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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清代保甲制度之起源與變化 

 
元明清時期中國基層社會發生了重大變化，主要是在鄉村基

層組織上賦役徵納制度與社會控制體制有所分離，於此時期，賦

役徵納制度（里制）極為穩定，但在基層社會控制體制上卻發生

了激烈的變化。元朝里社制中，其職責是里為徵收賦役單位、社

為基層社會自治組織；明朝里甲與里老制中，里甲為賦役單位，

里老為社會自治組織，至明中後期，開始有部分地區出現保甲制

與鄉約替代原有的里老制度，發展到清朝，鄉里為賦役，保甲、

族正、鄉約等制變為國家企圖管理控制縣以下農村社會之種種手

段。本章重點即在簡略討論清代保甲制起源與目的，並配合清代

各種官書檔案與律例法典，綜述清初以來保甲制的變化，以及保

甲長的人選方式及其主要職務。 

第一節  比閭遺制－保甲制度起源與目的 

（一）保甲制度之起源與流變 

所謂保甲，清康熙時人黃六鴻所著《福惠全書》卷 21〈保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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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首行便點出保甲之目的：「夫保甲之設，所以弭盜逃而嚴奸宄，

法至善也。」1又說：「所謂保甲者，有古寓兵於農之意。」2考保

甲之起源，元人馬端臨所著《文獻通考》中認為始於黃帝，3成於

西周：「周制，大司徒令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閭，使之相

受；四閭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

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及三年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

比要。」4清《皇朝食貨志》亦載：「州縣編查保甲，本比閭什伍遺

法。」5清道同年間《保甲書輯要》云：「保甲之法，周官比閭遺制

也。」6可見，清代保甲制一般被當時文人普遍認為是周代遺制，

非早期部分學者所認為北宋王安石所創。7惟周代施行程度如何，

                                                 
1 （清）黃六鴻，《福惠全書》，收入官箴書集成編纂委員會編，《官箴書集成》，第

3冊，卷21，〈保甲部〉，頁1a。 
2 （清）黃六鴻，《福惠全書》，卷21，〈保甲部〉，頁1a。 
3 （元）馬端臨，《文獻通考》（臺北：新興書局重印發行，民國45年10月初版），卷

12，〈職役一〉，頁123。《文獻通考》中記載：「當黃帝始經土設井，以塞爭端；

立步制畝，以防不足。……故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里，里五為邑，邑十為

都，都十為師，師七為州。夫始分於井則地著，計之於州則數詳，迄乎夏殷不易其

制。」參閱（元）馬端臨，《文獻通考》，卷12，〈職役一〉，頁123。可知「鄰、

里、邑、都、師、州」等名由來已久。 
4 （元）馬端臨，《文獻通考》，卷12，〈職役一〉，頁123。所謂大比，馬端臨說的

很清楚：「使天下更簡閱人數及其財物」，又在說明周代小司徒職掌中提及：「小

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都鄙之夫，家九比之數，以辨其貴賤老

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令，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

伍，五伍為兩，四兩為卒，五卒為旅，五旅為師，以起軍旅，以作田役，乃比追胥，

以令貢賦。」參閱（元）馬端臨，《文獻通考》，卷12，〈職役一〉，頁123。 
5（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院藏進呈本），〈戶

口十一〉，無頁碼。 
6 （清）徐棟、丁日昌輯，《保甲書輯要》（臺北：成文出版社，民國57年9月初版，

中國方略叢書19），卷3，〈廣存〉，頁1b。 
7 劉子清，〈保甲制度與村里鄰制度之研究〉，《江西文獻》125期（臺北，民國75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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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無足夠文獻可徵。 

北宋神宗熙寧三年（1070），「初置保甲」，8王安石將古來之五

戶制棄卻，採用十戶制，其法十家為一保，選保長統理之，五保

即五十為大保，設大保長，十大保即五百家為都保，選有孚眾望

者為都保正及都保副統理之。9《宋會要輯本》中將保甲記於卷

8360，〈兵二〉，旨在「要盜賊屏息，民得安居。」10除了陸地上的

保甲之外，有關於海上保甲的船甲方式也略有記載，仍從五家結

為一保之方式進行，「乞籍定出入船隻姓名，結以牌號，庶可稽察

盜賊。」11可知宋代官員對於保甲法之要求主在「弭盜」，所謂「弭

盜之計，固無出保伍之法，蓋使之比聯保愛，出入守望，使民相

親相恤，相友相助，平居無乖爭之習，緩急有援救之義，而又有

以察姦不敢容姦，此誠成周鄉井之制，實萬世經久之利也。」12簡

言之，保甲在宋代被視為「軍事」之一環，因此《宋會要輯本》

才會將之列於〈兵二〉，而其主要職務亦以「弭盜察姦」為主，這

或者說明了保甲制度本身悠久發展的歷史中所帶有的軍事本質。 

之後的朝代雖數次改變鄉村基層管理單位的名稱，實質上宋

                                                                                                                     
月），頁36。 

8 （元）馬端臨，《文獻通考》，卷157，〈兵考九〉，頁1371。 
9 （清）徐棟、丁日昌輯，《保甲書輯要》，卷4，〈原始〉，頁11b。 
10 楊家駱主編，《宋會要輯本第十四冊》（臺北：世界書局，民國53年6月初版），卷8360，

〈兵二〉，頁46a。 
11楊家駱主編，《宋會要輯本第十四冊》，卷8360，〈兵二〉，頁46a。 
12楊家駱主編，《宋會要輯本第十四冊》，卷8360，〈兵二〉，頁48a-49b。其施行內容為「以

五家為甲，五甲為一小保，五小保為一大保，使之遞相覺察，五家之內有一家犯盜，

四家不即糾察，皆當連坐，仍各行粉壁，書寫甲下姓名，縣道鄉穳，則各置甲簿，

書寫保甲細帳□圖，其山川險易，往坐去處，稽考其實，以防團結漏落之弊，則知

保甲之威，盜賊將無所容，官司將有所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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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甲和鄉約制度被長期沿襲。金、元兩朝均沿襲了鄉的制度，

在鄉之下設社（一社包含五十家），其功能結合了保甲制和鄉約制

的主要內容。元朝在一些地方（尤其是需要軍隊衛戍之處）改鄉

為都、改社為圖，強化了基層組織的軍事性，論者甚至認為類似

于保甲鄉約制的鄉社制打破了元帝國種族分化格局，成為約制民

間社會的主要工具。13 

明洪武三十年（1397）四月，明太祖以《教民榜文》確立了

明代戶婚、田宅等農村基層社會民事糾紛訴訟與鬥毆等治安案

件，由里甲基層組織調處之機制，「今出令昭示天下，民間戶婚、

田土、鬥毆相爭一切小事，需要經由本里老人、里甲斷決。若係

姦、盜、詐偽、人命重事，方許赴官陳告。」14里甲老人制在明一

代作為催科賦徵的一環，卻又同時與宗族組織互相結合，並被賦

予弭盜察姦維持地方治安責任，深刻影響清初《聖諭十六條》之

產生。 

（二）清初諸帝對保甲制度的基本立場 

清順治元年（1644），清軍入北京，為了維持地方治安，兵部

右侍郎金之俊與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方大猶等人均上言建議，15

於直隸地區施行總甲制，「村小人稀，或狃兩村合并壹牌，或就數

家週而復始，其間若有招安還鄉者，保甲長察明填註，總以編入

                                                 
13王銘銘，《走在鄉土上－歷史人類學札記》（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年12

月第1版），頁150。 
14（明）明太祖敕撰，張鹵校刊，《皇明制書（三）》（臺北：成文出版社，民國58年，

據明萬曆年間刻本影印），卷九，〈教民榜文〉，頁2a/1407。全文見附錄一。 
15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一〉，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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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為良民，不必另給免死票，反有異同之嫌，致生疑懼。」16甚

至以保甲作為剿撫之分，「以曾否編明保甲，定應撫應剿之分。」

17目的就在「可以杜奸萌，可以清漏丁，可以成美俗矣。」18方大

猶所說的「清漏丁」，實際上已經反映出清初順治時期保甲制度仍

重於賦，因此方大猶才會在「清漏丁以清盜源」一款中，提到以

編名入冊的方式，科算丁銀數目，並且「每於年終一清，除之仍

將額解與徭銀兩項，通融科筭，如此則丁銀數多，地糧自減，人

樂於耕，去盜之一源矣。歲一稽察，姓名在官，便行保甲之法，

又去盜之一源矣。」19在日後攝政王多爾袞所發多道諭令中，筆者

看到方大猶的建議不僅被接受，並且被積極推行，而負責部門仍

以兵部為主，20可以看出清初保甲制在當時清軍初入關，極欲穩定

地方形勢之際，雖然承擔了部分的賦役責任，卻仍以警備為主，

負責行政部門仍隸屬於兵部之下。然而《食貨志》中，順治朝之

保甲事務已經列入〈戶部．戶口〉分類，21顯見清初以來保甲制的

性質已經開始有所變化，除了弭盜安民之外，更須與里甲制配合，

編查戶口、催辦錢糧，「里甲主於役，保甲主於衛。」22於此可以

                                                 
16 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第一冊）（臺北：聯經出版社，民國75年元月出版），

順治元年七月二十五日，頁B81。 
17 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第一冊），順治元年七月二十五日，頁B81。 
18 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第一冊），順治元年七月二十五日，頁B81。 
19 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第一冊），順治元年七月二十五日，頁B83。 
20 張偉仁主編，《明清檔案》（第一冊），順治元年八月八日，頁B211、頁B215。 
21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一〉，無頁碼。 
22 （清）徐棟、丁日昌輯，《保甲書輯要》，卷3，〈廣存〉，頁2a。在清初其他地方

志中，也可以看到保甲與賦役關係極深，如福建省漳浦縣「為通商裕課，除坵稅以

甦民困事，奉府帖文，蒙分巡漳南道僉事彭案驗准，鹽法道關奉提督軍門耿

批，……，勒限通將各該海澳裝鹽船隻，盡數丈量編號，將各船戶姓名、籍貫，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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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教民榜文》的影響。 

康熙九年（1670）頒布《聖諭十六條》，23第十五條乃是「聯

保甲以弭盜賊。」24康熙二十四年（1685）廣西道御史錢鈺疏言：

「秦、蜀、浙、閩、滇、黔、楚、粵，投誠之人，安插各省者，請

通行督撫確查，務使得所，願在他鄉入籍者，開明作何生理，願

屯田者，編入保甲，願為兵者，補入營伍。」25他的建議得到皇帝

的應允，「均聽之。」康熙二十五年（1686）對於直隸地區旗民雜

處之地，亦如總督于成龍所請，讓旗民共編保甲，與保甲、鄉長

互相稽察，「順、永、保、河四府，旗民雜處，盜警時聞，非力行

                                                                                                                     
冊呈報，仍責令赴司給領，船由裝鹽出澳，填給小票繳查，並置立循環文簿四扇，

送司送府印發，登記稅銀，季終差吏齎比，並管鹽官吏職名作遠，逐項查議明白，

務要詳悉停妥。」參閱（清）陳汝咸修，林登虎纂，《漳浦縣志（一）》（臺北：

成文出版社，民國57年出版，據清康熙三十九年修、民國十七年翻印本影印，中國

方志叢書．第105號），卷7，〈賦役志〉，頁533-534。 
23 《大清聖祖仁皇帝實錄（一）》（臺北：華文書局，民國53年1月初版），卷34，康

熙九年十月癸己日條，頁10a-11a/485-486。 
24 （清）王又樸，《聖諭廣訓衍》（臺北：國家圖書館館藏），頁109-116。康熙九年

（1670年）頒布《聖諭十六條》，雍正二年（1724年）再頒行雍正皇帝對十六條聖

諭的闡釋《聖諭廣訓》，各個地方官為了對鄉民講解《聖諭》、《聖諭廣訓》而寫

作的白話解釋本開始大量出現，王又樸的《聖諭廣訓衍》便是其中一本。有關《聖

諭》、《聖諭廣訓》的文化研究，可參閱戴寶村，〈聖諭教條與清代社會〉，《國

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學報》第13期，民國74年6月，頁1-22；周振鶴，〈《聖諭》、

《聖諭廣訓》及其相關的文化現象〉，《中華文史論叢》（上海：古籍出版社）總

第66輯，2001年9月，第2輯，頁262-335；周振鶴撰集，顧美華點校，《聖諭廣訓：

集解與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年3月1日）。另有魚川善雄將康熙時

人王又樸《聖諭廣訓衍》以及范鋐注釋《六諭衍義》合編為《漢文華語康熙皇帝聖

諭廣訓》（臺北：文海出版社，民國61年。近代中國史料叢刊續編第7輯），亦可

參閱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報告，《清國行政法》，第參卷（東京：臨時舊慣

調查會，大正四年三月二十五日發行，民國78年3月復刻板南天書局發行），頁

398-401。 
25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二〉，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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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不能靖謐，……應將各莊屯旗丁，同民戶共編保甲，令屯

撥什庫，與保甲鄉長互相稽查。」26 

康熙四十七年（1708）全國應行保甲法令出，先是批評順治

初年即議力行保甲，「有司奉行不力」，乃再加申飭，保甲「無事

遞相稽查，有事互相救應，保長牌頭不得藉端魚肉眾戶。客店立

簿稽查，寺廟亦給紙牌。」27諭令中強調「保長牌頭不得藉端魚肉

眾戶」，可見此時保甲制施行過程中已出現可能之弊端。康熙五十

一年（1712），頒永不加賦旨，28只要求「編審之時，應將各丁田

地房產，一併查明，於各丁戶口之下，造冊存案。」29 

雍正皇帝對於保甲制之態度與康熙皇帝相近，認為村落即使

畸零，亦可編甲，熟苗熟獞更與土著一體編入齊民： 

弭盜之法，莫良於保甲，地方官憚其繁雜，視為故套，奉行

不實，稽查不嚴，又有藉稱村落畸零，難編排甲，至各邊省，

更藉稱土苗雜處，不便比照內地者，此甚不然。30 

雍正皇帝認為：「村落雖小，即數家亦可編為一甲，熟苗熟獞，

即可編入齊民。」31乃著九卿詳議具奏保正、甲長及同甲之人，能

據實舉首者作何獎賞，隱匿者作何分別治罪。32如雲南地方苗漢雜

                                                 
26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三〉，無頁碼。 
27 （清）清高宗敕，嵇璜等奉敕撰，《清朝文獻通考》（臺北：新興書局，民國47年），

卷22，〈職役二〉，頁5051。 
28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三〉，無頁碼。 
29 （清）《史館檔‧食貨志》（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院藏），〈戶口．編審〉，無

頁碼。 
30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四〉，無頁碼。 
31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四〉，無頁碼。 
32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四〉，無頁碼。 



．42．                   清代閩臺地區保甲制度之研究（1708-1895）．邱玟慧．2007 

處，戶多畸零，苗人姓氏相同者又多，下令地方官將零戶編甲，

代苗民立姓，目的即在編立保甲，造報戶口清冊，「雲貴苗民雜處，

戶多畸零，將零戶編甲，獨戶遷移附近，以便稽查，……並行令

雲南、貴州、四川、廣西、湖南五省一併遵行。」33同時，「種苗

姓氏相同者多，難於分別，應令各照祖姓，造報戶口清冊，編立

保甲，其不知本姓者代為立姓，以便稽察。」34同時，雍正皇帝對

於四川流民亦持溫和的開放態度，只要應准入籍者，及編入保甲，

無須勒令飭回原籍，以免流民反至流離失所，「凡入川窮民，令各

地方官，給以印照，到日驗明安插，行文福建等省，遵例給照確

查，其應准入籍者，即編入保甲。」35 

自順治至雍正，諸位皇帝屢頒保甲相關諭令，真正確立將保

甲制推行於全國的基本政策還是要等到乾隆帝。乾隆二十二年

（1757），更定保甲條例15條，「凡甲內有盜竊、邪教、賭博、賭

具、窩逃、姦拐、私鑄、私銷、私鹽、跴麯、販賣硝磺，並私立

明色，斂財聚會等事，及面生可疑之徒，責令專司查報，戶口遷

移登記，並責隨時報明。」36但是乾隆皇帝對於是否要把番民、流

                                                 
33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四〉，無頁碼。 
34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四〉，無頁碼。 
35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四〉，無頁碼。 
36趙爾巽等撰，國史館校註，《清史稿校註》（臺北：商務印書館，民國75年），卷127，

志120，〈食貨一．戶口．田制〉，頁3441-3442；（清）崑岡等修，劉啟瑞等纂，

《（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九）》（臺北：新文豐出版社，民國65年10月初

版，據清光緒二十五年刻本景印），卷158，〈戶部．戶口．保甲〉，頁3a-6b/7146。
此段史料若與《教民榜文》第二段做一比較，有其去除蔓枝濃縮精華之處：「老人、

里甲合理詞訟：戶婚、田土、鬥毆、爭佔、失火、竊盜、罵詈、錢債、賭博、擅食

田園瓜果等、私宰耕牛、棄毀器物稼穑等、畜產咬殺人、卑幼私擅用財、褻瀆神明、

子孫違犯教令、師巫邪術、六畜踐食禾稼、均分水利。」參閱（明）明太祖敕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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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等人納入保甲，以及多民族雜處之地該如何施行保甲等項之態

度，卻與康、雍兩位皇帝不同，表現出嚴禁、隔離的傾向。如乾

隆八年（1743）巡察歸化綏遠二城太僕寺員外郎寶全奏請蒙漢雜

處之歸化城中，蒙古的十家長與漢人之鄉長各自稽察，不與相互

糾察，以免妄生事端。37乾隆四十一年（1776），貴州巡撫裴宗錫

奏請黔省漢苗民數一體開報，卻被乾隆皇帝駁為「所辦非是」，以

「擾民」斥回：38 

各省歲報民數，用以驗盛世閭閻繁富之徵，原只就內

地編氓而言，其邊儌苗猺本不在此列，國家休養生息，戶

口殷繁，各省滋生之數，不啻歲增萬倍，豈藉此數處苗民

以形阜庶，況苗性多疑，只應以鎮靜撫馭為主，伊等箐居

峒處，滋息相安，素不知有造報之事，忽見地方有司，逐

戶稽察，漢苗悉登名冊，必致猜懼驚惶，罔知所措，甚或

吏胥保長，藉此擾累，致滋事端，於綏輯苗疆之道，甚有

關係，斷不可行。39 

乃傳諭裴宗錫「所有漢苗一體查造之處，即速停止」，40不只

黔省一地，包括「雲南、兩廣、兩湖等省」，「凡有苗猺黎種等類，

其戶口皆不必查辦，」41，而「陝西、四川之番夷，及福建生熟番

境，並遵此旨一體妥辦，毋稍滋擾。」42可見，乾隆皇帝對於苗傜

                                                                                                                     
張鹵校刊，《皇明制書（三）》，卷九，〈教民榜文〉，頁3a-b/1409-1410。 

37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八〉，無頁碼。 
38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十四〉，無頁碼。 
39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十四〉，無頁碼。 
40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十四〉，無頁碼。 
41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十四〉，無頁碼。 
42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十四〉，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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黎番等類並不贊成納入戶口，恐激事端，邊疆反而不寧，這與前

述康、雍兩位皇帝之立場實大相逕庭。但是在面對東北奉天旗民

雜處之地，乾隆皇帝的態度又有不同，表現出較為積極之一面： 

（乾隆四十年）盛京侍郎兼管府尹富察善、奉天府尹銘

通，奏稱奉天各州縣，及旗莊地方，旗民雜處，並無旗界

民界之分，是以歷來俱係旗民官員會同查辦，一體給予門

牌，若以旗人毋庸編查，恐旗民所雇流寓傭工，潛匿姦匪，

雖有旗員查察，究不若編入保甲，旗民官員一體會查周密，

至奉省州縣及通判等官所轄地方遼闊，管界旗員較多，如

會同查辦，實足以資民員所不及。若只令民員辦理，遇有

重犯，旗員前往查拏，民人以保甲非旗員應辦，或致抗違，

兼恐旗員以無編查民人保甲之責，不肯實心究察，請將奉

天保甲仍照向例，令旗民官員會同編查。應如所請，從之。

43 
甚至對於奉省前任官員德風漠視保甲的施行，予以嚴飭： 

奉省旗人與民人錯處，原無界址之分，自應給與門牌，

編入保甲，以防姦匪潛蹤，所有該處旗員，並應會同地方

官，一體稽察彈壓，富察善所奏，自□正辦，乃德風從前

竟未籌辦及此，是必因與宏响不合，竟將應辦公事，有意

膜視，實屬任私誤公，甚為錯謬，德風著傳旨嚴行申飭。44 

可見，乾隆皇帝在地方保甲施行政策上的態度因為地區之不

同有很大的差異，對於雲貴、四川、福建等地苗傜夷番不鼓勵地

                                                 
43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十四〉，無頁碼。 
44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十四〉，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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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官驚擾，卻對奉天地區流民的開墾持嚴禁立場。嘉慶以後，督

促各地保甲施行的行政命令更多，另一方面對於流民進入吉林、

長春開墾有更嚴格的禁令，因為「每查辦一次，輒增出流民數千

戶之多，總以該流民等業已聚族相安，奏難驅逐為詞，仍與入冊

安插，再屆查辦復然。」45查辦流民一節已然成為具文，「自此次

清查之後，該將軍務遵照原議，除已墾之外，不准多墾一畝、增

居一戶。」46 

總結來說，順治入關以後，歷康、雍二朝，至乾隆年間已確

立全國地方普遍辦理保甲之政策，主要功能以警備偵防為主。但，

不同皇帝對於民戶是否要全數納入保甲，其立場則有所不同。再

者，保甲職務因時因地互相各異，主在順應各省不同自然人文而

有所變通，地域性色彩相當濃厚。因此以下將進一步論述保甲長

的主要職務，以及不同地區保甲長負責職務亦有所不同。同時，

保甲長的人選資格、派任方式以及任期等項亦一併討論。 

第二節  清初以來保甲制度的變化 

日治時期《臨時臺灣戶口調查記述報文》以清代保甲制度為

「戶口調查單位」，但「調查方法不備」，47不以保甲為維持地方治

安之工具。然而，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事務囑託小林里平則認為：

「（清國）自衛警察有多種，(1)保甲、(2)保甲聯莊、(3)團練、(4)

                                                 
45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十八〉，無頁碼。 
46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十八〉，無頁碼。 
47 臨時臺灣戶口調查部，《臨時臺灣戶口調查記述報文（一）》（東京：民友社，1908

年，明治四十一年刊行），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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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團等等」48可見日人對於清代保甲制度看法差異頗巨，反映出保

甲制之性質於清一代可能已有極複雜之轉變。 

順治入關，兵革未寧，「諸取辦於里甲者，皆沿明制。」49因

仿前明里廂坊之制，將戶口編審置於里甲制上，民年六十歲以上

者開除，十六歲以上者增註，50蓋坊長、廂長、里長所負編審之責

任甚重，除輪年應役，催辦錢糧，勾攝公事外，戶口調查成為其

事務，頗類於戶籍吏，因此「若里長失於取勘，致有脫戶者，一

戶至五戶，笞五十，每五戶加一等罪。」51官吏也要受罰，「本縣

提調正官、首領官吏失於取勘致有脫戶者，十戶笞四十，每十戶

加一等，罪止杖八十。漏口者，十口笞二十，每三十口加一等，

罪止笞四十。知情者併與犯人同罪。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從重論。

若官吏曾經三次立案取勘，已責里長文狀，叮嚀省諭者，事發罪

從里長。」52 

                                                 
48 臺灣慣習研究會原著，黃文新等譯，《臺灣慣習記事（中譯本）》（臺中：臺灣省

文獻委員會，民國77年6月初版），第參卷（上），頁217。 
49 曹剛等修，邱景雍纂，《連江縣志》（臺北：成文出版社，民國56年，據民國十六

年鉛印本影印，中國方志叢書．第76號），卷8，〈戶口〉，頁35a。原文寫作「諸

取辦於里者甲」，語意不通，乃改。 
50（清）崑岡等修，劉啟瑞等纂，《（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九）》，卷157，

〈戶部．戶口．編審〉，頁1a-b/7133。 
51 （清）《史館檔‧食貨志》，〈戶口．編審〉，無頁碼。 
52 （清）姚雨卿原纂、胡仰山增輯，《大清律例會通新纂》（臺北：文海出版社，民

國76年，近代中國史料叢刊3編第22輯，同治十二年纂輯），卷7，〈戶律戶役．脫

漏戶口〉，頁2a-b。同時作者一旁輯註處罰里長的理由在於里長與人戶雜處：「蓋

里長與人戶雜處，近而易知，官吏與人戶懸隔，多而難察，故罪有不同也。如里長

官吏知其脫漏知情，而故縱不問者，並與脫戶漏口之人同罪；若有受財者並計賍以

枉法從重論；若官吏取勘之事已盡，而里長不行用心察檢，以致脫漏隱蔽者，則非

官吏之失矣，故獨坐里長。」參閱（清）姚雨卿原纂、胡仰山增輯，《大清律例會

通新纂》，卷7，〈戶律戶役．脫漏戶口〉，頁4a-b。《大清律例》乃是滿人入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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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十三年（1656）覆准：五年編審一次。53至康熙五十一年

（1712）詔以見今丁冊為額，將來增加人口，永不加賦，惟以其實

數奏聞，54在「滋生人丁、永不加賦」恩詔的基礎上，雍正元年

（1723），在直隸總督李維鈞的力爭之下，終於得到雍正皇帝的同

意，於直隸地區全面施行攤丁入地，55在官員眼中丁糧攤入地畝的

好處不少： 

以前田賦丁糧分徵，年年不能完納，貧民窘困，官員亦

獲罪不得升遷。後來將丁糧攤入畝，不但當年錢糧易完，且

先年積欠未完錢糧全都納完。56 

                                                                                                                     
後沿用《大明律》之成果，經過多次頒布修訂，目前以乾隆五年（1740）版最具代

表性，其乃是清律之定型，也是日後各朝纂修條例之依據。因此筆者選用年代較晚

之《大清律例會通新纂》與《（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較能清楚看出律例

增、刪、改、併、分、合的各種變化。有關《大清律例》的性質，多位學者認為與

其將之視為法典，不如視為行政指示來得更為洽當。如威廉．瓊斯即曾指出：「律

典（筆者按：大清律例）事實上只是一部眾多規範的綱要。……律典是對官吏的一

種指示：若爾所轄朕之臣民犯有殺人罪爾當治之以死刑。用美國的術語來表述，律

典更像一種內部行政指示。」參閱威廉．瓊斯著，蘇亦工譯，〈大清律例研究〉，

收錄於高道蘊（Karen Turner）等編譯，《美國學者論中國法律傳統》（北京：中

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年），頁364。張晉藩也指出：「專制主義極權制度的強

化使明清的法典體系打上了法律隸屬行政的深深印記。《大清律例》的絕大多數條

款，將治罪之法與處分之條混併在一起，最明顯的體現了這一點。」參閱林乾、張

晉藩，〈《戶部則例》的法律適用－兼對幾個問題的回答〉，收錄於朱勇主編，《『崇

德會典』、『戶部則例』及其他》（北京：法律出版社，2003年7月），頁109。 
53 （清）崑岡等修，劉啟瑞等纂，《（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九）》，卷157，

〈戶部．戶口．編審〉，頁1b/7133。 
54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三〉，無頁碼。 
55莊吉發，《清世宗與賦役制度的改革》（臺北：學生書局，民國74年11月初版），頁

76-78。「攤丁入地」之構想，康熙初年即已出現，參閱李華，〈清代前期賦役制

度的改革－從「盛世滋生人丁永不加賦」到「攤丁入畝」〉，《清史論叢》，第1
輯（北京：中華書局出版，1979年8月），頁100-103。 

56中國第一歷史檔案館譯編，《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合肥：黃山書社出版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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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後，其他各省督撫紛紛提疏請求實行攤丁入地，清朝政府

一一給予批准，下表所列者為各省經戶部正式批准將丁銀攤入田

地或田糧記征的時間與攤派方式。 

 
表1：清代各省實行攤丁入地時間表 

省份 議行年份 計攤方式 

廣東 
康熙五十五年

（1716） 
每地銀一兩攤丁銀一錢六釐四毫不等。 

四川 康熙末年 
每糧五升二合至四石六斗不等，算人丁

一丁。 

直隸 雍正元年（1723）
每地賦銀一兩，勻丁銀二錢七釐有零，

遇閏加七釐九毫四絲。 

福建 雍正二年（1724）
每地銀一兩攤入丁銀五分二釐七毫至

三錢一分三釐不等。 

山東 雍正二年（1724） 每地銀一兩攤丁銀一錢一分五釐零 

雲南 雍正三年（1725）
分別田地科則，則每畝攤丁銀三釐六

毫，至七釐六毫不等。 

浙江 雍正四年（1726）
每田賦銀一兩，均攤丁銀一錢四釐五毫

有奇。 

河南 雍正四年（1726）
每地賦銀一兩，合攤丁銀一分一釐七毫

六絲，至二錢七釐二絲零不等。 

陝西 雍正四年（1726） 每地賦銀一兩，合攤丁銀一錢五分三

                                                                                                                     
1998年12月第一版），雍正元年二月初九日，山東監察御史邁柱奏陳攤丁入畝摺，

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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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遇閏每銀一兩，合攤丁銀一錢五分

七釐有奇。 

甘肅 雍正四年（1726）

河東地糧輕而丁多，河西地糧重而丁

少，不能通省一例攤派。河東每銀一

兩，攤丁銀一錢五分九釐三毫有奇，遇

閏每銀一兩，加徵銀一錢七分四釐八

毫。河西每銀一兩，攤丁銀一分六毫有

奇，遇閏不加徵。 

江蘇 

安徽 
雍正五年（1727）

每畝攤徵丁銀一釐一毫至六分二釐九

毫零不等。 

江西 雍正五年（1727）
每地賦銀一兩，合攤徵丁銀一錢五釐六

毫。 

湖南 雍正六年（1728）
每地賦糧一石，合攤丁銀一毫四絲至八

錢六分一釐零不等。 

廣西 雍正六年（1728）
每地賦銀一兩，均攤丁銀一錢三分六釐

零不等。 

湖北 雍正七年（1729）
每地賦銀一兩，合攤丁銀一錢二分九釐

六毫有奇。 

山西 
自雍正二年（1724）

至光緒五年（1879）

乾隆十年議定科則，每糧一石合攤丁銀

一分八釐至二錢二分二釐，賦銀一兩攤

丁銀一錢四分七釐九毫至三錢三分八

釐不等。 

貴州 
乾隆四十二年

（1777）以前 

貴陽等二十九府廳州縣，每畝攤丁銀五

釐四毫四絲零。 



．50．                   清代閩臺地區保甲制度之研究（1708-1895）．邱玟慧．2007 

奉天 
道光二十一年

（1841） 

奉天府尹所屬人丁，每口一錢五分至二

錢有差，收入無籍民人及出戶家人，每

口征銀二錢。共丁稅銀二萬三千四百七

十四兩九錢五分，內無業窮丁銀四千一

百五兩零，攤入地糧徵收。其餘銀兩按

丁交納，遇閏均不加征。 

吉林 光緒九年（1883）
每地銀一兩勻攤丁銀三錢三分八釐六

毫。 
資料來源：（清）崑岡等修，劉啟瑞等纂，《（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九）》，卷157，
〈戶部．戶口．丁銀攤徵〉，頁14a-23a/7139-7144。有關山西與吉林兩地資料則補自韋慶遠、

葉顯恩主編，《清代全史．第五卷》（瀋陽：遼寧人民出版社，1991年10月第一版），頁359-360。
奉天部分則補自（清）崑岡等修，劉啟瑞等纂，《（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九）》，

卷157，〈戶部․戶口〉，頁10a-b/7137。福建部分則與《連江縣志》之載有些許出入，《連

江縣志》載為：「雍正二年，巡撫黃國材又以死亡賠累，民不勝苦，亦以丁糧歸田糧， 每
兩勻銀一錢七分有奇。」較《（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稍多，參閱曹剛等修，邱景雍

纂，《連江縣志》，卷8，〈戶口〉，頁35b。 

攤丁入地的實行使得稅收徵收手續簡易，賦役冊之編制失其

效用，戶籍與賦役之間的聯繫不再緊密連結，反代之以土地與賦

役關係增強，從而使得清政府對於人口流動的控制相較明朝變的

較為放鬆，戶籍編審之事逐漸轉移予保甲。從乾隆二十二年（1757）

諭令可以看出保甲正式成為戶口編審的主要單位： 

凡甲內有盜竊、邪教、賭博、賭具、窩逃、姦拐、私鑄、

私銷、私鹽、跴麯、販賣硝磺，並私立明色，斂財聚會等事，

及面生可疑之徒，責令專司查報，戶口遷移登記，並責隨時

報明。57 

                                                 
57 （清）崑岡等修，劉啟瑞等纂，《（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九）》，卷158，

〈戶部．戶口．保甲〉，頁3b/7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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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若審查嚴密，則糾察盜賊竄逆尤便，並可按戶催科。然，

雍正朝攤丁入地後，「言戶口者，惟保甲是賴。」58保甲成為稅吏，

捨本逐末，原本「寓兵於農」的警衛精神消失無餘，成為保甲漸

弛要素之一。乾隆三十七年（1772）皇帝以「丁銀攤入地糧」與

「康熙五十二年皇祖恩旨，永不加賦」兩項理由，認為編審不過

虛文，乃著永行停止編審，59但其所產生的弊病，可從三年後乾隆

四十年（1775）的上諭見其端倪： 

直省滋生戶口，向惟冊報戶部，朕臨御之初，即飭各督

撫歲計一省戶口倉穀實數，於仲冬具摺以聞，並善冊由部臣

彙覈以進，蓋仿周禮司民掌登民數拜獻於王之意，即藉以驗

海宇富庶豐盈景象，法至善也。顧行之日久，有司視為具文，

大吏亦忽不加察，穀數尚有倉儲可覈，而民數則量為加增，

所報之摺及冊竟有不及實數什之二三者，其何以體朕周知天

下民生本計之心乎？60 

在「所報之摺及冊竟有不及實數什之二三者」的情況下，乾

                                                 
58 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中》（臺北：商務印書館，民國61年），頁497。 
59 （清）崑岡等修，劉啟瑞等纂，《（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九）》，卷157，

〈戶部．戶口．編審〉，頁5a-b/7135。編審之停，始於雍正四年（1726），直隸總

督李紱改編審行保甲一疏中云：「編審五年一舉，雖意在清戶口，不如保甲更為詳

密，既可稽察游民，且不必另查戶口。請自後嚴飭編排人丁，自十六歲以上，無許

一名遺漏。歲底造冊，布政司彙齊，另造總冊進呈。冊內止開里戶人丁實數，免列

花戶，則簿籍不煩，而丁數大備矣。」乾隆五年（1740），戶部又請令各督撫，於

每年十一月，將戶口數與榖數一併造報；番疆、苗界不入編審者，不在此例。從之。

乾隆三十七年（1772），從李瀚請，永停編審。自是，唯有漕運軍丁四年一編審而

已。參閱趙爾巽等撰，國史館校註，《清史稿校註》，卷127，志120，〈食貨一．

戶口．田制〉，頁3445。 
60 （清）崑岡等修，劉啟瑞等纂，《（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九）》，卷157，

〈戶部．戶口．編審〉，頁5b-6a/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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隆皇帝諭斥嚴格施行保甲，「現今直省通查保甲，所在戶口人數，

俱稽考成編，無難按籍而計。嗣後各督撫飭所屬，具實在民數，

上之督撫，督撫彙摺，上之於朝。」61則「直省編查保甲之盡心與

否，即於此可察焉。」62但仍恐督撫仍草率行事，是年年底皇帝再

度曉諭，措辭更為嚴厲： 

各省歲報民數，用以驗盛世閭閻繁庶之徵，自當按年確

覈，豈有一縣之大，每歲僅報滋生數口之理！可見地方有

司，向竟視為具文，而歷任督撫，亦任期隨意填造，不復加

察，似此率略相沿，成何事體！63 

為此，乾隆皇帝特地寬延期限，「所有本年各省應進名冊，均

著展至明年年底繕進。」64目的只在求從容確覈，以其得實，若「各

督撫查辦民數，既不實心，遇有偏災辦賑，復從而遷就迴護，至

窮黎不能普霑實惠，一經訪聞，惟該督撫是問。」65從雍正年間攤

丁入畝漸次施行，到乾隆三十七年（1772）停編審之例，保甲制

歷康雍乾三朝的增減演變，原本弭盜安民之內涵逐漸消失，此種

                                                 
61 （清）崑岡等修，劉啟瑞等纂，《（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九）》，卷157，

〈戶部．戶口．編審〉，頁5b-6a/7135。 
62 （清）崑岡等修，劉啟瑞等纂，《（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九）》，卷157，

〈戶部．戶口．編審〉，頁5b-6a/7135。 
63（清）崑岡等修，劉啟瑞等纂，《（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九）》，卷157，

〈戶部．戶口．編審〉，頁6a-b/7135。據周源和研究，乾隆四十年訓諭批評各省呈

報不實後，人口統計突增四千萬。參閱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

學》（北京，1982年），第2期，頁164。 
64（清）崑岡等修，劉啟瑞等纂，《（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九）》，卷157，

〈戶部．戶口．編審〉，頁6a-b/7135。 
65（清）崑岡等修，劉啟瑞等纂，《（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九）》，卷157，

〈戶部．戶口．編審〉，頁6b/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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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上的深刻改變也將在各地施行保甲過程中產生不同效應。66 

第三節  保甲長的人選與主要職務 

（一）選任、任期與名稱 

《皇朝食貨志》載保甲長的人選：「擇其誠實者聯名公舉點

充」，67同治四年（1865）刊印《欽定戶部則例》也規定：「士民公

舉誠實識字及有身家者，報官點充。」68由於保甲職務繁多，保甲

長之人選必以年力精健且家有資財者才有能力擔任，69並給予破格

優異之殊禮： 

                                                 
66 雖然如此，但亦有學者認為即使乾隆年間由於不少地方人丁編審逐漸流於形式，朝

野之間力主取消人口編審，卻也不可抹煞清代戶籍方面律法的完備亦超越歷代，這

些法律的實行在保障人丁編審與賦役徵收上曾經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參閱蔣德

學，〈試論清代人口編審的幾個問題〉，《貴州社會科學》（貴州，1984年5月），

總25期，頁77。 
67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十一〉，無頁碼。 
68 （清）承啟、英傑等纂，《欽定戶部則例》（臺北：成文出版社，民國57年，同治

四年校刊版），卷3，〈戶口．保甲〉，頁6a/265。康熙時人黃六鴻《福惠全書》中

即載：「每鄉擬正陪二人，報縣以憑本縣親選鄉地等不得隱蔽賢能，徇私忘舉，查

出重究。既報之後，縣官再行細訪所報果屬俱賢，並無隱蔽，方票行鄉地將公舉賢

能保長某某等，起送到縣，俟其到時，不坐大堂，於川堂引見，免其跪叩，觀其狀

貌，不類庸常，聽其應對，頗有識見，看其年力，果屬精健，驗其服飾，實居殷厚，

便為點記，隨待以霽言溫語，另期以禮任事。」參閱（清）黃六鴻，《福惠全書》，

卷21，〈保甲部〉，頁5a。 
69 早在宋時，湖南安撫司言潭州條畫措置保伍，令諸縣管下，鄉分五家，結為一甲，

家出一丁，其丁多之家兩丁，一甲之內推一名為甲頭，五甲內輪一名為隊長，於都

內又推一名物力高者為團長，同保正副統率其丁器杖等，各隨所有，防禦盜賊，見

楊家駱主編，《宋會要輯本第十四冊》，卷8360，〈兵二〉，頁47a-b。可見擔任此種

職位者選家道甚殷、物力高者，應為共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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俟四鄉公舉已畢，內中每鄉選任一人，於一人記明候

用。其選任者至期，官陞大堂，先備燒金銀花紅綢酒榼鼓樂

命約地等伴，領新保長由東角門進，至滴水簷下排立鼓吹舉

樂，陰陽生為之簪花披紅，縣官起立，新保長先行庭參後四

叩，縣官出案傍答揖，禮畢，陰陽生執壺把盞捧榼，縣官親

為遞酒斟三巡畢，新保長稱謝，免行禮，鼓樂前導，由中門

而出，印給優免夫差票，城廂保長共一人，合之四鄉共五人，

其舉選優禮亦如之。70 

簡言之就是要「官待之以客禮」，71不可隨意輕侮，並給予戳

記獲執照（圖版1），「使條白得達于官。」72 

 

 

 

 

 

 

 

 

 

 

                                                 
70 （清）黃六鴻，《福惠全書》，卷21，〈保甲部〉，頁5a-b。 
71 （清）包世臣，《安吳四種》（臺北：文海出版社，民國57年，近代中國史料叢刊

第30輯第294冊），卷28上，〈齊民四術‧卷四上‧禮一上‧說保甲事宜〉，頁5b。 
72 （清）包世臣，《安吳四種》，卷28上，〈齊民四術‧卷四上‧禮一上‧說保甲事

宜〉，頁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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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1：保甲長執照 

 
 

資料來源：（清）徐棟，《保甲書》，收錄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類，859冊，卷2，

〈成規上〉，頁29a/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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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規定：「凡十家長保正長，俱選之庶民，不及青衿衙役，以

青衿有妨肄業，衙役善作奸也。」73《大清律例》中亦清楚載明，

若以不當人選任保甲長者，官民均須受罰，《大清律例會通新纂》

卷7即載：「凡各處人民，每一百戶內議設里長一名，甲首一十名，

輪年應役，……，須於本鄉年高有德，眾所推服人內選充，不許

霸閑吏卒，及有過之人充應。違者，杖六十，
革退

。」如有妄稱保

甲長等人，「杖一百，遷徙，比流減半，准徒二年。」又設耆老，

「必選一鄉之望，豈得以罷開吏卒，及有過犯曾經決罰之人充應，

違者，杖六十，當該官吏，笞四十。」74卷24又載：「編排保甲，

保正、甲長、牌頭須選勤慎練達之人，點充如豪橫之徒，藉名武

斷，該管官嚴查究革，從重治罪。」75可見官方相當注意有關保甲

長之人選選任，也突顯了保甲長作為地方行政之一環，有其弊害

存在，因此即使如此優禮，保甲長仍是「潔身自愛者，不肯充當」，

因為「差役斥罵之，家丁肆辱之」，76而讓非安分之徒有鑽營之縫，

乃有本該是弭盜安民查緝賊匪責任的保甲長卻「遇事生風，架局

嚇騙」情形發生。77如嘉慶二十二年（1817）陝西巡撫朱勳奏報永

                                                 
73 （清）黃六鴻，《福惠全書》，卷21，〈保甲部〉，頁8b。 
74 以上引文均出自（清）姚雨卿原纂、胡仰山增輯，《大清律例會通新纂》，卷7，〈戶

律戶役．禁革主保里長〉，頁1a-b。 
75 （清）姚雨卿原纂、胡仰山增輯，《大清律例會通新纂》，卷24，〈刑律賊盜下．

盜賊窩主〉，頁6b。 
76 王雲五主編，《道咸同光四朝奏議》，第1輯（臺北：商務印書館，民國59年6月初

版），道光十八年，山西道監察御史杜彥士奏摺，頁437。 
77（清）陳文達，《臺灣縣志》（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民國60年6月印刷，臺

灣文獻叢刊第103種。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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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縣監生洪運私開煤礦，不查造工人年貌籍貫清冊，該縣衙門門

丁藉之勒索先後數次，78「甚至窩藏匪類，似害良民。」79結果「本

欲安民也，而反以擾民；本欲無事也，而反以多事；本欲弭盜也，

而反以窩盜。」80早在雍正皇帝與臣子討論保甲時，便嘆：「為政

以得人為要，用得其人，自能因地制宜，順時敷教，若不得人，

縱奇策神術徒美聽聞耳。」81因此黃六鴻一再說明保甲之成敗在於

人：「夫保甲之安擾，視乎其法，保甲之興廢，視乎其人，蓋法之

不善，有擾而無安，人之不得，名存而實亡。」82可見，保甲長未

能有適當人選充任，一直是清代保甲未能發揮功能的原因之一，

類似圖版2之正堂示便成為清代官箴書中常見圖像。 

 

 

 

 

 

 

 

 

 

                                                 
78 （清）《外紀檔》（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院藏），陝西巡撫朱勳奏摺，嘉慶二十

二年十月二十八日奉硃批。 
79 （清）陳文達，《臺灣縣志》，頁61。 
80 （清）陳文達，《臺灣縣志》，頁61。 
81 （清）《史館檔‧食貨志》，〈戶口．保甲〉，無頁碼。 
82 （清）黃六鴻，《福惠全書》，卷21，〈保甲部〉，頁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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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2：正堂示 

 
資料來源：（清）徐棟，《保甲書》，收錄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類，859冊，卷2，

〈成規上〉，頁38a/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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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保甲長有無任何經費或任何薪俸？《安平縣雜記》中

的「保甲局」是有領取薪俸的： 

保甲之法，所以訐奸而盡暴也。就臺南郡城而論，城

內設有保（甲）局（原在東安方之王宮祠），大西門外亦設

有保甲分局，凡民間口角小事，均得審訊，分局委員係雜

職為之，月給薪水三十元、二十元不等。83 

然而，「保甲局」並非常設機構，以臺灣為例，亦僅有兩次設

立保甲局，分別是同治十三年（1874）與光緒十一年（1885），均

在戰爭期間，且設立時間僅有數月，後來都因為經費無著而裁撤。

84 就《大清律例》中，筆者亦無看到有關保甲長薪俸的規定，基

本上可以論定清代保甲制中的保甲長並無薪俸，因此才屢屢有保

甲長「武斷鄉曲」、「鄉保訛索」之言出現。乾隆二十二年（1757），

直隸總督方觀承奏地方徧行保甲，「責懲多而獎賞少，且往來城邑

不無勞費，是以稍能自給、愛惜顏面者不願承充。」請給實心稽

查者酌加獎賞，口冊籍需用紙筆，於辦公項內酌給，以免借名派

累，州縣官實力奉行者「司道覈詳記功，遇有升調，聲明保薦，」

實行不力者記過揭參，85可知保甲長懲多賞少，動輒得咎，「升調

記過」也僅限於州縣官，而非實際執行事務的保甲長。也曾有官

員上奏照書吏役滿考送吏員之例，給予鄉保獎勸，卻被皇帝直斥

不可行： 

（嘉慶）二十年，諭內閣御史陶澍奏請立鄉保獎勸之法

                                                 
83 不著撰人，《安平縣雜記》（臺北：大通書局，民國76年，文叢第52種），頁100。 
84 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北：聯經出版社，民國68年），頁242。此時所謂

的「保甲局」，多已交由紳耆主持，基本上屬於團練的一部分。 
85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十一〉，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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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摺，直隸各州縣編排保甲，原應慎選保長，俾司稽查，並

嚴禁胥役訛索，不得視為賤役，令無賴之人承充滋弊。至於

城鄉地方，雖遠近不齊，其分里分甲，設立門牌，甄別良莠，

規制則一，亦非鄉保之責獨重，若照書吏役滿考送吏員之

例，給予獎勸，不特人數眾多，礙難辦理，且此等鄉曲小民，

亦豈能明習吏事，濫登仕籍，該御史所奏迂闊不可行。86 

陶澍為嘉慶年間頗有聲名之循吏，其建議雖未被嘉慶皇帝加

以採納，87但其奏文內容已經反映鄉保職役責重位輕，非但沒有升

遷管道，更被視為「賤役」，從而有前文所說「潔身自愛者，不願

充當」，給予地方惡棍可趁之機，「無賴之人承充滋弊。」 

至於保甲長之任期，明末部分官箴有其規定：「保長保副，三

年一更，甲長一年一更，因事坐革者不在此例。」88康熙年間保正

甲長則 

沒有清楚規定擔任的年限：「（保正甲長）必于十一家之內，擇其

殷實老成有子弟者充之，非有故不更。」89至乾隆二十二年（1757），

已有類似明末的規條：「牌長、甲長三年更代，保長一年更代」90之

                                                 
86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二十〉，無頁碼。 
87 大陸學者段超所著《陶澍與嘉道經世思想研究》一書中，亦提及陶澍對於推行保甲

的看法與努力，但作者卻未注意到陶澍此一建議並未被嘉慶皇帝所採納，卻將之算

入陶澍改革成功的成果之一，恐有誤解。參閱段超，《陶澍與嘉道經世思想研究》

（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年9月第1版），頁83。 
88 （明）黃承玄，《盟鷗堂集》（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傅斯年圖書館館

藏，紙燒本，東京高橋情報システム株式會社製作，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崇禎元年

序刊本影印），卷29，〈公移‧約保事宜〉，頁2a-2b。 
89 （清）黃六鴻，《福惠全書》，卷21，〈保甲部〉，頁4b。 
90趙爾巽等撰，國史館校註，《清史稿校註》，卷127，志120，〈食貨一．戶口．田制〉，

頁3441；（清）崑岡等修，劉啟瑞等纂，《（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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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清律例中亦有「凡各處人民，每一百戶內議設里長一名，

甲首一十名，輪年應役，催辦錢糧，勾攝公事。」條款，91雖說是

「限年更代，以均勞逸。」92但是施行似乎並不嚴格，且到底是一

年一任或三年一任，也未有明確規定，因此就會看到「各局差如

釐金、保甲、督銷等局委員、委紳，有十數年未換者。苦樂亦覺

不均。」93 

名稱方面，各地保甲長本身所承擔之職務隨著地區之不同而

異，就連名稱也有所差異，「鄉長」、「保長」、「甲首」、「牌頭」為

內地漢人編查保甲時最常使用之名詞，94沿海、沿河地區設有「船

長」、「澳甲」、「澳保」，蒙古地方稱為「十家長」，95亦有稱鄉約者，

                                                                                                                     
卷158，〈戶部．戶口．保甲〉，頁3a/7146。 

91 （清）姚雨卿原纂、胡仰山增輯，《大清律例會通新纂》，卷7，〈戶律戶役．禁革

主保里長〉，頁1b。 
92 （清）崑岡等修，劉啟瑞等纂，《（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九）》，卷158，

〈戶部．戶口．保甲〉，頁3b/7146；（清）承啟、英傑等纂，《欽定戶部則例》，

卷3，〈戶口．保甲〉，頁4b/262。 
93 王雲五主編，《道咸同光四朝奏議》，第9輯，頁146，光緒七年漕運總督黎培敬奏

摺。對於清代臺灣熟番類似於漢人保甲長角色之「通事」，也有同樣情形。雖然「歲

一給牌」需奉上花紅，新縣官上任也有「更換通事名色」，但乾隆年間岸裡社通事

張達京卻能身為通事四十三年，直到其業大勢大，引起清政府之側目。參閱尹章義，

〈臺灣北部拓墾初期「通事」之角色與功能〉，收入尹章義，《臺灣開發史研究》

（臺北：聯經出版社，民國76年出版），頁197。 
94論者指出此種詞語的發展乃是在乾隆時期保甲取代里甲成為清代官方在地方基層設

立的組織的過程中，保甲組織承擔各種地方公務造成的，也是清代保甲組織不同於

前代的明顯特點。參閱孫海泉，〈清代賦役制度變革後的地方基層組織〉，《河北

學刊》，第24卷第6期（石家莊，2004年11月），頁174，此文乃是作者2002年博士

論文其中一小節。 
95 （清）承啟、英傑等纂，《欽定戶部則例》，卷3，〈戶口．保甲〉，頁9b/272；（清）

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八〉，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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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編查旗人戶口者則稱為「佐領」、「領催」，97回部則以「伯克」稽

察，98雲貴苗傜多者則以「土司」查察，名雖不同，性質與目的則

相近，均在弭盜安民、巡察地方。名詞上的混淆其實表現的是清

代鄉村社會的複雜性與多元性。 

（二）主要職務與相關律令 

1、 編查戶口 

保甲最初的目的本為「弭盜安民」，加上編審之例漸停，戶口

之事轉至保甲身上，成為保甲主要職務內容。清戶口之別，分為

                                                 
96 道光五年（1825）伊犁將軍慶祥奏報察哈爾因索欠挾嫌一家二命案中，即可見「鄉

約」通報案情之角色，參閱（清）《外紀檔》，伊犁將軍慶祥奏摺，道光五年九月

二十八日奉硃批。經葉高樹老師提醒本案中「鄉約」一詞可能透露之特殊性，乃列

原文如下：「據伊里署理事同知達春布報鄉約等稟稱：道光五年六月初二日午後，

大河沿民人候昣報稱，伊雇主周秉祿同雇夥杜三，往察哈爾游牧記帳，路過庫素木

齊山內，因索欠起衅，被察哈爾閒散扣肯用鳥鎗打傷二命身死一案。當飭該同知驗

緝詳報，並飭營一體嚴緝，去後旋據報拿獲扣肯並鳥鎗一桿，即飭訊詳嗣。據詳稱

驗得已死民人周秉碌（註：前寫祿）年四十八歲，右乳骨縫有鳥鎗打傷一處，傷口

潰爛，難糧分寸，深透入骨，皮肉焦黑，左後脥鎗傷一處，圍圓二寸九分，黑色鉛

子前入後出。又驗得已死民人杜三約年四十餘歲，右血盆骨縫有鳥鎗打傷一處，圍

圓三寸五分，深透入骨，皮肉焦黑，脊背有骨縫鳥鎗一處，圍圓三寸一分，黑色鉛

子前入後出，俱係些前被鳥鎗打傷透過身死，填單附卷凶器書貯，提犯嚴訊。……

此案察哈爾閒散扣肯因周秉祿等逼討欠債，氣忿殺害，施放鳥鎗，連斃周秉祿、杜

三二命，實擬扣肯一犯，合依殺一家非死罪二命斬立決梟示例，擬斬立決，梟示邊

疆重地等凶犯。」 
97 （清）承啟、英傑等纂，《欽定戶部則例》，卷3，〈戶口．保甲〉，頁7a/267；（清）

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八〉，無頁碼；（清）姚雨卿原纂、胡

仰山增輯，《大清律例會通新纂》，卷33，〈刑律．捕亡．徒流人逃〉，頁3b-4b。 
98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十二〉，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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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戶、軍戶、匠戶、竈戶、回戶、番戶、羌戶、苗戶、猺戶、夷

戶等十種，99不論哪一種戶口類別，理論上都必須「著之於籍、編

之以甲，」每戶印給門牌，「書其家長之名，與其丁男之數，而歲

更之。十家為牌，牌有頭，十牌為甲，甲有長，十甲為保，保有

正，稽其犯令作匿者而報。」100 

編查戶口的工作主在給發門牌之後，登錄於循環冊上，以便

查覈。「給發用印門牌，開寫本戶姓名口數、年齒生業，如有故絕

遷移，及外來無稽之人，隨時呈報劫口外地方，」101每年正月編查

確立之後，寫循環二冊，「一存州縣、一交鄉保，凡村莊戶口生故

遷移、改習行業，以及外出流寓分別開註，季底將循冊繳送，印

官查對，環冊改註，發交鄉保，於下季之底，將環冊交送查對。」

                                                 
99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一〉，無頁碼。其分類為詳細：

「有民戶，土著者、流寓入籍者、八旗消除旗檔者、漢軍出旗者、所在安置為民者，

皆為民戶。有軍戶，原編屯衛、或歸併廳州縣、或仍隸衛所官，其屯丁皆為軍戶，

凡充發為軍者，其隨配之子孫及到配所生之子孫亦為軍戶。有匠戶，原編丁冊各省

皆有匠戶輪班供役，嗣改為按戶徵銀解京代班曰匠銀後，各省漸次攤入地丁徵收，

惟於賦役全書仍存其目。有竈戶，各鹽場井竈丁是為竈戶。有漁戶，原編漁戶皆隸

河泊所，後漸次歸併入州縣。有回戶，各省散處之回民皆列于民戶，惟甘肅撒拉爾

等回民，仍設土司管轄，又鎮西府迪化州有驛站回戶，伊犁有種地回戶，及南路各

城所屬皆為回戶。有番戶，甘肅循化、莊浪、貴德、洮州、四川雜谷、懋功、打箭

爐、雲南維西、中甸、福建臺灣理番同知等處所屬為番戶。有羌戶，甘肅階州、四

川茂州所屬有羌戶。有苗戶，湖南乾州、鳳凰、永綏、城步、綏寧、四川酉楊、秀

山、廣西龍盛、懷遠、慶遠、泗城、貴州都勻、興義、黎平、松桃等處所屬有苗戶。

有猺戶，湖南、廣東理猺同知等所屬為猺戶。有黎戶，廣東瓊州所屬有黎戶。有夷

戶，雲南雲龍、騰越、順寧、普洱等處所屬有夷戶。」除了「戶」分為十種，「丁」

亦分為五種，分別為民丁、站丁、土軍丁、衛丁、屯丁，參閱趙爾巽等撰，國史館

校註，《清史稿校註》，卷127，志120，〈食貨一．戶口．田制〉，頁3444。 
100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一〉，無頁碼。 
101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十一〉，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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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如此，一循一環，按季更換，「出具並無容留匪類甘結，自不至

有藏姦捏結之弊。」103而「其鰥寡孤獨不任役者，則帶管於百一十

戶之外，而列於圖後，名曰畸零。」104此外，部分更為積極的地方

官亦繪上地圖，如乾隆時能臣富尼漢擔任山東臬司任內，「令各州

縣查明境內城鄉村堡各名目，繪一總圖，各村各堡各繪散圖，凡

山川道路及大小丁口，詳登彙冊，縣將此與臬司參酌，頒式繪造，

據各州縣因到鄉編查，盤獲各省逃犯甚多，是行之頗有成效。」105

所謂門牌冊式各地或有不同，又細分為民戶、舖戶、船戶、寺廟、

丐頭等類。（見圖版編號 3、4、5、6） 

 

 

 

 

 

 

 

 

                                                 
102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十一〉，無頁碼。 
103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十一〉，無頁碼。 
104 （清）姚雨卿原纂、胡仰山增輯，《大清律例會通新纂》，卷7，〈戶律戶役．禁革

主保里長〉，頁1b-2a。 
105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十三〉，無頁碼。然而，由編查

門牌而衍生出的種種滋弊實多，如嘉慶二十三年左都御史景祿奏報北城吏目申啟堂

於應行取保之人縱容吏役索詐錢文，至編查門牌，多所滋擾，不免有訛索等事。最

後將申啟堂解任，並書吏生姓、皂隸劉四、程五等一併交刑部審訊。參閱（清）《外

紀檔》，左都御史景祿奏摺，嘉慶二十三年十月十七日奉硃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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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3：民戶門牌冊式一 

 

 

 

 

 

 

 

 

 

 

 

 

 

 

 

 

 

 

 
資料來源：（清）陳僅，《南山保甲書》（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傅斯年圖書館

館藏，道光乙巳孟冬刊四明繼雅堂藏板），民戶門牌，頁4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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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4：民戶門牌冊式二 

 

 

 

 

 

 

 

 

 

 

 

 

 

 

 

 

 

 

 

資料來源：（清）陳僅，《南山保甲書》，民戶門牌，頁4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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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5：光緒年間臺灣門牌冊式 

 
 
資料來源：蕭富隆、林坤山編著，《苑裡地區古文書集（下）》（南投：臺灣文獻館，民國

93年11月出版），〈門牌〉，光緒十二年五月，頁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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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6：舖戶門牌冊式 

 
資料來源：（清）陳僅，《南山保甲書》，舖戶門牌，頁47b-4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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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掌握地方社會實情，保甲長成為州縣官協助州縣官查辦

戶口的主要人員，然而一旦牽涉到戶口的詳覈，地方事務的監督

查報幾乎均屬保甲長之職。《福惠全書》中〈十家長條約〉已經賦

予保甲長繁重職務，106雍正時鹽務的監督亦模仿保甲添設團長、甲

長監督之，107雍正皇帝頗有所感：「言之甚美，聽之悅耳，然非沽

名釣譽好好先生寬仁厚德督撫所能清理者。」108清代保甲主要職務

內容可以乾隆二十二年（1757）諭令為代表： 

凡甲內有盜竊、邪教、賭博、賭具、窩逃、姦拐、私鑄、

私銷、私鹽、跴麯、販賣硝磺，並私立明色，斂財聚會等事，

及面生可疑之徒，責令專司查報，戶口遷移登記，並責隨時

報明。於門牌內改填換給，牌甲保各長，果能稽查詳慎，首

報得實，酌量獎賞，儻應查不查，應報不報，按律分別治罪，

鄰省鄰縣差役，直持印票，到境拘拏盜賊及逃犯，保甲長密

同捕獲，免其失察之罪。若差役誣執平民，許保甲長赴本管

官剖白候奪，儻係玩庇，按律究治，地方官奉行保甲，若虛

文塞責，及濫任匪人，藉端滋擾者，題恭議處。109 

                                                 
106 （清）黃六鴻，《福惠全書》，卷21，〈保甲部〉，頁10a。全文參閱附錄二。 
107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8輯（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

67年6月），雍正五年九月初二，福建總督高其倬奏摺，頁797-798。 
108國立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8輯，雍正五年九月初二，福建總督

高其倬奏摺，頁797-798。 
109（清）崑岡等修，劉啟瑞等纂，《（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九）》，卷158，

〈戶部．戶口．保甲〉，頁3b-4a/7146。此一律例後來竟有民人以之鑽隙誣告，企

圖求取獎賞。道光三年（1823）直隸總督蔣攸銛奏報東安縣民楊明遠以邪教通勒入

夥情急首告等情，查明後才知是烏龍一場，因為被控諸人均係食賑貧民，據供與楊

明遠各有風嫌，實無傳習邪教情事。該民人楊明遠就是查引保甲諭旨中有能呈首邪

教者，賜官受職，希圖自己續俸功名，最後以誣告充軍。參閱（清）《外紀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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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四年（1865）刊印《欽定戶部例則》有關保甲的細節規

範更為詳細，共計34條，110內容包括了有關八旗、紳衿、僧道、流

丐、棚民等人之查報，也包含了京城、東北、蒙古、沿海各省等

不同區域保甲施行之重點。以八旗人丁編審為例，「八旗凡遇比丁

之年，各該旗務將所有丁冊，逐一嚴查，如有漏隱，即據實報出，

補行造冊送部。如該旗不行詳查，經部查出，及交部查議。」111《清

史稿校註》與《（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則載：「定例三年

編審一次，令各佐領稽察已成丁者，增入丁冊。有隱匿壯丁入官，

伊主及佐領、領催各罰責有差。凡壯丁三百名為一佐領，後改定

為二百名。」112康熙四年（1665），「令滿洲、蒙古佐領內餘丁多至

                                                                                                                     
直隸總督蔣攸銛奏摺，道光三年十一月二十九日奉硃批。 

110 （清）承啟、英傑等纂，《欽定戶部則例》，卷3，〈戶口．保甲〉，頁4a-16a/261-285。
全文參閱附錄三。論者指出由於《大清律例．戶律》中的相當部分例文取資於《戶

部則例》，因此《戶部則例》是修訂《大清律例．戶律》的重要根據。由於受到律

例文字表述的限制，入律後的例文有些並不完整表達《戶部則例》中的原意，甚至

相互牴牾、衝突，為法律適用帶來不便，因此很多入律的例文必須查找《戶部則例》

的原則，才能知其所以然。因此，《戶部則例》中某些重要的例文，經過一定程序

編入《大清律例》，部分民事案件依照《大清律例》審結與依照《戶部則例》審結

在結果上具有一致性。簡言之，《戶部則例》不僅針對民事法律關係的法展及時修

訂，以補充《大清律例．戶律》的不足，而且在司法實踐中起到了法律根據的作用，

尤其是嘉道以後律例與則例出現明顯矛盾，以致在實踐中依則例而不依律例，這是

因為則例具有現實性、時效性，而非作為成法的律例可比。參閱張晉藩、林乾，〈《戶

部則例》與清代民事法律探源〉，收錄於朱勇主編，《『崇德會典』、『戶部則例』

及其他》，頁123-130。 
111 （清）姚雨卿原纂、胡仰山增輯，《大清律例會通新纂》，卷7，〈戶律戶役．脫漏

戶口〉，頁5a。 
112趙爾巽等撰，國史館校註，《清史稿校註》，卷127，志120，〈食貨一．戶口．田制〉，

頁3449；（清）崑岡等修，劉啟瑞等纂，《（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九）》，

卷154，〈戶部．戶口．編八旗壯丁〉，頁1a/7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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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以上，願分兩佐領者，聽。」113雍正四年（1726），「諭八旗都

統及直省駐防都統、將軍等，交與佐領、驍騎校、領催，將新舊

壯丁逐戶開明，並編審各官姓名，保結送部。其未成丁，及非正

身良家子弟，並應除人丁，驗實開除。」114可知清前期，八旗人丁

之編審與內地漢民編審分開，主要由佐領負責，而佐領與漢人保

甲長並不相互糾察。然，乾隆以後，八旗漢軍被准編入民戶保甲

中： 

（乾隆七年）八旗漢軍，其初本係漢人。有從龍入關者，

有定鼎後投誠者，有緣罪入旗與夫三藩戶下歸入者，有內務

府、王宮包衣撥出者，以及招募之炮手，過繼之異姓，並隨

母姻親等類，先後歸旗，情節不一。中為從龍人員子孫，皆

係舊有功勳，毋庸另議更張。其餘各項人民等，朕欲廣其謀

生之路。倘願改歸原籍，准其一例編入保甲。有願外省居住

者，亦准前往。此內如有世職，仍許承襲。不願出旗者，聽。

115 
但這一條規定，是有但書的：「前降諭旨，原指未經出仕及微

末之員而言。至於服官既久，世受國恩之人，其本身及子弟，均

                                                 
113趙爾巽等撰，國史館校註，《清史稿校註》，卷127，志120，〈食貨一．戶口．田制〉，

頁3449；（清）崑岡等修，劉啟瑞等纂，《（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九）》，

卷154，〈戶部．戶口．編八旗壯丁〉，頁1a/7099。 
114趙爾巽等撰，國史館校註，《清史稿校註》，卷127，志120，〈食貨一．戶口．田制〉，

頁3449；（清）崑岡等修，劉啟瑞等纂，《（光緒朝）欽定大清會典事例（九）》，

卷154，〈戶部．戶口．編八旗壯丁〉，頁1a-b/7099。 
115趙爾巽等撰，國史館校註，《清史稿校註》，卷127，志120，〈食貨一．戶口．田制〉，

頁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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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呈請出旗。」116至乾隆二十六年（1761）再度放寬限制：「旗

員自五品以上，俱不許改歸民籍。其餘在京報明該旗咨部轉行各

省，在外呈明督撫咨報部旗，編入民籍，並准一體考試。」117再以

紳衿為例，不論是《大清律例》或《欽定戶部則例》中均規定：「凡

紳衿之家，與齊民一體編次，聽保甲長稽查，違者照脫戶律治罪，

地方官循情不詳報者，交部照例議處。至充保長、甲長，併輪直、

支更、看柵等役，紳衿免派。」118 

 

                                                 
116趙爾巽等撰，國史館校註，《清史稿校註》，卷127，志120，〈食貨一．戶口．田制〉，

頁3450。 
117趙爾巽等撰，國史館校註，《清史稿校註》，卷127，志120，〈食貨一．戶口．田制〉，

頁3450。 
118 （清）姚雨卿原纂、胡仰山增輯，《大清律例會通新纂》，卷7，〈戶律戶役．賦役

不均〉，頁2b-3a。（清）承啟、英傑等纂，《欽定戶部則例》，卷3，〈戶口．保

甲〉，頁6b-7a/266-267。不過在筆者收集史料過程中發現，這一條規定其實並沒有

被嚴格遵守，甚至因應各地區社會情況不同，地方官有時候也會主動要求地方紳士

參與此類地方雜事，沒有出力至少也要出錢，如嘉慶年間《雲霄廳志》即載：「蓋

惟重門擊柝，以待暴客，此即後世支更防夜之所自來也。守望相助，同井之義，本

不分於士民兵農。古者，讀書則為士，耕田則為農，無事則為民，有事則為兵，無

二道也，豈不聞為貧而仕者之猶云抱關擊柝乎？固不以賤役而鄙之也。後世流品分

矣，然而紳士之家，亦可僱人代替，酌給燈油工食，不必親其事也。敝處江蘇支更

法最嚴，雖將相世家，亦與齊民輪值，但齊民勞力，紳衿僱人代替而已，所以嚴守

衛，均勞逸也。倘若徇流俗之見，等之執鞭之士，而但以派齊民，則無論有士，反

以累民，從古無此不恕之法，其事必不可行，即勉強行之矣，而文風日盛，千百家

中，大半皆居紳士，為齊民者不亦難乎？蓋古之守望歸同井，今之守望歸同甲，其

意祇在嚴防盜賊，使紳士各自保其身家耳，古聖賢且不以為恥，今又何辱之有焉？

刻下夜長日短，宵小易生，其擾害者，在紳士為尤甚。蓋紳士之身家，自較齊民稍

優也，現在嚴諭地保，按戶輪流支更，恐此地向無成例，而紳士中或有未免流俗之

見者，故援古以申明之。」參閱（清）薛凝度修、吳文林纂，《雲霄廳志》（臺北：

成文出版社，民國56年12月出版，據清嘉慶二十一年修、民國二十四年鉛字重印本

影印，中國方志叢書．第89號），卷3，〈支更〉，頁22a-22b/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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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流動人口 

有關其他流動人口規定亦詳。以僧道為例，「寺觀僧道，責令

僧綱道紀，按季冊報。凡有游方僧道形跡可疑及為匪不法者，稟

官查逐。若混留滋事，住持治罪，僧道官革。究其各省回民，責

令禮拜寺掌教，稽查約束，有出外為匪者，將掌教之人一併治罪。」

119寺廟也有相應的戶口冊式，見下圖版7。 

圖版7：寺廟冊式 
資料來源：（清）徐棟，《保甲書》，收錄

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類，859冊，

卷2，〈成規上〉，頁40a/89。 

 

 

 

 

 

 

 

 

 

 

 

 

 

                                                 
119 （清）承啟、英傑等纂，《欽定戶部則例》，卷3，〈戶口．保甲〉，頁8b-9a/27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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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二十三年（1818）禮部尚書穆克登額奏為稽查官管廟宇

年終會奏事一摺中便可見到其細節乃是配合步軍統領與順天府五

城共同施行： 

內外城廟宇，由步軍統領及都理街道衙門順天府五城，一同

稽查，其城內官廟共五十處，尚無容留來歷不明之人，其供

佛正殿及配廡等處，亦無私行租賃等事；至京城以外官管廟

宇，共二十七處，現據步軍統領衙門、順天府五城報部，均

無私行租賃及來歷不明之人，並據各廟出具甘結到部。120 

喇嘛等人亦需受稽察，如蒙古地方「其扎薩克大喇嘛等各寺

廟，儻容留他處喇嘛者，亦嚴查驅逐，應如所請辦理。該十家長、

鄉長等，或不及覺察，或知情隱匿，及窩留盜匪之家，與鄰舍等

皆照例治罪，該佐領驍騎校亦分別查議。」121  

以流丐為例，「外來流丐，保正督率丐頭稽查少壯者，詢明籍

貫，稟官遞回原籍安插，其餘歸入棲流等所管束，不許散處滋事。」

122以棚民為例，棚民之稱，起於江西、浙江、福建三省，123其特性

在於「聚處山場，與居民間隔，且多係外方之人，往來無定，」124，

以藝麻種菁，開爐煽鐵，造紙製菇為業，125浙江省一地更為之定有

                                                 
120 （清）《外紀檔》，禮部等衙門禮部尚書穆克登額奏摺，嘉慶二十三年十二月二十

九日奉硃批。 
121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八〉，無頁碼。 
122 （清）承啟、英傑等纂，《欽定戶部則例》，卷3，〈戶口．保甲〉，頁9a/271。 
123趙爾巽等撰，國史館校註，《清史稿校註》，卷127，志120，〈食貨一．戶口．田制〉，

頁3442。 
124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二十〉，無頁碼。 
125趙爾巽等撰，國史館校註，《清史稿校註》，卷127，志120，〈食貨一．戶口．田制〉，

頁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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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章程。雍正四年（1726），定例照保甲法一體編查，冊式亦有，

見圖版8。乾隆二十八年（1763），「定各省棚民單身賃墾者，令於

原籍州縣領給印票，並有親族保領，方准租種安插，倘有來歷不

明，責重保人糾舉報究。」126廣東省寮民其性質亦類於棚民，同樣

需要「每寮給牌互相保結，責令寮長鈐束，倘窩藏奸宄容隱不報，

查出治罪。其業主招佃及寮丁墾種官山，俱赴官報明查驗，准其

搭寮耕種，違者，招佃之山主照違令律治罪，墾種寮丁照盜耕田

畝律治罪。」127  

 

 

 

 

 

 

 

 

 

 

 

 

 

                                                 
126趙爾巽等撰，國史館校註，《清史稿校註》，卷127，志120，〈食貨一．戶口．田制〉，

頁3442-3443。 
127 （清）承啟、英傑等纂，《欽定戶部則例》，卷3，〈戶口．保甲〉，頁10b-11a/27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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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8：流丐冊式 

 

 

 

 

 

 

 

 

 

 

 

 

 

 

 

 

資料來源：（清）徐棟，《保甲書》，收錄於《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類，859冊，卷2，

〈成規上〉，頁47a-b/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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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所謂的「不列戶」冊式，企圖以之掌握地方上流

動不定、居住無所的人口。 

圖版9：不列戶冊式 

 

 

 

 

 

 

 

 

 

 

 

 

 

 

 

 

 

 

 

 
資料來源：（清）陳僅，《南山保甲書》，不列戶冊式，頁5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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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方雜務 

各省保甲職務亦均與當地民生安理有密切相關，如吉林、伯

都訥、寧古塔等處，「如有一人偷挖人蔘，私買貂皮，擅墾地畝，

隱匿熟田，及賭博滋事者，將犯枷責遞解外，仍將連保四人，一

併遞解地方官知情。」128前面所提嘉慶年間陝西巡撫朱勳奏稱永壽

縣有「監生洪運私開煤窯」，因為「各煤窯所僱人手多久暫不一，

奸良莫辨，」，所以「應仍照舊，設立循環各簿，以備稽核，並令

該縣不時親赴各窯，按冊點驗。」129也反映出當地地方產業的人口

流動，本有舊例設下循環簿備查。若有特殊稀有礦產之出土，更

將吸引民眾開採，而有「易滋事端」之慮，如道光元年（1821），

江西高安縣知縣王敦吏詳「民人張州蘊以該縣土名古樓岡山場內

有金礦苗沙現露，已向業主鄧元鑑租賃，呈請開採納課等情，經

前撫臣瑺弼批司查議，並經督臣孫玉庭以開礦易滋事端，批司委

查禁詳辦……現已飭據委員詳取供結禁止，張州蘊亦情愿退租，

惟愚民趨利若鶩，該山既有出產金沙之說，難保無勢利之徒私行

偷採，滋生事端，必須勒取封禁，設法巡防」，乃請將高安縣土名

古樓岡鄧姓荒山「五嶺入官，永遠封禁，勒石釘界，無許匪徒開

礦，並不得入內樵採，以免潛匿滋事，並飭縣于該山出入要隘處

所，建設卡房，派撥兵役，常川住宿，晝夜巡查，再責成地保一

體防守，仍令該及縣丞，每旬親往稽查一次，將有無偷挖潛匿之

                                                 
128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錄（十七）》（臺北：華文書局，民國53年1月出版），卷150，

乾隆六年九月戊辰條，頁6b/2229。詳細情形亦可參閱川久保悌郎，〈清代參政考

－その覚書として－〉，《集刊東洋學》卷55（東京，1986），頁63-65。 
129 （清）《外紀檔》，陝西巡撫朱勳奏摺，嘉慶二十二年十月二十八日奉硃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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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具結申報，並飭該管知府，隨時認真訪查。」130 

此外，有關地方上賭博、做戲、失火等項，保甲長均有通報

之責，若「應查不查，應報不報」，131均按律例分別治罪。以賭博

為例，賭博素被視為盜賊淵藪，「凡民人造賣紙牌骰子為首者，發

邊遠充軍；為從及販賣為首者，杖一百，流二千里；為從販賣者，

杖一百，徒三年。如藏匿造賭器具不行銷毀者，照販賣為從例治

罪。地方保甲之造賣之人不首報者，杖一百。」132閩省花會「若甫

經開設，實係失於查察者，比照造賣牌骰之保甲知而不首例，杖

一百，革役。」133以地方演唱夜戲為例，因被視為有害善良風俗，

「城市鄉村如有當街搭臺懸燈、唱演夜戲者，將為首之人，照違制

律，杖一百，枷號一個月；不行查拿之地方保甲，照不應重律，

杖八十。」134以地方失火為例：「凶惡棍徒，糾眾商謀，計圖得財，

放火故燒官民房屋，及公廨、倉庫、係官積聚之物，並街市鎮店

人居稠密之地，已經延燒搶奪財物者，均照強盜律，不分首從，

擬斬立決；……若地方文武官弁，遇有此等惡徒放火，不即赴援

                                                 
130 （清）《外紀檔》，護理江西巡撫布政使邱樹棠奏摺，道光元年九月三十日奉硃批。

嘉慶癸酉進士陳僅出任陝西安康縣令時，著有《南山保甲書》一冊，其中保甲相關

諭令之多令人咋舌，除了追隨《欽定戶部則例》原則者外，多與地方生理風俗密切

相關，如「婦女入廟燒香大壞風俗」、「妻媳病故破其夫家」、「婦女強割稻穗惡

習」、「禁止夜戲酬神」等，保甲與地方關係之密切可見一般，全文參閱附錄四。 
131 （清）承啟、英傑等纂，《欽定戶部則例》，卷3，〈戶口．保甲〉，頁6b/266。 
132 （清）姚雨卿原纂、胡仰山增輯，《大清律例會通新纂》，卷32，〈刑律雜犯．賭

博〉，頁4a-b。 
133 （清）姚雨卿原纂、胡仰山增輯，《大清律例會通新纂》，卷32，〈刑律雜犯．賭

博〉，頁7b-8a。 
134 （清）姚雨卿原纂、胡仰山增輯，《大清律例會通新纂》，卷32，〈刑律雜犯．搬

作雜劇〉，頁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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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赴，協力擒拿，照例議處，地方保甲人等，一併治罪。」135地方

居民間的詞訟通常也需要保甲長介入調解，案件調查中亦常見保

甲角色。嘉慶十五年（1810），福建泉州地方蕭、沈二家因細故互

毆，蕭氏致傷身死，知縣提訊地方保長詳問。136官箴書中也有所謂

狀單，供地方保長填寫，無填註者不許具呈。 

圖版10：狀單式 

 

 

 

 

 

 

 

 

 

 

 

 

 
資料來源：（清）陳僅，

《南山保甲書》，狀單式，

頁51b。 

                                                 
135 （清）姚雨卿原纂、胡仰山增輯，《大清律例會通新纂》，卷32，〈刑律雜犯．放

火故燒人房屋〉，頁2b-4a。 
136 （清）《外紀檔》，福建巡撫韓克均奏摺，嘉慶二十五年五月二十三日奉硃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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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年間，保甲協助查禁鴉片奏摺開始出現，至道光時期官

員們的相關奏報有明顯增加。如道光十一年（1831）四川總督鄂

山奏報「川省五方雜聚，間有吸食鴉片烟之人，並聞會理州平武

縣一帶毗連番界尚有種植罌粟花之處，」就連衙門之內吸食者亦

多，所以「查禁鴉片烟，必須先清查官吏，避免色種徇隱諸弊，

現飭藩臬兩司密查，各官員內各有紈袴積有吸食鴉片烟者，自必

正懶偷安，貽誤公事，即據實除揭，以憑參辦，並令□查各衙門

官親、幕友、長隨、書役，如有向食鴉片烟，立即照例加等治罪。」

同時配合保甲進行，「責成各州縣，仿照編查保甲之法，牌長每旬

出結于甲長，甲長月半出結於保正，保正每月出結於地方官，均

會出縣內並無種植罌粟花販賣、及買食鴉片烟之人，如經查出，

甘愿連坐切結，並令客店、居停遇有過往客商入境投宿，不動聲

色、明查暗訪，倘有販賣買之人，密稟拏辦夾帶鴉片烟之徒，照

種賣罌粟熬烟地土入官之例，將貨物一半入官、一半給首報之人

充賞。」137道光十八年（1838）閩浙總督鍾祥奏報閩海外洋間有夷

船飄泊，恐與沿海奸民勾結，販運鴉片烟土違禁等物，拏獲泉州

民人施猴等多名，起獲船隻、番銀、器械、烟土等件，並將施猴

等犯在沿海荒坪所搭蓋烟草寮全行拆毀，其夥犯之子施桶聞拏投

首，138隔年署理閩浙總督魏元烺便奏報遵旨籌議查拏販運鴉片章

程，「福建沿海一帶口門林立，港議分歧，隨潮悉可出洋，到處皆

                                                 
137 （清）《外紀檔》，四川總督鄂山奏摺，道光十一年十月初一日奉硃批。 
138 （清）《外紀檔》，閩浙總督鍾祥、福建巡撫魏元烺奏摺，道光十八年十月二十九

日奉硃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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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登岸，是閩省海口視他省更為錯集，則防範尤應緊嚴。」主要

施行細節便包含有將商漁大船每船責令澳甲、族隣，及同澳十船

于向例應出保結內，添敘不得販運鴉片，一船有犯，出結人等即

行舉發、立拏究辦，船隻入官。知而不舉一體同罪。139 

 
以上數條，為平日無事、編查戶口之項，一旦地方有事，遇

有災荒救濟、盜案劫搶等項，保甲長更成為政府動員、安撫人心

的主要管道。 

 

4、 災荒救濟 

遇災荒救濟時，保甲長便需查點戶口，按冊濟民。乾隆元年

（1736）河南巡撫富德奏報： 

救荒之策，止憑社倉冊籍，尚未盡善，請令各該地方官，

每於春初點查保甲時，即逐戶將男婦大小名口填註冊內，則

無事之日，按籍批閱，凡戶口之虛實已瞭如指掌，設遇賑濟

自無脫漏，而胥役之浮冒侵漁，均無所容其技倆。140 

可知保甲平日旨在了解戶口虛實，一遇賑災之需，更可以避

免衙門胥役的無端浮報。因此「辦災不難於查地畝，而難於查戶

口。」141對於在官人役趁災勒索、浮報，《大清律例》中亦有相應

                                                 
139 （清）《外紀檔》，署理閩浙總督魏元烺、福州將軍嵩漙、福建巡撫吳文鎔奏摺，

道光道光十九年十月初四日奉硃批。 
140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五〉，無頁碼。 
141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十二〉，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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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律法： 

凡部內有水旱霜雹及蝗蝻危害，一應災傷應減免之田糧，有司官

吏應准告而不即受理申報上司，親行檢踏，及本管上司不與委官

覆踏者，各杖八十。若初覆檢踏，有司承委官吏不行親詣田所，

及雖役田所，不為用心從實檢踏，止憑里長甲首朦朧供報，

中間以熟作荒，以荒作熟，增減分數，通同作弊，瞞官害民

者，各杖一百，罷職役不敘。若致枉有所徵免
有災傷當免而徵，曰枉徵；

無災傷當徵而免，曰枉免
。數數，計贓重者作贓論。枉有所徵免糧數，

自奏准後發覺謂之贓，故罪重於杖一百，并作贓論。里長甲

首各與同罪，受財官吏里甲受財檢踏開報不實，以致枉有徵免者，併計贓以枉法

從重論。其檢踏官吏及里長甲首，原未受財，止失於關防，致使荒

熟分數
有不實者，計不是之田，十畝以下免罪，十畝以上至二十畝，

笞二十，每二十畝加一等，罪止杖八十，
官吏係公罪，俱留職役。若

人戶將成熟田地，移坵換段，冒告災傷者，計所冒之田，一畝至

五畝，笞四十，每五畝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其冒免之田合納稅

糧，依額數追徵入官。142 

可知清代各種社會福利實施過程中，保甲的存在至為重要。

乾隆二十六（1761）河南發生水患，河南巡撫常鈞令部屬攜帶戶

口冊下鄉，逐戶點檢被水村莊。143嘉慶十六年（1811），松寧地區

被災歉收，「該饑民等稍有家業者，當必相攜回籍，其實在無力者，

松寧督同地方官，查明戶口，分設粥廠，妥為照料，俟來歲春融

                                                 
142 （清）姚雨卿原纂、胡仰山增輯，《大清律例會通新纂》，卷7，〈戶律戶役．檢踏

災傷田糧〉，頁1a-2a。 
143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十二〉，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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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行籌遣回籍，或無籍可歸之人，口數無多，即於本處編戶安插

可也。」144嘉慶二十三年（1818）掌江西道監御史盛惇大奏為特陳

養濟院積弊請旨查辦事，種種施辦細則均需保甲配合： 

嗣後各州縣編保甲，該處的實孤貧殘疾，令總甲等填註煙戶

冊上，以備查核收養，地方官除照例親身赴院按名驗給口

糧，造冊詳報外，並將該縣額內額外收養孤貧實數若干，每

名應給口糧若干，及現在收養孤貧其年貌、原住里圖，一一

詳細開列名榜，實貼養濟院門首，遇有汰革病故、頂補新收，

隨時填註榜末示悉，如此則眾目共睹，虛實皆知，如有例不

准給冒濫入院者，該保甲自可公同呈革，將實在孤貧續補，

如有胥役捏造姓名，侵冒口糧者，該保甲亦可指實稟究，若

有胥役將孤貧名榜隱匿，不行張貼，地方官於驗給口糧食，

查明懲辦，則奸胥自知忌憚，煢燭普沐人恩矣。145 

道光十九年（1839）臺灣道姚瑩稟報，臺灣時有地震，稍動

輒止，習以為常，「本年四月二十六日以後霖雨兼旬，至五月十七

日，在該十八日丑，該郡成地震兩次，較昔稍重。」姚瑩巡察之

後決定發放賑銀，特別交代：「由道庫籌款，帶往嘉義縣，會同該

縣，按莊遠近，分別示期，當堂給領，不涉丁胥鄉保之手，俾沾

實惠，事峻核算造冊。」146可知保甲索費浮報之惡習已久。 

                                                 
144 （清）刑福山、謝榮埭，《皇朝食貨志》，〈戶口十九〉，無頁碼。 
145 （清）《外紀檔》，掌江西道監御史盛惇大奏摺，嘉慶二十三年十二月初四日奉硃

批。盛惇大的奏摺中把清初順治時直隸地方的「總甲」與康熙以後的「保甲」相混

淆，可知即使到了嘉慶時期，朝中官員對於承擔基層地方行政事務者眾多名詞亦無

法清楚辨明，一方面凸顯了清一代基層地方人員制度上的複雜與混亂，也反映了其

事務重疊性頗高。 
146 （清）《外紀檔》，署理閩浙總督魏元烺、福建巡撫吳文鎔奏摺，道光十九年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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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弭盜 

在戶口、災荒、地方雜務方面，保甲之責已如此吃重，有關

保甲查盜之律令更為繁多。「牌頭所管內有為盜之人，雖不知情而

失察，坐以不應輕律笞四十，甲長保正遞減科罪。」147京城追捕人

犯，保甲有責：「倘有前項人犯容留京城潛住發覺者，將地方官交

部議處，總甲人役並知情容留之房主，各依不應重律，杖八十。」

軍流罪犯如在配所脫逃，保甲亦須於期限之內拿獲：「軍流罪犯在

配所脫逃，一面移咨原籍地方勒限查緝，一面令該配所該管官懸

立賞格，勒限一百日嚴緝，將該犯拏獲到案，各照定例分別治罪

外，其看守之保甲革役免罪。如逾限不獲一名者，杖八十，每一

名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受財故縱者，計贓以枉法論，失察之該

管官並兼轄官交部議處。」148四川流民犯罪被遞回原籍者，復逃入

川內，原籍地保必須受罰：「原籍地保人等，若於該犯出境之時隨

即呈報在一百日限內，或經該管官拏獲，或經別處拏獲，俱准免

罪；逾限不獲，將地保照因人連累治罪例，減罪人罪二等發落；

倘有知情隱匿者，與犯人同罪，罪止杖一百；受財故縱者，以枉

法計贓治罪，其川省之地保人等，如有知情受賄等弊，照原籍地

保分別治罪。」149如果人犯在鄰省被拏，原該管地鄉保亦需受罰：

                                                                                                                     
十三日奉硃批。 

147 （清）姚雨卿原纂、胡仰山增輯，《大清律例會通新纂》，卷24，〈刑律賊盜下．

盜賊窩主〉，頁7a。 
148（清）姚雨卿原纂、胡仰山增輯，《大清律例會通新纂》，卷33，〈刑律．捕亡．徒

流人逃〉，頁4a-5b。 
149 （清）姚雨卿原纂、胡仰山增輯，《大清律例會通新纂》，卷33，〈刑律．捕亡．

徒流人逃〉，頁4b-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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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屬隔省密拏弭盜及人命案內，應擬斬絞重犯，有縱令劫奪及

循庇不解，其該管官題參解任，如在隔省移咨會參解任，俟獲犯

審明具題開復，該管之鄉地甲鄰嚴拏究治。」150 

保甲長職務如此之多，「凡一州縣，分地若干，一地方管村若

干。其管內稅糧完欠、田宅爭辨、詞訟曲直、盜賊生發、命案審

理，一切皆與有責。遇有差役所需器物，責令催辦，所用人夫，

責令攝管，遇有違誤，撲責立加，終歲奔走，少有暇時。」151檔案

中就會看到地方上只要有竊盜殺人等案件，保甲長每以「失察」

連帶處分。152乾隆四十八年（1783），福建巡撫雅德奏報臺灣彰化

縣人黃璇等傷人致死，釀成械鬥，「保甲周全、黃和良、朱國失察

黃璇等賭博，應各枷號一個月，折責四十板革役。」153乾隆四十九

年（1784）福建臺灣鎮總兵柴大紀奏報淡水林雲、張昂等人因抽

鄉勇口糧一事爭執械鬥情事：「鄉保甲頭張三和、楊承錦、楊本等

                                                 
150 （清）姚雨卿原纂、胡仰山增輯，《大清律例會通新纂》，卷33，〈刑律．捕亡．

應捕人追捕〉，頁3b-4a。不過這一條似乎並沒有被嚴格執行，反而常見「原籍牌

保無從覺察」八字，如嘉慶二十五年（1820）廣西巡撫趙慎畛奏報兵丁秦貴林，起

意糾同陳光太等，放火搶奪黃庭彪家財物等情，其同夥蘇貴忠在外為匪，原籍牌保

無從覺察，應無庸議。或如道光二十九年（1849）閩浙總督劉韻珂、福建巡撫徐繼

畬奏報延建二府屢獲解盜犯審明從重擬辦恭摺中，「各犯在外為匪，原籍牌保無從

覺察，免其置議。」參閱（清）《外紀檔》，廣西巡撫趙慎畛奏摺，嘉慶二十五年

五月二十一日奉硃批；（清）《外紀檔》，閩浙總督劉韻珂、福建巡撫徐繼畬奏摺，

道光二十九年十二月二十五日奉硃批。 
151 （清）清高宗敕，嵇璜等奉敕撰，《清朝文獻通考》，卷21，〈職役一〉，頁5045。 
152 筆者查閱國立故宮博物院所藏《外紀檔》，以道光年間資料最為齊全，乃整理閩臺

兩地與牌保相關案例且有明確判決者製表，可一窺所謂「保甲失察」之案由與判決，

全文參閱附錄五。 
153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編輯，《明清史料》，己編，第10本（臺北：中央研究

院歷史語言所，民國61年3月再版），頁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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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經到場阻止，未能先事解散，僅照牌頭失察例輕笞不足蔽辜，

俱從重照不應重律杖八十，各責三十板，革役。」154道光五年（1825）

陝西臨潼民人曾德長圖產謀殺胞叔一案中，同族之鄉約因為失於

查察，照不應重律杖八十，限滿折責三十板，並且革役。155道光八

年（1828），廣東太平縣縣民曾道士因瘋毆磕伊母曾高氏身死一案

中，該地鄉約曾同止因曾道士自納終案後，從未滋事，故未報官

鎖錮，並無容隱不報情弊，最後應免置議，未有刑罰。156 

 
嚴格來說，保甲制度是清朝用來管理多數人口流動的一種手

段，其目的出於治安與防範，基於此種目的，可由《福惠全書》

與《欽定戶部則例》歸納保甲主要本質以警衛之事為主，規定也

最為詳盡。「保甲為立政之綱，無論何時何地，但能會通其旨，未

有不可因勢制宜者，果設誠致行之，無害不可除、無利不可興，

有不徒在戢匪而已，大哉言乎，足以括千古治道之源流矣。」157道

光二年（1822）湖廣總督湖北巡撫楊懋恬奏報拏獲妄指教匪、讎

殺良民多命案內年久漏網之逸犯向志恆一名，其捉拏就在秋季編

查保甲之時，皇帝心有所感：「於此可見編查保甲一事，各省果能

盡心督飭，恪遵聖諭奉行無懈，于政務自有裨益。」158惟究能實行

                                                 
154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編輯，《明清史料》，戊編，第3本（臺北：中央研究院

歷史語言所，民國61年3月再版），頁224。 
155 （清）《外紀檔》，陝西巡撫鄂山奏摺，道光五年十二月二十三日奉硃批。 
156 （清）《外紀檔》，調補廣東巡撫山西巡撫盧坤奏摺，道光八年九月二十九日奉硃

批。 
157 （清）陳僅，《南山保甲書》（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傅斯年圖書館館

藏，道光乙巳孟冬刊四明繼雅堂藏板），頁1b。 
158 （清）《外紀檔》，湖廣總督湖北巡撫楊懋恬奏摺，道光二年十一月二十七日奉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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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何種程度？「責愈重而愈不能舉。」159「保甲流於具文」之批評

終清朝之世未有歇矣。如雍正初年藍鼎元〈請行保甲責成鄉長

書〉：「今保甲之法，久已視為具文，虛應故事，莫肯實心料理」160。

保甲法令雖逐漸完備，然「總在地方官實力奉查，不在多設律令

也。」 161 

 

 

 

 

                                                                                                                     
批。 

159 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中》，頁638。道光以前官員稽查保甲似乎被視為是基本例

行公事，無功無過，如嘉慶二十三年（1818）湖北巡撫張映漢奏各屬編查保甲完竣，

請將辦理認真之員懇恩獎勵一摺中，皇帝批回，因為「編查保甲係各省通行辦理之

事，不獨湖北一省為然，漢陽縣知縣裘行恕僅止稽查保甲，無功可敘，其所請遞撤，

分發在任以直隸州知州候補之處著不准行。」參閱（清）《外紀檔》，湖北巡撫張

映漢奏摺，嘉慶二十三年十月初七日奉硃批。不過，這似乎也與皇帝態度有關，道

光二十四年（1844）閩浙總督劉韻珂奏報光澤縣知縣郭兆榮政績卓著補缺摺中便提

到其勸辦保甲有實效，得到皇帝的同意而補缺：「光澤與江西接壤，為匪徒出沒之

地，該員親歷各鄉，舉行保甲勸諭懇切，條約簡明，門牌紙張，夫工飯食等項，果

出己資，不擾民間一草一木，百姓感甚誠意，踴躍舉行，該員酌劾地方之煩僻，按

都圖里社設立牌甲、鄉保互相稽查，凡有面生可疑之人，即以盤詰兜擒送，其山僻

地方零星篷厰進行拆毀，適有事主傅作謨被竊賊拒殺一案，數日之內，即經該鄉甲

首人等拘拏蓬民傅庚俚送案，究出首夥凶賊盧瑞仔、傅全幅二名，在江西金谿、新

城等縣先後拿獲解辦，是則該員勸辦保甲之明效大驗也。」參閱（清）外紀檔，閩

浙總督劉韻珂、福建巡撫劉鴻翱奏摺，道光二十四年九月初一日奉硃批。 
160 （清）藍鼎元，《東征集》（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民國60年3月，文叢第12

種），頁60。 
161 （清）《軍機處檔‧月摺包》，006170號，乾隆十五年七月十二日，廣東按察使石

柱奏摺錄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