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12/27 
1:26:45 PM 

船戶公約碑中所記錄臺灣海峽的船 

耿慧玲 

朝陽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教授 

中文摘要 

船戶公約碑中記載了許多船隻的使用，臺灣的帆筏是特殊的船隻，也是臺灣

海峽重要的運輸船隻，這種帆筏的使用可能來自於漢人，與原住民使用獨木舟（艋

舺）有極大的不同。三板則為木板船的原始型態，也是後來中國平底船的雛形。

在臺灣海峽行駛的船隻──福船是在平底船的基礎上發展出的尖底船，可以橫

洋，也是從唐代以後中國主要的船型。中國航海曾經有過燦爛的時代，然而在

18 世紀政策開始緊縮，同時期的歐洲卻開始蓬勃的發展海上的力量，使得在近

代歷史上形成相反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臺灣、海洋文化、帆筏、三板、福船 

 

The said covenant also had recorded the uses of many sea vessels. 

Taiwan sail-raft is a unique ocean-faring vessel, also a transport vessel 

of great importance over the Taiwan Strait.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sail-rafts could have originated from the Han people, and greatly differ 

the canoes used by the aborigines. Among the ships that venture the Taiwan 

Strait, the Fu-chuan is a sharp-bottom vessel that could cross oceans, 

and also the main model of Chinese ships from the Tang Dynasty and on. 

Chinese maritime history had its glorious moments, yet it shrank along 

with the state＇s extreme isolation policy in the 18th century, while 

Europe began to invigorate its maritime power, directing pre-modern 

history into a dramatic reverse. 

 

Keyword：Taiwan、Maritime Cultur、Xia-jiao、Amoy、Takau、Sail-raft、Sampan、

Fu-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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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戶公約碑〉，碑石原立於高雄市旗後天后宮1，在何培夫先生民國八十一

年至八十七年間編輯《明清臺灣碑碣選集》時已亡逸，民國五十五年黃典權編輯

的《臺灣南部碑文集成》有錄文，民國六十九年黃耀東編纂的《明清臺灣碑碣選

集》收錄碑石拓片，然拓片或因碑文殘泐較甚，許多字跡無法辨讀，《臺灣現存

碑碣》遂依據《臺灣南部碑文集成》之釋文照錄，僅部分文字作不同之隸定，如

「于」作「於」之類。 

據《明清臺灣碑碣選集》之記載，〈船戶公約碑〉碑高 162 公分，寬 68 公分，

石質為花岡岩（又稱瓏石）。據拓片資料來看，碑石有額，題曰「船戶公約」，行

楷，橫書一行四字，左行，陰文；額上尚有紋飾。碑文約十六行，不甚規整，行

29 字，第 29 字拓片皆未拓出。 

〈船戶公約碑〉是目前臺灣少見的船戶公約資料，碑文內容為清咸豐九年

（1859）臺灣下郊郊商在打狗與廈門間船務的來往協定。由碑文中可以探討台閩

的商務關係，祖籍同安地區的下郊商人在咸豐年間不僅僅在台北建立大稻埕地區

的廈郊，在臺灣南部地區亦以打狗為中心與廈門進行長期的往來。 

 

一、臺灣的筏 

臺灣東臨太平洋、西為臺灣海峽、北隔東海，南距巴士海峽與日本、菲律賓

相望，海洋成為臺灣與周邊地區聯絡時的必經，海洋上的載具，成為重要的交通

媒介，〈船戶公約碑〉碑文中雖然記載著臺灣海峽兩岸來往的船戶訂定的公約，

但也在碑文中提到了航行在台灣海峽的船隻，碑文中首先提到的是「筏」。 

「筏」是由單體浮具發展起來的航行工具，是將兩個以上單體的浮具連結在

一起，其目的在增加浮具的平穩度。同時因為筏的製作可因地制宜的利用樹幹、

竹竿、蘆葦等等不同的材料，廣泛而易得，加上技術單純，只要用火將竹的尾端

燒烤後，使其向上翹起，然後以藤條、野麻編縛在一起即可，「筏」划起來的阻

力小，順流時十分快捷，2大小也可以隨意調整，3所以即使以「筏」為基礎已發

展出許多進步的航海載具，4但是「筏」的應用，仍然十分普遍。5在臺灣，乾隆

                                                 
1旗後又作岐後、旗后，指今旗津區北半部。此處之天后宮為高雄最早的寺廟，初創於康熙十二

年（1673）。 
2席龍飛，〈中國古代的造船技術〉，《中國航海科技史》（章巽編，北京市，海洋出版社，1991，
一版一刷）：「用火將竹竿的兩端燒烤後使其向上翹起，然後以藤條、野麻編縛在一起，划動起來

阻力小，順流則漂浮如飛」，頁 6。 
3根據鄭親憲《高雄紅毛港聚落的滄海桑田》（高雄市公益社教協會「文化資產調查研究報告」

http://www.public.org.tw/2.htm，2002）中對於紅毛港帆筏所做的調查報告，可以知道紅毛港地區

的帆筏可分為一人划動的蝦網仔筏（用於捕蝦、小螃蟹等）；兩人划的三牙仔筏；三人划的大筏

（用於遠洋，可到達 3300 尋至 4400 尋深的海面）；及專門堆放曳網的大筏等四種。蝦網仔筏是

五根竹子組成的，中央一根為刺竹；三牙仔筏有八根竹子，分別從左右算來第三根為刺竹；大筏

有十一或十三根竹子，分別從左右算來第五根為刺竹；放網專用大筏有十六根竹子，分別從左右

算來第五根為刺竹。可知筏可以依據需要自由的增減大小。參見鄭親憲，《高雄紅毛港聚落的滄

海桑田》（高雄市公益社教協會 http://www.public.org.tw/2.htm，2002）第六章〈高雄紅毛港地方

文史的保存與文物的蒐集‧高雄紅毛港帆筏的重現〉。 
4 席龍飛在〈中國古代的造船技術〉，（章巽主編，《中國航海科技史》，北京，海洋出版社，19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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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朱仕玠《小琉球漫誌》6卷七〈海東賸語中‧筏篷〉記載： 

海邊漁人，往海取魚，則用漁舟；至沿海淺處，止憑竹筏。筏上安篷，駕

風往來，狎視海濤，渾如潢池。其筏長約三、四丈，闊約一丈。7 

又，許雪姬引 L＇ile Formose,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記載： 

…船舶一經停泊，立刻被一些叫做竹筏的古怪船舶所靠攏，而這種竹筏是

值得一番短短描寫的：這是一種長約十尺，寬約三～四公尺的排 Radean，

由十二或十四支最大的竹竿造成。這些竹竿都用火烤；烤到使那竹筏成為

弧線型，並用篷連成一塊；或用木條橫貫著，在一片固定在竹筏中央的厚

木塊上，豎立著桅杆；而桅杆上掛著蓆子做的風帆。8 

〈船戶公約碑〉中對於筏的記載如下： 

茲我同人船隻來臺貿易必經之打狗諸港，凡遇風帆不順，出入必以竹筏導

頭，歷古如斯。9 

由碑誌中可以看到臺灣南部高雄地區在咸豐年間是用竹筏做為嚮導。又，《臺灣

私法商事編》記載臺南三郊的郊規與約定中，有〈竹筏運資決議書〉一則，記載： 

我臺南創設三郊，歷今二百餘年，…近因五谷物件騰貴，筏駁唱昂，以致

生意日漸支絀。現糧食降賤，工腳應當酌減，爰集同人共商妥議，再申規

約。凡有由外埠運到貨物，該筏駁工，應給工價列左，記我郊戶確遵定章，

無違斯約，是所厚望焉。10 

則一直到日據時期，臺灣西部港口由外埠運輸的貨物仍然需要用竹筏接駁，再根

據民國四十三年《臺灣農業年報》的統計，臺灣的無動力漁船共計 21,541 艘，

其中竹筏有 13,808 隻，幾佔船隻總數的三分之二，其餘三分之一方為木船。11民

國四十四年至四十五對於臺灣竹筏所做的調查時，仍然發現「臺灣西部高雄縣紅

毛港等地尚有一種小型的帆筏，航行於近海與內海」12。紅毛港位於現在高雄市

的小港區，原與北部的旗津島相連，民國五十六年開第二港口時才被分開，而〈船

戶公約碑〉原豎立處在旗後天后宮，兩地地理位置有相關性
13
。這與咸豐九年的

                                                                                                                                            
一版一刷）說：「筏的缺點和弱點在於沒有幹舷，…在木筏的兩舷增加原木或木板，同時在筏體

採取堵漏捻縫措施，使木筏逐漸演變成方頭方尾平底的木板船。」（頁 13～14），「它（筏）與以

後出現的獨木舟，是我國平底船與尖底船兩大船型的始祖。」（頁 7）。 
5 朱惠勇，《中國古船與吳越古橋》（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12，一版一刷）：「中國在浙、

閩、贛、湘、川、桂、滇、黔、粵等省由於竹材豐富，地形複雜，河流通航的需要，使得竹筏仍

然有大量的使用。」頁 3～4。 
6 朱仕玠，字璧豐，福建建寧縣人，清乾隆癸酉（1753）拔貢生，乾隆二十八年（1763）由德化

教諭調任鳳山縣教諭，在任期間撰著《小琉球漫志》，針對臺灣與內地不同之風土加以記載，乾

隆三十年（1765）刊印。 
7 《小琉球漫誌》（臺灣文獻叢刊第三種）卷七〈海東賸語(中)‧筏篷〉，頁 74。 
8 許雪姬，〈竹筏在臺灣交通史上的貢獻〉，《臺灣風物》33：3（1983 年 9 月），頁 4。 
9 〈船戶公約碑〉（黃耀東編纂，《明清臺灣碑碣選集》，民國 69 年）。 
10《臺灣私法商事編》，頁 36～37。 
11本資料引自凌純聲，〈臺灣的航海帆筏及其起源〉，《中國遠古與太平洋印度兩洋的帆筏戈船方

舟和樓船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十六，臺灣，南港，1970），頁 78。 
12 凌純聲，〈臺灣的航海帆筏及其起源〉，頁 86。 
13 〈船戶公約碑〉立於旗後天后宮，旗後名稱來自於旗後山，原為獨立小島。與現在的鼓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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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戶公約碑〉的記載內容是可以相互映照的，可見竹筏在臺灣的使用時期甚為

長久。 

至於筏的起源究竟始於何處？由於筏的製作簡單，取材容易，因此世界各地

都有筏的使用，僅僅中國大陸各省的竹筏就有近百種不同的筏型，可以用於捕

魚、防洪、載客、運貨、擺渡等等不同的事務。14根據凌純聲先生對於臺灣筏的

研究稱： 

臺灣的竹筏大別之有航行湖川與海洋兩類：前者僅在河川或湖泊上運輸捕

魚作業，行筏使用划槳或撐篙，筏之構造較為簡單，筏身多數是平底；後

者則需出海作業，航行主要使帆，而以划槳為副，筏身造型需前後彎曲，

構造上亦較為繁雜。15 

如果細分，臺灣的筏可以分為四種： 

（一）河川竹筏，用以渡溪； 

（二）湖潭竹筏，日月潭上現在常可看到許多竹筏，竹筏上有拱形小屋，

筏前有大網…筏用二十多根大竹編成，長十多公尺，寬達三丈餘，

用以誘魚； 

（三）沿海划筏，在近海划行捕魚； 

（四）航海帆筏。16 

這些筏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帆筏」，這一種筏是在筏子上加上風帆，使得航駛

時更便於操控，因此，成為出海作業所使用的重要航海工具。上述資料中對於台

灣地區筏的記載，都注目於帆筏的使用。那麼台灣帆筏的起源又是如何呢？ 

根據目前的研究，除了台灣地區的帆筏外，在南美沿太平洋岸以及東亞的越

南也有航海的帆筏。凌純聲根據南美洲、太平洋及東亞桴筏的構造、航行的方法，

甚至三區桴筏的名稱都與中國古代記載的筏有相同的地方，因此同意 Haddon and 

Hornell 和 Heine-Geldern 的意見，認為帆筏是源於亞洲，由台灣或海洋洲沿亞

洲海岸經阿留申而至美洲。
17
然而臺灣地區的筏究竟來源如何？有兩條資料是值

得重視的，其一為黃叔璥18在《臺海使槎錄》卷八〈番俗雜記‧附題‧番社雜詠

二十四首〉的記載： 

仰沫巨魚纔躍波，矢無虛發巧如何！於今苦學漢人法，篤筏施罛事轉多。

（射魚）19 

由「於今苦學漢人法，篤筏施罛事轉多」句，這種駕筏網魚的方法，似乎是原住

                                                                                                                                            
因為地質的崩落而分開成為現在的第一港口；然而與現在的小港區是聯合在一起的，共同形成紅

毛港，直到民國五十六年開第二港口的時候，才將旗津區與小港區的紅毛港分開。 
14 朱惠勇，《中國古船與吳越古橋》，頁 4。 
15 凌純聲，〈臺灣的航海帆筏及其起源〉，頁 78。 
16 凌純聲，〈中國古代與南美西岸水運工具的比較研究〉，《中國遠古與太平、印度兩洋的帆筏戈

船方舟和樓船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十六，臺灣，南港，1970），頁 41。 
17 凌純聲，〈臺灣的航海帆筏及其起源〉，頁 85～99。 
18黃叔璥（1680 年－1758 年），字玉圃，號篤齋。清順天大興人（今北京市境內）。1709 年（清

康熙 48 年）進士，1722 年成為首任台灣巡察御史。 
19黃叔璥《臺海使槎錄》卷八〈番俗雜記‧附題‧番社雜詠二十四首〉，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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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習自於漢人的技術。20 

不過康熙五十六年（1720）《諸羅縣志》卷八〈風俗志‧番俗〉「方言」另有

一條記載： 

「流求國居海島，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澎湖，煙火相望。…旁有毗舍耶

國，…宋淳熙間，其國之酋豪嘗率數百輩猝至泉之水澳、圍頭等村，多所

殺掠，…不駕舟楫，惟以竹筏從事；可折疊如屏風，急則群舁之，浮水而

逃。」…今按諸番俗，多與此相類。又郡之南路，有小流求山；今之琉球，

據此地甚遠。或元以前，此地與澎湖共為一國而與琉球同名，未可知也。
21 

按，《諸羅縣志》此條資料，前面蓋引自馬端臨《文獻通考》之記載，而馬端臨

之記載則主要擷取《隋書‧流求傳》及《宋史》卷四百九十一〈外國七‧流求國〉，

有關竹筏一段，則取自《宋史》，《宋史》記載內容在文字上與馬端臨引文略有不

同，而大致相同。22不過《諸羅縣志》的這段記載說明同屬康熙年間的作者周鍾

瑄也見到臺灣原住民有用筏的現象。不過這種筏「可折疊如屏風，急則群舁之，

浮水而逃」則不知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筏」。 

 有關原住民的舟楫，有大量的資料記載使用獨木舟，就是稱為艋舺、莽甲、

莽葛的舟具。臺灣原住民獨木舟的記載，首見於康熙年間郁永河的《稗海紀遊》： 

視沙間一舟，獨木鏤成，可容兩人對坐，又操一楫以渡；名曰莽葛，蓋番

舟也。 

莽葛原來是小舠，刳將獨木似浮瓢。月明海澨歌如沸，知是番兒夜弄潮。

注云：番人夫婦，乘莽葛射魚，歌聲敬業不輟。 

在此稍後的《諸羅縣志》，對於蟒甲也有記載： 

蟒甲以獨木為之；大者可容十三、四人，划雙槳以濟，稍欹側即覆矣。番

善水，故雖風濤洶湧，如同兒戲，漢人鮮不驚怖者。 

咸豐年間的《噶瑪蘭廳志》卷五： 

番渡水小舟名曰蟒甲，即艋舺也，一作莽葛。其制以獨木挖空，兩邊翼以

木板，用籐繫之。又無油灰可，水易溢入，彼則杓時時挹之，恰受兩三

人而已。 

                                                 
20按，台灣原住民的航海工具為獨木舟，亦即「艋舺」，尹士俍《台灣志略》記載臺灣的船隻種

類，其中有艋舺船，謂其以「獨木為之，乃番黎所乘之舟也。」頁 91；又，郁永河，《裨海紀遊》

卷中有：「二十七日…視沙間一舟，獨木鏤成，可容兩人對坐，又操一楫以渡，名曰莽葛，蓋番

舟也。」周鍾瑄，《諸羅縣志》：「蟒甲以獨木為之，大者可容三、四人，划雙槳以濟，稍欹側即

覆矣。番善水，故雖風濤洶湧，如同兒戲，漢人鮮不驚佈者。」陳淑均《噶瑪蘭廳志》卷五：「番

渡水小舟名曰蟒甲，即艋舺也，一作蟒葛。其制以獨木挖空，兩邊翼以木板，用籐繫之。」這些

都記載著原住民所使用的船隻是獨木舟，而非筏。《中國古船圖譜》引《宋史‧流求傳》謂當地

土著唯識用筏，不用舟楫。但後又謂，由筏演變成獨木舟是非常困難的。（頁 13、30）而如上所

引對於原住民直接的採訪，原住民均使用獨木舟，因此，臺灣筏仍然可能是漢人移民傳入臺灣的。 
21 周鍾瑄主修，《諸羅縣志》（臺灣史料集成、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三冊，台北，遠流出版社，

2005,6，一版一刷）頁 260。 
22 《隋書‧流求傳》及《宋史》卷四百九十一〈外國七‧流求國〉（臺灣，鼎文出版社影印中華

書局本），有關竹筏一段，蓋取自《宋史》頁 1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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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記載中可以看到這種獨木舟小到兩人對坐，大到可容十三、四人，漢人對於這

樣的舟楫，基本上並不習慣，因此，是典型的「番舟」。 

二、臺灣的三板 

〈船戶公約碑〉記載： 

凡我下郊諸船隻到港，遇風不順，尚在港外，舊例原係竹筏導頭，倘□人

不肯載，同人有先到港內者，務須駕駛三板向導；倘三板不合用，宜借竹

筏自撐向導，負約者公議罰戲壹檯，燈彩壹付，以儆將來。23 

說明咸豐年間臺灣高雄附近的港口，在大船進港的時候，都需要用竹筏或者三板

導航入港，〈船戶公約碑〉之訂定就是因為在導航入港上發生了費用衝突，使得

港內的工人拒絕導航，因而訂定這個公約，公約中約定所有船戶均需要「按擔均

攤」，並協助大船入港。 

三板又稱舢舨、杉板，在臺灣文獻的記載中，杉板是一種捕魚與接駁的小船，

《廈門志》卷五〈船政略‧小船〉： 

民間小船，俗稱三板．或攬載客貨、或農家運載糞草，皆有底無蓋、單桅

雙櫓，亦有一人雙手持雙槳者。24 

《裨海紀遊》卷上： 

二十三日，乘三板登岸（三板即腳船也。海舶大，不能近岸，凡欲往來，

則乘三板；至欲開行，又拽上大船載之）。25 

因為臺灣西岸海濱水淺，大船不易進港，大船要進入臺灣西部港口時，都必須要

換乘三板或竹筏，《巡臺退思錄》卷三〈議辦全臺漁團章程由〉： 

…臺澎周圍海濱，皆可登岸。…惟海濱水淺，潮水時有漲落…船祇能寄泊

口外深水，必改坐舢舨小划，方能登岸。26 

因此，基本上三板是每一艘來台大船均有的配備，《重修臺灣縣志》卷八〈武衛

志‧船政〉： 

各船原有腳船名曰三板，凡樵汲送椗，渡人上岸皆資之．但無桅舵，只用

櫓槳。27 

《臺海使槎錄》卷一〈赤崁筆談‧海船〉： 

海舶長約十丈餘，闊約二丈，深約二丈。舶首左右刻二大魚眼，以像魚形。…

又載一杉板船，以便登岸。28 

三板可以說是最早的木板船，是由筏或者獨木舟改良而成的木板船，席龍飛在〈中

國古代的造船技術〉中提出： 

在木筏的兩舷增加原木或木板，同時在筏體採取堵漏捻縫措施，使木筏逐

                                                 
23 〈船戶公約碑〉（黃耀東編纂，《明清臺灣碑碣選集》，民國 69 年），頁 676。 
24 《廈門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九五種）卷五〈船政略‧小船〉，頁 175。 
25 《裨海紀遊》（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四種）卷上，頁 6。 
26 《巡臺退思錄》（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一種）卷三〈議辦全臺漁團章程由〉，頁 276。 
27 《重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一三種）卷八〈武衛志‧船政〉，頁 253。 
28 《臺海使槎錄》卷一〈赤崁筆談‧海船〉（臺灣文獻叢刊第四種），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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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演變成為方頭方尾平底的木板船。在獨木舟的兩舷增加木板，可使幹舷

提高，容量增加。兩舷木板逐漸加多的結果，則使舷板變成了主要部件，

原來的獨木舟則逐漸退居於次要地位，最後則使獨木舟的「獨木」轉化成

為尖底船的龍骨。29 

三板較筏或獨木舟在使用上方便許多，也安全許多，其他的船隻，都可以說是在

三板的基礎上改良而成的結果： 

筏的缺點和弱點在於沒有幹舷，筏體本身又有較大的間隙，當筏的載重量

增加時，承載在筏上的人和貨不可避免的要受到水的浸濕。獨木舟雖然不

漏水而且有一定的幹舷，但在水中的穩性不好。製造獨木舟時還要受到原

株樹木的侷限。沈重的獨木舟也難以滿足載重量日趨增長的要求。…木板

船突破了原木的侷限，用同量的木材可以造出比獨木舟更大更多的船舶。

木板船可以通過變化尺度，提高穩性和快速性，為後世的船舶大型化和多

樣化開闢了無限的發展前景。30 

明代的三板還只有一桅，31但至清初，臺灣地區的已有「插雙桅者」，其運載量「可

裝三、四百石至六、七百石」32，王冠倬在《中國古船圖譜》中根據《龍江船廠

志》中的資料，將明代三板船的規格作表如下： 

 

部位 

尺 

寸 

船面頭

至稍 

船底身

頭至無

板處 

無板虛

稍 

頭 腰 稍 

闊 深 闊 深 闊 深 

三板 3.95 3.45 0.5 0.53 0.31 0.84 0.315 0.55 0.34 

單位：丈 

摘錄自王冠倬《中國古船圖譜》頁 176 

根據記載，明代三板只比漁船、後湖平船和哨船稍大。而清代尹士俍《臺灣志略》

的記載，清代在臺灣西海岸行駛的船隻大致有下面幾種名目： 

一曰澎子船，平底單桅，今多雙桅者，可裝穀四、五百石至七、八百石。 

一曰杉板頭船，亦有插雙桅者，可裝三、四百石至六、七百石。 

一曰封書船，雙桅，[木盛]蓋平鋪，前後無艙，可裝二、三百石。 

一曰頭尾密船，單桅無艙，中有拱篷，可裝百餘石至二百石，皆往來南北

各港貿易所乘。 

一曰大[舟古]仔船，單桅拱篷，即大鎮渡船（從府治渡往安平為大鎮渡），

可裝百餘石，亦或駕駛內港撥載。 

                                                 
29 席龍飛，〈中國古代的造船技術〉，《中國航海科技史》，頁 14；又可見王冠倬，《中國古船圖譜》，

頁 27～30。 
30 席龍飛，〈中國古代的造船技術〉，《中國航海科技史》，頁 16～17。 
31據明沈戶文

山 《南船記》（引自載：「舢舨船體用楠木建造，長三丈八尺，寬八尺四寸，分十艙；單

桅，四櫓。」引自《水運技術詞典》「古代水運與木帆」部分，頁 27。 
32尹士俍，《臺灣志略》（李祖基點校，北京，九州出版社據清乾隆刻本重刊本，2003 年 3 月，一

版一刷）卷中〈出產水利〉：「杉板頭船，亦有插雙桅者，可裝三、四百石至六、七百石。」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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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小[舟古]船，在嵌腳渡人載貨登岸。 

一曰漁船，即龍艚船，亦鎮渡船之類。 

一曰穵子船，每船止容三人，往各港採補。 

一曰當家船（俗訛為「蛋家船」）漁人眷屬悉住其中，無登岸結廬者，蓋

浮家也。皆往來各港採補，並鹿耳門、安平鎮生理。 

一曰艋舺船，獨木為之，乃番黎所乘之舟也。33 

前面說過，臺灣因為西海岸海底地形較淺，大船無法靠岸，必須利用小型船

隻接駁上岸，雍正年間同安人陳倫炯的《海國聞見錄‧天下沿海形勢錄》： 

港之可以出入巨艘，惟鹿耳門與雞籠、淡水港；其餘港汊雖多，大船不能

出入，僅平底之□船、四五百石之三板頭船堪以出進。34 

由《臺灣志略》的記載中，可以看出在臺灣西海岸有許多種不同的小型船隻，行

駛在臺灣西岸各個港口之間，除了原住民所使用的獨木舟外，尚有八種船隻航行

在臺灣西海岸各港口之間，而其間杉板頭船並不是最小的船型。這也能夠表現出

臺灣地區特殊的海上文化。 

臺灣海峽的船基本上是屬於福船系統，福船是中國三大船型之一，這三種分

別是福船、廣船與沙船，其中除了沙船之外，都是屬於南方尖底船的系統。 

沙船是航行於長江以北地區的船隻，船形特徵是平底，身長而扁，吃水淺，

故能坐灘，不怕擱淺，「特別在風向與潮向不同時，因吃水淺，受潮水的影響比

較小，比較安全」35。沙船的構造十分優異，基本上配備著升降舵、梗水木、多

桅多帆、水密艙等中國特有的船隻設備。其中升降舵的安裝可以加強舵在深海中

的效應，不致橫漂，但入港或遇淺水，亦可以將舵升上；舭部的梗水木，即唐代

的浮板，可以增加船的穩定性；多桅多帆，利於使風，增加船航的速度，硬帆的

結構也可以讓帆可以因應「八面來風」；至於水密隔艙，則可以提高船的抗沈性，

並方便裝載貨物的區隔。一般說來，沙船的穩定性、安全性、快捷性都因為這些

特殊設計而顯得十分優異，在七級風下都能航行無阻，
36
所以中國沙船的航程曾

經到達非洲。37「沙船的載重量，一般說是四千石到六千石（約合五百噸到八百

噸），一說是二千石到三千石（約合二百五十噸到四百噸）」38，這在明清時代是

世界上頗為優秀的客貨運帆船。 

福船與廣船則是在平底船的基礎上，經過船體結構的過渡變化改建而成的尖

底船。這種設計在唐代就已經成形，39但雖然同是尖底船，中國的尖底船構造仍

                                                 
33尹士俍，《臺灣志略》卷中〈出產水利〉，頁 90～91。 
34 陳倫炯，《海國聞見錄‧天下沿海形勢錄》（臺灣文獻叢刊第二六種），頁 1。 
35周世德，〈中國古代造船工程技術成就〉，「蘇州科普之窗」（蘇州，蘇州市科學技術協會，2005,3），
又，周世德，〈中國沙船考略〉，《中國造船工程學會 1962 年年會論文集》第二分冊（國防工業出

版社）。 
36 請參考楊槱，《帆船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 一版一刷），頁 63～64。 
37 鄭和七航海外的船隊雖以福船為主，但也有一部份沙船作為輔助，根據鄭和的航線，曾遠達

非洲，故知沙船也曾遠達非洲。見席龍飛，《中國造船史》，頁 267～268。 
38 周世德，〈中國古代造船工程技術成就〉，「蘇州科普之窗」（蘇州，蘇州市科學技術協會，2005,3）。 
39 王冠倬，《中國古船圖譜》，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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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和西方的尖底船有相當大的差異。西洋船是帶龍骨的兩個上翹的船型，而中國

的尖底，則是在平底的基礎上發展的，因此，只要將沙船船隻貼造重底就可改成

尖底，加上升降舵、水密艙等設備，中國的尖底船一樣也可走深水航線。 

福船也是一種尖底海船，「1974 年七八月間，福建泉州灣後渚港發掘出一艘

宋代海船，尖底而船身扁闊，平面近似橢圓形，頭尖尾方，從龍骨到舷側有船板

十四行，一到十行是兩層船板疊合，十一到十三行是三層船板疊合，三層總厚度

十八釐米（裏層八釐米，中層五釐米，外層五釐米），用三層板是防水線附近波

浪衝擊。船板搭接和平接兩種方法混合使用。板縫有麻絲、竹茹和桐油灰搗成的

艌合物。泉州古船十三艙，復原以後的船長三四‧五五米，寬九‧九米，深三‧

二七米，排水量三七四‧四噸」40。這個發現使得宋代福船的規模得到一個實證，

同時，福建地區豐沛的森林資源，也使得宋代以後福船成為航海穿洋主要的船

種。41 

福船一般分四層，最下層裝土石壓艙，提高穩定性，第二層住人，第三層放

置淡水櫃，最上一層為露台，各層要登梯上下，船體底尖上闊，首昂尾高，船體

吃水約一丈一，二尺深，能載百餘人。42《明史》卷九十二〈兵制四‧車船〉載：  

福船耐風濤，且禦火。…廣東船，鐵栗木為之，視福船尤巨而堅。其利用

者二，可發佛郎機，可擲火毬。大福船亦然，能容百人。底尖上闊，首昂

尾高，柁樓三重，帆桅二，傍護以板，上設木女牆及礮牀。中為四層：最

下實土石；次寢息所；次左右六門，中置水櫃，揚帆炊爨皆在是；最上如

露臺，穴梯而登，傍設翼板，可憑以戰。矢石火器皆俯發，可順風行。43 

福船的優秀與廣船一般得益于當地盛產優質木材，尤其船體與帆裝配合和諧，最

適合於作沿海和近程航海。因此，成為臺灣海峽兩岸最重要的船隻。福船因為性

能優越，自唐代以後至明清派生出許多船系44，如下圖： 

 

 福船一號（大福船）    

 福船二號    

 哨船（草撇船）    

                                                 
40周世德，〈中國古代造船工程技術成就〉，「蘇州科普之窗」（蘇州，蘇州市科學技術協會，2005,3）。
王冠倬，《中國古船圖譜》一書記載，唐代就已經有泉州海船：「舟之身長十八丈，次面寬四丈二

尺許，高四丈五尺餘，底寬二丈（尺？），作尖圓形。銀鑲艙舷十五格。可貯貨品二至四萬擔之

多。」頁 98。 
41 廣船船底特別尖，在海上搖擺較快，但不易翻沉，其舵材用鐵栗木（即柚木），在海浪中強度

大，不易折斷，這在海上航行至關重要。而且一般採用多孔舵，減小了舵軸力矩，提高了操舵效

率。「廣船的帆形如張開的折扇，為了減緩搖擺，廣船採用了在中線面處深過龍骨的插板，此插

板也有抗橫漂的作用」。 但是，廣船的船制下窄上寬不適外海或洋面上的行駛，同時因其舵材的

鐵力木難求，因此維修困難，雖然其形體較福船堅固與巨大，但在應用上，仍然有缺陷。見席龍

飛，《中國造船史》（武漢，湖北教育出版社，2004，一版三刷），頁 248～249。 
42 席龍飛，〈中國古代的造船技術〉，《中國航海科技史》，頁 88。 
43 《明史》卷九十二〈兵制四‧車船〉，頁 2268～2269。 
44 有關福船的船型與系統，首見《武備志》，後經《續文獻通考》與《天下郡國利病書》補充，

大致可以分成三個發展系統，六個船型，考證及說明請參考席龍飛，〈中國古代的造船技術〉，《中

國航海科技史》，頁 90～91 及王冠倬，《中國古船圖譜》，頁 21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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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船      

 冬船（海滄船）  艟[舟喬]船 （鐵頭船）

 鳥船 開浪船   

  蒼山船   

 快船    

採自席龍飛《中國造船史》頁 248 

在這樣福船的系統下，與本碑誌有關的是所謂的廈門船。45 

廈門地區的船又被稱作白底船，與浙江綠眉毛船的性能相仿，屬於福船系統

中的鳥船類型。46清代鳥船是從明代的福船和廣船發展而來，《浙江海運漕糧全案》

記載： 

鳥船，頭小身肥，船身長直。除設桅、篷外，兩側有櫓兩隻，有風揚帆，

無風搖櫓，行駛靈活，而且篷長櫓快，航行水上，有如飛鳥。47 

白底船常從事東南亞、日本各國之間的海上貿易，後來形成著名的同安梭船： 

同安梭船，清代福建同安縣一帶民間的海船。船體呈梭形，航行快速，寬

一丈五尺至一丈九尺不等。48 

乾隆嘉慶年間，清代福建水師棄趕繒船不用，添建新船，仿同安梭船型，49並有

同安一號、二號，橫洋梭船等不同的名目，50而在清代「橫洋」一詞代表的就是

穿越臺灣海峽的兩岸航行。51碑誌文中下郊與廈門之間往來航行的船隻，應該就

是這一種同安梭船。52同時，福船系統的船隻因為有龍骨，吃水很深，往往在一

丈以上，適航性優良，但不能進入淺水狹窄航道。因此在一些港口停泊，人員上

下船和登離岸，都需要小船擺渡；53同時，福船系統都有壓艙沙石，當船從廈門

開往臺灣的時候，因為帶的是輕貨，所以需要壓艙石，但當臺灣之後，就必須將

                                                 
45 〈船戶公約碑〉為臺灣打狗地區下郊郊商所訂定的公約，所謂下郊即指同安地區郊商，廈門

港為其主要貿易的港口。參見耿慧玲，〈〈船戶公約碑〉的考釋──清代臺灣海洋文化的一個解

讀〉，《朝陽學報》第十一期（霧峰，2006,7），頁 152～172。 
46 楊槱，《帆船史》，頁 68。 
47 楊槱，《帆船史》引，頁 67～68。 
48 《水運技術詞典》，〈古代水運與木帆〉部分，第 35 頁，引自周世德，〈中國古代造船工程技

術成就〉。 
49 《廈門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九五種）卷三〈兵制考‧戰船〉：「乾隆六十年，因趕繒船笨重，

駕駛不甚得力；改為同安梭船式。」頁 99。 
50 《福建通志》（臺灣文獻叢刊第八四種）〈臺灣府‧兵制〉錄自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十四〈國

朝‧船政‧各號船隻丈尺〉：「一號同安梭船，身長七丈二尺，寬一丈九尺。二號同安梭船，身長

六丈四尺，寬一丈六尺五寸。三號同安梭船，身長五丈九尺，寬一丈五尺五寸。」頁 337；又，

《東瀛識略》（臺灣文獻叢刊第二種）卷五〈海防〉：「臺灣水師巡防各口，…嘉慶閒，又添設同

安梭船、橫洋梭船。」頁 54。 
51《水運技術詞典》，〈古代水運與木帆〉部分，第 35 頁，引自周世德，〈中國古代造船工程技術

成就〉。 
52 在明萬曆二十一年（1593）福建巡撫許孚遠所上〈疏通海禁書〉，就已經說同安等地駕駛鳥船

至北港、福寧、雞籠、淡水等地貿易，可見同安船隻之所以成為重要橫洋船隻的發展，其來有自。

《敬和堂集》卷六：「是中同安、海澄、龍溪、漳浦、詔安等處姦徒，每年四、五月間，告給文

引，駕駛鳥船，稱往福寧卸載、北港捕魚及販雞籠、淡水者，往往私裝船硝等貨，潛去倭國。」 
53楊槱，《帆船史》，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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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艙砂石卸下（下沙），以便於回程運載重貨，54這些都與碑誌文中的記載可以相

互映證。 

三、臺灣的造船 

事實上，在福船的基礎上，臺灣也開始建造屬於自己的船隻，也就是臺灣船。

有關臺灣船的規模，可以根據日本平戶市松浦史料博物館所藏《異國船繪卷》對

於「臺灣船」的數據看出大概的規模： 

 

 船 

身 

船 

首 

船 

尾 

船 

艙 

大桅 

大桅帆 

頭桅 

頭桅帆 

艫

旗

柱

高

船舵 

 總

長 

底

長 

表

高 

前浪搪

板 

艫

高

後浪搪

板 

近船首

部位 

中部艙

位 

近船尾

部位 

桅

高

桅

柱

頂

桅

柱

末

帆 高帆 桅

高 

桅

柱

頂 

桅

柱

末 

帆  總

高

葉

寬

高 寬 高 寬 寬 深 寬 深 寬 深 高 寬 高 寬 高 寬   

間 16 10 4 2 1 3 3 2 2 1 3 1 3 2 14 0 0 8 6   10 0 0 4 3 4 4 0 

尺 2 6 3 1 1 4 2 1 4 3 6 3 2 1 3 2 7 1 6 0 1 4 4 1 1 1 5 

寸 1 2 2 4 3 8 1 5 6 5 0 5 2 0 0 9 1 5 0 2 8 3 9 3 5 6 5 

摘自王冠倬《中國古船圖譜》頁 27255 

根據《異國傳繪卷》的記載，臺灣船與福建船的形制大抵相同，均為 16 間；小

於南京船的 18 間；略小於廈門船、寧波船二型的 17 間56。所謂的「間」是中國

尤其清代「大木作」的記量單位，在清代的《工程做法》中，大木作是以「模數」

制57作為建造的基準，這種製作的方式不僅僅用在宮室、房屋，船艦也使用這樣

的製作方式。周世德在〈中國古代造船工程技術成就〉中提出： 

明代有關造船的分工中，有「船木作」負責船體建造，是建造船舶的主要

行當。其地位相當於「大木作」，明船「大小廣窄皆有成式」。58 

臺灣船的 16 間顯然並不算是小船，有一定的規模。同時從王冠倬的表中，可以

                                                 
54 林玉茹引光緒八年《淡新檔案》謂；「各船進入塹港俱各隨時交牌請驗，一面起卸輕貨，陸續

裝下重載，成此早稻收成，各舟盡皆充滿，或往南北，或抵福、泉。」並解釋說：「來到臺灣的

中國帆船，在各個港口巡弋遊走，…他們一方面將大陸運來的手工藝品或日常用品，也就是輕貨

卸下發賣；另一方面則是裝下本地的土產，特別是米穀，也就是重載，再運回大陸南、北沿岸或

是福州、泉州等地區。」（〈逐利之風：清代臺灣郊傷得多元投資策略〉，《歷史月刊》第二 0 一期，

頁 76。 
55作者案，據《中國古船圖譜》的換算，「每間六尺，每尺十寸，以現在米計算，每間合 1.81818
米，每尺合 0.30303 米，每寸合 0.0303 米。」,頁 273。 
56 所謂「間」是中國建築的一種尺度，「明清建築中，大的尺度是間，既兩立柱之間的距離，以

「攢」為單位；兩斗拱之間的間距，謂之「攢」一「攢」為十一「斗口」寬；「斗口」則依使用

者門第高下，官位大小而定，在四寸到 1 寸之間。」請參考〈中國古代木結構法式與鄭和寶船尺

度〉。 
57 在大英百科全書中記載所謂模數就是，「在建築中，為調節建築物各部分間的構造、尺寸和比

例關係而擬定的一種尺寸單位。」 
58周世德，〈中國古代造船工程技術成就〉，「蘇州科普之窗」（蘇州，蘇州市科學技術協會，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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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臺灣船與福州造廣東出船、福州造南京出船同樣為 16 間,其船的規制均相

同： 

船前後搪水板成橢圓形。兩舷向底部收攏，船底為尖圓形，縱向貫穿龍骨。

船尾有虛梢，形成帶欄的平臺；臺上設券洞式蓆篷；臺下成室，內設神堂。

船尾置窄葉不平衡舵，並設舵筋（或稱勒肚、勒索），沿龍骨兩側延伸至

船首。立二桅，掛蓆篷。船尾立「艫旗柱」，應即尾桅。59 

臺灣地區的造船，正式開始於雍正三年，根據《臺灣使槎錄》卷二〈赤崁

筆談‧武備〉的記載： 

臺、澎各標營船，初俱分派通省內地廳員修造。康熙三十四年，改歸內地

州、縣；其尚可修整而不堪駕駛者，內地之員辦運工料赴臺興修，…雍正

三年，兩江總都查弼那題請設立總廠，通達江湖百貨，聚集鳩工辦料，均

屬省便。每年派道員監督領銀修造，再派副將或參將一員共同監視，務節

浮費，均歸實用。60 

《續修臺灣縣志》卷四〈軍志‧船政〉： 

臺澎水師戰船，…雍正三年，兩江總督查弼納題准：設立總廠於通達江湖

百貨聚集之所，…嗣經總督覺羅滿保會題：將臺澎戰船九十八隻，就臺灣

設廠，令臺灣道監修．遂定為例。61 

船隻的製造一定需要充分的木料供應，臺灣豐沛的森林資源以及位於東洋針路的

貿易利基，使得臺灣的造船與海上貿易逐漸成為全國的重心，但是，也對臺灣的

發展產生了一定程度的影響，連橫《臺灣通史》記載： 

乾隆元年(公元 1736)，總督郝玉麟奏言：「福建戰船，福廠承修七十六艘，

泉廠承修五十三艘，漳廠九十九艘，台廠九十二艘」而台廠遠阻重洋，難

以勻派；顧自台灣設廠以來，開辦料館，沿山樟樹，概歸官有；南之琅嶠，

北之淡水，均委匠首；而匠首以伐木之外，私攬熬腦，而贏其利。然台廠

自數十年來，津貼較少，工料日騰；修造戰船，屆期難竣；或至脆弱，不

堪駕駛，歷任擱置，賠累為難；是有遂具修船之名，而無用船之實也。62 

則隨著造船廠的設置，使得臺灣地區的樹木受到大量的砍伐，沿山的樟樹所引致

公私的熬腦也成為臺灣向外商貿的重要商品。很長一段時間，臺灣樟腦的產量居

世界第一，然而這也使得臺灣森林資源受到很大的摧殘。不過仔細檢討歷史的發

展，這些資源所付出的代價並沒有真的成就清政府的海洋事業，閉關政策，使得

不論是大陸地區或是臺灣地區，航海事業都受到很大的限制，明代鄭和之後中國

畢竟仍是未能進入海權時代。 

四、結論 

                                                 
59 王冠倬，《中國古船圖譜》，頁 274。 
60黃叔璥，《臺海使槎錄》卷二〈赤崁筆談‧武備〉，頁 36。 
61 謝金鑾，《續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０種）卷四〈軍志‧船政〉，頁 254～255；李

元春，《臺灣志略》卷二〈軍政‧船政〉，頁 64～65 同。 
62連橫，《台灣通史》，頁 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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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四面臨海，與海洋之間的關係無比重要，海洋可以是是孤絕臺灣的障

礙，也可以是臺灣發展的康莊大道，自大坌坑文化時期開始，臺灣的居民便不斷

的從海上來到臺灣，初期臺灣移民的歷史沒有真確的文字記載，及至近世，無論

荷蘭、日本、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家才開始針對臺灣有了航海與商務的記載，然

而，對於台灣開發真正產生根本性、結構性改變的，是漢人的移民。漢人在近四

百年的歷史中，逐漸成為臺灣地區的主要居民，臺灣風貌的改變也與漢人的開發

有密切的關連。由於臺灣開發的特殊歷史背景，臺灣的碑誌呈現出與大陸原鄉不

太一樣的面貌，不僅僅是昭示的標的，同時是臺灣居民在開發過程中最能夠反映

庶民文化的一項史料記載。本論文透過一枚〈船戶公約碑〉中的記載，對於清代

臺灣海峽中所使用的兩種船隻有所闡述；一種是筏，一種是三板。 

筏與獨木舟都是人類早期使用的浮具，也是後世船隻的起源，根據現在學者

們的研究，筏與獨木舟成為平底船與尖底船的始祖。在台灣，一直到現代，筏都

是非常重要而特殊的海上交通工具，根據民國四十三年《臺灣農業年報》的統計，

臺灣的無動力漁船共計 21,541 艘，其中竹筏有 13,808 隻，幾佔船隻總數的三分

之二，其餘三分之一方為木船，可見其在台灣的重要性，而臺灣的筏最具特色的

地方，在於使用帆的帆筏。人類學家凌純聲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臺灣的帆筏與南

美洲、東南亞甚至印度有帆筏之間的關連性，至於這種帆筏使用的起源，在本論

文中，我們找到一項資料，提到原住民「於今苦學漢人法，篤筏施罛事轉多」，

而傳統記載亦多認為原住民的航海工具是獨木舟，究竟筏的使用是源自於漢人還

是原住民？是一個值得繼續深入討論的問題。 

 三板就是舢舨、杉板，根據學者們的研究，三板是早期的「船」，是根據筏

或者獨木舟發展出來的航海工具。在〈船戶公約碑〉中，船戶共同約定以三板作

為導航的工具；而在文獻記載中，三板是臺灣西海岸地區大多數港口，相互來往

的交通工具，也是駛入臺灣貿易的大船中必備的接駁腳船。在明代三板僅有一

桅，到了清代的臺灣已經有了兩桅的三板；在明代，三板是小型船隻的代表，到

了清代的臺灣，除了三板，還有許多更小的船隻。這一方面反映出三板的改進，

一方面也表現出臺灣西海岸特殊的港口狀態--因為水淺，需要小船的接駁與駛

入。 

臺灣的船是以福船做為模型，在〈船戶公約碑〉中，所使用的船隻應該是下

郊商人因地緣關係所使用的「同安船」，這種船隻因為材質與性能的優異，逐漸

成為來往於海洋上重要的船種。臺灣地區的漢人移民逐漸增加，商業逐漸興起，

臺灣地區也開始自己製造船隻，然而這種造船所造成的，是臺灣森林的大量被利

用，除了造船所需的木材之外，其他樹種的經濟價值，尤其像樟樹因樟腦的價值，

亦成為被大規模砍伐的對象，然而，終有清之年，臺灣地區的航海事業仍然沒能

幫助清代適時進入海權時代。 

臺灣碑誌對於台灣歷史的研究有一定程度的重要性，碑誌所反映出的是漢人

移民的生活情態，由於臺灣與海洋之間的密切關連，所以臺灣碑誌中也有許多有

關海洋的資料，這一部份碑誌資料若與文獻資料配合對於建立臺灣海峽的海洋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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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應有相當的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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