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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前溪鳳山溪流域的三官信仰調查研究 

中文摘要 

 

頭前溪與鳳山溪為新竹地區重要的河流，也是客家族群主要的居住區。「三官」信仰原

無閩、客之分，為民間普遍的信仰，但在三官信仰的表現上，呈現相當大的差異。在客庄

居民多多建廟奉祀三官大帝，閩庄則較少建廟奉祀，因此台灣地區奉祀三官之廟宇多分布

在客家地區，尤其是北台灣的客家地區。但是同屬客家族群聚居的鳳山溪與頭前溪流域，

對「三官」的信仰上，卻呈現出不同的風貌。就廟宇的數量而言，鳳山溪、頭前溪兩溪流

域者有三十餘座三官廟，其中在鳳山溪流域（含桃園縣之龍潭）的廟宇近三十座，而頭前

溪流域只有 4 間（竹東、芎林各 1 間，橫山 2 間）。除外，三官嘗、三（界）官爐的數量也

呈現相類似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形成，其背後的因素如何，值得觀察。 

以 1926 年在台漢人祖籍調查資料，可見鳳山與頭前兩溪流域移民的祖籍來源並無太大

的差異，因此粵籍原鄉的祖籍差異（惠州、梅州等），並非影響本區三官信仰的根本因素。

鳳山與頭前兩溪流域三官信仰的畛異，如何形成，值得加以研究。鳳山溪流域的三官信仰，

主要集中在今新竹縣關西鎮和桃園縣龍潭鄉附近地區，其中龍潭鄉地區是平埔族霄裡社主

要的活動地區，關西鎮附近則為平埔族竹塹社衛家勢力的所在地。在移民開墾過程中不同

族群（閩、粵、平埔）力量的強弱，是否對本區宗教信仰產生影響，值得觀察。本研究希

望從土地拓墾過程中族群關係的角度切入，探討土地拓墾、族群關係、宗教信仰三者間的

關係。 

本調查研究探歷史學研究方法為主，除了文獻之蒐集、分析外，也經由田野調查的方

式取得留存民間的資料。 

 

 

關鍵詞：頭前溪、鳳山溪、三官廟、土地拓墾、族群關係 

 

 

英文摘要 

Toucian River and Fongshan River are important rivers in Hsin-Chu Region, a main region 

for Hakka inhabitants. Originally, “Sanguan (Three Officials)” faith means no difference for 

Souther Min ethnic group and Hakka ethnic group, and it is a common faith in folk places. 

However, there exist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isplay of Sanguan faith. In Hakka villages, 

the inhabitants build temples to worship Three Official Great Emperors mostly, while in Souther 

Min villages fewer temples are built for worship. Therefore, in Taiwan, the temples worshiping 

Sanguan are distributed mostly in Hakka regions, especially the Hakka regions in northern 

Taiwan. However, Sanguan faith displays different styles in the basins of Fongshan River and 

Toucian River which are also populated collectively by Hakka ethnic group. As for the quantity 

of temples, there are more than 30 Sanguan Temples in the basins of Fongshan River and Toucian 

River; among them, approximate 30 temples are within the Basin of Fongshan River (i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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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an Township of Taoyuan County), while only 4 temples are within the Basin of Toucian 

River (one in Judung Township, one in Chiunglin Township, and two in Hengshan Township). 

Besides, similar phenomenon also exists in the quantity of Sanguanchang and Sanguan Furnace. 

It deserves observations to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reasons of such phenomenon’s 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 of ancestor origin of Hans in Taiwan in 1926, it is obvious 

that the ancestor origins of immigrants in the basins of Fongshan River and Toucian River show 

little distinct differences. Therefore, the difference of ancestor origin from Hakka original 

domiciles (such as Huizhou City, Meizhou City, etc.) is not the fundamental factor influencing 

Sanguan faith in this region. It deserves further studies to understand how the distinct difference 

in Sanguan faith in the basins of Fongshan River and Toucian River has been formed. Sanguan 

faith in the Basin of Fongshan River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nearby regions in nowadays 

Kuanhsi Township of Hsinchu County and Longtan Township of Taoyuan County. The regions in 

Longtan Township are main activity-regions for Hsiao-Li family of Pingpu Group, while the 

nearby regions in Kuanhsi Township are the dominant sites for Chuchian Wei Family of Pingpu 

Group. It deserves observations to know whether the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power (from Souther Min, Hakka and Pingpu) during immigration and cultivation had 

influenced the religious beliefs in this region. In this stud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and 

Cultivation, Ethnic Group Relationship and Religious Belief is to b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group relationship during land cultivation. 

Historical Methods have been adopted mainly in this study. In addition to collections and 

analysis of literature, the data remained in folk places have also been obtained by means of Field 

Study.   

 

Key words: Toucian River, Fongshan River, Sanguan Temple, Land Cultivation, Ethnic Group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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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人早期從事新竹地區土地拓墾研究，移民自渡海來台、至上岸追尋安身立命，其間

不確定因素相當複雜，宗教信仰成為移民拓墾不可或缺的重要生活內涵。在田野調查期間

即注意到同屬新竹地區的客家人，在面對傳統三官信仰時，呈現不同的模式，尤其是鳳山

溪流域與頭前溪流域，前者三官信仰的廟宇林立，後者則多建廟供奉三山國王。南桃園地

區的龍潭、楊梅等地三官廟宇也相當多。這種宗教現象，應如何解釋，是研究客家庶民生

活不可或缺的一環。 

貳、研究目的 

頭前溪與鳳山溪為竹塹地區重要的河流，也是客家族群主要的居住區。「三官」信仰原

無閩客之別，為民間普遍的信仰，但信徒在信仰的表現上，呈現相當大的差異。以「三官」

為主神的廟宇，大多集中在北台灣的客家地區。然而同屬客家族群聚居的鳳山溪與頭前溪

流域，對「三官」的信仰上，也呈現不同的風貌。就廟宇的數量而言，鳳山溪、頭前溪兩

溪流域有三十餘座三官廟，屬鳳山溪流域（含桃園縣之龍潭）者與近三十座，分布在頭前

溪流域的只有 3間（芎林鄉 1間，橫山鄉 2間）。除了建廟奉祀之外，三官嘗、三（界）官

爐也出現相類似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形成，其背後的因素如何，值得觀察。 

以日治時期之在台漢人祖籍調查發現，兩溪流域移民的祖籍分布並無太大的差異，對

本區的三官信仰應無特殊的影響，然而卻形成不同的三官信仰形態。鳳山溪流域三官信仰，

集中在今新竹縣關西鎮和桃園縣龍潭鄉，其中龍潭鄉是平埔族霄裡社主要的活動地區，關

西鎮則為平埔族竹塹社衛家勢力的所在地。在移民開墾過程中平埔族原住民力量的強弱，

是否對本區宗教信仰產生影響，值得觀察。兩溪流域對三官信仰的迥異，值得從開墾過程

中族群關係切入觀察討論。 

本調查研究除了文獻之蒐集分析外，田野調查為重要取得資料的方式。除了注意以三

官為主神廟宇外，其他以三官為陪祀的廟宇及祭祀活動也在觀查之列；再者三官信仰的發

展往往是經由：「原鄉香火──＞三官嘗──＞三官廟」的發展歷程，因此對未設廟的「三

官（界）爐」、「三官嘗」也加以調查研究。 

參、文獻探討 

近年來台灣客家相關研究，因各大學陸續設置客家研究中心、研究所和客家學院而日

趨熱絡，也累積了一些成果，無論是客家移墾、族群關係、客家產業以及客家婦女等方面

均有相當的研究成果，與客家族群生活密切相關的宗教議題，也有相當的研究。綜觀這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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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有關宗教研究大多集中在義民信仰或三山國王等方面的研究，其餘的民間宗教信仰除了

少數論文之外，較少有人著墨。但這些民間宗教信仰與客家庶民生活息息相關。 

三官信仰源於中國大陸，由自然崇拜發展而成，隨著漢移民進入台灣，並無閩粵之分。

根據調查目前台灣現有 122 座以三官大帝為主神的廟宇，主要分布在北台灣地區，包括宜

蘭、台北、桃園、新竹及苗栗等地，共有 73 座，佔全台灣地區的 60％。根據蔡采秀的研

究，清光緒初年，今台北地區的土城、三峽、樹林、鶯歌（均屬海山堡）、景美、木柵、石

碇、深坑（均屬文山堡）、金山、萬里（均屬金包里堡）等地區，有相當數量的客家族群。

（蔡采秀；1998 年）這些地區中新店、土城各有兩座；新店、板橋、蘆洲、鶯歌、貢寮、

金山、萬里各有一座三官大帝廟宇，其三官廟的分布與客家族群居住地域相類。宜蘭地區

三官大帝廟主要分布在宜蘭市（一座）、礁溪（三座）、員山（三座）、三星（二座），合計

十二座，柯培元《噶瑪蘭志略》已提到「從鹽蔡甕翻玉山腳，可通竹塹，九芎林仔粵人分

得其地界」。從新竹六家林家的歷史，亦可得知武舉人林秋華曾前往噶瑪蘭地區發展，可見

宜蘭地區尤其近山附近，有眾多客家族群分布。桃園縣地區有二十一座三官大帝廟宇，散

布在中壢（二座）、平鎮（四座）、八德（二座）、 大溪（二座）、楊梅（四座）、龍潭（六

座）等地，也是現今或過去曾為客家族群聚集之地區。苗栗縣 11 座三官大帝廟宇，主要分

布在南庄（七座）和銅鑼等地，也多是客家人分布區。 

頭前溪與鳳山溪為新竹地區的重要河流，也是客家族群主要的居住區。值得注意的是

新竹地區的三官大帝廟宇，大多集中在鳳山溪流域（如將霄裡溪流域的桃園縣龍潭鄉的 5

座計算在內，更加明顯）；分布在頭前溪流域的三官大帝廟宇則只有 4間（竹東 1間，芎林

鄉 1 間，橫山鄉 2 間）。除了建廟祭拜之外，三官嘗、三官（界）爐也出現相類似的現象。

這種現象的形成，其背後的因素如何，值得觀察。 

以日治時期之在台漢人祖籍調查發現，兩流域居民的祖籍，並無太大的差異，移民祖

籍對本區的三官信仰是否產生關鍵的影響，值得觀察。再者屬鳳山溪流域的關西與龍潭分

別有 6間和 5間三官大帝廟，而這兩地區在拓墾歷程，均有閩粵和原住民合作開墾的情形，

平埔族群的番頭家擁有相當的影響力，因此在開墾過程，平埔族原住民力量的強弱，對本

區宗教信仰是否也產生影響，也值得觀察，三官信仰是否移民為平衡族群而發展出來的宗

教信仰現象。與開墾歷程是否有相關連。 

此外，除了注意以三官大帝為主神的廟宇外，其他以三官為祭祀對象的三官嘗會也是

研究三官信仰不可或缺的一環，因此也在本研究的研究調查之列；再者三官信仰的發展往

往是經由：「原鄉香火──＞三官嘗──＞三官廟」的發展歷程，因此對未設廟的三官（界）

爐也加以調查研究。 

    因此，本計畫案是以三官信仰為切入點，深入觀察鳳山溪和頭前溪兩流域，其拓墾、

水利、族群與三官信仰之間的關係。希望藉以釐清閩、客、原三族群的互動關係及其在民

間宗教上的表現。總之，本子計畫的核心問題為土地開墾、族群關係與三官信仰的關係，

著重開墾過程中族群關係（尤其不同地區族群力量強弱、不同族群的地方菁英的互動）對

地方宗教信仰的影響，為地方社會研究的一環。 

目前學界以三官大帝為主題的研究不多，相關研究多以三官大帝的歷史源流與祭祀報

導為主，針對族群與社會關係的研究較少。毛一波的〈石獅子和三官〉、〈補記二郎神三官

和鍾馗〉是對「三官」之說加以考證，並未對其信仰加以討論（毛一波；1967 年；196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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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真光的〈陸海空軍總司令──三官大帝〉提出三官大帝信仰在華北已漸式微，反而在閩

粵地區，家家戶戶樑上都懸有「三界公爐」；且認為在台灣主祀三官大帝的廟宇，以客家聚

居之地為多（李真光；1991 年）。林衡道的〈客家地區的三官大帝信仰〉係以田野調查的

方式，研究客家地區居民仍依舊俗立廟供奉三官大帝，在北埔地區發現以木牌供奉三官大

帝的現象，他指出這是依中國古制；惟此文未對客家人信奉三官大帝有進步的研究（林衡

道；1983 年）。黃榮洛的〈台灣客家人和三官大帝廟〉是對台灣地區的客家人在三官大帝

和三山國王信仰做了一些分析，全文偏重習俗與傳統文化淵源的說明，對於客家地區三官

大帝的信仰之形成，並未進一步的討論（黃榮洛；1996 年）。范明煥近年來也有幾篇與三

官信仰相關的文章，相對於前揭論文，其研究已有較深入的分析，他以族群關係切入三官

信仰的議題，並分析三官大帝信仰的在地化（范明煥；2004 年）。同（2004）年田金昌在

本人指導下完成以〈臺灣三官大帝信仰--以桃園地區為中心〉題的碩士論文，主要討論桃

園地區的三官大帝信仰情形及其形成的歷史因素，文中指出，南桃園客家地區的三官信仰

與族群力量的平衡有關，（田金昌；2005 年）。 

有關信仰與地方社會的研究，歷來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如尹章義的〈閩粵移民的協和

與對立──客屬潮州人開發台北與新莊三山國王廟的興衰〉經由閩粵不同祖籍的移民，在

新莊地區活動的情形指出新莊地區粵籍移民的他移，造成當地三山國王廟宇的衰落（尹章

義：1985 年）。洪麗完也研究台中地區的三山國王廟宇，他發現閩粵械鬥後客家族群他遷，

他們所留下的三山國王廟宇，仍被閩籍移民所接受，因此他指出神明只要靈驗，是沒有族

群區別的（洪麗完：1990 年）。王世慶〈民間信仰在不同祖籍移民的鄉村之歷史〉以今台

北縣樹林地區的研究提出「信仰社區」的概念，認為隨著鄉村現代化，使不同祖籍的移民，

因「信仰社區」而互相交流，形成新社會的宗教信仰，但原先的祖籍神明信仰並未因而衰

落（王世慶；1994 年）。 

肆、研究架構與方法 

本計畫主要以歷史學的研究方法為主，藉由相關史料的收集與分析，探討所欲呈現的

議題。此外，本計畫除全面性分析頭前與鳳山兩流域三官信仰的異同及其形成原因之外，

也對個案進行討論研究，作為觀察與分析的實例，期望能藉此更深入的觀察這個空間場域

中，拓墾、族群與地方菁英各種力量之間的相互關係與影響，對本區三官信仰所呈現的影

響。以歷史學研究方法進行本研究，展開文獻的蒐集、研讀、比對與分析，進而撰寫研究

報告。然由於目前文獻史料不足，仍需輔以歷史田野工作進行資料的收集。並對以三官大

帝為主神的廟宇，以及三官爐的空間分布，以 GIS 的方式加以定位，精確地將三官信仰的

分布在日治時期的古地圖上加以呈現，對三官信仰的研究或有更進一步認識的可能。 

    在研究的過程中，筆者將注意到地方菁英（local elites；Philip Kuhn、Joseph 

Esherick、Mary Rankin）、文化權力網絡（cultural nexus of power；Prasenjit Duara）

等概念，作為研究的途徑，建構土地開墾、地方菁英與宗教信仰之間的各種關係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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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探討三官信仰、社會結構的變遷過程。 

本研究將以新竹縣鳳山溪、頭前溪兩流域為主要研究區域，此外今桃園縣龍潭鄉屬鳳

山溪支流霄裡溪流域，新豐溪流域緊鄰鳳山溪流域，人文活動往來相當密切，因此也一併

納入研究範圍。其中頭前溪流域中上游，為筆者過去研究之場域，對頭前溪流域之拓墾與

宗教發展，有一定程度之認識。筆者以過去研究基礎，拓展至鳳山溪流域，並以三官信仰

為主題，深入觀察兩流域在拓墾、水利、族群與三官信仰之間的關係。 

在時間上，以漢人入墾本區始，終於日本統治結束。 

第一年度研究工作以鳳山溪流域為主要範圍，針對以三官大帝為主神寺廟、三官（界）

爐以及三官相關之嘗會組織展開調查。希望釐清三官信仰在鳳山溪流域之空間之分布，與

設立之時程。經由鳳山溪流域土地拓墾之研究，描繪鳳山溪流域拓墾過程中各族群參與情

形，以及各族群影響力強弱，並進而觀察其與以三官大帝為主神廟宇之間的關係。以龍潭、

關西和新埔的三官大帝廟宇為個案，經由個別寺廟歷史的研究，探討三官廟興建的過程和

開墾、族群的關係，藉以明白閩南、客家與原住民族在鳳山溪流域開墾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以釐清三族群的互動關係及其對民間宗教的影響。本年度研究進程，至今已將「台灣總督

府公文類纂」中與關西地區相關之古文書抄本印回研究室，隨即展開解讀分析的工作，此

一工作進展順利，並繼續影印鳳山溪流域其他鄉鎮之資料。此外民間所藏之古文書愝已展

開蒐集的工作，相關之研究成果與文獻也蒐集影印並帶領助理閱讀討論。配合本群組展開

四溪地區寺廟普查，建構研究區宗教寺廟之基本資料，以便研究群組之互相支援並供做進

一步調查之基礎。 

第二年度的之工作以頭前溪為主要範圍，針對以三官大帝為主神的寺廟、三官（界）

爐以及三官相關之嘗會組織展開研究。以釐清三官信仰在頭前溪流域之空間分布，與設立

之時程。相對於鳳山溪建廟奉祀三官較普遍，頭前溪流域較少建廟，頭前溪流域內客家族

群如何奉祀三官大帝，「三官會」、「三官嘗」設立及運作的方式，均為本年度的調查研究重

點。頭前溪流域客家族群以三山國王為主神的廟宇數量較多，與本區土地拓墾過程中閩、

粵與平埔原住民族參與的情形的關連如何。希望透過此一研究呈現土地拓墾、族群關係與

宗教信仰間的關連性。以本群組寺廟基礎調查為基礎，對頭前溪流域之相關重要寺廟展開

深度調查與訪談，並作為研究素材。持續印製「台灣總督府公文類纂」中與頭前溪流域相

關之古文書抄本，同時蒐集民間之古文書，並參酌其他文獻、檔案以及前人研究成果。 

第三年計畫將綜合探討此區域三官信仰之空間分布，經由頭前溪與鳳山溪流域三官信

仰之異同，分析比較兩流域之拓墾（水利）、族群與三官信仰之間的關係。為比對鳳山溪和

頭前溪三官信仰，本年度希望進一步對中港溪流域、東部日治時期客家再移民的客家族群

進行三官信仰的觀察。希望經由本計畫，能對客家族群的三官信仰有一較清晰的認識。 

本子計畫的研究文獻，除了台灣銀行經濟研究室所出版之《台灣文獻叢刊》和地方志

書外，將運用檔案史料（包括《淡新檔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篡》、《桃仔園聽報》、《新

竹州報》、《土地申告書》、《戶籍資料》、《寺廟台帳》等）、調查資料（包括《國勢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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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臺灣慣習記事》等）、傳記史料（包括《臺灣列紳傳》、《臺灣官紳年鑑》、《臺灣實業

年鑑》、《臺灣人士鑑》等）、報紙與期刊（如《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時報》、《臺灣地方行

政》、《警察時報》等）。並在現有文獻基礎上，展開田野訪談工作，收集各類口碑，及留存

在民間之古文書，包括各種諭令、墾照、杜賣契、鬮書和各寺廟之廟史、祭典調單、建醮

資料、碑匾以及各種嘗會之簡介等以彌補檔案不足之處。 

伍、研究成果與發現 

本年度研究進程主要在於基礎資料的蒐集與建置，主要包括研究區寺廟田野調查和文

獻之蒐集。 

1.寺廟田野調查：本群組所展開之寺廟調查填寫調查票，由此一調查為全面性之普查，且

調查項目與型式經本群組同仁多次討論後擬定，並於實作後再檢討修正。其內容相當具研

究價值，不但供本群組共同使用外，如再加整理，具出版價值，也計畫將資料匯入資料庫，

供相關研究人員檢索使用。此一調查資料，勢將成為未來研究四溪地區宗教發展的重要史

料。 

2.文獻蒐集：本計畫除配合本研究群組進行寺廟宮堂之普查外，由於本子計畫要經由土地

拓墾、水利修築與組織、族群關係探討三官信仰在頭前與鳳山兩溪之比較研究，因此土地、

水利資料對本研究相當重要，因此除了在田野調查中累積資料，蒐得新竹地區古文書多件，

已影印備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新竹關西地區陳朝綱家族之古文書一百五十餘件，這些古文

書均已加以掃瞄並輸出，為本研究重要參考史料。（古文書目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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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0）。 

本計畫也從政府檔案中蒐集相關史料，如台灣總督府公文類纂中之土地申告書，對本

研究相當重要，因此用了相當多的人力與經費，已蒐錄並影印輸出 247 冊，另外有 302 冊

已經篩選，在新計畫年度可輸出成紙本。（目錄如附錄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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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2）這些資料已經初步閱讀，其中有兩大用途，其一是可以透過這些文獻統計出三官

信仰所設立嘗會設立的情形及其所擁有土地的現象，以解釋三官信仰與土地拓墾的情形。

再者這些申告書中附有為數不少的理由書，理由書後多附有該土地的上手資料，這些資料

是探討地方土地拓墾不可或缺的資料。本批資料開放使用，不但本計畫研究人員可流通使

用，亦可提供本校客家學院和文學院歷史所研究生使用。 

3.研究成果：本年度已完成「陳福成墾區之三官信仰」一文初稿，計畫再修改正式發表。

從陳福成墾區的研究發現一重要現象，墾區內有三座以三官大帝為主神之廟宇，分別是始

建於道光六年（1826）的太平地三元宮，以及自太平地三元宮分香的燥坑永和宮和內灣廣

濟宮，永和宮建於大正六年（1917），廣濟宮建於昭和元年（1926），兩座分香廟均建於日

治中期，均以三官大帝為主神，但廣濟宮初建時配祀開漳聖王，永和宮則無，本廟分香自

三元宮，但太平地三元宮陪祀廣澤尊王；此為兩廟初建時的現象，閩籍墾戶首主導本區開

墾，但墾民屬粵籍，因此未出現三山國王的廟宇，反而配祀閩人的神祇。然而在田野調查

的過程中，當地居民無論是對廣澤尊王或開漳聖王的信奉已不如昔，漸為居民所淡忘。此

種現象充分反應本區拓墾過程族群平衡的思考，而今大環境不再，閩籍神祇的信奉漸失去

其重要性，就如同閩籍墾戶在當地影響力消失一般。 

4.研究生的訓練：本子計畫聘用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社文所和文學院歷史所研究生擔任研究

助理或工讀生，參與總督府公文類纂相關資料的蒐錄和田野調查，不但訓練相關研究生的

資料蒐集能力和田野調查經驗，也啟發他們對客家議題研究的興趣，其中有兩位計畫投入

客家宗教研究（黃詩瑜、林柔辰），一位投入平埔與客家族群關係研究（平埔族人客家化

的廖志軒）。 

 

 

 

陸、計畫成果與自評 

本計畫第一年重點在於以鳳山溪流域為主要範圍，針對以三官大帝為主神寺廟、三官

（界）爐以及三官相關之嘗會組織展開調查。希望釐清三官信仰在鳳山溪流域之空間之分

布，與設立之時程。經由鳳山溪流域土地拓墾之研究，描繪鳳山溪流域拓墾過程中各族群

參與情形，以及各族群影響力強弱，並進而觀察其與以三官大帝為主神廟宇之間的關係。 

由於本研究計畫採歷史學的研究方法，工作初始，歷史文獻的蒐集、基礎知識的建構，

相當重要。就此一目標而言，本年度用相當多的心力在歷史文獻的蒐集和解讀建檔，已有

一定成績呈現，對下年度研究工作的推展已立下良好的基礎，研究工作可在下年度獲致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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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碩的成果。再者已完成之初稿，再加修正，可望在學術期刊發表。文中的發現與原先的

假設有相當程度的契合，族群關係與拓墾方式確實影響地方的宗教信仰。 

柒、結論與建議 

本年度本子計畫已展開田野調查工作，對於鳳山溪和頭前溪流域的三官信仰已有相當

程度的掌握；在歷史文獻蒐集、整理也有相當的成績，這些田野資料、文獻史料對 98 年度

的研究工作推展有相當大的助益。而族群關係、拓墾方式與宗教信仰的相互關係，對於本

群組其他同仁亦有參考價值。 

第二年度的之工作，旨在釐清三官信仰在頭前溪流域之空間分布，與設立之時程。相

對於鳳山溪建廟奉祀三官較普遍，頭前溪流域較少建廟，頭前溪流域內客家族群如何奉祀

三官大帝，「三官會」、「三官嘗」設立及運作的方式，均為本年度的調查研究重點。持續整

理分析「台灣總督府公文類纂」中與頭前溪流域相關之古文書抄本，同時蒐集民間之古文

書，並參酌其他文獻、檔案以及前人研究成果。本年度有關三官嘗、會的調查研究，又為

下年度中港溪流域三官嘗會的調查研究建立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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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0、陳朝綱家族古文書 

陳朝綱文書編目 
 

編號 文書類型 時間 關係者 地名 備註 

Hakka-chen-01-00 封包       明治四十一年保存 

Hakka-chen-01-01 杜賣契 同治八年 
劉張氏、劉世騫、

陳山茂 
五份埔 番業主衛壽宗印 

Hakka-chen-01-02 契尾 光緒九年 陳山茂 五份埔
價銀二百三十四兩六

錢 

Hakka-chen-02-00 封包       五分埔承買劉阿紅田 

Hakka-chen-02-01 鬮書 
道光二十五

年 
林錦父子 六股庄 徐字號四子林萬洪執 

Hakka-chen-02-02 杜賣契 咸豐四年 劉世騫、劉德發 五份埔 番業主衛壽宗印 

Hakka-chen-02-03 契尾 咸豐六年 劉德發 五份埔 價銀 122.82 兩 

Hakka-chen-02-04 找洗契 咸豐七年 劉世騫、劉德發 五份埔 找洗九元 

Hakka-chen-02-05 丈單 光緒十四年 陳朝綱(陳慶昌嘗) 五份埔
a.中則田：0.087 甲, b.

下則田 0.2912 甲 

Hakka-chen-03-00 封包       

新打坑口尾承買陳金

河水田山林埔園共六

處 

Hakka-chen-03-01 杜賣契 同治六年 陳金河、陳山茂 新打坑

竹塹社衛傳恩、衛雙傳

印、竹塹社南重埔廖阿

財印 

Hakka-chen-03-02 契尾 同治八年 陳山茂 新打坑 價銀四十八兩三錢 

Hakka-chen-03-03 丈單 光緒十四年 陳朝綱 新打坑
下則田：0.9016 甲；不

入則園：5.0376 甲 

Hakka-chen-04-00-a 封包       
承買楊帝興新打坑四

處山埔 

Hakka-chen-04-01-a 補給墾字 道光四年 衛福星、楊李養 新打坑
通事衛金生印、土目衛

福星印 

Hakka-chen-04-02-a 杜賣契 道光八年 楊李養、邱順舟 新打坑 竹塹社衛傳恩印 

Hakka-chen-04-03-a 杜賣契 年代不詳 楊帝興、陳山茂 新打坑 衛福星印 

Hakka-chen-04-00-b 封包       
新打坑承買衛萬生山

林園屋 

Hakka-chen-04-01-b 杜賣契 咸豐十一年 林李妹、衛勝義 新打坑 竹塹社業主衛壽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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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chen-04-02-b 轉賣埔園契 咸豐十一年
林李妹、李長新、

衛勝義、衛華龍 
新打坑 竹塹社衛傳恩印 

 

Hakka-chen-05-00 封包       
承買新打坑彭永興

山林埔地 

Hakka-chen-05-01 杜賣契 同治四年 邱阿海、彭興 新打坑 竹塹社衛傳恩印 

Hakka-chen-05-02 杜賣契 同治五年 彭阿興、陳山茂 新打坑 
竹塹社衛傳恩印、衛

雙傳印 

Hakka-chen-05-03 執照 同治八年 陳山茂 新打坑 價銀二兩零七分 

Hakka-chen-06-00 封包       
下三股庄承衛琳秀

山埔業 

Hakka-chen-06-01 助葬字 
道光二十

五年 
衛林秀、陳桂三 六股山 屯番衛林秀印 

Hakka-chen-06-02 典契 道光五年 衛林秀、曾双壽 六股山 屯番衛林秀印 

Hakka-chen-06-03 杜賣契 
道光十九

年 
衛林秀、陳桂三 下三股 

衛捷宗、衛傳恩、衛

琳秀印 

Hakka-chen-06-04 增找契 
道光三十

年 
衛林秀、陳山茂   屯番衛林秀印 

Hakka-chen-06-05 完單 年代不詳 衛林秀   完單一批 

Hakka-chen-06-06 助葬字 
道光二十

七年 
衛傳恩、陳桂三 六股山 衛傳恩印 

Hakka-chen-06-07 生銀字 
道光二十

六年 
衛林秀、陳桂三   屯番衛林秀印 

Hakka-chen-07-00 封包       無字 

Hakka-chen-07-01 杜賣契 同治八年 陳永生、陳達俊 新打坑 
竹塹社衛傳恩、杜衛

雙傳印 

Hakka-chen-07-02 契尾 同治十年 陳達俊 新打坑 
價銀二兩五錢八分

七厘五毫 

Hakka-chen-07-03 丈單 
光緒十五

年 
張德泉 大茅埔 不入則田：2.4112 甲

Hakka-chen-07-04 
管理變更申

告書 

明治三十

八年 
詹顯華、陳昆泉 下南片庄 

桃園廳長竹內卷太

郎 

Hakka-chen-07-05 立胎借字 
明治三十

九年 
林李富、陳昆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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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chen-08-00 封包       
五份埔山下一處劉

傳養田 

Hakka-chen-08-01 杜賣契 咸豐元年 劉萬茂、劉傳養 五份埔 衛壽宗印 

Hakka-chen-08-02 契尾 咸豐二年 劉傳養 五份埔 衛壽宗印 



 

1168 
 

 

Hakka-chen-08-03 鬮書 
道光二十

五年 
林錦父子 五份埔 雍字號五房萬茂執 

Hakka-chen-08-04 杜賣契 同治九年 
劉傳養、劉阿助、

陳朝綱 
五份埔 衛壽宗印、衛寬裕印

Hakka-chen-08-05 契尾 同治十年 陳朝綱 五份埔 價銀二百零七兩 

Hakka-chen-08-06 丈單 
光緒十四

年 
陳朝綱 五份埔 

上則田：0.9172 甲；

中則田：0.4524 甲 

Hakka-chen-09-00 封包       

明治三十八年新打

坑家阿勝、道添兄弟

等立來承墣壹處 

Hakka-chen-09-01 立承瞨字 
明治三十

八年 

陳昆泉、陳阿勝、

阿添兄弟 
新打坑 契約草稿 

Hakka-chen-09-02 立承瞨字 
明治三十

八年 

陳昆泉、陳阿勝、

阿添兄弟 
新打坑 契約正本 

Hakka-chen-10-00 封包       
承買新打坑陳東元

田園 

Hakka-chen-10-01 杜賣契 嘉慶十年 
張養生、高汪生、

番業主老允安榮 
烏樹林 衛傳恩印 

Hakka-chen-10-02 杜賣契 同治二年 黃阿長、陳東元 新打坑 草稿 

Hakka-chen-10-03 杜賣契 同治二年 黃阿長、陳東元 新打坑 衛傳恩印、正本 

Hakka-chen-10-04 杜賣契 同治二年 黃阿長、陳東元 新打坑 衛傳恩印、正本 

Hakka-chen-10-05 增找洗契 同治七年 黃阿長、陳東元 新打坑   

Hakka-chen-10-06 契尾 光緒二年 陳東元 新打坑   

Hakka-chen-10-07 丈單 
光緒十四

年 
陳東元 新打坑   

Hakka-chen-10-08 執照 
光緒十六

年 
陳阿東 新打坑   

Hakka-chen-10-09 杜賣契 
光緒十六

年 
陳東元、陳山茂 新打坑   

Hakka-chen-10-10 契尾 
光緒十七

年 
陳山茂 新打坑   

Hakka-chen-11-00 封包       
劉陽光、劉世生立有

換批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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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chen-11-01 換山歸管字 
道光十四

年 
劉世生、陳貴三 六股庄 保長謝錫恩戳記 

Hakka-chen-11-02 換山歸管字 
道光十五

年 
陳桂三、劉陽光 六股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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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chen-12-00 封包       
明治三十七年葉阿

木等瞨耕字 

Hakka-chen-12-01 
立承瞨山林

埔地字 

明治三十

七年 
葉阿木、葉阿秀 新打坑 草稿 

Hakka-chen-12-02 
立承瞨山林

埔地字 

明治三十

七年 
葉阿木、葉阿秀 新打坑 正本 

Hakka-chen-13-00 封包       
新打坑與盧仔上片

毗連之業 

Hakka-chen-13-01 完單 同治七年 蘇阿萬 新打坑 衛恩傳印 

Hakka-chen-13-02 籤條 不詳     請保正等定界事 

Hakka-chen-13-03 契尾 同治八年 陳山茂 新打坑   

Hakka-chen-14-00 封包       鹹菜甕承張鍾氏 

Hakka-chen-14-01 
立招買水田

字 
道光五年 張鍾氏、張鳳秀     

Hakka-chen-14-02 
立收定田價

銀字 
道光五年 

張鍾氏、張桂香、

陳桂三 

新興庄

(鹹菜甕) 
  

Hakka-chen-14-03 仝立合約字 道光五年 陳桂三、張鍾氏   風水穴、一式兩份 

Hakka-chen-14-04 仝立合約字 道光五年 張鍾氏、陳桂三   風水穴、一式兩份 

Hakka-chen-14-05 立生銀字 道光九年 
張鍾氏、張鳳秀、

陳桂三 
    

Hakka-chen-14-06 立遜曠字 咸豐八年 張賜福、陳山茂     

Hakka-chen-14-07 不明         

Hakka-chen-15-00 封包       
承買陳永山水田山

林埔園六處 

Hakka-chen-15-01 杜賣契 
嘉慶十三

年 

林時發、曾阿俊、

陳寶 
新打坑 竹塹社衛傳恩印 

Hakka-chen-15-02 杜賣契 道光六年 王阿才、張阿寶 新打坑   

Hakka-chen-15-03 鬮書 
道光十三

年 

張阿寶、徐阿通、

阿結 
新打坑   

Hakka-chen-15-04 鬮書 
道光十三

年 

張阿寶、徐阿通、

阿結 
新打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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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chen-15-05 鬮書 
道光十三

年 

張阿寶、徐阿通、

阿結 
新打坑   

Hakka-chen-15-06 
永定埔田園

字 

道光十五

年 
衛傳恩 新打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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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chen-15-07 換埔字 
嘉慶二十

年 
陳志通、黃三喜     

Hakka-chen-16-00 封包       
擔租人彭統等租佃

事 

Hakka-chen-16-01 承瞨字 
明治三十

八年 
彭石春、陳昆泉 新打坑   

Hakka-chen-17-00 封包       

明治三十九年石祥

胞兄受理十份公業

併六房公業 

Hakka-chen-17-01 立付據字 
明治三十

九年 
陳石祥、陳昆泉     

Hakka-chen-17-02 證書 
明治四十

三年 
胡水源、陳昆泉   印花 

Hakka-chen-18-00 封包       

明治三十八年承父

遺下五份埔水田壹

處 

Hakka-chen-18-01 立贈與字 
明治三十

八年 
陳昆泉、陳春凌 五份埔 陳慶昌嘗 

Hakka-chen-19-00 封包       
新打坑陳金河上手

老契字一大包 

Hakka-chen-19-01 杜賣契 嘉慶十年 陳三星、邱阿福 新打坑   

Hakka-chen-19-02 立找價契字 道光九年 邱阿君     

Hakka-chen-19-03 立定租額字 
道光十一

年 
衛傳恩、詹阿賢 新打坑 白契 

Hakka-chen-19-04 立定租額字 
道光十一

年 
衛傳恩、詹阿賢 新打坑 紅契 

Hakka-chen-19-05 
立賣山林屋

宇字 

道光二十

一年 
張阿寶、林陳恩 新打坑   

Hakka-chen-19-06 杜賣契 咸豐六年 孔阿慶、陳潤三 新打坑 竹塹社衛華龍印 

Hakka-chen-19-07 杜賣契 咸豐七年 陳阿生、詹來賢 新打坑 竹塹社衛華龍印 

Hakka-chen-19-08 立退典字 同治元年 
陳阿五、孔阿慶、

陳金河 
新打坑   

Hakka-chen-20-00 封包       劉阿論轉借字等 

Hakka-chen-20-01 立借銀字 同治十年 葉張彭氏、劉世潤 石坑仔   



 

1173 
 

Hakka-chen-20-02 
立頂退轉借

佛銀字 

同治十三

年 
劉世潤、陳山茂 石坑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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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chen-21-00 封包       
甲辰年葉琳秀承瞨

等 

Hakka-chen-21-01 

立瞨山園栽

種茶叢什菓

字 

明治三十

七年 
陳昆泉、葉琳秀 新打坑 草稿 

Hakka-chen-21-02 

立瞨山園栽

種茶叢什菓

字 

明治三十

七年 
陳昆泉、葉琳秀 新打坑 正本 

Hakka-chen-22-00 封包       
張德淵管理國王嘗

等情 

Hakka-chen-22-01 立胎借字 
明治三十

九年 
張蘭增、陳昆泉 五份埔 草稿 

Hakka-chen-22-02 杜賣契 
明治三十

八年 
張德淵、陳昆泉 田新庄 

第一張、國王嘗管理

人 

Hakka-chen-22-03 杜賣契 
明治三十

八年 
張德淵、陳昆泉 田新庄 第二張 

Hakka-chen-22-04 籤條 
明治三十

八年 
    

各地契稅細目、藍華

峰代筆 

Hakka-chen-22-05 杜賣契 
明治三十

八年 

張德淵、邱阿水、

陳昆泉 
田新庄 第一張 

Hakka-chen-22-06 杜賣契 
明治三十

八年 

張德淵、邱阿水、

陳昆泉 
田新庄 第二張 

Hakka-chen-22-07 杜賣契 
明治三十

八年 
張德淵、陳昆泉 田新庄 興發嘗 

Hakka-chen-23-00 封包       鹹菜甕黃台貴 

Hakka-chen-23-01 
立給定額丈

明租單字 
道光六年 衛壽宗、張鍾氏 北勢山 墾戶衛壽宗印 

Hakka-chen-23-02 
立對佃生銀

字 

道光二十

二年 

衛壽宗、詹志敬、

林雲錦 
五分埔 

番業主衛壽宗、衛榮

宗、衛林安印 

Hakka-chen-23-03 立借銀字 
道光二十

六年 
張建綸、陳貴三 北勢山 總理陳瑞陽印 

Hakka-chen-23-04 
仝立合約字

人 
咸豐九年 黃台貴、陳山茂 北勢山 墾戶姜墊邦印 

Hakka-chen-24-00 封包       
明治三十六年在鹹

菜甕對佃結收字 

Hakka-chen-24-01 契尾 光緒六年 陳山茂 打鐵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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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chen-24-02 封包       
癸卯九月劉萬德結

去銀價字 

Hakka-chen-24-03 
立結谷限還

銀單字 

明治三十

六年 
劉萬得、陳昆泉 不詳   



 

1176 
 

 

Hakka-chen-24-04 
憑單撥出龍

銀字 

明治三十

六年 
陳金番、陳昆泉 不詳   

Hakka-chen-24-05 立胎借銀字 
明治三十

八年 
張蘭增、陳昆泉 不詳   

Hakka-chen-25-00 封包       衛雙傳佃立新作 

Hakka-chen-25-01 籤條 不詳 陳山茂、衛雙傳 不詳 

陳山茂買衛雙傳一

契面銀六元又司單

銀九角 

Hakka-chen-25-02 

立歸就盡根

水田屋宇山

林契字 

明治三十

五年 
張蘭榮、張蘭增 五份埔   

Hakka-chen-25-03 
立築欄窩坡

瑭字 

明治四十

三年 
衛雙傳、陳昆泉 新打坑   

Hakka-chen-26-00 封包       
新打坑口承買呂琳

添等田地 

Hakka-chen-26-01 鬮書 光緒十年 呂琳發兄弟等 新打坑   

Hakka-chen-26-02 鬮書 光緒十年 呂琳發兄弟等 新打坑   

Hakka-chen-26-03 鬮書 光緒十年 呂琳發兄弟等 新打坑   

Hakka-chen-26-04 鬮書 光緒十年 呂琳發兄弟等 新打坑   

Hakka-chen-26-05 杜賣契 
光緒十一

年 

呂琳添、李興、陳

茂源 
新打坑 草稿 

Hakka-chen-26-06 杜賣契 
光緒十一

年 

呂琳添、李興、陳

茂源 
新打坑 正本 

Hakka-chen-26-07 契尾 
光緒十二

年 
陳茂源 新打坑   

Hakka-chen-26-08 封包       新打坑呂琳添 

Hakka-chen-26-09 
仝立合約定

界字 
光緒九年 呂陳貴、張阿嬌 新打坑 番業主衛璧奎印 

Hakka-chen-27-00 封包         

Hakka-chen-27-01 
立退還規管

田園契字 
道光四年 

蔡詳、巫阿霸、衛

開業、衛林壽 

六股石坑

窩 
溫宗興記 

Hakka-chen-27-02 
立退墾永耕

字 
道光五年 

衛林秀、楊建祖、

劉李鳳 

六股石坑

窩 

番業主衛壽宗印、衛

琳秀印、溫宗興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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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chen-27-03 
立退墾永耕

字 
道光七年 

衛法壽、衛琳秀、

葉福生 

六股石坑

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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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chen-27-04 
立起耕典水

田埔園契字 

道光二十

三年 
蘇傳生、協春號 

六股石坑

窩 
  

Hakka-chen-28-00 封包       
鹹菜甕北柵外北勢

山下 

Hakka-chen-28-01 杜賣契 
嘉慶十七

年 

許湧、張必寧、陳

開 
打鐵坑 番業主衛壽宗印 

Hakka-chen-28-02 杜賣契 光緒六年 
陳阿珍、阿華、陳

山茂 
打鐵坑 草稿 

Hakka-chen-28-03 杜賣契 光緒六年 
陳阿珍、阿華、陳

山茂 
打鐵坑 

正本、番業主衛壽宗

印、衛寬裕印 

Hakka-chen-28-04 完單 
明治三十

三年 
陳山茂、衛壽宗 打鐵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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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1、已蒐錄影印之台灣總督府公文類纂──土地申告書 

冊號 文件名稱  

11528 新竹廳竹北二堡田心仔庄  

11529 新竹廳竹北二堡田心仔庄  

11540 新竹廳竹北二堡樹杞林庄  

11541 新竹廳竹北二堡樹杞林庄  

11542 新竹廳竹北二堡鹽水港庄  

11543 新竹廳竹北二堡鹽水港庄  

11544 新竹廳竹北二堡香山坑庄  

11545 新竹廳竹北二堡麻園庄  

11546 新竹廳竹北二堡沙崙庄  

11547 新竹廳竹北二堡雞油林庄  

11548 新竹廳竹北二堡王爺坑庄  

11549 新竹廳竹北二堡蔴園肚庄  

11550 新竹廳竹北二堡舊港庄  

11551 新竹廳竹北二堡舊港庄  

11552 新竹廳竹北二堡中興庄  

11553 新竹廳竹北二堡中興庄  

11554 新竹廳竹北二堡水坑庄  

11555 新竹廳竹北二堡全山面庄  

11726 新竹廳竹北一堡北埔庄  

11727 新竹廳竹北一堡北埔庄  

11728 新竹廳竹北一堡內立庄  

11729 新竹廳竹北一堡內立庄  

11730 新竹廳竹北一堡內立庄  

11731 新竹廳竹北一堡溪埔仔庄  

11732 新竹廳竹北一堡溪埔仔庄  

11733 新竹廳竹北一堡溪埔仔庄  

11734 新竹廳竹北一堡草山庄  

11735 新竹廳竹北一堡草山庄  

11736 新竹廳竹北一堡草山庄  

11737 新竹廳竹北一堡豆仔埔庄  

11738 新竹廳竹北一堡豆仔埔庄  

11739 新竹廳竹北一堡大壢庄  

11740 新竹廳竹北一堡大壢庄  

11741 新竹廳竹北一堡十二寮庄  

11742 新竹廳竹北一堡雙溪庄  

11743 新竹廳竹北一堡雙溪庄  

11744 新竹廳竹北二堡湳湖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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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5 新竹廳竹北一堡寶斗仁庄  

11746 新竹廳竹北一堡寶斗仁庄  

11747 新竹廳竹北一堡寶斗仁庄  

11748 新竹廳竹北一堡雞油凸庄  

11749 新竹廳竹北一堡雞油凸庄  

11750 新竹廳竹北一堡雞油凸庄  

11751 新竹廳竹北一堡犁頭山庄  

11752 新竹廳竹北一堡大坪庄  

11753 新竹廳竹北一堡大坪庄  

11754 新竹廳竹北一堡石頭坑庄  

11755 新竹廳竹北一堡石頭坑庄  

11756 新竹廳竹北一堡打鐵坑庄  

11757 新竹廳竹北一堡打鐵坑庄  

11758 新竹廳竹北二堡貓兒錠庄  

11759 新竹廳竹北二堡貓兒錠庄  

11760 新竹廳竹北二堡貓兒錠庄  

11761 新竹廳竹北二堡北窩庄  

11762 新竹廳竹北二堡大湖口庄  

11763 新竹廳竹北二堡大湖口庄  

11764 新竹廳竹北二堡大湖口庄  

11765 新竹廳竹北二堡三湖庄  

11766 新竹廳竹北二堡九斗庄  

11767 新竹廳竹北二堡三墩庄  

11768 新竹廳竹北二堡三墩庄  

11769 新竹廳竹北二堡笨仔港  

11770 新竹廳竹北二堡笨仔港  

11771 新竹廳竹北二堡笨仔港  

11772 新竹廳竹北二堡崩坡下庄  

11773 新竹廳竹北二堡湳湖庄  

11774 新竹廳竹北二堡湳湖庄  

11775 新竹廳竹北二堡湳湖庄  

11776 新竹廳竹北二堡楊梅壢庄  

11777 新竹廳竹北二堡大金山下庄  

11778 新竹廳竹北二堡大金山下庄  

11779 新竹廳竹北二堡犁頭州庄  

11780 新竹廳竹北二堡犁頭州庄  

11781 新竹廳竹北二堡上陰影窩庄  

11816 新竹廳竹北二堡牛欄河庄  

11817 新竹廳竹北二堡牛欄河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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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8 新竹廳竹北二堡紅毛港庄  

11819 新竹廳竹北二堡紅毛港庄  

11820 新竹廳竹北二堡咸菜硼街  

11821 新竹廳竹北二堡咸菜硼街  

11822 新竹廳竹北二堡咸菜硼街  

11827 新竹廳竹北二堡橫山庄  

11828 新竹廳竹北二堡橫山庄  

11829 新竹廳竹北二堡橫山庄  

11836 新竹廳竹北二堡湖肚庄  

11837 新竹廳竹北二堡上南片庄  

11838 新竹廳竹北二堡上南片庄  

11839 新竹廳竹北二堡十六張庄  

11840 新竹廳竹北二堡十六張庄  

11841 新竹廳竹北二堡下南片庄  

11842 新竹廳竹北二堡下南片庄  

11843 新竹廳竹北二堡中崙庄  

11844 新竹廳竹北二堡苧仔園庄  

11845 新竹廳竹北二堡坑仔口庄  

11846 新竹廳竹北二堡坑仔口庄  

11850 新竹廳竹北二堡員山庄  

11851 新竹廳竹北二堡德盛庄  

11852 新竹廳竹北二堡德盛庄  

11853 新竹廳竹北二堡上北勢庄  

11854 新竹廳竹北二堡上北勢庄  

11855 新竹廳竹北二堡上北勢庄  

11856 新竹廳竹北二堡下北勢庄  

11857 新竹廳竹北二堡下北勢庄  

11858 新竹廳竹北二堡下北勢庄  

11859 新竹廳竹北二堡下北勢庄  

11860 新竹廳竹北二堡大眉庄  

11862 新竹廳竹北一堡新庄仔庄  

11863 新竹廳竹北一堡崁頭庄  

11864 新竹廳竹北一堡波羅汶庄  

11865 新竹廳竹北一堡波羅汶庄  

11866 新竹廳竹北一堡波羅汶庄  

11867 新竹廳竹北一堡后湖庄  

11868 新竹廳竹北一堡后湖庄  

11870 新竹廳竹北一堡大湖口庄  

11871 新竹廳竹北一堡坪林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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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4 新竹廳竹北二堡北窩庄  

11905 新竹廳竹北二堡秀才窩庄  

11906 新竹廳竹北二堡照鏡庄  

11907 新竹廳竹北二堡內海墘庄  

11908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上橫坑庄  

12061 苗栗廳苗栗一堡二崗坪庄  

12062 苗栗廳苗栗一堡二崗坪庄  

12063 苗栗廳苗栗二堡苑裡庄  

12064 苗栗廳苗栗二堡苑裡庄  

12065 苗栗廳苗栗二堡苑裡庄  

12066 苗栗廳苗栗二堡苑裡庄  

12067 苗栗廳苗栗二堡苑裡庄  

12068 苗栗廳苗栗二堡苑裡坑庄  

12069 苗栗廳苗栗二堡苑裡坑庄  

12070 苗栗廳苗栗二堡內湖庄  

12071 苗栗廳苗栗二堡內湖庄  

12072 苗栗廳苗栗二堡南勢庄  

12073 苗栗廳苗栗二堡新埔庄  

12074 苗栗廳苗栗二堡蕃社庄  

12075 苗栗廳苗栗二堡福興庄  

12076 苗栗廳苗栗二堡北勢庄  

12077 苗栗廳苗栗二堡南和庄  

12078 苗栗廳苗栗二堡芎蕉坑庄  

12079 苗栗廳苗栗二堡舊社庄  

12080 苗栗廳苗栗二堡山腳庄  

12081 苗栗廳苗栗二堡土城庄  

12082 苗栗廳苗栗二堡土城庄  

12083 苗栗廳苗栗二堡社苓庄  

12084 苗栗廳苗栗二堡社苓庄  

12085 苗栗廳苗栗二堡社苓庄  

12086 苗栗廳苗栗二堡梅樹腳庄  

12087 苗栗廳苗栗二堡房裡庄  

12088 苗栗廳苗栗二堡房裡庄  

12089 苗栗廳苗栗二堡北勢窩庄  

12090 苗栗廳苗栗二堡北勢窩庄  

12091 苗栗廳苗栗二堡大埔庄  

12092 苗栗廳苗栗二堡大埔庄  

12093 苗栗廳苗栗二堡圳頭庄  

12094 苗栗廳苗栗二堡圳頭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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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95 苗栗廳苗栗二堡石頭坑庄  

12096 苗栗廳苗栗二堡石頭坑庄  

12097 苗栗廳苗栗二堡白沙墩庄  

12098 苗栗廳苗栗二堡白沙墩庄  

12099 苗栗廳苗栗二堡內湖島庄  

12100 苗栗廳苗栗二堡南勢林庄  

12101 苗栗廳苗栗二堡通霄灣庄  

12102 苗栗廳苗栗二堡通霄灣庄  

12103 苗栗廳苗栗二堡通霄灣庄  

12104 苗栗廳苗栗二堡烏眉坑庄  

12105 苗栗廳苗栗二堡烏眉坑庄  

12106 苗栗廳苗栗二堡田寮庄  

12107 苗栗廳苗栗二堡田寮庄  

12108 苗栗廳苗栗二堡風樹窩庄  

12109 苗栗廳苗栗二堡大坪頂庄  

12110 苗栗廳苗栗二堡大坪頂庄  

12111 苗栗廳苗栗二堡瓦窯庄  

12112 苗栗廳苗栗二堡五里牌庄  

12113 苗栗廳苗栗二堡五里牌庄  

12114 苗栗廳苗栗二堡五里牌庄  

12115 苗栗廳苗栗二堡五里牌庄  

12116 苗栗廳苗栗二堡通霄街  

12117 苗栗廳苗栗二堡通霄街  

12118 苗栗廳苗栗二堡貓孟庄  

12119 苗栗廳苗栗二堡貓孟庄  

12120 苗栗廳苗栗二堡山柑庄  

12121 苗栗廳苗栗二堡山柑庄  

12122 苗栗廳苗栗三堡山腳庄  

12125 苗栗廳苗栗三堡新店庄  

12129 苗栗廳苗栗三堡廓仔庄  

12133 苗栗廳苗栗三堡三十甲庄  

12146 苗栗廳苗栗三堡磁窯庄  

12147 苗栗廳苗栗三堡營盤口庄  

12148 苗栗廳苗栗一堡外水尾莊  

12149 苗栗廳苗栗一堡牛埔庄  

12150 苗栗廳苗栗一堡橫圳庄  

12151 苗栗廳苗栗一堡庄尾庄  

12152 苗栗廳苗栗一堡庄尾庄  

12153 苗栗廳苗栗一堡頂大安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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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4 苗栗廳苗栗三堡六份庄  

12155 苗栗廳苗栗三堡六份庄  

12156 苗栗廳苗栗三堡六份庄  

12157 苗栗廳苗栗三堡中庄  

12158 苗栗廳苗栗三堡月眉庄  

12159 苗栗廳苗栗三堡月眉庄  

12160 苗栗廳苗栗一堡中社庄  

12163 苗栗廳苗栗一堡海墘厝庄  

12164 苗栗廳苗栗一堡海墘厝庄  

12165 苗栗廳苗栗一堡海墘厝庄  

12179 苗栗廳苗栗三堡四塊厝庄  

12201 苗栗廳苗栗三堡西勢庄  

12284 桃仔園廳桃澗堡山頂庄  

12328 桃仔園廳桃澗堡桃園街  

12329 桃仔園廳桃澗堡桃園街  

12330 桃仔園廳桃澗堡桃園街  

12331 桃仔園廳桃澗堡桃園街  

12333 桃仔園廳桃澗堡山仔頂庄  

12334 桃仔園廳桃澗堡山仔頂庄  

12343 桃仔園廳桃澗堡埔頂庄  

12344 桃仔園廳桃澗堡埔頂庄  

12345 桃仔園廳桃澗堡埔頂庄  

12346 桃仔園廳桃澗堡三坑仔庄  

12364 桃仔園廳桃澗堡宋屋庄  

12365 桃仔園廳桃澗堡社仔庄  

12367 桃仔園廳桃澗堡泉水空庄  

12371 桃仔園廳桃澗堡南興庄  

12372 桃仔園廳桃澗堡南興庄  

12373 桃仔園廳桃澗堡南興庄  

12374 桃仔園廳桃澗堡南興庄  

12375 桃仔園廳桃澗堡大竹圍庄  

12376 桃仔園廳桃澗堡大竹圍庄  

12377 桃仔園廳桃澗堡大竹圍庄  

12378 桃仔園廳桃澗堡新庄仔庄  

12379 桃仔園廳桃澗堡新庄仔庄  

12380 桃仔園廳桃澗堡新庄仔庄  

12381 桃仔園廳桃澗堡南崁內厝庄  

12382 桃仔園廳桃澗堡南崁內厝庄  

12392 桃仔園廳桃澗堡霄裡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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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4 桃仔園廳苗栗三堡鯉魚潭庄  

12520 苗栗廳苗栗一堡鴨母坑庄  

12521 苗栗廳苗栗一堡鴨母坑庄  

12522 苗栗廳苗栗一堡鴨母坑庄  

12523 苗栗廳苗栗一堡外埔庄  

12525 苗栗廳苗栗一堡水尾仔庄  

12527 苗栗廳苗栗一堡樟樹林庄  

12532 苗栗廳苗栗一堡維祥庄  

12613 苗栗廳苗栗三堡四塊厝庄  

12701 桃仔園廳桃澗堡八張犁庄  

12705 桃仔園廳桃澗堡九座寮庄  

12706 桃仔園廳桃澗堡崁仔腳庄  

12713 桃仔園廳桃澗堡青埔庄  

12768 苗栗廳苗栗一堡出磺坑庄  

以上已列印成冊者計 247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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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2、已篩選尚未列印之台灣總督府公文類纂──土地申告書 

冊號 文件名稱  

11526 新竹廳竹北一堡石中井庄  

11527 新竹廳竹北一堡石中井庄  

11530 新竹廳竹北一堡十二寮庄  

11531 新竹廳竹北一堡赤柯坪庄  

11532 新竹廳竹北一堡赤柯坪庄  

11533 新竹廳竹北一堡赤柯坪庄  

11534 新竹廳竹北一堡赤柯坪庄  

11535   新竹廳竹北一堡月眉庄  

11536   新竹廳竹北一堡月眉庄  

11537   新竹廳竹北一堡月眉庄  

11538 新竹廳竹北一堡三重埔庄  

11539 新竹廳竹北一堡三重埔庄  

11556 新竹廳竹北一堡楊寮庄  

11557 新竹廳竹北一堡楊寮庄  

11558 新竹廳竹北一堡楊寮庄  

11560 新竹廳竹北一堡員崠仔庄  

11561 新竹廳竹北一堡牛埔庄  

11567 新竹廳竹北一堡隘口庄  

11569 新竹廳竹北一堡上山庄  

11571 新竹廳竹北一堡南埔庄  

11572 新竹廳竹北一堡南埔庄  

11573 新竹廳竹北一堡南埔庄  

11574 新竹廳竹北一堡南埔庄  

11575 新竹廳竹北一堡南埔庄  

11576 新竹廳竹北一堡新竹街  

11577 新竹廳竹北一堡新竹街  

11580 新竹廳竹北一堡新竹街  

11581 新竹廳竹北一堡新竹街  

11582 新竹廳竹北一堡新竹街  

11583 新竹廳竹北一堡新竹街  

11584 新竹廳竹北一堡新竹街  

11585 新竹廳竹北一堡新竹街  

11586 新竹廳竹北一堡新竹街  

11587 新竹廳竹北一堡新竹街  

11588 新竹廳竹北一堡新竹街  

11592 新竹廳竹北一堡新竹街  

11593 新竹廳竹北一堡新竹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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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99 新竹廳竹北一堡鹿場庄  

11600 新竹廳竹北一堡鹿場庄  

11601 新竹廳竹北一堡六張犁庄  

11602 新竹廳竹北一堡六張犁庄  

11607 新竹廳竹北一堡馬麟厝庄  

11609 新竹廳竹北一堡南隘庄  

11610 新竹廳竹北一堡南隘庄  

11613 新竹廳竹北一堡九甲埔庄  

11614 新竹廳竹北一堡九甲埔庄  

11615 新竹廳竹北一堡槺榔庄  

11616 新竹廳竹北一堡槺榔庄  

11617 新竹廳竹北一堡槺榔庄  

11618 新竹廳竹北一堡十塊寮庄  

11619 新竹廳竹北一堡十塊寮庄  

11621 新竹廳竹北一堡十塊寮庄  

11622 新竹廳竹北一堡小份林庄  

11623 新竹廳竹北一堡小份林庄  

11624 新竹廳竹北一堡苦苓腳庄  

11625 新竹廳竹北一堡苦苓腳庄  

11628 新竹廳竹北一堡石硬仔庄  

11634 新竹廳竹北一堡東勢庄  

11635 新竹廳竹北一堡東勢庄  

11636 新竹廳竹北一堡東勢庄  

11637 新竹廳竹北一堡東勢庄  

11639 新竹廳竹北一堡南雅庄  

11640 新竹廳竹北一堡南雅庄  

11641 新竹廳竹北一堡樹林頭庄  

11642 新竹廳竹北一堡樹林頭庄  

11643 新竹廳竹北一堡樹林頭庄  

11644 新竹廳竹北一堡樹林頭庄  

11645 新竹廳竹北一堡虎仔山庄  

11646 新竹廳竹北一堡虎仔山庄  

11649 新竹廳竹北一堡二十張犁庄  

11650 新竹廳竹北一堡二十張犁庄  

11651 新竹廳竹北一堡東海窟庄  

11652 新竹廳竹北一堡東海窟庄  

11653 新竹廳竹北一堡中坑庄  

11654 新竹廳竹北一堡中坑庄  

11655 新竹廳竹北一堡芒頭埔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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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56 新竹廳竹北一堡芒頭埔庄  

11658 新竹廳竹北一堡上坪庄  

11661 新竹廳竹北一堡番仔陂庄  

11666 新竹廳竹北一堡客雅庄  

11667 新竹廳竹北一堡客雅庄  

11668 新竹廳竹北一堡客雅庄  

11672 新竹廳竹北一堡犁頭山下庄  

11675 新竹廳竹北一堡崙仔庄  

11679 新竹廳竹北一堡海山罟庄  

11680 新竹廳竹北一堡海山罟庄  

11681 新竹廳竹北一堡香山庄  

11683 新竹廳竹北一堡香山庄  

11685 新竹廳竹北一堡香山庄  

11687 新竹廳竹北一堡十興堡  

11688 新竹廳竹北一堡十興堡  

11691 新竹廳竹北一堡赤土崎庄  

11692 新竹廳竹北一堡赤土崎庄  

11693 新竹廳竹北一堡赤土崎庄  

11696 新竹廳竹北一堡下山庄  

11697 新竹廳竹北一堡下山庄  

11698 新竹廳竹北一堡水田庄  

11699 新竹廳竹北一堡水田庄  

11700 新竹廳竹北一堡下山庄  

11701 新竹廳竹北一堡埔頂庄  

11702 新竹廳竹北一堡埔頂庄  

11703 新竹廳竹北一堡埔頂庄  

11709 新竹廳竹北一堡浸水庄  

11710 新竹廳竹北一堡浸水庄  

11712  新竹廳竹北一堡青草湖庄  

11713   新竹廳竹北一堡青草湖庄  

11714 新竹廳竹北一堡油車港庄  

11716 新竹廳竹北一堡大湖庄  

11717 新竹廳竹北一堡大湖庄  

11718 新竹廳竹北一堡大湖庄  

11719 新竹廳竹北一堡南坑庄  

11720 新竹廳竹北一堡南坑庄  

11792 新竹廳竹北二堡大崙庄  

11793 新竹廳竹北二堡大崙庄  

11794 新竹廳竹北二堡大崙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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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96 新竹廳竹北二堡大崙庄  

11797 新竹廳竹北二堡大崙庄  

11798 新竹廳竹北二堡大崙庄  

11799 新竹廳竹北二堡上青埔庄  

11800 新竹廳竹北二堡上青埔庄  

11801 新竹廳竹北二堡雙溪口庄  

11802 新竹廳竹北二堡雙溪口庄  

11803 新竹廳竹北二堡雙溪口庄  

11804 新竹廳竹北二堡雙溪口庄  

11805 新竹廳竹北二堡雙溪口庄  

11806 新竹廳竹北二堡雙溪口庄  

11807 新竹廳竹北二堡石磊仔庄  

11808 新竹廳竹北二堡石磊仔庄  

11809 新竹廳竹北二堡五塊厝庄  

11810 新竹廳竹北二堡五塊厝庄  

11872 新竹廳竹北一堡燥坑庄  

11873 新竹廳竹北一堡大坵園庄  

11874 新竹廳竹北一堡圳股頭庄  

11875 新竹廳竹北一堡圳股頭庄  

11876 新竹廳竹北一堡圳股頭庄  

11877 新竹廳竹北一堡新城庄  

11878 新竹廳竹北一堡新城庄  

11881 新竹廳竹北一堡大潭庄  

11882 新竹廳竹北一堡大潭庄  

11883 新竹廳竹北一堡大潭庄  

11885 新竹廳竹北一堡三座屋庄  

11886 新竹廳竹北一堡三座屋庄  

11887 新竹廳竹北一堡三座屋庄  

11890 新竹廳竹北一堡草漯庄  

11891 新竹廳竹北一堡草漯庄  

11892 新竹廳竹北一堡沙崙庄  

11893 新竹廳竹北一堡沙崙庄  

11894 新竹廳竹北一堡沙崙庄  

11896 新竹廳竹北一堡茄苳坑庄  

11897 新竹廳竹北一堡茄苳坑庄  

11898 新竹廳竹北一堡塔仔腳庄  

11899 新竹廳竹北一堡樹林仔庄  

11900 新竹廳竹北一堡樹林仔庄  

11901 新竹廳竹北一堡樹林仔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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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2 新竹廳竹北一堡下大堀庄  

11903 新竹廳竹北一堡下大堀庄  

11910 新竹廳竹北二堡埔頂庄  

11911 新竹廳竹北二堡槺榔庄  

11912 新竹廳竹北二堡槺榔庄  

11913 新竹廳竹北二堡大牛欄庄  

11914 新竹廳竹北二堡大牛欄庄  

11915 新竹廳竹北二堡大牛欄庄  

11916 新竹廳竹北二堡大牛欄庄  

11917 新竹廳竹北二堡大牛欄庄  

11918 新竹廳竹北二堡大牛欄庄  

11920 新竹廳竹北二堡許厝港庄  

11921 新竹廳竹北二堡許厝港庄  

11922 新竹廳竹北二堡許厝港庄  

11923 新竹廳竹北二堡許厝港庄  

11924 新竹廳竹北二堡許厝港庄  

11925 新竹廳竹北二堡下田心仔庄  

11926 新竹廳竹北二堡下田心仔庄  

11927 新竹廳竹北二堡下田心仔庄  

11928 新竹廳竹北二堡下田心仔庄  

11929 新竹廳竹北二堡石牌嶺庄  

11930 新竹廳竹北二堡崁頭厝庄  

11931 新竹廳竹北二堡崁頭厝庄  

11932 新竹廳竹北二堡苦練腳庄  

11933 新竹廳竹北二堡坑尾庄  

11934 新竹廳竹北二堡大坡庄  

11936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上大堀庄  

11937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上大堀庄  

11938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大茅埔庄  

11939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大茅埔庄  

11940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大茅埔庄  

11941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四座屋庄  

11942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四座屋庄  

11943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樟樹林庄  

11944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樟樹林庄  

11945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樟樹林庄  

11947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田新庄  

11949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枋庄  

11950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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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1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五份埔庄  

11952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五份埔庄  

11953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五份埔庄  

11954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五份埔庄  

11955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新埔街  

11956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新埔街  

11957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鹿鳴坑庄  

11958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鹿鳴坑庄  

11959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鹿鳴坑庄  

11960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照門庄  

11961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照門庄  

11964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太平窩庄  

11966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太平窩庄  

11967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大坡庄  

11968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大坪庄  

11969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大坪庄  

11970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大坪庄  

11971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打鐵坑庄  

11972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打鐵坑庄  

11976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番仔湖庄  

11978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十五間庄  

11979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十五間庄  

11999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福興庄  

12000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福興庄  

12001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福興庄  

12002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福興庄  

12003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斗崙庄  

12005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斗崙庄  

12006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斗崙庄  

12007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青埔仔庄  

12211 桃仔園廳桃澗堡南崁廟口庄  

12212 桃仔園廳桃澗堡南崁廟口庄  

12213 桃仔園廳桃澗堡南崁廟口庄  

12214 桃仔園廳桃澗堡南崁廟口庄  

12215 桃仔園廳桃澗堡南崁廟口庄  

12216 桃仔園廳桃澗堡南崁頂庄  

12217 桃仔園廳桃澗堡南崁頂庄  

12218 桃仔園廳桃澗堡南崁頂庄  

12219 桃仔園廳桃澗堡南崁頂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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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0 桃仔園廳桃澗堡南崁頂庄  

12274 新竹廳竹北二堡打鐵坑庄  

12559 新竹廳竹北一堡新城庄  

12560 新竹廳竹北一堡新城庄  

12561 新竹廳竹北一堡新城庄  

12562 新竹廳竹北一堡富興庄  

12563 新竹廳竹北一堡富興庄  

12564 新竹廳竹北一堡富興庄  

12565 新竹廳竹北一堡富興庄  

12566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北勢庄  

12567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北勢庄  

12568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北勢庄  

12569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東勢庄  

12570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東勢庄  

12571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東勢庄  

12573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新陂庄  

12574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新陂庄  

12575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新陂庄  

12576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新陂庄  

12577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新陂庄  

12580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新屋庄  

12581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新屋庄  

12582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白沙墩庄  

12583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白沙墩庄  

12584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白沙墩庄  

12585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白沙墩庄  

12586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白沙墩庄  

12587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坡庄  

12588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坡庄  

12589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坡庄  

12590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坡庄  

12591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崙坪庄  

12592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崙坪庄  

12593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石觀音庄  

12594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石觀音庄  

12595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後庄  

12596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後庄  

12600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蚵殼港庄  

12601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蚵殼港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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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3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老社＃庄  

12604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鳳山崎庄  

12605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鳳山崎庄  

12606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鳳山崎庄  

12607 桃仔園廳竹北二堡鳳山崎庄  

12614 新竹廳竹北一堡南隘庄  

12615 新竹廳竹北一堡中坑庄  

12616 新竹廳竹北一堡雞油凸庄  

12617 新竹廳竹北一堡埔頂庄  

12618 新竹廳竹北一堡內立庄  

12619 新竹廳竹北一堡斗崙庄  

12620 新竹廳竹北一堡南坑庄  

12622 新竹廳竹北一堡隘口庄  

12623 新竹廳竹北一堡吉羊崙庄  

12625 新竹廳竹北一堡鹽水港庄  

12628 新竹廳竹北一堡香山庄  

12629 新竹廳竹北一堡南埔庄  

12630 新竹廳竹北一堡九甲埔庄  

12631 新竹廳竹北一堡海山罟庄  

12632 新竹廳竹北一堡二重埔庄  

12633 新竹廳竹北一堡安溪寮庄  

12637 新竹廳竹北一堡芒頭埔庄  

12638 新竹廳竹北一堡十塊寮庄  

12639 新竹廳竹北二堡旱坑仔庄  

12640 新竹廳竹北二堡中崙庄  

12641 新竹廳竹北二堡鹿鳴坑庄  

12645 新竹廳竹北二堡坪頂埔庄  

12646 新竹廳竹北二堡糞箕窩庄  

12647 新竹廳竹北二堡后湖庄  

12648 新竹廳竹北二堡番仔湖庄  

以上計 302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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