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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合股築莊契約體現著漢移民合夥
開發的歷史過程。

以往受限於地區開發史料過於零
散，合股築莊契約僅能供作地域
社會開發史研究。

如今透過古契書資料庫，能夠作
大範圍搜尋，可望有新進展。



前言

利用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發展中心
歷史數位圖書館古契書資料庫，
輔以臺灣大學數位典藏計畫資料
庫中的淡新檔案，將臺灣中部移
民聚落在開發時期，所訂定的開
莊古契書與官方檔案文書，蒐羅
相關主題，透過電腦資料庫統計
系統，爬梳合股築莊契約。



前言

地域社會史研究者不僅不再熱中
於激烈的學科本位論戰，反而提
倡跨學科研究方法，倡導史學家
與其他學科的學者一起對歷史進
行多學科的研究。

對於史家而言，這種跨學科、多
學科的能力本身才是至關重要的。



突破使用數位資訊
作人文研究的困結

編資料庫簡易操作手冊

突破以紙本搜尋的習慣



古契書資料庫中的
合股築莊契約

以合股築莊契約為例，每一份築
莊契約，有如今日大企業投資生
產的過程，作業內容非常縝密。
而且每個環節都有人專司其責，
權利、義務細說分明。

搜尋條件，設定兩組關鍵詞：

第一組是「築莊」，

第二組是「合股」。



古契書資料庫中的
合股築莊契約

 從契約所標示的詞句，發現重複頻率較高的詞
句，留意其中相關慣用詞；例如：「股份」、
「股分」中的「份」與「分」，以及「開庄」、
「開莊」中的「庄」與「莊」兩個字。這類可
能在民間書寫上會混雜互用的詞彙。

 此外，設定扣除一個並非獨立的詞彙，而是涉
及前後字義的連貫字詞。例如：「將股分給合
夥人」。這裡的「股」為名詞，「分」給成為
動詞。因此，利用減號刪除不相關名詞的搜尋
功能，下指令自動刪除詞彙組合「股分」的
「分」字後接上動詞用途字眼。



古契書資料庫中的
合股築莊契約

 設定查詢名詞，用交叉查詢的方式，想要找
「兩個以上的關鍵詞都出現在文件中」的文
件，使用「檢索符號」「＋」（加號）；

 讓某關鍵詞不出現在檢索結果中，就用「－」
（減號）。

 設定：「股分－分收－分作－分招－分管
－分配－分單＋合股」查詢對象為合股中
的股分內容，扣除股字後面的分字接續一些
與股分不相關的敘述，諸如：分收、分作、
分招、分管、分配、分單等詞。



古契書資料庫中的
合股築莊契約

以「開莊」、「開庄」、「築莊」、
「築庄」四個一組的關鍵詞，搜索國立
臺灣大學歷史圖書館古契書資料庫。除
了只找一個關鍵詞外，也可以輸入多個
關鍵詞做檢索。

不加符號的多關鍵詞檢索，只要文件滿
足其中一個關鍵詞，即算是滿足檢索條
件，而該文件就成為了檢索結果之一。



築莊關鍵詞表
編號 名詞 數量 說明

1 開莊 2 單獨搜索一個詞彙。
2 開庄 16 單獨搜索一個詞彙。
3 築莊 6 重複2張：1.同立合約劉中立等。

2.立招開墾字阿里史業主屯外番潘永元。

4 築庄 3 單獨搜索一個詞彙。
5 合計 29 將編號1+2+3+4的結果。
6 開莊開庄

築莊築庄
26 四個名詞，凡有其中一個即納入搜尋對象。

結果與總合計少了3張。
7 開莊 +築莊 0 同時有兩個詞彙存在。
8 開庄 +築莊 0 同時有兩個詞彙存在。
9 開莊 +築庄 0 同時有兩個詞彙存在。

10 開庄 +築庄 1 同時有兩個名詞存在。
11 開莊開庄 18 兩者有一個就納入搜尋對象
12 開莊 +開庄 0 同時有兩個詞彙存在。可見沒重疊
13 築莊築庄 9 兩者有一個就納入。
14 築莊 +築庄 0 同時有兩個詞彙存在。可見沒重疊



只有檢索一個詞的檢索方式。
稱這個詞為「關鍵詞」。

關鍵詞可以只有一個字，或是
兩個字以上的詞彙。



合股關鍵詞表
編號 名詞 數量 說明

1 合夥 1,063 單獨搜索一個詞彙。

2 合作 90 單獨搜索一個詞彙。

3 合股 80 單獨搜索一個詞彙。

4 合墾 49 單獨搜索一個詞彙。

5 開墾 3,581 單獨搜索一個詞彙。

6 集股 20 單獨搜索一個詞彙。

7 股夥 671 單獨搜索一個詞彙。

8 股份 302 單獨搜索一個詞彙。

9 合股 +築莊 0 同時有兩個詞彙存在。

10 合股 +築庄 0 同時有兩個詞彙存在。
11 合股 +開莊 0 同時有兩個詞彙存在。
12 合股 +開庄 0 同時有兩個詞彙存在。



 股夥一詞為古契書中合股開墾的重要關鍵詞。
 首先，從開墾臺灣中北部近山地區的重要拓墾
集團，以黃南球為首的廣泰成號，將集資會議
稱為「股夥會議」。

 檢索條件以「股夥」、「合墾」、「開墾」
三名詞，選擇共存一契的古契書，出現以下查
詢狀況。

股夥關鍵詞表

編號 名詞 數量 說明

1 股夥 +合墾 10 同時有兩個詞彙存在。
2 股夥 +開墾 118 同時有兩個詞彙存在。
3 股夥＋合墾

+開墾
3 同時有三個詞彙存在。

4 股夥 +開墾 –
房親 –族親

84 同時有兩個詞彙存在，
扣除房親、族親。



「股夥」、「合墾」、「開墾」三名
詞組合，以股夥加開墾契約數量最多，
有118件扣除房親、族親這類可能是買
賣契約中以先問四鄰為例，故有此慣用
名詞。則剩下84件。

利用資料庫設計的檢索結果分佈圖功能，
將文件內含有年代訊息者，計算文件分
佈時間，以橫軸為西元年，縱軸為文件
數量，繪製此84件合股開墾契約分佈時
間與數量。



股夥＋開墾－房親－族親之時間分佈圖



集中在乾隆49年（1784）到大正3年
（1914），共130年。

臺灣合股築莊情形最為普遍的年代，
約在道光、同治、光緒、明治年代。

以本項分析資料的時間來看，從道光
4年（1824）到明治44年（1911），約
88年間，為合夥築莊的高峰期。



合股築莊契約年代分佈圖

合股築莊契約年代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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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條件以股夥、合墾、開墾同時
有三個詞彙存在的有3件契約。

第一件為鄭媽送等人，賣出父親與
林家三股合夥開墾之山場，簽立杜
賣盡根山園地場契字。



第二件為陳添發兄弟立退墾股分埔地
田園字。

陳家兄弟因築陂向墾夥鄭家胎借，無
力清還，又因墾闢未成，只得將此股
份過歸與墾夥張合顯出首承坐繼續開
墾。

此時開墾戶處於正在開墾的階段。開
荒地、築陂圳，都需耗費大量成本。
難以支應的墾戶只好將墾權轉讓，以
免血本無歸。



第三件同治元年（1905）鄭陳記分管
合約字。

開墾工作已經完成，墾戶業成居分。

為長久經營所計，訂定分管合約，內
容除了分配股份、權利之外，還規定
公費與酬神費用必須是先抽出，以遺
子孫後福。



合股築莊契約的研究方法

地域社會史研究方法上大致有
比較法、計量法、學科滲透法
等三種。

本文採取比較法和計量法，論
述數位典藏資料庫如何運用在
分析台灣中部近山地區合股築
莊契約的內容。



比較法1－橫向比較：從空間角度
出發

番主漢佃的合股開墾契約來看，嘉慶25
年（1820）立字人羅運軒簽立的鬮分契，
內含四股內向番開墾合約字壹紙，包括
翁仔社、西勢尾社、岸裡社、岸裡西社
等社，皆配有稅穀。

契約載名為岸裡大社中的社名，可將契
約中所載明的村莊聚落分佈地理位置標
示出來，以示有別於平地聚落。

另有聯莊契約，同治10年（1871）11月銅
鑼灣等八庄聯絡各庄規條，契約末尾載
名連莊漢人村落。



比較法1―橫向比較：從空間角度出發

銅鑼灣庄，九湖高埔庄，樟樹林、三座屋
繼武庄、芎中七庄，四湖庄等，為聯絡各
庄，設立章程，以肅庄規，以靖地方事。
切弭盜固貴立設，而保善尤在聯莊。

當時漢人開發臺灣中部近山地區的區塊：
分別標示苗栗四湖庄、高埔庄（今苗栗縣
西湖鄉）及銅鑼灣庄轄域內分為銅鑼、三
座屋、樟樹林、九湖、芎蕉灣、中心埔、
七十分。芎中七庄分別指：「芎」蕉灣、
「中」心埔、「七」十份。



人深入原住民生存區域拓墾，在公館與
銅鑼這個開拓區塊位，又要面對一次又
次改道，不時沖毀兩岸農田的後龍溪。

後龍溪發源於雪山山脈中的鹿場大山，
上游為汶水溪，東西向穿切八卦力山脈
後，在兩山之間的公館平野向北奔流。

拓墾工作艱困，不僅因為天災，更有人
禍，以致有此八庄聯防契約產生。

比較法1 ―橫向比較：從空間角度出發



比較法2－縱向比較

若要以時間為斷限，說明中部近山地區
的村落究竟經歷了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變
遷過程，得透過比較不同時期的合股築
莊契約內容，才能夠反映出變化經過。

古契書的文件分佈圖功能，得以將搜尋
到的文件，分析文件數量與年代兩者間
關聯性。



比較法3－綜合比較

從整體的地域社會史發展，看待
中部近山地區的合股築莊型態與
其他地區發展基本趨勢

橫向比較和縱向比較求異
綜合比較探求發展趨勢共通性



計量法

計量方法運用到地域社會史研究，可更
普遍地探討庶民社會生活歷史，較整體
地反映由下而上的庶民歷史。

於民間社會的契約文書，其具體的內容
本身就具有數量的性質，比如合股築莊
契約中，股份的演變、股夥的社會成員
結構、持股的流動、開莊時間、開莊地
點、開莊完成年限、築莊合約對成員行
為規範等，都可以運用具體的計量方法，
使研究結果更科學化，並減少對個人隨
性推論的質疑。

股東股份與資本額的配置，量化之後，



廣泰成墾號資本額分配表
股東 出資(元) 百分比 說明

黃南球 16,900 70.42%接收辜顯榮股份後，占75%
姜紹祖 3,000 12.50%
林振芳 500 2.08%轉讓辜顯榮，再轉讓黃南球
陳萬青 640 2.67%
陳澄波 600 2.50%轉讓辜顯榮，再轉讓黃南球
黃阿番 500 2.08%
徐謙郎 300 1.25%
黃珠美 220 0.92%
陳金華 150 0.63%
陳來官 150 0.63%

陳用乾、陳阿七 150 0.63%
陳鴻秀 150 0.63%
陳東海 140 0.58%
林增龍 150 0.63%
劉緝光 150 0.63%
葉瓊英 100 0.42%
黃細石 100 0.42%
劉傳慶 100 0.42%
合 計 24,000 100.00%



廣泰成號資本額百分比

廣泰成資本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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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泰成號
八大股份

 廣泰成墾號墾成之後，先除抽出廣泰成公共之業，
並依照開墾投入心力、勞力來抽出辛勞之業。

 其他按作八大股均分，配搭均勻，踏明各四界，
編立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字為號。



然而，要如何得到計量數據的準確性，將
這個數據完美的運用到研究過程中，成為
一個相對複雜的問題。

其中涉及到對於數據取得、分類、整理、
分析的具體問題。

出現文件重複的問題，雖然資料庫已經將
資料重複度算出來，但是如何排除重複度
高的文件，進而作統計分析，以強化準確
度，仍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分析要件。

否則，一旦資料庫日益擴大，重複資料數
量將會更多。



中部近山地區合夥開發型態

合夥開發階段
臺灣的合股築莊文化，並不是單純的漢
移民文化只在移出地與定居地之間互相
移動，也不是超穩定性的社會結構。

而是在原鄉與定居地之間，因應著兩地
生活空間的轉變，以較高的漢人耕墾技
術，運用到臺灣中部近山地區這個較原
始的生活空間。



臺灣漢移民在近山地區的拓墾以
合股築莊為方法，用契約這類白
紙黑字所記錄下來的文本，更能
提供僅以地緣關係為依託的漢移
民拓墾成員，強而有力的開墾動
機，凝聚這一群沒有血緣關係的
人，結成一個地方社區。

合夥開發形式因為時間的遠近，
逐漸有產生不同的合夥模式。



道光9年（1829）
道光9年（1829）范元志等兄弟及姜
秀鑾九芎林石壁潭坑洲一帶，開拓
之初需費浩繁，田地要帶大圳灌溉
才能繼續開墾。此時開墾土地要繳納
社租、隘租，此為開墾支出。

水圳為公共資源，明文規定，上游
股夥日後不得攔截水源，要脅下游
股夥。



同治元年（1905）
同治元年（1905）鄭陳記分管合約字，
屬於合夥向秀朗社番業戶韓敬元承租
開墾。

合夥方式在開頭便記載詳細，屬於
「通力合墾，業成均分」類型。

只要是可開田的地方，都任股眾前去
開墾，只需按股攤分應繳的稅穀。

註明公費、酬神費用要繼續支付。大
家團結合作，以利後世子孫繼續經營
下去。



明治38年（1905）
 黃南球、姜紹猷、姜振乾、陳慶麟、林增龍等立分
管田畑埔地字，此係一有系統的合股開發集團。

 管理人黃南球挾著其經營墾號經驗，使廣泰成墾號
更組織化、系統化，權利、義務的規定更詳細、明
確。

 此分管契約規定召開股夥會議，議定管業範圍。

 抽出公共之業，公費支出。比較廣泰成墾號與上述
1.2.兩份合夥契約內容，廣泰成墾號再抽出辛勞之
業，重視管理人的貢獻，已經有如今日讓管理人以
其貢獻來享有公司股份的作法。已區分管理人與投
資人兩種身份，讓墾號走向專業管理。

 規定管理人遇重大事件，需召開股夥會議決定。



合夥維持治安
 合夥的必要性，除資金外，也基於安全考量。
 乾隆51年（1786）臺灣中部漢人已在近山地區拓
墾。道光12年（1832）張丙之亂，官府事後檢討，
雖然為首作亂的人僅有數十人，但因其他各地游
民聚集，形成一股龐大的反政府勢力。這些游民
在張丙亂平之後，仍然在嘉義、彰化兩地遊蕩，
成為社會治安的隱憂。

 按察使銜福建臺灣道姚瑩於道光22年（1842）上

奏督撫請收養游民。認為這些游民不敢投靠大莊，
只能躲到貧弱小莊及內山偏僻地帶，總有一天還
會鋌而走險，造成社會動盪不安。建議這些游民
交由地方莊園收編，納入管轄加以管束，以免又
淪為匪類。



 官方目的在於讓每人都有本業得以安生，地方治
安問題就受到控制。

 官方對於近山拓墾事業，採取的是消極杜絕反政
府勢力，而非為開發而鼓勵人民前往拓墾。

 政府政策成為多數人前往近山、海埔地區開發的
一大誘因。

 村莊聯防，一來可躲避生番危害，二來避免官方
藉口搜查遊民，不斷騷擾村莊的安寧。

 因此，雖然官方在道光22年（1842）上奏督撫，
請各庄收養游民，藉由漢人聚落留置游民，讓這
些人得以獲得安生，以免為反政府勢力所利用，
但同治10年（1871）11月，銅鑼灣等八庄仍然簽
立合約，為聯絡各庄，設立章程，以肅庄規，以
靖地方事。



結論
 合股築莊的拓墾方式，實現了在中國傳統社會
中很難做到的地緣、血緣分離的社會組織。

 然而，這種地緣化的生存方式，並沒有走向有
如西方歷史上的城市文化發展。反而是從一種
地緣村落，逐漸走向血緣村落。

 在地緣社會組織發展後，族群聯盟地方化，繼
續發展出鄉村組織宗族化。開發資本逐漸集中
到少數家族手中。

 決定聚落宗族化的因素有三種：

一、社會治安好與否

二、政府行政機制的有與無

三、地方族群矛盾的強與弱。



 合股築莊所形成的聚落，在地方上形成宗族組織
以後，讓這個移民聚落有地緣連接血緣關係的共
同作用，更有一種墾首身份認同。這種合夥領袖
特質，凌駕於地緣、血緣二者之上的身份認同。

 臺灣合股築莊契約文書，契約名詞在地化，使契
約行為出現認同在地化，影響臺灣社會文化。

 傳統社會買賣土地要問過四鄰房親，這種習俗是
讓四鄰房親有優先承購的社會慣例，約定俗成的
習慣法，彰顯社會成員重要與否的差別待遇。

 合股契約則在四鄰房親之外，加上「股夥」一詞。
契約內載明，出賣先問過房親及股夥人等不願承
交之後，才能賣給外人。

結論



不同於以往以血緣為基礎的傳統宗法農業
社會結構，那是一種族群內部的淺層分工
生產結構。屬於一種彼此依賴性較強，難
以鬆動的社會生產結構。

以一種股份制的方式來組合成員，於是在
這個聚落中，共同合夥開發所衍生出的社
會文化，比較容易傾向於對公共資源共享，
成員之間社會階級分別較小。

大家只有股份多寡，沒有等級差別。這種
合夥結構強化合股築莊聚落的社會凝聚力。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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