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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薯寮街形成的確切年代為何？並無史料明確指出，但以禁憲碑文所提的年

代與地名對應，至少在乾隆 44年已經被視為「街」。直到日治初期，日人進駐街

區，蕃薯寮街僅是一條 200公尺不到的鄉街，也是一個偏處深山的小村落。換言

之，蕃薯寮街在清代的發展，僅是作為地方上日常商業服務的據點，其規模並不

大，但在歷經百餘年的發展後，蕃薯寮街所扮演的地位，還是可以讓我們嘗試理

解清代沿山地區的發展脈絡。本節先以上述對羅漢門地區的土地拓墾、聚落發

展、社會風氣與國家經營管理態度等，來分析蕃薯寮街基本部門與非基本部門1的

出現，以呈現鄉街的興起與發展過程；並嘗試利用蕃薯寮街街區的商號與仕紳在

附近各庄的土地所有權分佈，以建構蕃薯寮街的商業勢力與腹地，同時利用街區

神明會的資料，來建立蕃薯寮街在清末的社會組織，與瞭解街區內部的人群活動。 

 

第一節 蕃薯寮街的興起 

第一項 蕃薯寮的地點特徵 

清代的蕃薯寮街，位於內門丘陵東面山腳下（圖 4-1），為楠梓仙溪流出內

英山系的隘口後，在河階平原上形成的聚落，地勢高而平。其地理形勢為西依鼓

山，東正對著旗尾山的尾翼，東南方就是下淡水溪平原，下臨楠梓仙溪河道，為

流幅變寬、河道分歧處，可利用竹筏渡過河道，所以漸漸依賴渡口的貨物運輸，

發展出商業交易。平原上有數條從鼓山流下的山溝，其中由西北側流下的大崎腳

溝，在會合其他數條山溝之後，即流入楠梓仙溪河道。山溝在平原上形成深狹的

溝渠，需架小橋才能跨越；但在山中的溝谷，卻成為穿山越嶺的通道。因此由府

城達內門，再延伸到大崎腳庄的中路交通要道，就是順著這條谷道。由日治初期

的堡圖判斷，蕃薯寮聚落的所在，大致是在大崎腳溝的南邊發展，而其穿越聚落

接內門的路徑，主要乃是沿著大崎腳溝朝西北到山腳下，這或許是與跨越深溝的

不便有關。相對的，也可能是最初開墾之際，要避開來自內山生番的襲擊，利用

大溝作為障礙。依山傍河的地點條件，為蕃薯寮街發展成商業據點的基礎。 

                                                 
1 市街的經濟活動可以按服務對象的區位，而分為兩個部門，即基本和非基本部門。基本部門，
指那些為市街以外地區居民提供商品和服務的活動。一個市街的存在和成長，主要是依賴著基

本部門所創造生活資源。非基本部門是指那些為市街內部居民提供商品和服務的活動，這個部

門係依存寄生於基本部門所創造的生活資源。施添福，�台灣市街的分化與成長：行政軍事和

規模的相關分析（中）�，《台灣風物》第 40卷第一期，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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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蕃薯寮的位置特性 

蕃薯寮街除了具備沿山的交通位置特性，其與外地的聯繫，北接內山；西

連中路到府城；南接嶺口，以「嶺口渡」為要津，可渡河到里港，或接南路到鳳

山；東則越河到旗尾，再接里港各地，所以蕃薯寮與旗尾分別有渡口。山嶺的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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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清代蕃薯寮街的地點
資料來源：臺灣堡圖集，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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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並未形成蕃薯寮與外界聯絡的絕對障礙，反倒是兩地的供需互通，使蕃薯寮

的位置特性得以發揮（圖 4-2）。 

 

 

 

 

 

 

 

 

 

 

 

 

 

 

 

 

 

 

 

 

 
 

 

 

 

 

 

 

 

以清代台灣普遍缺乏手工藝從業人口的邊陲社會特質而言，組成市街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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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清代蕃薯寮街位置
資料來源：臺灣堡圖集，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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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的四類成員2中，蕃薯寮街先有營汛駐紮，後有巡檢移駐，也具備了由鄉街

發展成中、高級中地的的可能性。前面各節已經說明羅漢外門地區因位置特性所

引發的流動區域特質，這個機制先是促成蕃薯寮街基本部門形成，繼而帶動非基

本部門成長。以下就以蕃薯寮街位置特性所帶動的交通機能、軍事機能，繼而配

合蔗作硤糖的商業網絡，瞭解鄉街基本與非基本部門的形成，以分析鄉街興起的

動力。 

一、通過性的交通位置 

1.府城-屏東平原、平原-入山的必經要道 

安倍名義分析「蕃薯寮」的地名由來，一為有一老婆婆在附近賣蕃薯湯以

供歇腳的商旅食用；一為此地乃收集附近墾民所種植的蕃薯，再配銷他地的據

點。由於年代久遠，何者為真，已難探究。但是兩種說法，都說明了這個山下據

點，乃是一個通衢要道的必經之處。中路交通是康熙年間府城往來於羅漢門的通

道，主要是依賴起於關廟，再經由古亭坑到內門中埔的中路，乾隆年間隨著道路

改善(改由平坦的山谷)與拓墾人潮的增加，中路的終點延續到大崎腳下，由此再

轉接南路，蕃薯寮不僅成為府城大東門外交通網絡的一環，還成為一個中途站。

由於中路在進入丘陵後，主要是越山渡河的行程，不僅是雍正年間的「外此羊腸

鳥道，觸處皆通，土人運炭輦稻，牛車來往，徑路逼狹，不容並軌; ⋯」強調路

狹多彎，沿途甚至是人煙稀少，在乾隆年間巡台御史楊二酉所題的「過羅漢門山」

即有如下的描述:  

「羅漢雲中塞，天關第一重，林幽深踞虎，潭靜隱蟠龍; 

馬闢蘆間道，塘虛竹外烽。烏鳴訝行色，同出翠微峰」 

 

越過這段山路的旅程，往往要花上一天，所以商賈或旅人在進出山口前，

有必要先在山腳附近稍作休息，再繼續山區旅程。而黃叔璥在敘述中路交通時，

因狹窄的山路不能讓牛車並行，曾經提及：「惟約晝則自內而外，夜則自外而內，

因以無阻。」的交通默契，旅者為了配合天色作往返，在入山前更需要等待，所

以東西兩側的山口慢慢成為過往商販、民人停留之地，加上蕃薯寮附近的平原較

                                                 
2 清代台灣市街基本部門的成員有四類：1.自官府領取薪俸、或向人民收取陋規，而以管理人民
為職責的衙門官吏差役，2.為維持地方安寧而佈置在市街內的營汛兵弁，3.為取得和官府的密

切聯繫而住進市街的仕紳、地主等，4.為四周農民提供商品和服務的各種行業人員。施添福，

�台灣市街的分化與成長：行政軍事和規模的相關分析（中）�《台灣風物》，第40卷第一期，

頁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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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崎腳附近開闊，前臨河岸，後離生番出擾處的隘口較遠，促成其形成鄉街的基

本條件。直到清末，隸屬鳳山縣的屏東平原北部一帶的牛隻，要運往台南、嘉義

一帶牛墟販售時，通常都要經過蕃薯寮，再到關帝廟、善化等地3，這種行走路

線就是促進人群在蕃薯街停留的基礎；伊能嘉矩在日治初期由台南府城到阿里

港、加蚋埔一帶訪問，也是由蕃薯寮進出，即為清代屏北一帶以蕃薯寮與府城聯

繫的路線4。 

2.中路與南路的銜接 

府城往南路的交通，主要是指到鳳山縣域的官道。羅漢外門里除了西北接

羅漢內門、北接番界，其餘三面都與鳳山縣相鄰，鳳山縣轄域被內門丘陵延續的

山地分為東西兩部分，若要到丘陵以東的大小聚落，幾乎都以中路接下淡水溪畔

的南路為主。雖然阿里港、蕃薯寮附近的糖等貨物，主要是依賴下淡水溪的筏渡

運出到東港，但是下淡水溪平原一帶以陸運方式到府城，勢必會經過羅漢外門，

作為進入山區古道的蕃薯寮，在屏北地區逐漸開拓後，往來人潮漸漸增加。康熙

年間，下淡水溪平原已經形成客家 13大庄 64小庄等聚落，乾隆初年，南路的巡

防系統漸及阿里港，羅漢外門本身的拓墾人潮在乾隆初年逐漸進入，國家設防管

理力量尚未深入，純粹由南北兩端人口逐漸增加的狀況下，對兩條道路交通的使

用頻率增加，促使蕃薯寮庄在漢民定居開墾外，成為行旅經過之地。 

3.漢民入山樵採、熟番交換生活用品 

康熙末年，在六張犁一帶劃設番界，乾隆 15年、25年重申番界，並在乾隆

17 年派大傑巔社防守六張犁一帶，劃附近土地為熟番墾耕管業。此後熟番漸移

番界以外的隘口等地，漢人業戶隨之承墾、招人耕作，所以沿楠梓仙溪而上，並

非渺無人跡之地。由於界內界外均已開墾，位於界內和熟番聚落相鄰的蕃薯寮

庄，基於地利之便，就成為漢人入山抽藤、採樟、燒炭或交易番產、開墾的起點，

或是熟番以鹿皮山產交換生活用品之地。總而言之，蕃薯寮庄以位於中路交通終

點，及通往下淡水溪、楠梓仙溪上游的交通輻輳位置，成為各路行人往來必經之

地，因而使其發展出中途休憩、物產交換的服務機能。所以，從外地路過蕃薯寮

的商販、旅人不僅成為其成街立市的市場潛力，促使街區的基本部門發展，更可

進一步探討促成進駐當地開舖、營商的力量，所受到的軍事駐防、蔗作生產體系

引進基本與非基本部門人口的影響。 

                                                 
3 嘉義以南畜產業，《台灣殖產報文》，第一卷第二冊，頁 285，台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 
4 伊能嘉矩，《台灣踏查日記》，頁 107-172，南天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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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員流動的邊防位置 

羅漢外門地區在康熙、雍正年間是國家勢力未及的地區，設汛防守僅及羅

漢門(內門)。而地方縣治之劃分，則處於臺、諸兩地的邊界，即使後來改歸台灣

縣，仍是台灣縣的偏遠之地。當開墾人群逐漸擴及外門與屏北平原一帶，羅漢外

門因其境內多山環抱、地臨番界，就成為匪賊巢窟、匪徒流民游竄之地。同時清

政府以其向來管理邊區的方式，在沒有較高的行政體系經營下，先延續中路的防

衛體系，在東邊出口先後設有大崎腳汛、蕃薯寮汛。所以蕃薯寮的通過性位置，

也成為政府嘗試守界實邊的地點。由於營汛兵的所在即象徵安全，而兵弁本身也

是鄉街就業人口的一部份，鄉街若具備衙門或營汛的人口，就有機會分化成長為

中級或高級的中地5。雖然蕃薯寮的汛兵人數不多，談不上大幅提升鄉街基本部

門的就業人口，也對非基本部門的增進作用不大，但因汛兵性質特殊，兵弁的所

在還是為沿山地區的開墾事業，注入一股提供安全的力量。以下就汛兵人員性

質、安全象徵兩項，說明其帶動的基本與非基本部門的作用。 

（一）流動兵員的駐防 

蕃薯寮從乾隆元年鄭蔡漳籍人士由鳳山入墾之後，就展開穩定的農墾事

業，僅是一個單純的農莊聚落。乾隆 25 年(1752)六張犁熟番請禁漢番進出界外

碑記，蕃薯寮仍以「庄」稱呼。乾隆 44年的禁流丐侵擾一文，蕃薯寮已由「街」

為名。所以其出現街肆的時間，就在乾隆中期慢慢形成。這段時期關於羅漢外門

的發展，可以從乾隆 30 年（1765）六張犁熟番請禁汛兵社差設賭擾民的碑文一

窺一二。文中陳述的事端，說明兵差役員是當時羅漢外門各庄之中，是既不從事

農作、平日無事且游走社寮的一群外來人口，前已提及，清代屯弁設防的弊端，

不見得在偏遠之地發揮守土固安的任務，反倒因為兵紀敗壞，招來設娼包賭或是

汛兵自行在外開店設舖、自謀生路，汛防所在之處變成招往迎來商販會合處，更

增浮動之氣。加上調防頻仍、有些汛兵留下不走，新來者有樣學樣，這些人員的

進出，在在都促使汛防附近，容易形成有別於一般村落的發展。由於國家軍備對

汛地有例行性的查閱，設汛所在的地點，成了總兵、外委、士兵大批人馬駐留校

閱處，在歷次官衙差役經過，或平時役員送達軍情，即使本為荒僻邊地，也漸成

人氣匯聚之地。而設於蕃薯寮附近的汛防，早先規模雖然不大，每每是歷年軍防

檢閱南路與中路的巡迴路線的一站，也是總兵校點武備、檢核技藝的營地。因為

要提供大批檢調人馬停留所需的飯食與飲水，雖然成為地方汛營的負擔，相對

                                                 
5 同上註，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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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是向在地商販消費的一樁生意。這種非平常的基本部門人員的移動，還是

會刺激非基本部門的興起。 

（二）防汛對治安的提高 

位在汛防附近的蕃薯寮庄，雖然受汛兵社差帶來浮動風氣，但是由於庄外

多屬盜匪窺伺之地，在離兵弁駐守地較近的蕃薯寮庄停留駐足，相對較為安全。

乾隆年間初設大腳汛，汛兵人數雖然僅有把總 1員、汛兵 15名，由於合屬岡山、

田寮、內門的聯防系統，平時都在總兵例行的巡查網絡之中，盜匪的盤據或趁機

行搶舉動，勢必遠離軍防的勢力。基於匪徒平時較不輕易接近，又是他地旅人往

返中路、下淡水、入番界必經之地，在蕃薯寮庄設攤叫賣或搭寮交易，進而起屋

設舖，安全性大為提高。乾隆 32 年（1767）府城商人李文興向邑主呈陳情嚴禁

棍徒移屍、趁機勒索一事，除了在地出示嚴禁碑文之外，另行通令台灣縣各地坊

保更夫及商民人等：「⋯等所在街衢，凡有此等誣賴棍徒，許該商民同坊保等，

立即拏解赴府」，其實該碑所提情事並非府城獨有，但揭示地點卻是以街衢所在

為主，蕃薯寮街紳民在乾隆年告官一文中，特別提到李文興等先行告官，或許是

蕃薯寮在乾隆 32（1767）年間就已經是通行該禁示的街衢之一。蕃薯寮作為街

肆的開放社會現象與汛兵在地擾番事項，同樣在乾隆中期出現，所以軍事駐紮對

於促進蕃薯寮成為四周人群來往經過的服務中地，不可忽視。 

第三項 蔗作硤糖生產體系 

羅漢外門地區的開墾，是以台南業戶承墾大傑巔社土地的型態作起點。在

業戶招佃入墾之餘，福佬人在本地成為開墾主角，蔗作硤糖的生產事業，隨著蔓

延開來。由於糖品乃外銷物，商號勢必要先集中糖品，再將糖運出羅漢外門，於

是具有交通優勢的蕃薯寮，對內可收各庄牛車運來的糖，對外則以河運將糖運到

下淡水溪出口的東港。由糖品的運銷，再帶動其他商販對生活用品的買賣，商品

的流通，促進蕃薯寮成為街肆的動力。作為福佬地區開放社會的一環，四周人群

與貨物在蕃薯寮不斷的進出，增進街肆對外基本部門活動的進行與擴大。 

乾隆 44年（1779）間蕃薯寮街仕紳深怕若不從流丐、羅漢腳，稻蔗會遭殃，

其聯名具呈的名單上，商號已達 16 間，可知商業體系頗為發達。蔗作硤糖事業

是一個需要不同勞力性質的生產系統，除了插秧、種薯、植蔗的農戶外，羅漢外

門地區同時存在著一批等待進行收割、搬蔗、硤糖、運糖的工人，也有一批投下

資本、準備包蔗、包糖、販糖的商販或地主，不管是工人打工賺錢或商人投資得

利，計工論價或計重論價，讓羅漢外門地區在一般農作外，和屏東平原各沖積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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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佬地區一樣，還瀰漫一股濃厚的逐末氣息。在乾隆年間的開墾潮中，一批批

進入羅漢門地區的人民，或有順利尋得收割、搬蔗、硤糖、運糖工作機會者，也

有遊走各地不事生產的流民；這些人群的進出，以蕃薯寮靠近中路出口，成為墾

民、工人或流民的據點。這些流動人群的駐留，增加了在地的消費，又為當地商

販店號增添商機，促使非基本部門的成長。 

清代蕃薯寮沿山鄉街的興起，除了因其扼守交通要地的進出之外，也是構

成鄉街基本部門的空間基礎。其實在清代的邊防政策下，山口要地通常也是兵防

重地，而防汛的所在即象徵國家武力，平時排除搶匪勢力進入，有利於平日交易

活動的穩定進行。兵弁駐防帶來的基本部門商機或許不大，但是其本身直接投入

各項逐末活動，創造了非基本部門的擴充。而蕃薯寮街本身又是從事蔗作、糖品

外銷的商業空間體系的一環，濃厚的聯外商業體系促成的人與貨的流通，不僅有

銷糖商業網絡的基本部門成形，也因相對吸引的人工、流民湧入，刺激了非基本

部門的出現，使蕃薯寮藉由兩個部門的出現，成為番界邊緣的沿山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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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蕃薯寮街的發展 

 

蕃薯寮街在乾隆年間形成之後，隨著附近楠梓仙溪和港西上里拓墾事業完

成，羅漢外門地區的發展進入另一個階段。雖然蕃薯寮街已成街肆，但是直到清

末仍然只有一條街，與阿里港在乾隆 26年（1761）設立巡檢後，乾隆 47年（1782）

即出現 6 條街的規模相比6，蕃薯寮街的空間發展顯得相當緩慢。本節主要是分

析 19 世紀時在羅漢外門里的開發中，蕃薯寮街基本與非基本部門的發展機制，

主要由番界外腹地的擴展、閩粵械鬥的影響，和設立巡檢的帶動作用三項來討論。 

第一項 界外腹地的擴展與限制 

蕃薯寮的開墾和其他羅漢外門里各庄一樣，也是向大傑巔社人承墾土地，在

開墾初期內幽四社的生番會出隘口，對平原上活動的漢民造成威脅。在康熙年間

隘口附近設立了番界，雍正年間，生番偶而還會出現，乾隆 17年（1752）大傑

巔社被派駐到隘口附近防守生番，對於進出中路與蕃薯寮等地的墾民而言，防線

在北，安全性大為增加。當時隘口附近的埔地，成為熟番墾耕之地，但是隨著番

業賣斷給漢人，漢人逐漸擁有埔地的耕作權，所以羅漢外門成為一個漢番錯雜之

地。當蕃薯寮街漸成商業據點，六張犁隘口附近的大傑巔社社番，自然也是商街

腹地被服務的對象。至於界外土地，雖然政府重申漢、番都不准進入，但是乾隆

40年出現的契約買賣，在中隘庄附近開墾的卓加領，開始典賣自墾的產業於漢

人，顯示漢人早已隨著大傑巔社的防守據點，移向界外埔地。當乾隆 53年（1790）

議請設立屯番時，曾經清釐界外開墾的情形，在六張犁以外，已有溝坪、中隘、

月眉等地已經開墾。在楠梓仙溪西岸的圓潭仔一帶，主要是由大傑巔社隘丁認

管，漢人以帶納番租方式入墾，界外仍然形成漢番雜錯的世界，這一片埔地雖然

在國家勢力直接管轄外，因為有民番居住，日常生活所需自然是以蕃薯寮為據

點，於是蕃薯寮的腹地慢慢擴展到界外。 

不過腹地的擴張，在楠梓仙溪中上游一帶的楠梓仙溪東里，似乎受到阻撓。

一來是距離蕃薯寮街里程較遠，居民本來就難以自行上街購物，二者是中上游屬

於另一個族群的生活空間，因為原本會向界內出草的四社生番，就居住在中游山

杉林等地。直到林爽文事變之後，乾隆 51 年（1786）官方為嘉賞四社熟番，賜

予其番界外土地，因此大武壠社被遷到楠梓仙溪、荖濃溪河谷，和山杉林的生番

                                                 
6 鳳山縣縣丞本於雍正 9年（1731）設於萬丹，乾隆 26年（1761）改設阿里港，乾隆 53年（1788）
遷到阿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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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於是大武壠社熟番分佈地，就成為大傑巔社和生番之間的緩衝帶。大武壠

社由社番通事管理的方式，以番刈進出提供生活用品的通路，使得楠梓仙溪東里

內大小數十庄，另成一個世界，這個生活空間的族群，本由玉井、南化一帶遷入，

其對外活動範圍與路線，另有路徑橫越山嶺到玉井，加上土番通事派任另成系

統，即使由羅漢外門里與港西上里的墾民逐漸侵入社地，四社熟番並非以蕃薯寮

街作為交換物產的唯一中地。 

由於清代官方對於界外所採取的消極制度，雖設屯丁於界外附近埔地，漢

人隨之入墾，社番在生活供需上，漸漸依賴蕃薯寮街的日常用品供應，於是蕃薯

寮街的基本部門得以擴張。但也因為消極管理政策，大武壠四社熟番各庄雖有漢

人進入，但是直到清末，內山地區仍然維持著低度開發的狀態，與外界商業體系

的連結關係甚微，所以對蕃薯寮街的依存度相對較低，對於提升蕃薯寮街基本部

門的發展，相當有限。 

第二項 閩客械鬥對腹地的限制 

下淡水平原自從康熙 60年朱一貴亂事後，引發閩客族群的對立，當時的羅

漢外門地區和瀰濃地區，漢人還沒有進行大規模開墾，直到乾隆年間兩地的開發

事業一直進行，進而互有接觸。乾隆 53 年（1788）林爽文之亂禍延全台各地，

南部莊大田在阿里港豎旗呼應，再度挑起下淡水各地閩粵之間的對立。粵籍的右

堆人馬齊集，兵分數路攻入蕃薯寮街，蕃薯寮街民奔逃入內門，粵民在街上焚燒

掠奪，造成蕃薯寮街極大的損失。在械鬥中，客庄與羅漢內、外門兩地的族群對

抗，雖然對岸有旗尾庄做為前哨，但旗尾庄若失守，蕃薯寮街所處的位置，就是

一個對外開放，且無天然屏障的據點，對各閩籍聚落而言，防線就退到進入內門

的山口。因此，對於羅漢內、外門一帶的進出而言，蕃薯寮街的防守是相當重要

的。這就是隔年在調整防汛兵力時，蕃薯寮因是近山要隘，還是大武壠通往鳳山

的小路，汛兵就增加 20 名。羅漢外門地區的福佬人在該次械鬥中的慘敗，蕃薯

寮街處於閩粵對立氛圍地區的態勢不變。這種對立愈加使得閩粵人民難以往來，

這對蕃薯寮街的發展無疑是種限制。 

究竟這種動亂不堪的氣氛在後來是如何轉變，已經不得而知。因為在清末

光緒年間對蕃薯寮的稱呼出現「太平庄」一詞，一般認為是在光緒年間出現，其

實從街區店屋租賃、買賣的契約，「太平街」早在咸豐年間就出現在民間文書。 

 
「同立合約字人阿里港街陳和泰、四房陳獅等，有承遺下店第一所，在太

平街，前後共七進。因葵丑年避亂以來焚炬平地，未得建築，幸因本港布店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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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黃允宗創立生涯，欲置居貨，於是向泰稅納。面議前中四進，每年遞租稅銀
36圓，…。 
咸豐八年三月   日                             同立合約人  長房陳和泰  

陳  獅     
    陳  榜     

   陳  德7」 
 
「郡內四嫂巷口溝仔底陳憨，有承父明買陳家蕃芝寮太平街旂尾巷南第五

間店地基一座，前後二落，中帶深井庭亭，直透作東向西，東至柳家厝後水溝，
西至車路，南至柳家公界基，四至明白為界。….外托引就與郭春永官、潘註官
均同出首承典，… 
咸豐九年八月   日                              為中人        白光星     

知見人母親     丁  氏    
立典契字人     陳  憨    
代書人     金永昌8 」 

這兩則契約所言的屋主，一為阿里港的陳和泰，一為府城的陳憨，除了說

明咸豐年間蕃薯寮街內存有台南與里港商戶的投資勢力外，當時稱蕃薯寮街為太

平街應是普遍用法。第一則甚至指出其店屋自乾隆 53 年（1788）避亂以來，受

火災燒毀，但是都沒有再蓋，所以租予阿里港店家鄭敬老、黃允宗，也間接說明

半世紀前閩粵相殘在蕃薯寮街的破壞情形。 

蕃薯寮街在東鄰客家地區，面臨長久以來族群不合造成的緊張，其在向東

擴張腹地勢力上，就難以開展，仍然只是一個平原進出府城的中途站。反倒是街

上商號營商積利後，向北進入番界的經營，將中地的勢力向北延伸了。因腹地發

展受限，基本部門的成長自然就影響。 

第三項 巡檢移駐的刺激與限制 

施添福在分析台灣市街的分化與成長中指出，由於清代的官制，縣丞和巡

檢的層級雖然不高，「…但如分守在外，即負有守土之責，成為其轄區內的最高

行政長官，而與當地居民具有即為密切的利害關係。其衙門的所在地，常成為其

轄區或鄰近地區居民來往和聚集之處，而自然地形成市街或促進既有市街的進一

步成長。…」，認為兩者在分擔縣廳事務之餘，對所在地的市街發展，是有正面

的刺激作用。蕃薯寮在嘉慶 15 年（1810）成為巡檢駐守的地點，在此之前，街

肆已經出現，在設置巡檢之後，對蕃薯寮街發展有何幫助呢？首先先瞭解清代一

般巡檢對地方的影響，再分析自從設了蕃薯寮巡檢之後，對地方基本部門與非基

本部門的帶動作用。 

一、清代巡檢的設置與影響 

                                                 
7 《台灣私法物權篇》，頁729。 
8 《台灣私法物權篇》，頁771。 



國家與地方：旗山鄉街的時空發展過程（1700s-1945） 
 

 124

清代的巡檢設置背景則，通常是因偏處一隅的重要之地或邊區，地方治安

不佳，所以以巡檢作為治理邊區的機制，其地點通常不是在「山海交錯、民番雜

居」、「逼近番地、奸民易匿」、「船隻來往、乏員稽查」之處，要不就是「隔一水

之遙，縣官不能親履其地…」，因此巡檢的主要任務為：「巡防地方、稽查奸究，

查拏匪類，緝捕盜賊、賭博，救護難船，或耑理捕巡司獄，甚至兼理義塾、牛墟

等特殊職務9」。其職務性質相當於現代的警察，舉凡有害地方治安之不法情事，

都受到巡檢的監督。巡檢所在，綜理地方上各庄的行政、司法大小事端，為鄉街

注入行政機能。不過因為巡檢衙署的編制，僅有 24 名差役；加上巡檢分防任務

本以形勢空虛處為主，通常衙門位於偏遠之處，基於和縣廳的配合，又常調防移

動，其設治缺乏中心性與穩定性，對於鄉街分化與成長的影響力，遠不及縣廳
10。 

由此可見，蕃薯寮街在19世紀初設立巡檢，光緒10年（1884）巡檢又移駐

澎湖八罩，雖然為鄉街帶進行政機能，擴充基本部門，卻也因為規模與層級過小，

所以其在清代鄉街的分化與成長，規模終究不能與平原上的鳳山縣廳相比；設署

時間雖長達75年，但設治時間晚，又在光緒10年就移防，即使後來設立撫墾局，

行政機能一度中斷，對於基本部門的維持與擴充，並非有利，和下淡水溪平原上

的阿猴縣丞（設署年數限108年），或同屬台灣縣系統又是沿山要地的斗六門（設

署年數共128年）巡檢相比11，終究只是寒山僻野的鄉街。 

二、蕃薯寮街設立巡檢的緣由 

在乾隆中期出現的蕃薯寮街，附近雖有營汛防守，官方在地方的保全力量

並非全無，只是相對於內門中埔和阿里港兩地分別設有縣丞，本已是盜匪叢雜的

台鳳交界，讓羅漢外門變成附近行政力量最為薄弱之處。當乾隆 51 年（1786）

中部爆發林爽文之亂後，引發了下淡水溪平原的動亂；亂時，蕃薯寮街與阿里港

街均遭毀壞，亂後在鳳山縣的邊防系統調整中，乾隆 53 年（1788）阿里港縣丞

移駐阿猴，改為下淡水縣丞。羅漢門的縣丞，也在乾隆 54年（1789）改設巡檢。

所以羅漢外門里的邊防形勢，頓成僅西邊山中盆地有巡檢駐紮，其餘四周都是遠

離官府的官防空虛之地。到嘉慶年間，本區漢番、閩粵爭執日多，必須設官經理

彈壓，尤其是嘉慶 10 年（1805）蔡牽之亂，平原各處閩粵對立殘殺，慘況不忍

                                                 
9 施添福，�台灣市街的分化與成長：行政軍事和規模的相關分析（上）�，《台灣風物》，39（2），

頁 28-29， 
10 施添福，�台灣市街的分化與成長：行政軍事和規模的相關分析（中）�，《台灣風物》，40（1），
頁 49-50， 

11 同上註，頁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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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賭，所以嘉慶 15 年（1810）閩浙總督方維甸奏請「移福建台灣縣羅漢門巡檢

駐蕃薯寮。」自此開啟蕃薯寮街綜理羅漢門一帶治安事務的行政機能，增加基本

部門的成員與活動。 

雖然自嘉慶 15 年設巡檢於蕃薯寮街，但是對岸港西上里屬於鳳山縣的轄

區，分掌地方事務的縣丞遠在阿猴，反倒成為官方勢力鞭長莫及之地，禍事也每

每蔓延到閩庄，所以臺、鳳交界的動亂並未減少。道光年間，台、鳳之交，仍是

多事之地。後來才有仝卜年建議將羅漢門巡檢的轄區擴大。巡檢的管理轄區擴

大，相對的，使鄉街的行政服務範圍擴大，照理說，應會使鄉街基本部門擴大，

繼而帶動非基本部門的成長。可是道光以後，官方對於地方的駐兵，卻採取縮減

裁併的政策，地方防務改以民間武力防衛為主力，民勇成為另一股維護地方治安

基本部門的主力。不過民勇組織出現，並非巡檢所在地的街市所獨有，而是民間

對大環境不安定的反應，而設有巡檢的鄉街，街上仕紳向來與官方有聯繫，通常

扮演著重要的領導角色，例如道光年間因鍾阿三搶匪事件，引帶動地方仕紳總理

監生柳振春組織民勇防衛台、鳳縣交界相連的各庄，而柳振春就是蕃薯寮街的總

理12。雖然設立巡檢，並未直接促使基本部門服務空間擴大，因駐守人員不多，

對增加非基本部門的服務對象有限，但在地方亂事頻生的氣氛中，間接增強蕃薯

寮街的中地地位，刺激街區商業活動穩定的成長；作為浮動邊區要地的形勢，隱

然而成。 

 

在國家設番界守邊的消極政策下，蕃薯寮以北的廣大內山地區之中，除了

早已與羅漢外門鄉民混居的大傑巔社生活空間，成為蕃薯寮街的腹地外，其他四

社熟番的居住地，另成一個體系。而羅漢門巡檢雖然有分掌楠梓仙溪下游兩岸的

行政機能，但是閩粵間長期的不合，行政的統一機制，即使緩和地方動亂，卻難

以改善社會的分離現象，繼而擴大蕃薯寮街的腹地。 

羅漢門巡檢改設於蕃薯寮街，對於蕃薯寮街發展為中級的中地，受限於巡

檢層級、中心性與穩定性都不高的影響，對於刺激基本部門空間的擴大，效果是

有限的；但間接的影響是，基於行政衙署長期位於蕃薯寮街，累積日久的官商民

關係，由鄉街擴及腹地，強化了蕃薯寮街的中地地位；在聯合各庄勢力方面，確

立蕃薯寮街的仕紳與商號，有機會成為地方領導者，進而帶動街上行政、商業、

                                                 
12 根據田野訪問，柳家現今仍奉有柳振春被封賞軍功的牌匾，其為清末柳合記公業的先人，該
家族的家業多位於商街的西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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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等服務人員的成長，讓非基本服務部門的服務對象增加。蕃薯寮街的腹地擴

及到界外，卻沒有繼續延伸；基於羅漢門地區與鄰區瀰濃地區特殊的族群隔閡，

直到清末，蕃薯寮的腹地，難以涵蓋對岸美濃溪流域的客家地區；國家雖在蕃薯

寮街設立巡檢，卻沒有因此整合楠梓仙溪與支流美濃溪的腹地，清代的蕃薯寮

街，終究只以狹長形的羅漢外門地區作為腹地，因商業、軍事、行政部門的擴張

僅維持一定規模，非基本部門的服務人數與潛力要擴張就受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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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蕃薯寮街的商業網絡 
 

如前所述，蕃薯寮基於經過性位置、軍事的作用、商號在附近進行蔗作投資

等，在乾隆年間已經逐漸發展出街肆，街肆的所在，除了提供過往人群駐留休息、

四周農民生活所需商品的服務以外，也扮演著農民交易農、林、畜產的據點，由

於開發日盛，流入人口漸多與行政機能注入，導致基本部門擴大，繼而帶動非基

本部門的發展，街市的繁榮逐日發展。 

本節就以基本部門、非基本部門的成長情形，瞭解蕃薯寮街對外地流動商

旅、四周腹地農民、街區居民三層空間的服務，說明蕃薯寮街的商業網絡。輔以

羅漢外門里各大字土地中業主的地方別，以及蕃薯寮街業主在擁有外地土地的情

形，嘗試建構商號服務活動的空間範圍。 

第一項 基本部門的出現 

一、對外地流動商旅的服務 

在四方旅人、商販、墾佃、流民進進出出下，蕃薯寮庄在羅漢外門地區中

逐漸形成街肆，所以蕃薯寮街的基本部門服務範圍中，看來似乎是有一部分來自

於流動商販，它應該是屏東平原被納入台灣府城腹地之下的一個節點。由於兩地

路途遙遠，這個節點扮演著讓兩地的人群與貨物在此通過或交換的角色。尤其是

府城的墾戶或掌握銷糖體系的商號，早早將勢力外伸到下淡水溪平原一帶，羅漢

外門地區成為兩地的走廊，蕃薯寮街成為通道中的聯絡站。通道兩端的互補性愈

強，對中途站的基本部門刺激就愈大。 

這種與府城聯繫的商業體系，由日治初期旗山街各大字土地台帳的業主屬

地別，多少可以看出脈絡。從番界外的圓潭仔到南端的磱碡坑、河東的旗尾等地

區，分別有土地屬於由台南府城商人管理的商號（表4-1）。 

台南的商號或個人在日治初期羅漢外門地區各地擁有的土地，雖不是佔有

很高的比例，不過因為在清末土地清丈之後，有些土地改由小租戶領單，原土地

大租戶業主或許另有他人，屬於台南府城的業主，比例可能會更高一些。清代台

南富戶透過對土地拓墾事業的掌控，以及收購、運送糖、米、薑黃、胡麻、龍眼

肉等農產品，運入鹽、油、布、器皿等生活必須品等銷售網絡，將蕃薯寮街納入

府城的腹地，而蕃薯寮的對外服務腹地雖然不大，但是經常來往兩地的商販群，

無形中將蕃薯寮服務空間推得更遠。這些商販在各中地之間的買無賣有，運送貨

物主要是依賴步行或牛車來往兩地，除此之外，屏東平原各庄向來為牛隻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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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清末蕃薯寮街屬於台南市的土地業主 

大字 業主 管理者 住所 土地筆數 擁有面積（甲） 

林振東 林狗 府東街 8 31.3360 

陳龍  大人廟街 1 0.4595 

陳吉 陳謀 市仔頭街 2 2.4385 

陳和  枋頭街 4  

呂同泰  武館街 1 0.2405 

黃氏查某  媽祖港街 1 0.0310 

 

 

蕃薯寮街 

施振美  米街 1 0.0290 

 合計   18 33.8650 

陳德聚堂 陳子襟 下大埕街 1 0.7910 

王公會 陳子襟 下大埕街 1 0.4955 

相公爺會 陳子襟 下大埕街 1 0.5705 

觀音媽會 陳子襟 下大埕街 1 0.3305 

旗尾 

施振美  米街 1 1.7235 

顏龍興  牛磨巷 2 1.1591 

陳龍  大人廟街 2 1.1485 

陳廖程  福住町 6 0.3660 

溪洲 

陳榮記 陳耀文  1 10.3842 

頭林 林道生 林茂 大東門街   

磱碡坑 無     

王合和 王在寬 頂南和街20 67.2245 

呂同泰  赤崁街 1 1.3685 

林振東 林九 府東巷街5 4.2665 

圓 

潭 

仔 

陳吉  市仔頭街2  

資料來源：日治時代旗山街各段土地台帳與土地登記簿，旗山地政事務所。 

地，商販在平原北部各庄收買牛之後，通常會經過蕃薯寮越過丘陵，到達

關帝廟、善化等地，供嘉南平原農家勞力需求。 

因為糖品的外銷雖然依賴舟筏水運，可是蔗作或產製、銷售、搬運過程所需的勞

力，在各地之間的游移，多依賴陸運，在陸路交通中，最早是以通過蕃薯寮街接

中路為主要路線。其實羅漢外門與府城的來往，通路甚多，以各河岸聚落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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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直接翻越山嶺，或由蕃薯寮街西北通向內門出關廟，由東門進府城，或從蕃

薯寮街西南走田寮通阿蓮、由溪州走中寮通田寮，出岡山再走平原，由南門進府

城，甚或大樹、里港地區的民人在渡口附近，即可上蘭陂嶺，翻越山嶺出岡山。

行走於這些山路，並非翻越一座山嶺即可，繞行數個崎嶇巔簸的羊腸小徑是免不

了的。平時商旅來往於各通道，驅趕牲畜或挑貨擔物，要結伴而行，若是鄰庄的

熟人打以暗語，通常無事，若為不相識的外地客，則受其勒索、追打。所以要經

過丘陵通常要自備武力、結伴而行，若有貨物、行李，若非以牛車載運，也要有

人肩挑。在中路進出口的蕃薯寮休息駐留的商旅，並非三、兩成行，而是成群結

隊者多。 

除了和府城做商品交換之外，蕃薯寮街也是進出楠梓仙溪中上游山地的隘

口，要入山採樵、取樟、抽藤、交易番產，蕃薯寮不僅是經過處，甚至就是起點。

因為除了隘口附近聚落成為街區的腹地外，少數從事界外、界內各種生活物資、

山產貨物交換的商販，要深入內山各聚落交換有無，勢必由蕃薯寮街補充油、鹽、

米、布等生活用品，再將山中的柴薪、薑黃、藥材、毛皮、獸肉等帶到街上販售

或集中，進出府城或他地的商販會在此收買山產，再分賣到他地。所以山區居民

日常生活依存蕃薯寮的程度雖然不是很高，但是山中與平原物資的互補性，讓商

販將蕃薯寮與楠梓仙溪中上游流域維持低度聯繫，也間接造成蕃薯寮街基本部門

的成長。 

蕃薯寮街基於作為府城上游腹地的一環，與進入界外內山的入口，因經過

性位置特性的發揮，在清代以步行穿山越嶺的行程中，旅人商販在此的駐留休

息，刺激小販小棧等聚集於蕃薯寮，所以對外地流動商旅的服務，就是蕃薯寮街

基本部門的基礎之一。 

二、對四周鄉民生活所需的服務 

隨著下淡水溪平原各地日漸開拓，羅漢外門地區平原、階地的墾業也逐日

完成，所以在南來北往的行旅歇腳處，以及商販交易互補有無產物的據點，也是

提供附近聚落生活用品的商業據點。鄰近蕃薯寮的鄉街，西有位於丘陵西側山口

的關帝廟街，南有楠梓仙溪與荖濃溪合流口附近的阿里港，當乾隆末蕃薯寮漸有

商販聚集後，自然成為楠梓仙溪下游河段各聚落的中地。進入嘉慶年以後，蕃薯

寮街的腹地，應該是以包含羅漢內、外門里內的各聚落為主，西含內門各庄、北

至圓潭仔、溝坪等地、東含楠梓仙溪對岸的福佬聚落—旗尾、半廍仔等聚落，南

至溪洲、磱碡坑北端一帶。以下即分析蕃薯寮的腹地，不及東岸美濃一帶與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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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門里南端嶺口、三角堀一帶的原因。 

以清代附近的路徑與距離來看，形成於乾隆後期的蕃薯寮街，當時的腹地，

不免包含位於美濃溪畔的客庄。雖然美濃客庄人士除了依其原來由武洛北上的路

徑，往返里港的路線，較為熟稔，加上乾隆中期後里港已經派駐縣丞，並發展出

六條街道，而且同為鳳山縣縣轄，美濃與旗山的互動並不多，不過當客庄內的人

士要返回大陸原鄉時，取蕃薯寮越中路的路線，在所難免。阿里港也是福佬人居

住的地方，但是向西到蕃薯寮街一樣要渡河，不如到更熱鬧的阿里港，加上彼此

在「平時、亂時」已經是互相欺凌，美濃地區各庄的百姓，在清代轉由他地交易

買賣，就不屬於蕃薯寮街服務的地區。 

在磱碡坑以南的嶺口、龍門、三角堀、棕子坑附近，為山多平原少，河道

擺盪不定，開墾成業較慢的地方。土地雖在業主名下，但是佃人要面對土地時而

浮覆、時而沖失的不安定13，可能先經過一段不穩定的開墾歷程，鄰近磱碡坑、

溪洲、阿里港、土庫等各庄的居民在地緣便利下，成了早期的開墾者。因此附近

的土地開墾事業，除了有台南、溪洲墾戶以外，阿里港業戶在地利之便下，也承

墾了不少的土地。以日治的土地台帳資料顯示，除了已經在地落籍定居的地主

外，磱碡坑北段的土地，還有磱碡坑、溪洲等地的業主，較南邊各庄的外地業主，

則以阿里港藍家、陳家等為主。 

另外以位於蘭陂嶺庄的同治六年（1867）重建碧雲寺的喜緣名單中，清楚

顯示阿里港、北路廍各庄商號民人捐款的人次相當多，另外本庄藍陂嶺與深水兩

地亦捐資參與建廟。可見扼守羅漢外門南端進出的嶺口一帶，不僅在防汛系統方

面屬於南路，其平時在此活動的旅人商販，則以左右兩邊的深水、阿里港人為主，

而居民的往來對象與販售農產、購買生活用品的街肆，自然是以阿里港街為主。

直到日治時代即使是位於山區的中寮，還是會將龍眼等農產，挑到里港街叫賣14。 

清末蕃薯寮街的商號，除了提供外地商旅經過時的茶憩服務外，其對四周

鄉民的服務，主要還是以提供日常生活的油、鹽、布、農具、器皿等用品為主，

此乃一般農民自給自足生活方式，無法生產的產品。由於腹地狹小，加上聚落人

口規模並不大，因此蕃薯寮街的基本服務部門，只能隨著聚落人口成長或腹地的

擴大，以維持一定的成長。至於軍事與行政部門所提供的機能，雖強化了蕃薯寮 

的中地地位，但是以當時國家對於內山開發與族群整合並未積極處理的態度，對

                                                 
13 如三角堀陸和成名下土地在不斷浮覆、沖失、浮覆過程中，眾佃和議捐給北辰宮。可見土地
不穩定之一班情形。 

14 報導人：中寮山林文能先生。大正 5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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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蕃薯寮腹地的擴張，腹地仍限於圓潭仔以下楠梓仙溪下游河段（圖 4-3）。 

蕃薯寮在清末雖然只是下淡水溪平原西北隅的一個鄉街，但與同為安平縣

的各街相較，論其戶數與人口數，規模不算小（表 4-2）；這與其位於沿山地區，

使基本部門的市場，可以超過其四周的鄉野有關。 

 

 

 

 

 

 

 

 

 

 

 

 

 

圖 4-3 清代蕃薯寮街的腹地 

資料來源：自內文整理。 

 

表4-2 明治29年台南縣直轄下城外各街人口 

街名 現今地名 戶數 人口數 排比 

市仔頭街 安平區 169 729 3 

灣裡街 善化鎮 774 3268 1 

新市街 新市 162 507 4 

關帝廟街 關廟 127 427 5 

礁吧哖街 玉井 124 375 6 

蕃薯寮街 旗山 345 1225 2 

資料來源：土屋重雄（1987），台灣事情一班，頁274-285。 

第二項 非基本部門的擴充--對街區居民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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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蕃薯寮街的腹地，侷限於內門丘陵區與楠梓仙溪下游兩岸，但是腹地

內聚落的發展，基本部門也能維持穩定的成長，進而促使街區非基本部門相對出

現，而兩者的總和，共計有 1225 人，交錯之下，彼此都是街區被服務的對象。

維持蕃薯寮非基本部門成長的服務內容，主要有四：一、街區商民（含家眷）的

服務，二、駐紮兵員的消費，三、蔗糖從業人員的進出與駐留，四、流民、羅漢

腳的流連；其中第二項的從業人員，在清末因行政佈防的調動，比重近乎無。由

於並無相關資料足以呈現各種人員的數量，所以很難一窺非基本部門相對的發展

情形。不過，以日治初期對蕃薯寮人口調查的數字來看（表4-3），街內有 345戶

人家，1225人的蕃薯寮街，平均一戶人口為 3.55人，不僅遠低於同里的溪洲、

嘮碡坑等地，以清代的農村家庭結構而言，家戶人數顯得略少。因此，街上有許

多單身戶口的存在，這些單身戶口，可能是游移的勞力、商販、流民，選擇在蕃

薯寮街落腳。不管單身戶口是從商、力勞或暫留，和常住街民一樣，都是需要在

街區消費的人口。 

表4-3 明治29年蕃薯寮庄附近每戶人口比較 

庄名 戶數 人口 平均 

蕃薯寮 345 1225 3.55 

頭林 60 311 5.18 

虎頭山腳 19 103 5.42 

北勢 38 142 3.74 

武鹿坑 31 164 5.29 

溪洲 201 882 4.39 

嘮碡坑 154 704 4.57 

資料來源：土屋重雄（1987），台灣事情一班，頁281-282。 

 

由於對外服務的事業有穩定成長，在街上定居經理事業的商舖、勞役、眷

屬相對增加，而上千人的日常飲食與其他需用，就再一步刺激街區各商舖的成長

與擴充。商號再藉由生意利潤的累積，逐漸擴大其投資對象。 

第三項 街區商號的資本累積與事業擴充 

蕃薯寮街在成街立市之後，基於楠梓仙溪沿岸平地與丘陵同屬福佬人系

統，蕃薯寮街商號的服務範圍，就漸漸伸向河谷的上下游與兩岸。其對街區外的

鄉民或流動商旅的服務，所產生的利潤，又成為其擴充事業的基礎。清代位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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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鄉街，限於交通運輸、生產技術與市場受限等條件，除了作為開墾據點與提

供生活用品的街肆，其實並沒有很多可以投資生財的工具。至於一般的墾戶在拓

墾事業中，經常相對投資的水利事業，在這個平原狹小，且以蔗作事業為主的流

域，並不受青睞。因此，鄉街商號得以再投資的對象，就是可以逐年收租的土地。

蕃薯寮街的商號，在服務四周鄉民、累積資本之後，其置產的範圍不斷擴大，甚

至跨越番界。 

因為自乾隆初期進墾的業戶或墾民，在各自擁有土地租業或佃權後，將各

地開墾為業後，日漸成為相當穩定的社會，並沒有太多的空間，可以讓商舖店家

進行土地兼併。能讓蕃薯寮街的商號掌握的土地，逐漸轉以熟番的生活空間為

主。亦即在番界附近保留給熟番的埔地與界外作為防守生番的屯地，握有土地實

權的業主權，漸由大傑巔社社番移轉到蕃薯寮街的商號或仕紳手中。這種轉移的

過程，在第三章土地拓墾一節提過，早在乾隆年間，就已經出現界內社番將土地

賣斷，或界外社番將土地業主權讓與蕃薯寮街的街民。而在土地臺帳中，土地另

有承典人的情形相當普遍，從土地登記簿中，可以進一步瞭解，即使有些土地的

業主，仍是圓潭子在庄的人，但是在光緒年間或更早之前（有些未註明典借的時

間），原業主以土地向蕃薯寮街的商號典借銀圓，繼而在後來的業主變更中，典

主常以「買得」的方式，成為新業主。 

在番界附近的六張犁、圓潭子土地，外地的業主相當多，包含台南、內門、

南化、杉林、蕃薯寮街等地，以蕃薯寮街的業主最多，何以土地主要是流向蕃薯

寮街的商號？這與蕃薯寮街腹地擴及界外大傑巔社社番的生活空間有關。由於大

傑巔社社番分散於埔地各處，各庄人口均不多，其在守隘之餘，無法力墾自己的

田地，漸將田地以「番產漢佃」或「轉典為樸」15方式贌出，此後或許坐收田租，

也可能自此失去對土地的管業權。大傑巔社贌出或出典土地的對象，通常以其平

時有交易往來的商號或商販的仲介為主，而在街經商的商號業主並不從事耕作，

通常再轉招佃人開墾，或讓原業主繼續耕作，形成名義上的業主，卻需納租於承

典人的情況16。在這種土地所有權結構下，社番生活日漸貧困，且流入圓潭子的

漢人佃戶逐漸增加，漢番雜居的現象漸顯。 

光緒元年（1875）蕃薯寮街柯必從請港西上里的新庄、大埔一帶的佃農，引

                                                 
15 陳秋坤在分析中部岸裡社土著地權流失的管道，提及番社土地以樸業、典業的型態，變成漢
業。陳秋坤（1994），清代台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 1700-1895，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4），頁 213-222。 

16 報導人中庄黃先生。尾庄林    。 



國家與地方：旗山鄉街的時空發展過程（1700s-1945） 
 

 134

楠梓仙溪的河水，修築三角仔陂圳，灌溉圓潭子各庄的田園，可以視為圓潭仔水

田化的開始，也是該地集約度與贍養力提高的表徵，水田化後的圓潭子，可能更

加刺激界內人口移入。尤其是當清末一部份大傑巔社人遠走東部後，留下更為地

廣人稀的圓潭子，界內各地移民又陸續移入，漢人勢力漸增。例如，蕃薯寮街、

中寮、內門山區或荖濃溪附近鹽埔進來開墾的移民潮。這些墾民進入界外，雖未

擴張蕃薯寮的腹地，卻可能增加腹地內的人口，或提高在中地的消費需求。 

蕃薯寮街商號在圓潭子長期的經營，不僅使三角仔陂圳的大租權充滿了商業

投資氣息，即使連其所灌田園，也瀰漫了商業氣氛。日治初期三角仔陂圳由政府

買收大租權時，所有者篷壺書院之下的相關管理者共 87人中，有 42個是蕃薯寮

街的商號與地主（表 4-4），多少可以顯示出蕃薯寮街的商人，在清代就對本地有

很大的影響力。由於腹地中社番在需錢孔急之際，透過商人周轉銀錢，卻流失土

地的實權；而商號在腹地人民消費中，獲得利潤，累積其出典土地的資本擴張其

以土地置產的事業。一方失去土地，一方取得土地，全是在於蕃薯寮街商業系統

掌握了利潤的流向，終究刺激商號資本累積與事業的擴張。 

 

表4-4 屬蕃薯寮街的三角陂圳大租權管理者 

商號 管理者 商號 管理者 商號 管理者 

陳泉順 陳順和  張然 吳紅毛 吳紅毛 

李福 李童  張先 機天樞 機天樞 

陳同安 陳日成 張太元 張清忠  盧牛 

蔡文良 王雙龍  林老賽 盧慶源 盧喜 

郭茂 郭傳  鄭水石 盧慶祥  

郭順登 郭度 鄭馬力 鄭臭頭 盧慶興  

 高加禮  蕭乳 盧慶記  

天公會 李盛  蕭文杞  吳漏牛 

何老 何陶  蕭楊柳  吳建立 

三界公會 陳日成 蕭協順 蕭進添 吳源發 吳萬順 

蕭德和 蕭氏憨  葉旺 林脩 林脩 

陳泉記 陳古石  呂長 南靖媽會 鄭芳 

陳順美 陳福春  呂文  鄧振福 

陳泉成 陳大目  白冬  賴長生 

資料來源：總督府公文類纂，1310。 

除了和水圳大租權有利害關係者佔一半以上，蕃薯寮街的商號與里內庄民

的出典關係也相當頻繁。以蕃薯寮街的土地關係來看，本來業主權查定共 637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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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業主共有 345個。另有出典關係的土地，則佔有 93筆，出典者 37個業主

中，有 13個是商號（表 4-5），出典了 39筆土地，2個是神明會。擁有 5筆以上

土地的業主（表 4-6），則有 17位，其總共擁有的土地總計達 131筆，換句話說，

這 17 個商號掌握了蕃薯寮街近 1/5 筆的土地，若加上和其有關連，但以他名登

記的商號所擁有的土地，商號在蕃薯寮街擁有的土地比率勢必更高。（公文類纂：

12765，旗山街土地台帳）溪州庄的業主查定後，雖然也有許多土地出典情形，

但多以同庄為主。圓潭仔的業主權出典情形和蕃薯寮庄一樣，集中於部分人士情

形明顯，而且出典人除了本地人以外，尚有蕃薯寮地主。 

表4-5 日治初期蕃薯寮街重要業主擁有土地的情形 

業主 土地面積 筆數 業主 土地面積 筆數 

吳源發 0.2485 7 陳同安 0.6000 4 

吳萬順 3.7001 4 陳和 2.5285 4 

呂有道 3.0180 6 陳泉記 2.9170 6 

李雹 0.688 6 陳泉順 0.2970 5 

林和順 6.9739 12 游詳 1.2190 4 

林振東 31.346 8 湯郡 2.9560 5 

林脩 2.3285 5 湯燕 2.6375 4 

柯爐 1.7175 4 黃雲政 3.0125 4 

張從 3.8260 6 福德爺 1.4395 4 

張眾 1.3775 5 劉天水 3.1805 4 

張朝真 0.5115 6 蔡同源 1.3335 2 

張鄰 6.0580 7 蔡建意 1.495 2 

張龍 2.2455 4 盧進桂 0.9975 2 

莊錦記 8.4825 13 盧慶源 15.657 17 

莊來 1.9530 4 蕭協順 4.4055 6 

資料來源：日治時代土地台帳—旗山段。 

薯寮的商號在累積資本之後，不但透過與大傑巔社的商業關係，向社番贌

借或承典土地，與其有一河之隔的旗尾附近溪埔，也是街上商號投資置產之地。

蕃薯寮在旗尾段擁有土地的情形如下： 

其中透過神明會組織的開墾，必再贌給佃人，神明會成員藉以收租，投資性

質頗為濃厚。神明會的成員組成，多以街上商號管理者為主，彼此交叉持有會員

股份，為街上居民以社會關係網絡對外拓展商業勢力的作法。街區商人不但掌握

了邊區一帶的商業網絡，同時利用資本的累積，也掌握了附近圓潭仔、旗尾等地

的土地實權，繼而漸漸取代外地台南府城在此的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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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蕃薯寮街擁有5筆以上土地的業主 

商 號 筆 數 商 號 筆 數 商 號 筆 數 合計 

莊錦記 13 林振東 8 湯郡 5  

吳順源 14 張太元 5 福德爺 6  

陳泉記 6 張從 6 盧慶源 13  

陳泉順 5 張眾 5    

林和順 9 張朝真 6    

林振東 12 張鄰 7    

合計 69  37  25 131 

資料來源：1.公文類纂，檔號12765。2.旗山地政事務所，土地台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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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街區的空間型態與社會整合 

 

蕃薯寮街的出現始於乾隆中期，在乾隆末期曾遭焚燬，亂事過後，鄉街交

易活動依舊進行，後來巡檢移入，加強中地機能發展；不過，直到日治初期中地

的規模，仍然只維持一條街。本項就是以蕃薯寮街興起與發展的機制，來理解其

街區的空間組織。其這與其腹地一直以偏處沿山平原的小聚落為主有關。 

 

一、.商街的出現 

蕃薯寮庄基於經過性位置的特性，帶來早期沿山陸運交通的優越性，所以

在通過各聚落點之間牛車小徑上出現了市集，繼而有店鋪商家。當設汛駐防軍事

的刺激以及附近平野蔗作事業的開展，使得蕃薯寮街的街肆，有了基本與非基本

部門活動的基礎。 

依據堡圖所顯示，清末蕃薯寮街的範圍，大約是大崎腳以南，五保溝、大

崎腳溝等河道會合處南端，聚落建成區沿著五保溝流向楠梓仙溪，也呈西北-東

南走向延伸，南到頭林溝附近，中有鼓山溝由西向東橫切，市集所在的街區就位

於河溝北邊。聚落位在河階平原上，西倚鼓山，東望旗尾山，猶如峽谷中的山城；

不過其東南側與旗尾山南麓的廣大平原連接，該地點並非與外隔絕（表一）。再

依土地業主查定簿、地籍圖資料核對，蕃薯寮在成街以前，其先墾居民可能和沿

河各處聚落一樣，分別在自己承墾的土地上居住，但是由於本地逼鄰內幽四社出

草的範圍，或許各姓之間相鄰不遠。目前很難得知當年的拓墾空間配置，大致只

能以日治初期的建成區來分析。街區位於大崎腳以南，應該是漢人避開六張犁熟

番埔地，以南邊的埔地為拓墾據點，所以陸續進墾的漢人墾戶、佃人就在據點附

近結寮成庄，而北邊六張犁埔地，則形成六張犁、木柵、灣裡三個大傑巔社的聚

落。 

以土地台帳的建地分佈而言，這個以西北-東南軸線發展的聚落，其實是沿

著大崎腳溝流進楠梓仙溪的河道南邊發展，而這條路線正是通往大崎腳，再越中

路的道路。當時連續的建地，大致位在這條道路的西側。而平原上各主要姓氏居

住地的空間分佈，盧、龔、吳、陳、洪等姓氏大致位於街區北邊，而柳、呂、蔡、

吳、陳、林等姓的合院農舍聚落群位於街的南邊。土地公祠位於軸線的中間，坐

南朝北，由廟前向北延伸到華中路口附近，道路的兩側建地，所有者大多為商號，

即使原先並非連續的建成店鋪，可能有錯落的攤位、小販據集，以此大概可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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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出原先蕃薯寮街「街仔路」的位置與範圍（圖 4-4）。再以乾隆年間奉憲碑文立

碑處置於福德祠的關係來看，當時市集所在地，應該也是相當於現今福德祠前的

兩旁，只是其規模或許不大。 

 

 

 

 

 

 

 

 

 

 

 

 

 

 

 

 

 

 

 

 

 

 

 

 圖 4-4   清代蕃薯寮老街位置推估圖                     

 以地點特徵來看，福德祠前的舊市街，位於平原寬廣處，臨五保溝（大崎

腳溝下游）入河處，但地勢較高，可以避開水患。由於此處與河岸距離相當近，

從東北角的小徑下到河岸，就是舊時的渡口，由渡口順著楠梓仙溪的分流，可以

順流到對岸的旗尾或主河道。就位置而言，沿福德祠正前方的街道轉向西北，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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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大崎腳或六張犁，廟左小道向南直出，可接北勢、溪洲，廟右邊的小徑東接旗

尾，福德祠前正是三條路線交會之處。因為各路人群在此南來北往之故，於是在

連接南北向的聚落群之間，漸漸出現商販；另外糖品與其他商品在本地的進出，

除了靠肩挑牛車之外，河筏撐渡也頗為重要，因此商號容易集中在渡口附近；為

了加強對邊區來往人口的稽查，汛弁所在自然也是趨近於人聲喧嘩之處，所以漸

有商販出現或商號集中之處，更是人群流動頻繁，汛兵派駐後，就更會增強這種

浮動狀況。 

分析蕃薯寮街所在地的地點與聯外交通條件，明確反映出其基於經過性位

置的特徵，引起人群往來、設汛地點、糖品外銷等作用齊集於平原上近河岸處的

渡口附近，進而形成一個小型的服務山邊各庄之中地。 

 

二.街區的繁榮 

乾隆年間已有商街出現的蕃薯寮庄，其實街的規模相當小，因為當時的縣

丞位於羅漢內門，行政與重要司法事務處理，都不屬於蕃薯寮街的服務活動。純

粹以服務街民日常生活買賣或糖品外銷的街肆，在商務與民間活動上，基本部門

的服務類型較為單純，且腹地內的人口可能不多，所帶動的非基本部門相對有

限。直到嘉慶 15 年（1810）移羅漢門巡檢於蕃薯寮以後，行政機能注入，巡檢

衙署總理附近各庄事務，兵員由此到各庄巡防，增強蕃薯寮街的安全性與服務機

能。就在蕃薯寮街行政層級提昇不久，嘉慶 22年（1817），蕃薯寮街的官民也著

手捐建天后宮，就一般聚落與宗教間的發展脈絡來看，顯然是蕃薯寮街的人群組

織，開始朝向穩定社會的發展。 

在下淡水溪東岸福佬人分佈帶的各街區—萬丹、阿猴、阿里港、枋寮等地，

在其街肆發展的過程中，不僅都是蔗作硤糖生產的事業地，也分別先後以媽祖廟

作為街上人群整合的象徵17，又曾先後作為鳳山縣縣丞分防的地點，形成平原上

開放流動社會的串連。而蕃薯寮街長期和阿里港等地的商業網絡有所往來，在蕃

薯寮街的商號，部分就是來自於阿里港或台南的街民在本地的投資，如上節所提

的兩則契約，屋主一為阿里港人，一為台南人，所以在街區有行政長官進駐後，

仕紳商號延續了其他街市祭祀媽祖的傳統，官民合建天后宮之舉也出現於蕃薯

                                                 
17 阿猴的慈鳳宮相傳建於清康熙年間。 阿里港雙慈宮相傳建於乾隆 6年（1741），乾隆 13年
（1748）擴建，乾隆 47年（1782）重建。萬丹萬惠宮相傳建於嘉慶 25年（1820）。枋寮德興
宮建於乾隆 43年（1778），以上分別參考黃瓊慧等撰，台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頁 59， 254，
409，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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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嘉慶年間才升格為巡檢駐在地的蕃薯寮街，其興建天后宮，不僅增加行政機

能，也進一步以宗教的整合力量來提升中地地位。因為興建廟宇和將主祭神神格

升高，一來反映地方發展的穩定，人民有充裕的財力進行建廟，二來奉祀較高神

格的神明，不僅是脫離農墾時代建福德祠求合境平安的象徵，還迎合了在街區流

動人群的祈神拜佛的信仰需求。 

嘉慶 22年（1817）台灣縣知縣等官員與地方仕紳商賈合建廟宇的碑文中，

碑文上的商號共有 26家，至於捐贈的仕紳，舉人、貢生、監生、生員等共 5名，

還包括鄰庄內門的貢生游化，同年重修奉憲碑的商號有 16 家，其中有些商號是

重複的。以碑文中商號出現比例特高，足以顯現商家勢力在興建天后宮一事上的

努力。天后宮於道光四年（1824）建成，才經過 20 年，可能因風雨摧殘破壞，

里民又倡議捐資興土木，當時捐資興建者足以辨認為商號者又高達 25家，監生、

生員等有 5 名，其他仕紳中，許媽文為杉林業戶18，黃乞是北勢庄人19。因此，

蕃薯寮街的天后宮，成為楠梓仙溪流域中下游福佬地區居民的信仰中心。相對

的，此時商街的店鋪商家服務範圍，除了羅漢外門地區以外，應該遠及楠梓仙溪

中游、羅漢內門，基本與非基本部門的同時擴張，街況較乾隆年間更為繁榮。在

日治初期土地調查所呈現的商號已經高達 30家（附錄）。 

天后宮的地點位於福德祠西北角，坐西朝東，後倚鼓山，前對河畔，可覽

平原。廟前有大埕一片，左右和前方都是店鋪，東南側就是福德祠，兩廟相鄰不

到 50 公尺。此時街市的擴張，除了從渡口到福德祠沿路繼續發展外，可能以天

后宮前廣場的店家雲集，和四周商販在空埕上的擺攤設架、遊藝賣唱為主。而當

時巡檢所在地與街市的關係為何？由於相關資料甚少，甚難推測。根據業主簿和

土地台帳、登記簿比對，在日治初期清查當時蕃薯寮建成區的數筆國庫地中，天

后宮正前方的 1 筆土地，本是國庫地，後來判歸民間所有；由於巡檢早在光緒

10年移澎湖，衙址可能由民間商號承租（或許衙署本來就是向民間承租），造成

產權模糊，該地有可能是清代衙署所在。加上清代「街仔路」南北設有隘門，衙

署位於隘門內才是。若衙署正位於天后宮前，道光年間的蕃薯寮街已經是集行

政、軍事、商業、宗教的中級中地。但是在文化機能方面，書院的設置，早在羅

漢內門長期作為縣丞所在之際，即孕育出內門里的文教風氣，嘉慶 17年（1812）

居民開始組織崇祀文昌帝君的神明會，並鳩金辦理祭典，採每年輪祀方式。後來

                                                 
18 田野訪問，杉林段土地台帳。 
19 北勢段土地台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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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所積公項，合議建廟，並設廂房作為書院，就成了萃文書院。建書院之際，

鳩金者之中，已有多人為監生、貢生、生員20。由於萃文書院已經擔任羅漢內、

外門一帶的培養人才的功能，蕃薯寮街的仕紳養成，就有賴他地，多少分散了蕃

薯寮街的中地功能。 

 

三、.蕃薯寮街的社會組織 

蕃薯寮街既然是羅漢門、臺鳳交界一帶的主要商街，且為地方行政中心，

其內部人群組織逐漸出現。一般史料中，有關蕃薯寮清代的團體組成與運作，付

之闕如。本段主要是以業主查定簿、土地台帳和登記簿的資料，嘗試建構清末街

區的地緣社會型態。 

在蕃薯寮街的業主查定簿中，共有 16個神明會擁有土地或承典土地，其中

兩個由蕃薯寮街人在圓潭仔段土地任管理人的神明會（表 4-7）。這份資料並未載

明神明會組織的創立時間、原始成員與組成性質，但是有些神明會的成員，卻是

可以從土地登記簿中或連名簿中建立。這些神明會的共業成員，有些以同姓為

主，例如天上聖母會是以集結蕃薯寮地區的陳姓為主，有些是以蕃薯寮街居民為

主，例如聖人會、神農大帝…等。以下利用陳心發所管理的天上聖母會、盧進桂

管理的聖人會、林宋管理的郎君爺等組織，說明蕃薯寮街清末的社會組織。 

天上聖母會的組織，跨越楠梓仙溪、荖濃溪，遍及屏北平原，除了本街以

外，還納入溪洲、旗尾、土庫的同姓者，外地陳姓加入者是否和蕃薯寮街的陳姓

同血緣，無法得知，但以蕃薯寮的陳姓並非同出一系，至少可推這是兼顧地緣性

的血緣組織。天上聖母會中的成員，包含了街上陳泉順、陳泉記、陳同安等人的

後代。 

 

表4-7 日治初期蕃薯寮街神明會資料 

神明會 管理人 筆數 地號 面積 組成性質 備註 

天上聖母 呂枝順 1 97 0.4900 非血緣  

天上聖母 陳日成 1 127 0.640 非血緣  

天上聖母 吳萬順 1 559 0.7645 非血緣（跨庄）  

天上聖母 陳心發 1 623 0.5320 血緣  

                                                 
20 林文睿監修， 何培夫主編，新建萃文書院碑記，台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高雄市.高雄縣篇。
頁 114，國立中央圖書館。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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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聖母 陳日成 1 510 0.1505  建：祠 

福德爺 陳日成 1 490 0.0940  建：祠 

福德爺 陳圭 4 10、20、77、79 1.4395 血緣  

福德爺 龔爐蔴 1 164 0.5125 非血緣（7人）  

聖人會 盧進桂 1 0.7610 非血緣  

  6 

110 

圓潭仔：383、

385、386、387、

410、411 

1.1879   

郎君爺 林宋 2 190、191  非血緣  

觀音佛祖 李文滔 1 560 1.3080 非血緣  

神農大帝 盧喜 1 222 0.5715 非血緣  

新帝君 陳日成 1 圓潭仔993  不詳  

三界會 陳日成 1 圓潭仔440 0.3725 不詳  

龍溪媽 高加禮 59    不詳  

三坪祖師 鄭榮泰 30 1  0.8605 不詳  

資料來源：業主查定簿、土地台帳、登記簿。 

*承典土地 

 

至於以異姓結合的神明會，以聖人會的組織最為龐大（表 4-8）。聖人會乃

日治時代旗山街上重要的社會慈善團體的前身，該會在旗山街上雖然僅擁有一筆

土地，但是在圓潭仔尚有6筆土地，全部共有1.8489甲。根據對會務較為熟悉的

會員所言，聽說以前擁有廣大的土地21，會員們合資購買土地，再將土地讓人贌

耕，利用租金收入，作為神明會的運作基礎。聖人會的成員，不以同姓為基礎主，

據聞聖人會的號召，是以結拜兄弟的精神為基礎，兼有對地方救難之意。神明會

以倉頡為祭拜對象，輪祀信物以書寫「制字聖人倉頡」的牌匾為象徵，不祭祀神

像。神明會的組成年代雖不可考，但以聖人會主祭神與天后宮北廂所奉祀的倉頡

淵源相同22，聖人會在蕃薯寮街的社會人群或地方教化運作中，可能是一股領導

                                                 
21 此為當年管理人後代盧建泰先生與會員陳   的後代陳進興先生所提供的情況，筆者目前查閱

羅漢內門觀音亭、腳帛寮與旗山街各大段土地資料，聖人會土地僅有7筆。是不有其他土地，

目前尚無更明確的資料說明。 
22 會員陳興雖然無法追溯神明會的成立年代與源由，但是他特別指出天后宮北廂所祀倉頡乃其
神明會的精神象徵，而且強調奉祀倉頡的精神猶如內門萃文書院祭拜文昌帝君是一樣的。文

昌帝君的神明會設有獎學金，鼓勵會員子女求學。他們祖先有參加者，至今都可申請。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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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 

 

表4-8 日治初期蕃薯寮街聖人會所有土地的共業者 

番號 姓名 番號 姓名 番號 姓名 番號 姓名 番號 姓名 

182-3 陳呂氏治 267 陳芳淵太郎 313 白慶龍 422 蕭中壽 518 郭福連

184 范虎 290 陳德祥 316 盧石牛 422 蕭火炭 521 鄭水石

184 范陣 290 陳德楨 317 張子氏 427 陳水來 521 鄭順和

184 范清智 297 柯添 351 盧老枝 428 陳丁元 530 洪善修

184 范新居 297 張坤 351 盧建泰 462 陳丁來 530 陳順源

184 游諒 297 張庸 351 盧望彪 462 陳丁林 531 陳啟雲

192-63 蕭乾源 297 郭夗 395 陳古石 467 郭清廷 547 郭知批

195 李海 297 郭忠何 402 莊氏麒 470 郭引南 549 柳傳 

195 李進賢 297 陳協歷 402 莊守己 471 楊同德 618 鄭水棟

195 李萬發 298 林文 406 林加有 475 蔡高氏

均耳 

621 林子荊

232 張郭牛 312 陳允枝 409 林萬法 514 鄭基北 621 林來 

    312 鄭双林 419 柳天來         

資料來源：業主查定簿、土地台帳、登記簿。 

 

聖人會入會時每名會員提供的金額多少、入會資格、結拜入會的成員，彼

此有何關係？因年代久遠，甚難推定。只是按照日治初期各會員的住址、身份與

會務精神需要捐錢來推定，成員似乎以位於蕃薯寮街天后宮、福德祠附近街仔路

的商家店鋪為主。換句話說，以日治初年土地登記簿所提供的共業者分佈地，參

考戶口名簿所整理的家族系譜來看，這些共業者本人或祖先就是商號管理者（表

4-9），這些商號在天后宮附近大多擁有土地，例如范龍鳳、豐裕號、蕭協順、郭

榮泰、陳泉成、陳順美、陳泉泰、陳泉記、柳合記、柳水泉、白陞記、盧慶祥、

陳同安等公業或公號；縱有居住地遠離街區，可能本身為從商者，例如柯添就是

販售肉圓的商販。可見聖人會成員集結了當時蕃薯寮街的商家，算是一個較為具

體的地方社會組合。 

                                                                                                                                            
可見聖人會在地方扮演了社教事業的功能。92年的爐主，為柳傳先生之後代，其先人正是道
光年間帶動義勇守護地方的監生總理柳振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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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聖人會是結合異姓的神明會以外，郎君爺神明會也是蕃薯寮街一個很

重要的社會組織。郎君爺擁有 190、191 兩筆土地，為林宋管理，後來改林海任

管理人。郎君爺為蕃薯寮街的南管樂團—「鳳吟聲」所奉祀，日據時代的活動地

點是以天后宮的側廂為主，與悟真社（聖人會所組）同一社址直至今日，天后宮

南廂仍然是樂團置放樂器的地方。「鳳吟聲」南管樂團在地的活動淵源相當久，

以同治 11 年「陳厚基所撰五少先生祝文序」所言，羅漢門南管乃是道光 28 年

（1848）由陳採藥、林寬諒、劉水源等招募有所成立的樂團，其由來與前期發展

如下： 

「⋯.募集諸朋各出公注，生息成數，設於春秋祭祀郎君，諸前輩先生附享，

存歿均沾德澤⋯，盛舉罔替，為一時之盛，於茲 24 年矣。惜呼老輩西歸僅存數

位，庶幾將廢，何今日之衰也。嗟夫義舉傾頹，愧乏掌教，然又不忍見其無繼，

爰邀二三知己，重興雅誼，煥然一新，繼待後之賢者，以可望之綿遠矣。」 

 

同文中另立有條規，除重申規約之外，對於享祀、份額頂替、加入資格，

都定下更嚴格的規定（參見附錄）。另外指定神明會下土地的租佃、納屯租等收

取日期，說明南管樂團依賴以郎君祭祀為基礎的生息之業，也是一個嚴格的社

會、經濟組織23。以郎君爺為名的南管樂團之成立，說明了道光年間蕃薯寮地方

上，已有一群財富與風雅兼具的人士，足以加入南管的吟唱與經營。其功能還象

徵著蕃薯寮街已經具備較文雅文教、娛樂活動，在人群出入的浮動以外，社會上

已經有另一股穩定力量的出現。 

 

表4-9 聖人會共業者所屬商號 

住所番號 共業者 商號 商號所有地 住所番號 共業者 商號 商號所有地

182-3 陳呂氏治   395 陳古石 陳泉記  

184 范虎 范龍鳳  402 莊氏麒 莊塗  

184 范陣 范龍鳳  402 莊守己 莊塗  

184 范清智 范龍鳳  419 柳天來 柳水泉  

184 范新居 范龍鳳  422 蕭中壽 蕭振川  

184 游諒   422 蕭火炭 蕭振川  

                                                 
23 藝文篇，旗山鎮誌，第三冊，暫訂頁 1-9，未出版現存於旗山鎮圖書館。感謝古文錦先生借予
鎮誌未刊稿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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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3 蕭乾源 蕭協順  427 陳水來 陳順美  

195 李海   428 陳丁元 陳泉成  

195 李進賢   462 陳丁來 陳泉泰  

195 李萬發   462 陳丁林 陳泉泰  

232 張郭牛 張烏番  467 郭清廷 郭漏守  

267 陳芳淵太郎 陳泉順  470 郭引南 郭度   

290 陳德祥 陳淡耗  471 楊同德 楊萬金  

290 陳德楨 陳淡耗  475 蔡高氏均 蔡同源  

297 柯添   514 鄭基北 鄭媽力  

297 張坤 張太元  518 郭福連   

297 張庸 張太元  521 鄭水石 鄭天成  

297 郭夗   521 鄭順和 鄭路  

297 郭忠何 郭玉允  530 洪善修 洪媽力  

297 陳協歷   530 陳順源 陳泉順  

298 林文 林崑源  531 陳啟雲 陳同安  

312 陳允枝   547 郭知批 郭榮泰  

312 鄭双林 鄭漳興  549 柳傳 柳合記  

313 白慶龍 白協記  618 鄭水棟 鄭媽力  

316 盧石牛   621 林子荊   

317 張子氏   621 林來 林和順  

351 盧老枝 盧慶記      

351 盧建泰 盧慶記      

351 盧望彪 盧慶記      

資料來源：土地台帳—旗山街大字，旗山地政事務所。 

除了前述含有文教功能的神明會以外，清末另有李文滔所管理的觀音佛祖

會，成員包含街上與旗尾地區的商號，吳萬順管理的天上聖母會，也是跨地域結

合了數位街上有力之士，盧喜管理的神農大帝，也結合街上數位異姓人士共同購

地奉祀神明，但是這些神明會在日治時代因為解散之故，神明會的土地，都已經

分割，對於其由來與功能無法進一步得知。但是以嘉慶到道光年間蕃薯寮社會活

動逐步興起，反映其至少已脫鄉村僻野之貌，其街道雖小，卻是一個穩定長的沿

山鄉街。 



國家與地方：旗山鄉街的時空發展過程（1700s-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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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浮動邊區的中地 

 

蕃薯寮街位於屏東平原西北隅，其東西為丘陵夾峙，本身位於楠梓仙溪河

畔的階地平原，平地狹小，提供其山地平原交界的地點條件，但促其發展為沿山

鄉街的條件，是建立在其通過性位置的優越性。 

蕃薯寮所在的羅漢外門里地區，位於府城、下淡水溪平原、楠梓仙溪內山

來往的通道，加上蔗作生產的特質，各類人群在此不停的移動，為處於中路交通

出入口的蕃薯寮，帶來了國家設汛防守的機制，也引發了對商旅服務的商機；四

周農村也成為其發展基本部門的腹地。但是腹地的發展，卻分別在北邊與東邊受

到限制，前為在界外楠梓仙溪中游一帶，屬於由通事管理的國家法令疏離處，是

另一個生活空間，後為起於閩客械鬥的隔閡；使基本部門的發展未能擴充。甚至，

在這個台、鳳邊界處的羅漢外門地區，漸顯浮動邊區社會的特質，蕃薯寮街是國

家勢力略有佈及之處，在乾隆年間仍不免受械鬥波及。 

因此，在族群械鬥的動盪氛圍中，蕃薯寮街取代羅漢內門的行政地位，街

上的商號，也積極建立天后宮來整合外門地區人群，成為羅漢外門地區集商業、

軍事、行政、宗教的中地。清代國家的設官經理力量，雖然難以擴充蕃薯寮街的

腹地，對其中地功能的提升與街區社會組織的發展，仍有增強作用。由街區商號

的增加情形，與神明會的數目與組織來看，雖還留存台南墾戶在本地經營的色

彩，蕃薯街區的商號與仕紳，已經掌控本地的商業勢力，且有穩定的內部社會組

織。  

羅漢外門里地區的發展，前有生番侵擾的壓力，政府繼而立界石，阻熟番、

漢人進出，並設汛防守。後有族群械鬥的壓力，政府繼而移巡檢管理。這樣的管

理，讓蕃薯寮街的腹地，僅限於楠梓仙溪下游包含兩側丘陵，即使蕃薯寮街以其

扼有進出府城與下淡水溪平原的通過性位置，發展為服務商旅與四周鄉民的沿山

鄉街，但也因為其處於番界附近，又是臺、鳳交界，長期以來都是屬於國家以軍

事力量防汛的邊區，派駐的兵力與巡檢等兵員勢力薄弱，蕃薯寮街處於浮動的羅

漢外門地區，四周鄉野非盜即搶，不利人群移動，因此，腹地終究限於山口附近

平原上的各庄。鄉街的功能，只是以提供鄉民生活用品與作為開墾據點的屬性，

清代的鄉街發展機制，雖是「沿山」位置的外顯，倒不如說是清代國家對於「沿

山邊區」消極管理，使其維持著一個小鄉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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