北市、

桃園縣篇》，一為「臺灣記憶」網站資料，其中臺灣記憶網站因與《臺灣地區現

存碑碣圖志—台北市、桃園縣篇》作者同為何培夫，故內容相同，《臺灣北部碑

文集成》記載撰寫方式則有不同，故釋文略有不同，不過因碑文尚屬完整，差異

並不大。本碑立於道光二十九年（1849）其目的在釐清芝山巖塚地、牧埔的界限，

緣起為嘉慶十年（1805）因為未有立碑以致對於土地歸屬有了認定上的錯誤，為

杜紛爭，重申先人所定捐地合約有效，並刻碑以垂久遠。碑中並對砍伐該山樹木

表達嚴禁，並為已往捨地、建塚、立廟的先賢供奉長生祿位，永享春秋二祭。碑

中反映了乾隆年間林小文天地會黨起事時芝山地區受到兵燹，民人死傷慘重的狀

況，這也就是今日芝山「大墓公」的起源。 

                                                                                                                                            
間廟宇同時興建，東側祭祀觀音，西側祭祀開漳聖王。次年（1752）完工。東側的觀音佛寺，以

芝山巖為寺名；西側的開漳聖王廟，以惠濟宮為名。乾隆五十一年（1786）林小文事變，惠濟宮

為收無主屍首，該廟於入口處設「大墓公」（昭和四年--1929 年改名為「同歸所」）安葬罹難的漳

州人與泉州人屍體。同治十年（1871）八芝蘭舉人施贊隆等人發起，將芝山巖，惠濟宮，兩者合

一，並取兩廟名稱合一，稱為芝山巖惠濟宮。當時該廟為兩層樓建築，二樓奉開漳聖王，一樓奉

觀音佛祖。光緒十六年（1890），將經火毀的芝山巖惠濟宮改建為「二進式」廟宇建築，並將將

芝山巖，惠濟宮及文昌祠（道光二十年--1840 年，八芝蘭人潘永清在大墓公附近另蓋文昌祠，並

於祠內設義塾）等三廟合而為一。新建的芝山巖惠濟宮，前殿奉祀開漳聖王，後殿則上祀文昌帝

君( 原在大墓公旁)，下祀觀音佛祖，此供奉祭祀的型態沿用至今，成為特殊的三廟合一形式。 
17 道光二十九年，西元 1849 年。 
18 花月。我國古代習俗的「花朝節」是陰曆二月二日（或說為二月十二日或十五日）這一天是

百花爭放鬥豔，（唐）司空圖〈早春詩〉：「傷懷同客處，病眼卻花朝。」稱為「花朝」。亦稱為「百

花生日」、「花朝節」、「花朝日」。引伸為「花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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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一、清代嘉慶以前芝山岩之行政規劃 

 
劉益昌等，《芝山岩文化史蹟公園史前文化、人文歷史、視覺景觀等資源調查及

居民資源之培育》台北市政府民政局，民國 85 年 5 月。 

附錄二： 

1、林小文與八芝蘭之役 
臺灣文獻叢刊/一０二 欽定平定臺灣紀略/卷二 乾隆五十二年正月初七日至十四

日 
 
十二月初十日，有八芝蘭賊首賴水、郭穩等，樹立大旗，招匪千餘人，遣夥吳異

人(即貢生吳志趙同胞叔)、吳尊、伊弟吳淑、夜游異等，挺身到艋舺，聲稱「帶

兵前往接應，借道經過，不必驚惶阻撓」等語。經防禦義民報知易連，將吳異人

等四人拏解營中，訊確，隨押赴教場斬首梟示。同日，賊匪四處蜂起。新莊賊首

林小文、劉長芳、林三奇、賴欲等，下鹿仔、中港厝賊黨黃祖成、葉山林、陳軒、

李壬等，擺接莊賊黨賴樹、賴國等，戶尾、八里坌、長道坑等莊賊黨何馬、何記、

吳三奇、莊漢等，各招匪千餘人，俱豎立大旗，佔踞各處地方民房、店房，男婦

老幼俱被焚殺，拆毀新莊衙門。易連于十二日辰刻，帶領兵民先攻新莊，以扼其

吭。守備董得魁、把總蘇陞等，帶領義民五百名，由艋舺渡河直攻下莊，至草店

尾大街。千總席榮等帶兵三百名，由草店尾河坡先斷浮橋，進攻國王廟邊。李因、

鄭追等督率義民五百名，由武灣進攻中港厝。監生黃朝陽、林講等督率義民六

百名，由中港厝分路進攻海山頭。又廣省義民邱龍四、林貴陽等，埋伏彭厝莊，

四面攻勦，殺死賊匪五十餘人。義民亦被害數十人。十三日派撥戶尾莊蔡才、陳

許、林球等率領義民三百名，和尚洲莊鄭窗、楊景、黃天麟、趙暢等，率領義民

六百名，大坪頂莊黃英、王倍、王步雲等率領義民等進攻戶尾、八里坌、長道坑

等處，殺死賊匪五十餘人，救出同知程峻並前任 
 
- 120 - 
新莊巡檢李國楷兩家眷屬。守禦港口。十四日同千總張正耀等率兵三百名，和尚

洲莊鄭享、蔡論、陳唇等率領義民五百名，由北投、琪里岸，孫立勳、黃采、黃



第 5 頁，共 11 頁 

辛元、黃光等，率領義民等由上埤頭抵內湖集，攻八芝蘭，殺賊五十餘名。義民

血戰，餘賊逃散，奪回大旗四桿、馬一匹。是夜，賊匪蜂擁至擺接一帶，豎立大

旗，紮備竹排，正欲渡河。時方回軍之際，立即嚴行堵禦。至十五日巳刻，仍同

各處義民分頭攻打擺接。易連督同營兵三百名，又陳必強、徐固、黃世四等督率

義民六百名，由溪州登岸，直攻芎焦腳。千總張正耀、把總譚朝亮等率領義民八

百名，由加臘仔過溪，攻打南勢角。林賀、翁滿、陳抱率領義民五百名，由大坪

林攻打暗坑仔等處。四面會合，殺死賊匪百餘人。義民被殺五十餘人。賊散入籐

坑、山頂等處；奪得大旗鐵銃等件。又派撥石頭街莊廣東義民徐勤佳、戴華元

等督率義民七百名；三角勇莊龔東、陳海、陳誰、李恍等督率義民七百名，合攻

柏仔林，分投殺賊，賊巢盡行燒燬。但賊匪雖皆奔散，現在復聚暗坑仔等處，不

時出沒。艋舺一隅之地，兵民力竭，難以抵敵，望速發兵由五虎門赴八里坌口進

勦。現獲賊匪劉長芳、賴吞、鄭昌盛、蔡洪、賴欲等五名，已經囚禁，嚴行訊供

另稟』等情。竊思小醜竊發，竟至四路響應，是其蓄謀不軌，必非一日。其所稱

天地會名目，尤屬不經，是否與諸羅匪犯楊光勳等所設之天地會，暗樹黨援，互

相勾結？應一面蕩平惡孽，一面嚴切跟求，務期水落石出。至該署都司稟稱義勇

殺賊事宜，如果屬實， 
- 121 - 
尚屬奮勉勤事。臣已飛檄曉諭務須共明大義，志切同仇，毋為賊眾搖亂。至臺灣

郡城，為根本重地；雖經探聞澎湖副將等帶兵赴援，賊勢稍退，而水師提臣黃仕

簡，計此日已可前抵鹿耳；陸路提臣任承恩於十四日自蚶江登舟，十七日開駕赴

口，天氣陰雨，海道難辨，不能前進；二十日復起風暴，連日猛烈，難以放洋。

一俟風定，立即飛渡。現在兵力雖已厚集，恐尚有隨宜應變之處，臣密為挑備，

以資策應。務期膚功速奏，以靖海氛。奏入。 
 
2、林小文與八芝蘭之役 
臺灣文獻叢刊/六一 新竹縣志初稿/卷五/考三 兵燹  
- 202 - 
  十二月朔庚子，賊陷淡水；護淡水同知、臺灣知縣程峻自殺，竹塹巡檢張芝

馨死之。丁未，賊黨林小文等攻淡水。 
 
    先是，峻與守備董得魁馳赴中港守禦。賊黨盤山踰嶺而入，糾結貓盂莊

李同、貓裏社黃阿寧、何添等直至新莊；所過附逆者甚眾。峻聞彰化陷，退回塹

城；至山頂，伏起，峻自殺(或云中傷馳回死)。賊乘機進攻，塹城陷；巡檢張芝

馨、把總高茂、尹貴、尹仰舟、外委虞文光等俱死之。峻長子必大，懷印從八里

坌內渡。賊共擁林爽文為盟主，偽號「順天」，以彰化縣署為盟主府；胥吏劉懷

清為偽彰化知縣、劉士賢為偽北路海防廳，王作為偽征北大元帥、王芬為偽平海

大將軍。爽文用烏緞作笠，蟠金龍二；以黃線結蕤自頂垂背，掠取官幕袍服衣之。

其眾以烏布帕纏頭。同時，賊黨林小文等亦於初八日毀新莊巡檢署，巡檢王增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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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艋舺，免；賊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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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程峻、巡檢李國楷眷屬於滬尾。初十日己酉，遍豎偽旗，踞新莊、擺接、八芝

蘭、滬尾、八里坌等處，焚害良民。署都司易囗囗招募義民；十二日辛亥，率千

總席榮、把總蘇陞、守備董得魁，同義民首黃朝陽等先擣新莊殺賊，獲劉長芳；

十三日壬子，擊滬尾，救程、李兩眷，駐守港口。十四日癸丑，署都司易囗囗同

千總張正耀、把總譚朝亮率義民夾攻八芝蘭，賊並眾力拒；官軍火齊發，殺傷

甚眾，賊潰逃入金包裏。是夜林小文、賴欲、黃祖成、葉山林等從擺接潛攻艋舺，

不克。十五日甲寅，署都司易囗囗復率官軍、義民合圍擺接；四面殺入，群逆不

能當，皆奔，獲賴欲、鄭昌盛、蔡江等。逆散，復糾黨踞險自守。署都司易囗囗

悉心征戰，日無寧晷(節新修「通志」、「彰化縣志」參鄭稿)。 
 

附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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