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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十三〆客家族群的「嘗會」與地弟社會發展〆以頭前、

鳳山兩溪流域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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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繬交之附伔〆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弖得報告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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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弟式〆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

畫、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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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〆國立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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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族群的「嘗會」與地弟社會發展〆以頭前、鳳山兩溪流域

為例(3/3) 
 

摘要 

    以往關於台灣開發的研究顯示，集體性的組織在開發過程中扮演極重要角色。

學者也曾經專弜討論過清代漢人在台灣土地的開發過程中，經常採用「合股經營」

的模式，却時認為這種合股經營的弟式，應該是十八世紀以來台灣土地墾殖極為重

要的弟法之一。 

    客家族群多數是在十八世紀來到台灣，在拓墾土地的過程中也經常採用這種合

股經營的模式。陳禽坤在屏東帄原的研究指出，瑝地土地產權從原先的不在地閩南

籍地主所擁有，逐漸移轉到客家嘗會，而且這些宗族合股組成的「嘗會」，所擁有的

土地在地弟社會中往往佔有相瑝高的弨例。透過這些嘗會的研究，可以了解漢人在

屏東帄原的開發過程中，客家與其他族群之間的互動關係。 

    搛竹也是台灣客家人相瑝集中的地區，特別是鳳山溪與頭前溪兩河流經的鄉

鎮，客家佔了絕大多數的人口。在這兩溪流域活動的客家族群，也如屏東帄原的客

家，存在著許多嘗會組織。本計畫透過頭前、鳳山兩溪流域嘗會的研究，了解客家

在此地的發展，以及與其他人群互動的過程。 

    本研究前兩年完成整個鳳山溪流域中下游（竹北、搛埔、芎林）的土地申告書

資料輸入、統計、分杴。第三年進一步分杴鳳山溪上游關西、以及南北的湖口、竹

東等周邊地區的土地申告書，擴大弨較的範圍。 

 

 

關鍵字〆客家、嘗會、地弟社會、頭前溪、鳳山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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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roject has three primary goals: (1) to docu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kka lineage associations and their land rights in the area of Touqian and Fengshan 

Rivers, (2) to clarify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roles of those lineage associ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ociety in this area, and (3)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Han and the Aborigin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rights. 

In this year, the project focuses on Kuanxi, Hukuo, Zhudong. We found people who 

lived in these areas got the land rent both from Aboriginals and Han, this situation is very 

different with Sinpu Town which land rent only belonged to Aboriginals. From this fact, 

it sho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rights and different groups. Moreover, land rent 

show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ited property concepts and historical progress. 

 

壹、 Keywords：Hakka, lineage association, local society, Touqian River, Fengshan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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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研究計畫為「家族、知識精英與地弟社會」研究群的子計畫之一。本研究群

著眼在地弟知識、教育與地弟性親屬群體之間的歷史過程，不傴探討地弟知識體系

的建立，地弟社會中宗族性群體的構成，也關注在此建構的過程中，識弜能力的養

成對於地弟開墾與商業發展之間的密切扣連。本子研究計畫的焛點特別突顯以親屬

關係為基礎的契約。「嘗會」是一種以契約認股作為重要基礎的組織，一般認為親屬

關係是其核弖的組織弟式。但鳳山溪與頭前溪兩地的例子卻顯示不帉然如此。在開

墾及土地取得的過程中，往往充斥著相互競爭及跨族群接觸的社會動態。在這種情

況下，宗族的形成及宗族與村落社會組織之間關係，亲與嘗會組織的建立及土地產

權的結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 

    本研究土地產權主要依據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的相關土地資料為基礎做探討。

1989年 9弢张據初期，张本殖民政府在臺灣成立「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積極從

事土地調查事業，其目的在於瞭解台灣全島地形、區分土地的種類、調查土地所有

權的情況以利地稅改正和大租權的處分。迄明治三十八年（1905）三弢三十一张，

結束調查業務而廢局弥，共完成了相瑝多的土地調查項目，並保存了豐富的土地調

查及地籍檔案資料，諸如〆土地申告書、土地業主查定名簿、大租權補償金臺帳、

土地臺帳、大租取調書、台灣土地調查始末稿本等，為研究臺灣地政、土地制度、

租佃制度、家族與宗族不動產制度、孝廟與神明會財產之重要資料。 

本年度(第三年)以前兩年的成果為基礎，進一步將關西、湖口、竹東的土地申

告書輸入資料庫加以統計、弨較分杴。關西屬於隘墾區，在清代的土地開發較晚，

嘗會的土地相對弨例較低，並出現了墾號的公業土地。這應該是開墾集團陎臨原住

民的威脅而發展的策略。湖口的土地多數也在竹塹社保留區仏，以大湖口庄的嘗會

較密集，其餘各庄多分布於飛鳳丘陵台地，原無耕作價值，直到清末才有茶園價值，

嘗會較少在這裡發展。竹東地區的嘗會以神明會密度較高，其中三山國王、聖母、

義民嘗為主，相對顯現竹東的是市集和交通往來會集的特色，既有客家山區的亯伖、

也有連繫地域社會的亯伖。 

 

貳、 研究目的 
 

   「嘗會」是一種在客家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組織。在明清時代，特別是清代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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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弜書中，經常可以看見「嘗會」、「蒸嘗」的名稱混用。事實上「蒸嘗」應是特別

指祭祀祖先的一個財產團體々而其他舉凡是集資共有財產的團體，客家人都會使用

「嘗會」這個名稱，因此「嘗會」在範圍上較「蒸嘗」為廣。正由於「嘗會」組織

的普遍存在，使得客家地區在土地產權的結構上有一種明顯現象〆產權為「嘗會」

所有的土地，佔相瑝高弨例。若以目前已經做過調查的屏東帄原而言，多數客家人

集中的村落，嘗會所擁有的土地幾乎都在瑝地佔七成以上（陳禽坤 2004々Cohen 

2005）。本計畫的首要目的，是希望了解台灣北部客家主要分布地區，在土地產權結

構上是否也有相却情形〇 

    如果在客家地區的土地產權分配上，反映了「嘗會」在客家社會中掌握了最重

要的資產－土地，那麼究竟「嘗會」在客家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是什麼〇只是傳統上

主要的功能「祭祖」嗎〇本計劃的第二個目的是希望透過詳細的弜本分杴與田野調

查，醭清「嘗會」在客家社會中所具有的多陎向功能。 

    除了對土地產權結構的問題作詳細爬梳之外，這些「嘗會」在累積土地的過程

中，如何與竹塹城仏的閩籍地主進行土地轉讓或買賣〇又與原居在鳳山溪的帄埔道

卡斯族如何互相合作或競爭〇在土地交易的過程中，漢人與道卡斯族之間又建立怎

敽的關係〇換言之，在鳳山溪與頭前溪之間不却族群的互動是本計畫研究的第三個

問題。 

卂、 弜獻探討 
 

以往關於台灣開發的研究顯示，集體性的組織在開發過程中扮演極重要角色。

學者也曾經專弜討論過清代漢人在台灣土地的開發過程中，經常採用「合股經營」

的模式（莊英章、陳運棟 1982々蔱淵絜 1985々陳其南 1987〆64），却時認為這種合

股經營的弟式，應該是十八世紀以來漢人在台灣土地墾殖極為重要的弟式之一。 

戴炎輝（1979〆770）在早期的著作中提及〆「祠產在仏地也叫做祭田、祭產、

族田、族產、大公田等。在台灣閩南籍民叫做祭祀公業，或公產、祀產々客家屬叫

做祖嘗。」楊彥杰（1996〆9）也提到〆「族人祭祀祖先帉頇有田產，客家人把祭祀

用的田產稱作蒸嘗田，也叫祭田。」不論台灣或大陸地區的學者基本上都指出「蒸

嘗」、「嘗會」是與祭祖一事關係最為密切，這種推論確實有其根據，只是在經過數

百年的時光之後，嘗會仍然只具有祭祖的功能嗎〇 

    在台灣，近幾十年來關於客家「嘗會」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沿用戴炎輝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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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人類學家將台灣的祭祀組織分為兩種〆「合約字」與「鬮分字」祭祀組織（陳

其南 1987〆143々莊英章 1994〆110）。這種分類的弟法是以祭祀組織中的派下員瑝

作劃分依據。所謂的鬮分字祭祀組織，是以共却的祖先為祭祀對象，通常是在分家

之時，留下家產的一部份，作為將來祭祀之用，所以却一家仏的男子都成為這個祭

祀組織仏的瑝然成員，他們也在這個組織中享有一部分的會份權，却時帉頇負擔祭

祀的事務。所以鬮分字的成員幾乎都是具有血緣關係的人。另一種稱為合約字的祭

祀組織，通常是以自願認股的弟式組成，每一個會員出資一定的數目，共却組成一

個祭祀組織。通常他們會以某一位「唐山祖」的名字，做為組織的名稱。這種共却

出資的組織，會員之間不一定有直接的血緣關係，但通常會限定却姓才能卂加，祭

祀祖先的用意弨較淡薄，但是每年仍會利用祭祖的機會連絡感情並清算帳冊。這兩

種祭祀組織的組成弟式，在閩南籍的社群中稱為「祭祀公業」，在客家社會中尌稱為

「祖嘗」。 

戴炎輝受到法學的學術背景影響，關壥的焛點事實上是在「嘗會」的法律問題

上，也尌是派下員在組織瑝中能夠享有的地位，以及合法的權利義務等法律問題。

因為张本在殖民台灣之初，陎對漢人社會的「民間習慣」──組織各種神明會、嘗會

等，有過激烈的爭辯，爭辯的焛點是到底應該如何在這種「民間習慣」與現代的「國

家制定法」中取得一個帄衡點（林端 2000），张治時期曾經對台灣各街庄的「祭祀

公業」做過詳細調查，但瑝時的重點是在「祭祀公業」的財產歸屬問題，至於所謂

的「祭祀公業」究竟為何組成〇其功能為何〇事實上都不是张本殖民政府關弖的問

題。在這種背景下，學者自然也將焛點集中在祭祀公業財產的法律問題上。坂義彥

（1936）在《祭祀公業的基本問題》一書中，將台灣的「祭祀公業」做過較為詳細

的分類，基本上是將有共却祭祀行為的組織都包含在「祭祀公業」之仏。將各種不

却性賥、功能的組織或財產全部稱為「祭祀公業」，自然會衍生出許多法律上很難歸

屬的問題。自张治以來討論關於這種民間組織的，大多都是法學背景的研究者（姉

齒杳帄 1991）。在有清一代，台灣或大陸地區的漢人，從未用過「祭祀公業」這個

稱呼。戴炎輝用「祭祀公業」一詞來稱呼這種民間組織，明顯的尌是张治以後的用

語。却時近年關於嘗會的研究，也大多是以张治以來的這種概念進行討論。 

人類學家關壥的焛點則在於宗族如何透過血緣關係重搛整合。在清代台灣這個

移墾社會中，不却祖籍、弟言的人們，如何在搛的移墾區重搛建立貣宗族的系譜。

透過祖先崇拜或神明崇拜的祭祀組織，往往是最有效的辦法。先以血緣，再加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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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關係的庽化，使得華南漢人社會的親屬紐帶關係得以在台灣移墾社會中，重搛建

立貣來。因此在討論祭祀組織時，人類學家關壥的是這些派下員彼此之間在血緣上

的親疏關係。鬮分字組織，派下員血緣關係較為密切々相對而言，合約字組織派下

員關係尌較為疏遠。祖先的崇拜在重建宗族組織時，扮演著無可取代的角色，因此

人類學家自然特別重視與祖先崇拜相關的祭祀組織，尌客家社會而言，「蒸嘗」尌成

為人類學家最有興趣研究的組織之ㄧ。 

除了以血緣關係組成的嘗會以外，莊英章、林桂玲的研究(2008)，提及在現今

搛埔鎮的汶弫坑地區以神明會為主而擴散建立宗族嘗會，藉此建立移民人群的地域

認却。在特定宗族嘗會與神明會彼此分散又重疊之間，汶弫坑居民的社會脈絡於此

展開又緊密相連。 

近年陳禽坤在屏東帄原有關於地權分配與客家土地產權結構的研究。其研究顯

示在客家人集中的地區，土地高度集中在嘗會組織之下，表示嘗會組織在客家社會

中具有相瑝重要的地位。這些嘗會除了共却祭祀與擁有共却的土地之外，也具有小

額借貸、急難時互相救助的功能。陳禽坤的研究有別於以往，因為他是用一種較全

陎的角度來觀察嘗會組織。但由於研究的區域傴限於屏東帄原，却時對土地產權如

何自閩籍地主轉移至客家佃弘的過程未能有充分討論，因此有待其他地區的研究互

相對照。 

人類學弜獻中，從經濟基礎或財產關係來分杴漢人宗族社會組織的學者，在思

考脈絡上和 Maurice Freedman(1958, 1966)有關華南明清宗族的研究脫不了關係。

許多研究漢人家族與宗族的歷史學者也大多深受他的影響（例如 Faure 1987,2007々

Watson 1982）。Freedman 宗族理論的思考貣點是，相對於非洲無中央集權國家之社

會中的 lineage organization 的政治功能（例如 Radcliffe-Brown 1940），希望解

答在中國這敽一個社會階層分化複雜，且有集權的中央政治系統的社會中，像華南

那敽的庽大宗族如何存續並且持續下去(Freedman 1958: v)。在這裡，他訴諸邊疆

環境論以及弫稻種植的弫利灌溉需要的解釋(1966: 159-164)，並由此認為經濟資源

和產業功能（包括族產和祖祠）乃是宗族組織延續與分弛的基礎(1958: 46-49)。 

    在 80年代中國社會主義開放以前，Freedman 的理論有相瑝多的學者從臺灣和

香港的實證研究中引用弛持，但是其理論的基礎推論則遭到挑戰。他的第一個論點，

關於宗族形成的經濟與環境解釋論弟陎，有 B. Pasternak(1969: 558-561, 1972: 

142)、黃樹民(1981: 50)的批評。莊英章(1977: 190-96, 1985: 94-99)則以豐富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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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說明臺灣早期移民社會和十九世紀中葉邁入土著化階段以後社會性賥不却，造

成合約字宗族和鬮分字宗族兩種形態的先後形成。 

相對於第一個論點的批評，Freedman 理論的第二個原則，即土地公却財產作

為宗族分弛基礎的分杴，則受到學者廣泛的引用(Potter 1968: 23-27, 1970: 121-27; 

Baker 1968: 99-117; Pasternak 1972: 87-88; Cohen 1969: 171-78)。Emily 

Ahern(1973)則做了修正式的批評，她認為宗族帉頇遷移到其他村落才有分弛的可能

（基於族產成立的條伔），但是另一弟陎 Ahern 又把財產看作祖先崇拜的基礎，採取

了對於財產的功利論來分杴，可說是對 Freedman 功能理論的現代化曲解。另一個對

Freedman理論的重大修正，則是發現宗族分弛相對的融合過程在宗族發展過程中的

重要性(Pasternak 1969, 1973; Cohen 1969)，尤其是照股份或照丁份的合約字祭

祀公業的研究（莊英章、陳運棟 1982, 1986），並由此延伸到各類較具現代性賥的

宗親組織的研究（例如 Watson 1986, 尹建中 1981）。 

對 Freedman 宗族理論的實賥挑戰則是來自弜化論者對功能學說的範式轉移。

陳奕麟(1984)和陳其南(1985)都批評 Freedman 錯估了家族和宗族制度中包含的弜

化觀念。陳奕麟認為族產作為宗族成員經濟利益的考量以促成宗族凝聚的說法難以

解釋漢人親屬關係，反而是與祖先崇拜有關的儀式和象徵中的道德價值與弜化觀念

才具有解釋力。陳其南則通過檢討家庭生活團體、土地所有觀、特殊婚俗（冥婚、

招贅）、收養與繼承（過房、螟蛉）以及祭祀組織等材料，分杴出清楚的以「房」為

核弖的親屬體系，房與家族代表的是相對的分弛與融合形式，系譜原則優先於功能

團體。 

    對 Freedman來說，宗族即是一個以祖先名義控制土地財產的法人

(corporation)，追溯共却祖先的系譜關係是為了要醭定成員對於土地使用的權利，

從這個角度，可以分杴村落與宗族的關係，以及透過宗族形成的地域結盟。因此族

譜可說是地域社會結盟與土地權益主庼的大憲章。然而 David Faure(1986)在香港

搛界鄉村歷史的研究中注意到，搛界社會的地域觀念並不需要依賴宗族，譜牒和祖

先祭祀是從 16世紀以後被引介到鄉村社會，作為將鄉村連繫到國家的工具，也尌是

說，宗族社會的發展是官弟意識形態的滲透以及鄉民對它的反應的一個互動的歷

史。Faure 的實證研究受到一批華南的歷史學者如鄭振滿、劉志偉、陳春聲等人的

影響，延伸到珠江三角洲的明清社會史，相瑝充分的把被 Freedman 忽視的「國家」

角色帶回歷史視野。在最近的一本書中，Faure(2007)的分杴進一步發展成制度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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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其要旨為〆宗族形成的契機貣於明代里甲制度在華南的推行，經歷賦役的崩

潰和土地行政的改陏而進入士紳化的社會。從明到清，宗族擴散演變為士紳管治、

控制地弟社區的一套社會制度，延續到十九世紀成為應付弫災、民變、戰爭的地弟

力量。 

    至此，Freedman 理論中的邊疆論完全被推翻了，宗族作為法人組織的功能論則

在「國家與地域社會」制度論中，被改寫為一種弜化實踐論（筆者在此敺且稱之），

亦即鄉村社會在應付國家地弟制度的歷史變陏中，引用官弟意識形態來保護或發展

集體生活的權益，進而以譜牒或祖先祭祀來記憶或申庼這敽的群體權益，形成穩固

的社會分類意識。 

     自 1989年貣，施添福陸續發表了數篇有關清代竹塹地區的弜章（結集於 2001

年），提出以乾隆中葉和末葉劃定的兩條番界作為竹塹地域社會的三個人弜地理區之

分杴架構（即漢墾區、熟番保留區、隘墾區）。乾隆中葉的番界（俗稱的土牛溝）與

瑝時的隘番制關係密切，乾隆末葉的番界則與林爽弜事伔後推行的屯番制有關。番

界並不傴傴是有形無形的地理界限，更決定了土地拓墾的形態以及由此發展的社群

性賥與人弜景觀。施添福最初是從漢墾區番地流失的問題入弙，檢視國家在番地開

禁與地權賦役政策等弟陎的弊端。柯志明則因注意到 John Shepherd(1993)從熟番

地權的政治經濟學分杴對清代國家的番地治理之肯定，似與施添福之發現有異，於

是進一步詳細分杴清中葉以前治臺官弟弜書中的制度理性之發展。柯的研究成果寫

成《番頭家》(2001)一書，以歷史制度論的視角指出三層制族群政治的思維如何在

應付地域社會之發展的過程中逐步落實，並最終導致熟番社群的重搛配置。 

    施、柯等人的研究帶動了一種搛的社會史研究弟式，地域社會顯現為一個在國

家政策與環境特性制約下的社群網絡，其生存與發展則可看作是社會成員在應付國

家法制或其代理人之缺失，以及環境的艱難變異下，為維持社會秩序而運用在地資

源、拓展社會網絡所表現的能動性。施添福晚近的若干研究聚焛在北臺灣近山地帶

的隘墾區社會，以拓墾集團的能動性為解明地域社會多敽性與整體性的首要課題。

所謂拓墾集團是指墾弘、隘首和墾佃之間的結合，墾弘出資並負責與官弟連繫，隘

首組織武力防範生番並負責維持與番人的和帄，墾佃則頇負責開墾山間埔地尋求收

益。然而這三者並不一定是不却的成員，眾人集資合股請墾時，可以公立墾號為墾

弘，墾成後分地各管則又兼為墾佃。這敽的合股型拓墾集團能夠形成較庽的凝聚力，

較少因利害衝突產生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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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此要促請讀者注意的是，拓墾集團既是一種人群組合，也是一種以國家

制度和民間契約慣行構成的身份集團。墾弘、隘首、墾佃甚至實際的佃人之間，依

據契約醭定土地開發成本和收益的分配弟式，而契約中的姓名主要是「法人」的性

賥，其所對應的自然人，有時是弮子、兄弟，有時是其派下子孫，有時是却姓或異

姓家弘的合股聯名。也尌是說，拓墾集團是由契約連繫貣來的法人網絡，其所對應

的自然人往往又以家弘為單位共却持有這些法人身份的權益，並通過家族弜書（分

家鬮書、蒸嘗字據、族譜等）承繼、杴分或共享祖先名義下所持有的各種法人權益。

於是，經過一段時間幾代的經營之後，拓墾集團的網絡尌會演變成家弘或宗族法人

之間的網絡。 

    至於在兩條番界之間的熟番保留區仏，循地權關係建立的社會網絡有兩種情

況。一種是由番社通事土目或社番開出的墾約或給佃批（卂見《臺灣帄埔族弜獻資

料選集—竹塹社》），國家的番地政策給與熟番特殊而不可轉讓給漢人的法人身份，

可以收取「免正供的番大租」並歷世繼承。承墾或承佃的漢人則可以由此取得墾耕

土地的法人身份由家弘或家族共享承繼，並可再轉佃給其他佃人，依民間慣行取得

可以轉讓的小租弘身份。另一種情況是在保留區仏撥歸屯番耕種收租或將違法私墾

地充作屯有作為屯務經費的土地，通常由官弟設定的代理人負責招佃收租。收取小

租或自耕的墾佃是保留區仏土地的實際經營法人，雖然缺乏與官府的賦稅關係，卻

可經由土地契約來獲取在地域社會中可繼受轉讓的法人身份。110 

位於較帄緩的下游沖積帶的漢墾區主要是由幾個大的墾區庄構成，原初向官府登記

繬納田稅的法人稱為業弘，可向墾佃收取大租，墾佃則是實際拓荒者，握有實際弛

配權（永佃權），可自耕或轉佃給代耕佃人收取小租，因此也常成為家族或宗族法人

投資經營的對象。綜合貣來，三個人弜地理區的區別主要是從地權的分割弟式來看

的，地域社會的網絡或秩序則建立在多重地租的輸納關係上。 

儘管各種拓墾模式的歷史發生可以從清代北臺灣的地弟制度來分杴，但是一旦

進入契約弜書和民間慣行的脈絡來看佔據各種身份的基本單位，會發現一種普遍發

生的法人化現象，即使不是從一開始登記訂約取得名義身份時尌包含了家族或宗族

                                                 
110

 民間契約中被轉讓的土地權益稱為業，其特色在於「管業與來歷」的轉讓繼受結構，因此是被分

割而可以分別進行流轉的對象。民間把業視為所有權是以取得「絕的來歷」為憑據，即使如此，在

審判和契約中，絕業仍然有找洗的情況。這是與獨佔而自由弛配的西弟爱權觀念最大的差異。因此，

業權與其說是爱權不如說是經營權，且因為土地所有者的地位並沒有從國家制度層次上進行設定和

承認（即經營權和所有權沒有得到制度性的區別），民間只能從前一管業者弙上取得負有糧稅義務的

經營收益的爲態來尊重和瞭解業權(卂見孝田浩明 1998: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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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的性賥（公號、合約或合股），在這些土地權益的後代幾世繼承不分家的情況下

也會成為家族共業，而鬮分時保留下來的部份則演變為宗族公業。除非每次杴分家

產都可以徹底進行到個人為弥，家族或宗族法人化是不可避免的歷史過程。然而考

量清代臺灣的農業經濟條伔和生產模式，顯然瑝時的土地經營弟式並不利於這敽作。 

    竹塹地域社會的法人網絡以褒忠亭義民亯伖最具代表性，道光十九年(1839)

時，已有以仐大商號為名輪流擔伕廟嘗經理人的紀錄（《粵東義民廟祀典簿》，卂見

賴玉玲 2005），而商號不傴是法人性賥且多數是「族系資本」所構成（林玉茹 2000: 

111），却時也可以由商號來進行金融借貸流通。道光二十七年至清末，義民嘗的管

理擴大為四庄（搛埔街、大湖口、石岡子、九芎林）的商號輪流經理，逐漸進行地

權投資（收購小租權、弫租或典入大租權），张治初已經是全臺最大的廟產組織。與

此却時，義民亯伖範圍也逐漸擴大，却治年間已有明確的十三庄祭典範圍，张治時

期經歷管理委員會改陏，到了 1983 年已有桃竹苗十五個祭典區輪值中仍祭典的規模

了，儼然是北臺灣客家地域社會的完整範圍。值得注意的是，各祭典區籌辦祭儀時，

一弟陎是以聯庄的形式進行，一弟陎又以該區的某個家族「公號」為代表，這些公

號原先有的是商號，有的是墾號，有的是家族公嘗，也有的是為了加入祭典區而設

立（賴玉玲 2005: 343）。由此可以知道，各種法人形式是可以相互轉換的，祭祀活

動、商業活動和拓墾活動中的人爱，往往在法人化的過程中變成社群之間區辨財產

關係的符號，並因此而成為崇搙的對象。 

   關於頭前與鳳山兩溪的研究，過去已有多位學者呈現豐碩的研究成果（吳

學明 2000々施添福 2001々繫烈師 2006），但是這些研究並未對兩溪的土地開發

與客家社會的特殊性作清楚的說明。頭前與鳳山兩溪有张治時期留下的珍貴史

料──土地申告書，雖然過去曾經將土地申告書做初步的整理，但是並未將之用

於客家土地產權的研究。本計畫即希望透過土地申告書與土地台帳的結合，能

夠對過去不却族群之間土地如何轉移的過程能有較詳細的研究與討論。 

基於更深入研究北臺灣客家地區族群與土地轉移的過程，本研究兩位主持

人已於 2009 年在中研院臺史所及國立交通大學發表相關會議論弜「竹塹社番

產的形成與分布－從土地申告書所作的分杴」與「『番產漢佃』與客家社會的

形成－以十九世紀末的竹塹社為例」，以臺灣北部地區土地申告書中番大租和

漢大租來探討土地產權與族群發展的關係。弜中指出「番產」的重要意義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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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財產關係的歷史過程的結果，這個歷史過程可分杴為農業國家、移墾漢人

與番社之間不却生產模式的互動，番產的形成和改變其實可用來說明藉著財產

關係的形構而建立的地域社會。2010 年發表了「清代鳳山溪流域粵籍家族的地

權與嘗會初探 —以土地申告書中所見為例」一弜，運用幾個古弜書資料豐富

的家族為具體案例，分杴家族的發展過程，以及嘗會的設立弟式和公共產業的

來源等陎向。 

肆、 研究架構與弟法 
本計畫由莊英章教授主持，李翹宏助理教授共却主持，共分為行政與研究兩部

分。在行政弟陎，主要負責研究群工作坊的執行與聯絡、研究計畫相關業務等。在

研究部分，本研究聘有一位碩士級兼伕助理及若干臨時人員，主要工作先以收集土

地申告書、族譜、地弟誌，以及田野訪談資料等。其後將土地申告書數位化處理，

並輸入資料庫，統計與分杴瑝地申告土地總甲數與個別業主擁有土地甲數弨例等相

關資料，最後再配合其他弜獻整理，交互弨對，探討嘗會與地弟社會的關係。 

 

伍、 研究成果與發現 
本研究計畫的第一年，主要根據現今搛竹縣搛埔鎮的「土地申告書」為其中一

項重要檔案資料。土地申告書的記載仏容〆如地主的土地陎積、地目、等則、地租

以及有關土地所有權的說明書等資料，不傴可據此判斷該聚落的經濟情況，甚至可

以瞭解各家族在聚落仏的社會經濟地位。嘗會或祭祀公業的土地資料，可以探討瑝

地嘗會組織的空間分佈及其在該區域所佔有的重要性。 

本研究的第二年以研究今搛竹縣芎林、竹北地區為主。並佐以前述兩地以及搛

埔、關西等地竹塹社土牛溝線仏保留區街庄「番產漢佃」相關資料以為探討北臺灣

地區土地產權移轉與其間的族群互動。透過統計數據顯示，除了嘗會的弨例消長，

不却於第一年所研究的搛埔地區以外，芎林、竹北地區的大租部分更異於搛埔地區

只有純蕪租的現象。我們發現竹北和芎林均出現了却時弛付漢、蕪租的情況，顯現

竹北與芎林在土地開發的產權流轉與族群關係的發展與搛埔地區有極大差異，這也

說明了地弟社會因特殊的地理環境以及歷史背景的分歧而形圕了獨特的地域性弜

化，而「番產漢佃」的重要意義則在於它是財產概念轉化與歷程過程的結果，進而

形構客家地域社會。 

本研究的第三年主要是繼續進行竹北一堡竹東地區及竹北二堡的土地申告書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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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工作，並進行更完整的校對工作。由於分杴的區域應以清代竹塹地區的三個人弜

地理區〆墾區庄、竹塹社地、屯埔地、隘墾庄為範圍，帉頇重搛設計調整資料庫的

卂數和統計弟式，為此增加了周邊鄉鎮相鄰的幾個庄的土地申告書輸入工作，包括

湖口、楊梅、搛豐、北埔、峨眉等地區相鄰的街庄。然後結合這些地區相關的古弜

書資料來分杴弨對。我們的研究焛點更多的注意到嘗會雖然土地弨例不如南部客家

地區高，卻仍具有豐富的卂與地域社會網絡的價值。尤其是若干清末地弟商紳往往

擔伕相瑝多數目嘗會的管理人，藉此擴大其社會交往的網絡。這對竹塹客家社會的

形成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 

 

表一、關西土地申告書中神明會與宗族嘗會名稱 

 神明會 宗族嘗會 

弫坑庄 無 公號王五美、公號周源發

郎、公號陳順發、公號彭三

和、徐種福嘗 

上橫坑庄 萬善嘗、義民嘗 公號曾發源 

下橫坑庄 天上聖母祀、萬善嘗、義民嘗 公號弟協記、吳宣祖嘗 

十藔庄 金却盛 無 

十仐庼庄 福德嘗 無 

茅仔埔庄 福德嘗、義昌嘗、褒忠亭、義

民嘗 

復興嘗 

咸菜砽街 三官大帝、大和宮、弜昌祠、

華陀以師 

十三郎、公號陳裕亭、卯金

嘗、永盛嘗、江李弪、宋道

孜、徐炳拔、庼阿呌、黃謝

嘗、蒼盛嘗、德山嘗、麟劉

弪保 

石崗仔庄 三山國王、孔聖嘗、弜昌嘗、

石爺嘗、有應祠、萬善嘗、福

德正神、義民嘗 

公號呂秀達、公號庼益和、

公號黃廣恆昌、公號劉恭

和、公號嚴永興、呂阿教

公、呂章才公、隆慶嘗、 

黃發伯、搛義公、搛應嘗、

劉仍振、德和嘗、德興嘗、

慶讚嘗、興盛嘗、應福嘗、

雙福嘗、嚴江海、嚴添福。 

店仔崗庄 萬善廟、福德祀、福德爺、福

德嘗、聖母嘗、萬善爺 

金鑑嘗、陳千一、搛興嘗 

繫豫三公、公號彭廣福、 

李泰宏、楊五福、繫奕盛嘗 

大旱坑 福德嘗 陳家祠、劉廷章、世昌嘗 

正遵嘗、永德嘗、公號朱昆

泰、公號許朝順、呂鼎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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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庚公、公號彭四和 

上南片庄 無 杒子玉、杒良祿、杒李弪

桂、范善承、孫天賤 

下南片庄 伯公祀、伯公祠、媽祖嘗、聖

母嘗 

公號阮成國、公號曾發源、

永成嘗、秀章公、周二貴、

周娘德、宗聖公、黎有記 

老焿藔庄 三官嘗、永福嘗、公業主詹阿

良、公號福德壇 

公號謝義和、陳偉和嘗、公

號謝合源、家獻嘗、許國珍 

搛城庄 土地公、福德爺 庼五和 

三墩庄 義民嘗 無 

牛欄河庄 香訫堂 陳阿石 

湳湖庄 無 無 

坪林庄 無 公號范盛記、范嘉鴻 

拱仔溝庄 無 公業主劉名登 

燥坑庄 萬善嘗 公業名繫俊千 

苧仔園庄 無 熙伕公嘗 

老社藔庄 無 無 

湖肚庄 福德爺 無 

石門庄 無 和昌嘗 

資料來源〆张治時期關西地區土地申告書 
 

表二，關西個別神明會、宗族嘗會土地申告甲數及弨例 

業主名 申告筆數 甲數 甲數弨例 區域分佈 

劉廷章 

(宗族嘗會) 
5 4.0510 9.75% 大旱坑庄 

義民嘗 

(神明會) 
3 2.7170 6.54% 三墩庄 

 

正遵嘗 

(宗族嘗會) 

3 2.6690 6.43% 大旱坑 

范善承 

(宗族嘗會) 

2 2.4625 5.93% 上南片庄 

福德嘗 

(神明會) 
5 2.0455 4.93% 十仐庼庄 

店仔崗庄 

大旱坑 

公號金却盛 

(神明會) 

14 2.0335 4.90% 十藔庄 

三官大帝 

(神明會) 

4 1.6315 3.93% 咸菜砽街 

繫亦盛嘗 

(宗族嘗會) 
2 1.5555 3.75% 店仔崗庄 

公業主劉名登 

(宗族嘗會) 

7 1.4180 3.41% 拱仔溝庄 

復興嘗 

(宗族嘗會) 

2 1.2680 3.05% 茅仔埔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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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號朱昆泰 

(宗族嘗會) 

4 1.1965 2.88% 大旱坑 

和昌嘗 

(宗族嘗會) 

1 1.1565 2.78% 石門庄 

杒子玉(嘗) 

(宗族嘗會) 

3 1.0800 2.60% 上南片庄 

萬善嘗 

(神明會) 

3 1.0265 2.47% 燥坑庄 

蒼盛嘗 

(宗族嘗會) 
1 0.9960 2.40% 咸菜砽街 

李泰宏(嘗) 

(宗族嘗會) 

2 0.9715 2.34% 店仔崗庄 

德山嘗 

(宗族嘗會) 
2 0.9540 2.30% 咸菜砽街 

十三郎 

(宗族嘗會) 

2 0.9060 2.18% 咸菜砽街 

萬善爺 

(神明會) 

1 0.8890 2.14% 店仔崗庄 

華陀以師 

(神明會) 

2 0.8465 2.04% 咸菜砽街 

香訫堂 

(神明會) 

2 0.7810 1.88% 牛欄河庄 

公業主成庚公 

(宗族嘗會) 

1 0.7640 1.84% 大旱坑 

聖母嘗 

(神明會) 
1 0.6505 1.57% 店仔崗庄 

公業主詹阿良 

(神明會) 

1 0.6215 1.50% 老焿藔庄 

搛興嘗 

(宗族嘗會) 

2 0.6095 1.47% 店仔崗庄 

庼五和 

(宗族嘗會) 

2 0.5900 1.42% 搛城庄 

福德祀 

(神明會) 

1 0.5445 1.31% 店仔崗庄 

公號陳裕亭 

(宗族嘗會) 

4 0.5415 1.30% 咸菜砽街 

應福嘗 

(宗族嘗會) 
1 0.4585 1.10% 石崗仔庄 

陳家祠 

(宗族嘗會) 

1 0.4420 1.06% 大旱坑 

福德爺 

(神明會) 
3 0.4410 1.06% 店仔崗庄 

搛城庄 

湖肚庄 

公業名繫俊千 1 0.4235 1.02% 燥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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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嘗會) 

其他少於 1%的神明會

與宗族嘗會 

30 2.787 6.71% 關西各庄 

總計 118 41.5285 100%  

資料來源〆张治時期關西地區土地申告書 
 

表三、湖口土地申告書中神明會與宗族嘗會名稱 

 神明會 宗族嘗會 

鳳山崎庄 
(鳳山崎、竹高屋、 

望高樓、寶弝屋) 

証真堂 吳仐和 

北窩庄  
(南窩、北窩) 

無 黃仐成（嘗）、曾集成 

羊喜窩庄 無 無 

大湖口庄- 
(大湖口、埔弖) 

葉榮嘗、福徳神、福德正神 葉和明、戴仍玖公、金長成 

庼福坡〄庼阿足、 

范昆義公〄范極山公、 

曾集成、葉扶順、葉金明 

崩坡下庄 無 無 

長崗嶺庄 
(長孜、四湖尾 

嶺尾、四角亭) 

廣泰嘗 范復盛嘗、庼仐和、曾集成 

坪頂埔庄 
(上、下坪頂埔) 

芳義嘗、福德嘗 魏五和、金四和 

糞箕窩庄 
(糞箕窩、箕南窩) 

源勝嘗、 呂衍達 

和興庄 天公嘗、義民嘗、伯公埔 黃禽香、陳家祠 

德盛庄 無 無 

上北勢庄 
(上、中北勢、吳厝) 

無 庼仐和、庼公嘗、曾集成 

下北勢庄 
(下北勢、狗頭) 

義民嘗、賤福嘗 彭石明 

波繫汶庄 
(波繫汶、南勢、崩坡缺) 

三仍宮 陳上本、陳乾興、葉玉茂 

番仔湖庄 無 邱興立 

資料來源〆张治時期湖口地區土地申告書 

 

表四，湖口個別神明會、宗族嘗會土地申告甲數及弨例 

業主名 申告筆數 甲數 甲數弨例 區域分佈 

曾集成 

(宗族嘗會) 

29 64.5225 23.04% 北窩庄、 

大湖口庄 

吳仐和 

(宗族嘗會) 

8 28.807 10.29% 鳳山崎庄 

芳義嘗 

(神明會) 

5 8.1015 2.89% 坪頂埔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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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昆義公〄范極山公 

(宗族嘗會) 

4 15.7160 5.61% 大湖口庄 

范復盛嘗 

(宗族嘗會) 

5 7.3227 2.61% 長崗嶺庄 

黃禽香 

(宗族嘗會) 

6 32.0295 11.44% 和興庄 

陳乾興(公) 

(宗族嘗會) 

6 25.968 9.27% 波繫汶庄 

庼仐和 

(宗族嘗會) 

7 18.8980 6.75% 上北勢庄 

黃仐成(嘗) 

(宗族嘗會) 

7 6.0475 2.15% 北窩庄 

陳家祠 

(宗族嘗會) 

2 12.8095 4.57% 和興庄 

庼福坡、庼阿足 

(宗族嘗會) 

5 7.841 2.80% 大湖口庄 

義民嘗 

(神明會) 

11 15.861 5.66% 下北勢庄 

賤福嘗 

(神明會) 

2 3.7425 1.34% 下北勢庄 

源勝嘗 

(神明會) 

6 3.06 1.09% 糞箕窩庄 

 

福德嘗 

(神明會) 

2 5.687 2.03% 坪頂埔庄 

戴仍玖公 

(宗族嘗會) 

2 4.358 1.56% 大湖口庄 

魏五和 

(宗族嘗會) 

1 2.8395 1.01% 坪頂埔庄 

其他少於 1%的神明會

與宗族嘗會 

36 16.4625 5.89% 湖口各庄 

總計 144 280.0737 100%  

資料來源〆张治時期湖口地區土地申告書 
 

表五、竹東土地申告書中神明會與宗族嘗會名稱 

 神明會 宗族嘗會 

蔴園肚庄 林景記、官全、福德爺 陳德弫、黃協記、范福興 

林祂正〄林娘恩、陳振合 

黃慍記、 

二重埔庄 有應公 章泰順 

三重埔庄 義興祀、義芳祀、仁和祀 

王爺嘗、有應公、韓弜公 
無 

下員山庄 和義記、福蘭記、 

天上聖母弫以尊王、重蓮社、 

福孫公嘗、福德祀 

詹瑞業〄詹俊業、詹俊秀、 

詹昆茂、陳泉源、陳賓豐、 

吳亯然、林有勇、林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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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館庄 有應公、國王宮、 

國王嘗、聯興嘗 
彭東泉、彭世和、許泰茂、 

彭志遺公、金合記、 

上坪庄 萬善嘗 金德興、金協和、金惠成、 

陳會訓公(嘗) 

柯仔湖庄 顯和嘗、王爺嘗 曾弜遠嘗 

員崠仔庄 
(員崠仔庄、軟橋) 

三仍宮、弜衡聖帝、春興嘗、 

慈勝嘗、觀音娘 
志遺公嘗、維尚公嘗 

荳仔埔庄 褒忠嘗、弜昌祀、永盛嘗 

年豐祀、 

鄭如蘭〄鄭卲利、彭協春 

樹圯林庄 
(樹圯林庄、番社仔) 

孫阿庽、國王公三嵩嘗、國王宮 

萬勝嘗、萬善公、 
吳仍有、李阿代、黃春來、 

黃富、黃欽域、傅祈孜、 

彭協順、彭仁春、彭阿有 

頭重埔庄 福孫公嘗、福德嘗 壬郎公、陳長弫 

燥樹排庄 師善堂 無 

雞油林庄 武榮天上聖母、永福嘗、搛興嘗 

有應公、義勝嘗 
黃井、彭瑜珍、劉榮公、 

許泰茂、陳金賤、彭東泉、 

郭怡興、陳會訓公(嘗) 

資料來源〆张治時期竹東地區土地申告書 

 

 

表仐，竹東個別神明會、宗族嘗會土地申告甲數及弨例 

業主名 申告筆數 甲數 甲數弨例 區域分佈 

鄭如蘭、鄭卲利 

(宗族嘗會) 

21 52.3195 28.3% 荳仔埔庄 

金協和 

(宗族嘗會) 

14 16.1575 8.74% 上坪庄 

金惠成 

(宗族嘗會) 

2 6.7355 3.64% 上坪庄 

詹瑞業、詹俊秀 

(宗族嘗會) 

5 6.025 3.26% 下員山庄 

義興祀 

(神明會) 

6 5.7695 3.12% 三重埔庄 

福德嘗 

(神明會) 

4 5.5110 2.98% 頭重埔庄 

天上聖母弫以尊王 

(神明會) 

2 5.123 2.77% 下員山庄 

福孫公嘗 

(神明會) 

6 4.4165 2.39% 頭重埔庄 

王爺嘗 

(神明會) 

4 3.968 2.15% 三重埔庄 

有應公 

(神明會) 

7 3.799 2.06% 三重埔庄 

上公館庄 

雞油林庄 

許泰茂 

(宗族嘗會) 

7 3.4820 1.88% 雞油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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弜昌祀 

(神明會) 

2 3.13 1.69% 荳仔埔庄 

章泰順 

(宗族嘗會) 

3 3.0020 1.62% 二重埔庄 

搛興嘗 

(神明會) 

4 2.8405 1.54% 雞油林庄 

金德興 

(宗族嘗會) 

4 2.786 1.51% 上坪庄 

重蓮社 

(神明會) 

5 2.774 1.50% 下員山庄 

顯和嘗 

(神明會) 

7 2.755 1.49% 柯仔胡庄 

劉榮公 

(宗族嘗會) 

3 2.6425 1.43% 雞油林庄 

陳泉源 

(宗族嘗會) 

2 2.5875 1.40% 下員山庄 

林泉興 

(宗族嘗會) 

2 2.565 1.39% 下員山庄 

褒忠嘗 

(神明會) 

2 2.5345 1.37% 荳仔埔庄 

陳振合 

(宗族嘗會) 

2 2.3980 1.30% 蔴園肚庄 

福德爺嘗 

(神明會) 

2 2.4035 1.30% 蔴園肚庄 

吳亯然 

(宗族嘗會) 

2 2.189 1.18% 下員山庄 

年豐祀 

(神明會) 

2 2.1675 1.17% 荳仔埔庄 

范福興 

(宗族嘗會) 

2 2.13 1.15% 蔴園肚庄 

金合記 

(宗族嘗會) 

3 2.0420 1.10% 上公館庄 

其他少於 1%的神明會

與宗族嘗會 

88 30.6405 16.57% 竹東各庄 

總計 213 184.894 100%  

資料來源〆张治時期竹東地區土地申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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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土牛溝界線圖。資料來源〆自繪，收錄於即將出爯的《族群、歷史與地域社

會暨施添福教授榮退論弜集》，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 

 

 

陸、 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計畫今年度以關西、湖口、竹東的土地產權、族群關係和瑝地家族與社

會發展為主。我們已將全部三個地區土地申告書輸入資料庫中進行電子化程序並統

計，却時收集族譜、嘗會會份簿、土地契約、土地台帳等相關古弜書資料，整理、

探討上述各項議題，實際上已經超越本研究計畫原本的預定研究主旨與預定達成目

標。此外，我們還增加了部分現今行政區屬於部分楊梅、搛豐、北埔等地的土地申

告書統計，除了弨較去年搛埔、竹北地區的發現異却外，亦詴圖醭清「番產漢佃」

的族群與國家政策關係。本研究將有助於學界瞭解张據時期土地登記情況、研究大

租弘擁有土地及所佔弨例、漢番關係的區域性差別、神明會弨例、宗族嘗會弨例、

土地業主勢力與地弟社會的關係與土地產權、租佃關係討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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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效益弟陎，本研究的探討將有助於瞭解土地地目變更及相關產權的流動

和移轉，提供政府相關部門土地規劃的數據及農業生產與地區經濟發展的相關依

據。透過本研究，可以地區性地瞭解從张治時代貣的經濟發展與瑝地知識精英與社

會的關係。却時可瞭解移民社會民間亯伖孝廟的分佈和發展情形、宗族組織的形成

與脈絡以及瑝地家族勢力的興長。以往以土地申告書等土地相關資料探討北臺客家

地權移轉與地域社會形成的關聯並不多見，而本計畫詮釋了這一多重組合的關係與

發展，從土地申告書大租弨例與種類來看的漢番關係的消長更是台灣移墾社會研究

的一大突破。本計畫成果在學術貢獻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價值，初步評估，認為適

合發表於學術期刊中供學界與有興趣者卂考、討論。 

 

柒、 柒、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能夠瞭解客家如何透過土地開發與產權的獲得，在地弟社會中建立貣聚

落、宗族。却時可對在土地產權轉移的過程中，客家、閩南及原住民族群之間的互

動情形和人際網絡的構成，以及這些族群在地弟社會的經濟活動有更深入的討論。

但由於計畫經費實際執行迄九十九年四弢才落實，並礙於今年度經費使用又較去年

縮減搛台幣七萬仍的限制，更壓縮了研究動能，所幸本研究所有人員全力配合，進

度與研究主旨均符合原計畫規劃。由於本計畫對於辨識、整理土地資料已有相瑝程

度的經驜，相亯未來能夠更有效率的處理相關資料，期能在土地產權和瑝地社會與

宗族關係的問題上有詳盡的探討，並作跨學离的交流與討論。 

本研究第三年計畫將擴大至鳳山溪上游的關西與鳳山溪連接頭前溪流域的竹東

等地區，繼續將土地申告書資料輸入電腦，建立資料檔與統計分杴。此外，以土地

申告書的統計為基礎，找出重要的業主與蕪租弘，依此線索進行家族後裔的口述訪

問，收集族譜、嘗會會份簿、土地買賣契約，分杴田野收集的弜書資料，並與土地

申告書資料做弨對工作。 

鑑於土地申告書乃是竹塹地區特有的土地檔案，我們已經建立的資料庫，可做

為整合區域研究的有利工具，將可提供為其他子計畫研究者查詢和特定統計的帄

台，甚至可開放給學界却行使用，已經完成的資料輸入請見附錄（總共 21,443 筆）。

建議未來考慮整合充分的資源，進一步將竹苗區域仏的土地申告書都輸入進這個資

料庫，以亲進行更完整的交叉統計弨較，建立宏觀探討的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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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0 收集之土地申告書製作目錄 
編號【行政區】 名稱 冊數 製作日期 

67【新竹市】 

68 
69 
70 

苗栗廳竹北一堡苦苓腳庄  (1-133) 

苗栗廳竹北一堡苦苓腳庄  (134-340) 

苗栗廳竹北一堡苦苓腳庄  (314-498)   

苗栗廳竹北一堡苦苓腳庄  (501-604)  

V.4 no.1 ~ no.4 2010/12/10 

100 苗栗廳苗栗二堡新埔庄  V.11 全一冊 2008/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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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關西】 

130 
131 
132 
133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十藔庄 - 四藔(14)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十藔庄 - 七藔(40)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十藔庄 - 八藔(8)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十藔庄 - 十藔(28)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十藔庄 - 番箕窩(39) 

V.3 no.1~no.5 2008/8/26 

136【關西】 

137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十六張庄-十六張 (113)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十六張庄- 暗潭  (42) 

V.4 no.1~no.2 2008/8/26 

142【關西】 

143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三墩庄 - 下三墩 (77)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三墩庄 - 上三墩(130) 

V.10 no.1~no.2 2008/9/2 

152【關西】 

153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下南片庄  (1-143)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下南片庄  (144-317) 

V.84 no.1~no.2 2008/8/26 

155【關西】 

156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下橫坑庄  (1-130)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下橫坑庄  (131-246) 

V.93 no.1~no.2 2008/8/26 

166【關西】 

167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上南片庄 - 南片(156)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上南片庄 - 渡船頭(34) 

V.8 no.1~no.2 2008/8/26 

170【關西】 

171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上橫坑庄 (1-101)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上橫坑庄 (102-229) 

V.45 no.1~no.2 2008/9/2 

179【關西】 

180 
181 
182 
183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大旱坑庄 - 大旱坑(137)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大旱坑庄 - 小東坑(89)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大旱坑庄 - 南坑(94)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大旱坑庄 - 大東坑(135)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大旱坑庄 - 小北坑(72) 

V. 86 no. 1~no.5 2008/9/2 

204【關西】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水坑庄 (115) V.14 全一冊 2008/9/2 

209【關西】 

210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牛欄河庄 (1-64)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牛欄河庄 (65-132) 

V.5 no.1~no.2 2008/9/22 

222【關西】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石門庄 (77) V.73 全一冊 2008/9/22 

223【關西】 

224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石崗仔庄 (1-152)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石崗仔庄 (153-290) 

V. 66 no.1~no.2 2008/9/22 

233【關西】 

234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老焿藔庄 (1-110)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老焿藔庄 (111-230) 

V. 44 no.1~no.2 2008/9/22 

236【關西】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老社藔庄 (114) V.56 全一冊 2008/9/8 

243【楊梅】 桃仔園廳竹北一堡秀才窩庄 (145) V.18 全一冊 2008/04/21 

244【關西】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坪林庄 (149) V. 48 全一冊 2008/9/2 

248【關西】 

249 
250 
251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店仔崗庄- 店仔崗 (124)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店仔崗庄- 高橋坑 (78)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店仔崗庄- 深坑仔 (65)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店仔崗庄- 崁下   (121) 

V. 9 no.1~no.4 2008/9/22 

256【關西】 

257 
258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咸菜硼街-咸菜硼(135-276)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咸菜硼街-咸菜硼(1-134)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咸菜硼街-北門口(65) 

V.11 no.1 ~ no.3 
 

2008/07/02 

261【關西】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拱仔溝庄 (171) V.19 全一冊 2008/9/22 

262【關西】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苧仔園庄 (119) V.55 全一冊 2008/9/22 

263【關西】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茅仔埔庄 (119) V.17 全一冊 2008/9/22 

292【關西】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湖肚庄   (100) V.7 全一冊 2008/9/2 

294【關西】 

295 
296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湳湖庄 - 湳湖 (15)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湳湖庄 - 十股 (28)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湳湖庄 - 柑仔樹下(8) 

V.6 no.1 ~ no.3 200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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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關西】 

304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新城庄 (1-118)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新城庄 (119-216) 

V.82 no.1 ~ no.2 2008/9/22 

307【楊梅】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楊梅壢庄 (155) V.1  全一冊 2008/04/21 

308【關西】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照鏡庄 (157) V.74 全一冊 2008/04/21 

319【關西】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燥坑庄 (166) V.49 全一冊 2008/10/07 

329【新竹市】 

330 
331 

新竹廳竹北一堡槺榔庄  (1-97) 

新竹廳竹北一堡槺榔庄  (223-361) 

新竹廳竹北一堡槺榔庄  (98-222)           

V.42 no.1 ~ no.3 2010/12/10 

332【竹北】 新竹廳竹北一堡蔴園庄 (125) V.31 全一冊 2008/10/07 

333【竹東】 新竹廳竹北一堡蔴園肚庄 (98) V.32 全一冊 2009/05/12 

337【新竹市】 

338 

新竹廳竹北一堡九甲埔庄-九甲埔 (106) 

新竹廳竹北一堡九甲埔庄- -埔頂崁腳 (55) 

V.71 no.1 ~ no.2 2008/02/25 

339【芎林】 

340 

新竹廳竹北一堡九芎林庄 - 九芎林(113) 

新竹廳竹北一堡九芎林庄 – 高見頭(46) 

V.13 no.1 ~ no.2 2008/02/25 

341【新竹市】 

342 

新竹廳竹北一堡二十張犁庄-二十張犁 (154) 

新竹廳竹北一堡二十張犁庄-溪州仔 (63) 

V.101 no.1 ~no.2 2010/09/02 

343【竹東】 新竹廳竹北一堡二重埔庄  (120) V.4  全一冊 2009/03/24 

347【峨眉】 

348 

新竹廳竹北一堡十二寮庄 - 十二寮 (7) 

新竹廳竹北一堡十二寮庄- 十寮坑(42) 

V. 16 no.1~ no.2 2008/12/31 

351【新竹市】 

351 
353 
354 

新竹廳竹北一堡十塊藔庄-十塊藔 (1-133) 

新竹廳竹北一堡十塊藔庄-十塊藔 (134-215) 

新竹廳竹北一堡十塊藔庄- 蟹仔埔(1-72) 

新竹廳竹北一堡十塊藔庄- 蟹仔埔(73-167) 

V.152 no.1 ~no.4 2010/09/02 

355【竹北】 

356 

新竹廳竹北一堡十興庄 - 十興(41) 

新竹廳竹北一堡十興庄 - 界址(24) 

V. 63 no.1~ no.2 2009/03/17 

357【竹東】 新竹廳竹北一堡三重埔庄 (121) V.5  全一冊 2008/11/25 

358【竹北】 

359 

新竹廳竹北一堡三崁店庄 - 水坑口 (76) 

新竹廳竹北一堡三崁店庄 - 三崁店 (41) 

V.59 no.1~ no.2 2008/10/07 

360【芎林】 

361 

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 - 下山 (102) 

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 - 五座屋(48) 

V.77 no.1 ~ no.2 2008/05/12 

363【竹東】 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員山庄 (118) V.33 全一冊 2009/05/12 

364【芎林】 新竹廳竹北一堡上山庄   (118) V.76 全一冊 2008/05/12 

365【竹東】 新竹廳竹北一堡上公館庄 (276) V.35 全一冊 2009/05/12 

366【竹東】 新竹廳竹北一堡上坪庄   (58) V.30  全一冊 2009/03/24 

371【北埔】 

372 

新竹廳竹北一堡大坪庄 – 內大坪(31) 

新竹廳竹北一堡大坪庄 – 外大坪(145) 

V.29 no.1 ~ no.2 2008/11/25 

373【北埔】 

374 
375 

新竹廳竹北一堡大湖庄 –上大湖 (7) 

新竹廳竹北一堡大湖庄 –下大湖 (10) 

新竹廳竹北一堡大湖庄 – 尾隘仔(6) 

V. 97 no.1~no.3 2008/11/5 

378【北埔】 

379 

新竹廳竹北一堡小份林庄 - 小份林(50) 

新竹廳竹北一堡小份林庄 - 二藔 (13) 

V. 95 no.1~no.2 2008/11/25 

380【芎林】 新竹廳竹北一堡山豬湖庄 (90) V. 2 全一冊 2008/11/5 

381【芎林】 

382 

新竹廳竹北一堡中坑庄 - 中坑 (94) 

新竹廳竹北一堡中坑庄 - 赤柯藔 (79) 

V. 72 no.1 ~ no.2 2008/11/5 

383【峨眉】 

384 

新竹廳竹北一堡中興庄 - 中興 (108) 

新竹廳竹北一堡中興庄 - 四份仔(10) 

V. 11 no.1 ~ no.2 2008/12/31 

385【新埔】 新竹廳竹北一堡內立庄 (1-109) V.77 no.1 ~ no.3 2008/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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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 
387 

新竹廳竹北一堡內立庄 (110-243) 

新竹廳竹北一堡內立庄 (244-332) 

388【竹北】 

389 

新竹廳竹北一堡六張犁庄 - 六張犁 (32) 

新竹廳竹北一堡六張犁庄 - 番仔藔 (81) 

V.7 no.1 ~ no.2 2008/04/29 

390【竹北】 

391 
392 

新竹廳竹北一堡斗崙庄 - 頂斗崙 (62) 

新竹廳竹北一堡斗崙庄 - 中斗崙 (186) 

新竹廳竹北一堡斗崙庄 - 頂斗崙 (106) 

V.110 no.1 ~ 
no.3 

2008/04/29 

394【峨眉】 

395 
396 

新竹廳竹北一堡月眉庄 - 河背 (125) 

新竹廳竹北一堡月眉庄 - 月眉 1(124) 

新竹廳竹北一堡月眉庄 - 月眉 2 (94) 

V.17 no.1 ~ no.3 2009/03/17 

397【北埔】 

398 
399 

新竹廳竹北一堡水磜仔庄 - 面盆藔(153) 

新竹廳竹北一堡水磜仔庄 - 水磜仔 (134) 

新竹廳竹北一堡水磜仔庄 - 麻布樹排(77) 

V. 102 no.1 ~no.3 2008/11/5 

400【新竹市】 

401 
新竹廳竹北一堡水田庄- no.1 (1-70) 

新竹廳竹北一堡水田庄- no.2 (71-162) 

V.65 no.1 ~ no.2 2010/03/29 

402【芎林】 新竹廳竹北一堡水坑庄 (130) V. 73 全一冊 2009/03/17 

407【芎林】 新竹廳竹北一堡王爺坑庄 (146) V. 84 全一冊 2008/11/5 

408【北埔】 

409 
410 
411 

新竹廳竹北一堡北埔庄 - 北埔 1(1-40) 

新竹廳竹北一堡北埔庄 - 北埔 2 (41-156) 

新竹廳竹北一堡北埔庄 - 北埔 3 (157-286) 

新竹廳竹北一堡北埔庄 - 埔尾(13) 

V.109 no.1 ~ 
no.4 

2008/05/12 

416【竹北】 新竹廳竹北一堡白地粉庄 (144) V.40 全一冊 2008/10/07 

417【峨眉】 

418 

新竹廳竹北一堡石井庄 - 梯仔桄(40) 

新竹廳竹北一堡石井庄 - 石井 (33) 

V. 18 no.1 ~ no.2 2009/03/17 

419【峨眉】 

420 

新竹廳竹北一堡石硬仔庄- 石硬仔 (12) 

新竹廳竹北一堡石硬仔庄- 社寮坑 (52) 

V. 100 no.1 ~ 
no.2 

2008/12/31 

421【新埔】 

422 

新竹廳竹北一堡石頭坑庄 (1-145) 

新竹廳竹北一堡石頭坑庄 (146-204) 

V.55 no.1 ~ no.2 2008/8/20 

423【新竹市】 

424 

新竹廳竹北一堡吉羊崙庄- no.1 (1-51) 

新竹廳竹北一堡吉羊崙庄- no.2 (52-122) 

V.69 no.1 ~ no.2 2010/09/02 

425【竹北】 新竹廳竹北一堡安溪寮庄 (85) V.58 全一冊 2008/10/07 

430【竹北】 

431 

新竹廳竹北一堡芒頭埔庄 - 芒頭埔 (72) 

新竹廳竹北一堡芒頭埔庄 - 蔴園   (55) 

V.8 no.1~no.2 2008/8/12 

432【竹北】 

433 
434 

新竹廳竹北一堡豆仔埔庄 (1-57) 

新竹廳竹北一堡豆仔埔庄 (58-158) 

新竹廳竹北一堡豆仔埔庄 (159-222) 

V.44 no.1~no.3 2008/10/07 

435【新竹市】 

436 
437 

新竹廳竹北一堡赤土崎庄- no.1 (50) 

新竹廳竹北一堡赤土崎庄- no.2 (45) 

新竹廳竹北一堡赤土崎庄- no.3 (66) 

V.64 no.1 ~ no.3 2008/07/10 

438【峨眉】 

439 
440 
441 

新竹廳竹北一堡赤柯坪庄 - 赤柯坪(50) 

新竹廳竹北一堡赤柯坪庄 - 赤柯山(64) 

新竹廳竹北一堡赤柯坪庄 - 十四寮(35) 

新竹廳竹北一堡赤柯坪庄 - 十五寮(10) 

V19 no.1~no.4 2008/07/24 

442【竹北】 

443 

新竹廳竹北一堡東海窟庄 - 旱坑仔 (36) 

新竹廳竹北一堡東海窟庄 - 東海窟 (24) 

V.60 no.1~no.2 2008/08/12 

444【新竹市】 

445 
446 

新竹廳竹北一堡東勢庄 - no.1 (44) 

新竹廳竹北一堡東勢庄 - no.2 (96) 

V.54 no.1 ~ no.4 2010/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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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新竹廳竹北一堡東勢庄 - no.3 (100) 

新竹廳竹北一堡東勢庄 - no.4 (31) 

448【新竹市】 

449 
新竹廳竹北一堡油車港庄-no.1 (1-89) 

新竹廳竹北一堡油車港庄-no.2 (90-219) 

V.46 no.1 ~ no.2 2010/12/10 

452【新竹市】 

453 
454 

新竹廳竹北一堡青草湖庄-no.1(1-130) 

新竹廳竹北一堡青草湖庄-no.2(131-264) 

新竹廳竹北一堡青草湖庄-no.3(266-408) 

V.80 no.1 ~ no.3 2010/12/10 

455【北埔】 

456 

新竹廳竹北一堡南坑庄 – 大南坑(41) 

新竹廳竹北一堡南坑庄 – 小南坑(2) 

V. 96 no.1~no.2 2008/11/20 

460【新竹市】 

461 
462 

新竹廳竹北一堡客雅庄  -no.1(115-243) 

新竹廳竹北一堡客雅庄 - no.2(244-342) 

新竹廳竹北一堡客雅庄 - no.3(1-114) 

V.50 no.1 ~ no.3 2010/09/02 

463【芎林】 新竹廳竹北一堡柯仔林庄 (50) V. 75 全一冊 2009/03/17 

464【竹東】 新竹廳竹北一堡柯仔湖庄 (102) V.34 全一冊 2009/03/17 

474【芎林】 

475 
476 

新竹廳竹北一堡倒別牛庄 - 倒別牛 (26) 

新竹廳竹北一堡倒別牛庄 - 燥坑   (13) 

新竹廳竹北一堡倒別牛庄 - 五股林 (47) 

V. 74 no.1 ~ no.3 2008/11/05 

477【竹東】 

478 

新竹廳竹北一堡員崠仔庄 - 員崠仔 (81) 

新竹廳竹北一堡員崠仔庄 - 軟橋 (115) 

V.28 no.1 ~ no.2 2009/05/12 

479【新竹市】 

480 
481 
482 

新竹廳竹北一堡埔頂庄 - no.1 (1-22) 

新竹廳竹北一堡埔頂庄 - no.2 (23-59) 

新竹廳竹北一堡埔頂庄 - no.3 (60-94) 

新竹廳竹北一堡埔頂庄 - no.4(95-124) 

V.66 no.1 ~ no.4 2010/09/02 

483【芎林】 新竹廳竹北一堡崁下庄 (24) V. 78 全一冊 2008/11/05 

484【新竹市】 新竹廳竹北一堡柴梳山庄 (73) V.1 全一冊 2010/12/10 

492【竹北】 新竹廳竹北一堡馬麟厝庄 (75) V.37 全一冊 2008/10/07 

493【新竹市】 

494 
495 

新竹廳竹北一堡崙仔庄 - no.1  (1-108) 

新竹廳竹北一堡崙仔庄 - no.2 109-243) 

新竹廳竹北一堡崙仔庄 - no.3 (244-346) 

V.47 no.1 ~ no.3 2010/09/02 

496【竹北】 新竹廳竹北一堡犁頭山下庄 (44) V.57  全一冊 2008/08/12 

497【新埔】 新竹廳竹北一堡犁頭山庄 (88) V.14  全一冊 2008/08/12 

498【竹北】 

499 

新竹廳竹北一堡鹿場庄 - 鹿場 (97) 

新竹廳竹北一堡鹿場庄 - 十張犁 (30) 

V.6 no.1~ no.2 2008/11/05 

500【芎林】 

501 

新竹廳竹北一堡鹿寮坑庄 (1-94) 

新竹廳竹北一堡鹿寮坑庄 (95-231) 

V.10 no.1~ no.2 2008/11/05 

502【竹東】 新竹廳竹北一堡荳仔埔 (99) V.25  全一冊 2009/03/24 

503【峨眉】 

504 
505 
506 

新竹廳竹北一堡富興庄 - 富興 2(67-232) 

新竹廳竹北一堡富興庄 - 富興 1 (1-66) 

新竹廳竹北一堡富興庄 - 水流東(91) 

新竹廳竹北一堡富興庄 - 西河排(30) 

V.103 no.1~ no.4 2008/12/31 

507【北埔】 

508 
509 
510 
511 

新竹廳竹北一堡南埔庄 - 南埔(1-109) 

新竹廳竹北一堡南埔庄 - 南埔(110-191) 

新竹廳竹北一堡南埔庄 - 九份仔(15) 

新竹廳竹北一堡南埔庄 - 大份林(82) 

新竹廳竹北一堡南埔庄 – 番婆坑(64) 

V.104 no.1~ no.5 2009/11/11 

512【新竹市】 

513 
514 

新竹廳竹北一堡湳雅庄 - no.1  (1-193) 

新竹廳竹北一堡湳雅庄 - no.2 (194-331) 

V. 49 no.1 ~ no.3 201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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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廳竹北一堡湳雅庄 - no.3 (332-365) 

515【新竹市】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 枕頭山腳 -(47) V. 22 no.1 2010/05/25 

516【新竹市】 

517 
518 
519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南門外 1 -(1-128)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南門外 2 -(129-313)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南門外 3 -(314-402)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南門外 4 -(403-487) 

V. 22 no.2 ~ no.5 2010/05/25 

520【新竹市】 

521 
522 
523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 南門 1 - (1-97)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 南門 2 -(98-215)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 南門 3 -(219-320)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 南門 4 -(321-415) 

V. 22 no.6 ~ no.9 2010/06/02 

524【新竹市】 

525 
526 
527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 西門 1 -(1-110)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 西門 2 -(111-232)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 西門 3 -(233-357)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 西門 4 -(358-507) 

V. 22 no.10~ 
no.13 

2010/06/02 

528【新竹市】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 西門外 - (91) V. 22 no.14 2010/06/02 

529【新竹市】 

530 
531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 東門  1 - (1-98)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 東門  2- (99-198)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 東門  3- (199-357) 

V. 22 no.15~ 
no.17 

2010/06/02 

532【新竹市】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 東門外 - (91) V. 22 no.18 2010/06/02 

533【新竹市】 

534 
535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北門外 1- (1-73)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北門外 2- (74 - 174)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北門外 3- (175 - 339) 

V. 22 no.19~ 
no.21 

2010/06/02 

536【新竹市】 

537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 北門  1 - (1-182)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竹街 北門 2 - (183-339) 

V. 22 no.22~ 
no.23 

2010/06/02 

538【竹北】 

539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庄仔 (1-170)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庄仔 (171-269) 

V. 51 no.1~ no.3 2009/03/17 

540【竹北】 

541 
542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社庄 (1-60)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社庄 (61-198)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社庄 (199-302) 

V. 45 no.1~ no.3 2008/11/25 

543【關西】 

544 
545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城庄 - 新城  (93)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城庄 - 柑仔崎(45) 

新竹廳竹北一堡新城庄 - 柑仔崎(64) 

V. 20 no.1~ no.3 2008/12/02 

549【竹北】 新竹廳竹北一堡溝貝庄 (75) V.38 全一冊 2008/10/07 

550【竹北】 新竹廳竹北一堡溪州庄 (122) V.41 全一冊 2008/10/07 

551【新竹市】 

552 
553 

新竹廳竹北一堡溪埔仔庄 - 溪埔仔 (73) 

新竹廳竹北一堡溪埔仔庄 - 白沙墩 (29) 

新竹廳竹北一堡溪埔仔庄 - 四分仔 (43) 

V. 105 no.1~ 
no.3 

2010/03/29 

554【竹北】 新竹廳竹北一堡隘口庄 (117) V.21 全一冊 2008/10/07 

555【竹東】 

556 

新竹廳竹北一堡樹圯林庄 - 樹圯林(227) 

新竹廳竹北一堡樹圯林庄 - 番社仔(99) 

V.15 no.1~no.2 2009/03/24 

557【新竹市】 

558 
559 
560 

新竹廳竹北一堡樹林頭庄 - no.1 (1-74) 

新竹廳竹北一堡樹林頭庄 - no.2(75-155) 

新竹廳竹北一堡樹林頭庄  -no.3 (156-217) 

新竹廳竹北一堡樹林頭庄 - no.4 (218-252) 

V. 48 no.1~ no.4 2010/09/02 

561【竹北】 

562 

新竹廳竹北一堡番仔陂庄 (1-102) 

新竹廳竹北一堡番仔陂庄 (103-164) 

V.39 no.1~no.2 2008/10/07 

565【竹東】 新竹廳竹北一堡頭重埔庄 (78) V.3 全一冊 2009/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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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竹東】 新竹廳竹北一堡燥樹排庄 (67) V.99 全一冊 2009/03/24 

571【竹北】 

572 

新竹廳竹北一堡舊港庄 (1-174) 

新竹廳竹北一堡舊港庄 (175-321) 

V.9 no.1~no.2 2008/11/5 

576【竹東】 新竹廳竹北一堡雞油林庄 (218) V.62 全一冊 2008/11/25 

591【新埔】 

592 
593 
594 

新竹廳竹北二堡大平窩庄 (1-106) 

新竹廳竹北二堡大平窩庄 (107-229) 

新竹廳竹北二堡大平窩庄 (230-383) 

新竹廳竹北二堡大平窩庄 (384-543) 

V.34 no.1 ~ no.4 2008/07/10 

595【新埔】 

596 
597 

新竹廳竹北二堡大坪庄 - 大坪 (37) 

新竹廳竹北二堡大坪庄 - 箭竹窩 (95) 

新竹廳竹北二堡大坪庄 - 九芎湖 (83) 

V.9 no.1 ~ no.3 2008/08/20 
 

598【竹北】 

599【新豐】 

新竹廳竹北二堡大眉庄- 大眉 (156) 

新竹廳竹北二堡大眉庄- 松柏林 (23) 

V.30 no.1~no.2 2008/10/07 

600【新埔】 

601 
602 

新竹廳竹北二堡大茅埔庄- 大茅埔(1-123) 

新竹廳竹北二堡大茅埔庄- 大茅埔(124-123) 

新竹廳竹北二堡大茅埔庄- 小茅埔(102) 

V.34 no.1 ~ no.3 2008/07/10 

608【新埔】 

609 
610 
611 

新竹廳竹北二堡五份埔庄- 五份埔 (1-143) 

新竹廳竹北二堡五份埔庄- 五份埔 (144-300) 

新竹廳竹北二堡五份埔庄- 六股 (78) 

新竹廳竹北二堡五份埔庄- 水汴頭 (35) 

V.23 no.1 ~ no.4 2008/06/16 

612【湖口】 

613 

新竹廳竹北二堡北窩庄 - 南窩(107) 

新竹廳竹北二堡北窩庄 - 北窩(79) 

V.7 no.1 ~ no.2 2008/06/13 

614【新埔】 

615 

新竹廳竹北二堡四座屋庄 (1-120) 

新竹廳竹北二堡四座屋庄 (121-237) 

V.12 no.1 ~ no.2 2008/07/02 

616【新埔】 

617 

新竹廳竹北二堡打鐵坑庄 - 打鐵坑 (190) 

新竹廳竹北二堡打鐵坑庄 - 大北坑 (138) 

V.6 no.1 ~ no.2 2008/07/02 

618【新埔】 新竹廳竹北二堡田新庄 (180) V.21 全一冊 2008/06/16 

621【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羊喜窩庄 (99) V.4  全一冊 2008/07/02 

624【新埔 新竹廳竹北二堡旱坑仔庄 (161) V.20 全一冊 2008/07/03 

625【新埔】 

626 
627 

新竹廳竹北二堡汶水坑庄 (92-423) 

新竹廳竹北二堡汶水坑庄 (1-91) 

新竹廳竹北二堡汶水坑庄 (424-598) 

V.32 no.1~ no.3 2008/10/07 

631【新埔】 

632 
633 

新竹廳竹北二堡枋藔庄 - 上枋藔(208) 

新竹廳竹北二堡枋藔庄 - 下枋藔(167) 

新竹廳竹北二堡枋藔庄 – 燒炭窩(97) 

V.1 no.1 ~ no.3 2008/07/03 

646【新埔】 

647 
648 

新竹廳竹北二堡鹿鳴坑庄 - 鹿鳴坑 (103) 

新竹廳竹北二堡鹿鳴坑庄 - 黃梨園 (1-70) 

新竹廳竹北二堡鹿鳴坑庄 - 黃梨園(71-205) 

V.10 no.1 ~ no.3 2008/07/03 

653【新埔】 

654 

新竹廳竹北二堡新埔街 (1-152) 

新竹廳竹北二堡新埔街 (153-372) 

V.2 no.1 ~ no.2 2008/05/12 

655【新埔】 

656 

新竹廳竹北二堡照門庄 - 照鏡(233) 

新竹廳竹北二堡照門庄 - 石門(205) 

V.15 no.1 ~ no.2 2008/07/03 

661【湖口】 

662 
663 
664 

新竹廳竹北二堡鳳山崎庄 - 鳳山崎(24) 

新竹廳竹北二堡鳳山崎庄 - 竹高屋(34) 

新竹廳竹北二堡鳳山崎庄 - 望高樓(58) 

新竹廳竹北二堡鳳山崎庄 - 寶斗屋(33) 

V.25 no.1 ~ no.4 2009/12/10 

667【新埔】 新竹廳竹北二堡樟樹林庄 - 上樟樹林 (98) V.11 no.1 ~ no.3 2008/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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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 
669 

新竹廳竹北二堡樟樹林庄 - 下樟樹林 (58) 

新竹廳竹北二堡樟樹林庄 - 三角埔   (68) 

670【竹北】 

671 
672 
673 

新竹廳竹北二堡貓兒錠庄 - 山腳 (1-132) 

新竹廳竹北二堡貓兒錠庄 - 山腳 (133-264) 

新竹廳竹北二堡貓兒錠庄 - 拔仔窟 (158) 

新竹廳竹北二堡貓兒錠庄 - 後面 (197) 

V.5 no.1~no.4 2008/11/05 

678 
679 

新竹廳竹南一堡三灣庄 V.11 no.1 ~ no.2 2008/02/25 

680 新竹廳竹南一堡下林坪庄 V.24 全一冊 2009/05/12 

685 新竹廳竹南一堡大坪林庄 V.23 全一冊 2009/05/12 

686 新竹廳竹南一堡大南埔庄 V.20 全一冊 2008/11/25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新竹廳竹南一堡中港街  V. 1 no.1~ no.6 2008/11/25 

697 新竹廳竹南一堡內灣庄 V.22 全一冊 2008/11/25 

698 
699 

新竹廳竹南一堡公館仔庄 V.15 no.1 ~ no.2 2008/12/31 

700 新竹廳竹南一堡北埔庄 V.19 全一冊 2008/12/31 

701 
702 

新竹廳竹南一堡四灣庄 V.12 no.1 ~ no.2 2008/12/02 

703 新竹廳竹南一堡田尾庄 V.18 全一冊 2008/12/31 

704 
705 

新竹廳竹南一堡尖山下庄 V.7 no.1 ~ no.2 2008/12/31 

706 
707 

新竹廳竹南一堡南庄 V.13 no.1 ~ no.2 2008/12/12 

708 
709 

新竹廳竹南一堡員林庄 V.25 no.1 ~ no.2 2009/05/12 

710 新竹廳竹南一堡崁頂寮庄 

 

V.21 全一冊 2009/05/12 

712 
713 

新竹廳竹南一堡銅鑼圈庄 

 

V.14 no.1 ~ no.2 2009/05/12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新竹廳竹南一堡頭份庄 V.2 no.1 ~ no.6 2008/02/25 

 

編號 名稱 條碼 製作日期 

 新竹廳竹南一堡三灣內灣永和山庄 

民有大租名寄帳 

S1 554.81 7643 V.19 2009/05/12 

2009-2010 

國史館台灣弜獻館及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下載 

之電子爯土地申告書目錄 
編號 名稱 製作日期 

11756【新埔】 新竹廳竹北一堡打鐵坑庄-打鐵坑  201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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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史所檔案館原冊號 20650、破損嚴重未掃描，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則可下載 

11757【新埔】 新竹廳竹北一堡打鐵坑庄-新打坑 

000117570010001 ~ 000117570010006 近史所檔案館缺，文獻館可下載 

2010/05/03 

11762【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大湖口庄-大湖口 1/4 2009/12/04 

11763【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大湖口庄-大湖口 2/4 2009/12/04 

11764【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大湖口庄-埔心   4/4 2009/12/04 

11765【楊梅】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三湖庄 

近史所檔案館原冊號 20659、破損嚴重未掃描，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則可下載 

2009/12/15 

11772【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崩坡下庄 

近史所檔案館原冊號 20666、破損嚴重未掃描，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則可下載 

2009/12/17 

11818【新豐】 新竹廳竹北二堡紅毛港庄 

000118180010001 ~ 000118180010016 近史所檔案館缺，文獻館可下載 

2010/03/31 

11819【新豐】 新竹廳竹北二堡紅毛港庄 

000118190010001 ~ 000118190010003 近史所檔案館缺，文獻館可下載 

2010/03/31 

11830【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長崗嶺庄-長安 

000118300010001 ~ 000118300010007 近史所檔案館缺，文獻館可下載 

2009/12/17 

11831【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長崗嶺庄-四腳尾 

000118310010001 ~ 000118310010010 近史所檔案館缺，文獻館可下載 

2009/12/17 

11832【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長崗嶺庄-嶺尾 

000118320010001 ~ 000118320010007 近史所檔案館缺，文獻館可下載 

2009/12/17 

11833【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長崗嶺庄-四腳亭 

000118330010001 ~ 000118330010006 近史所檔案館缺，文獻館可下載 

2009/12/17 

11834【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坪頂埔庄-上坪頂埔 

000118340010001 ~ 000118340010010 近史所檔案館缺，文獻館可下載 

2009/12/17 

11835【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坪頂埔庄-下坪頂埔 

000118350010001 ~ 000118350010007 近史所檔案館缺，文獻館可下載 

2009/12/17 

11843【新豐】 新竹廳竹北二堡中崙庄 

000118430010001 ~ 000118430010013 近史所檔案館缺，文獻館可下載 

2010/03/31 

11847【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糞箕窩庄-糞箕窩 

000118470000002 ~ 000118470000011 近史所檔案館缺，文獻館可下載 

2009/12/15 

11848【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糞箕窩庄-箕南窩 

000118480010001 ~ 000118480010009 近史所檔案館缺，文獻館可下載 

2009/12/17 

11849【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和興庄 

000118490000001 ~ 000118490000016 近史所檔案館缺，文獻館可下載 

2009/12/17 

11851【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德盛庄-1/2 

000118510010001 ~ 000118510010013 近史所檔案館缺，文獻館可下載 

2009/12/17 

11852【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德盛庄-2/2 

000118520000001 ~ 000118520000003 近史所檔案館缺，文獻館可下載 

2009/12/17 

11853【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上北勢庄-上北勢 

000118530010001 ~ 000118530010007 近史所檔案館缺，文獻館可下載 

2009/12/22 

11854【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上北勢庄-中北勢 

近史所檔案館原冊號 20748、破損嚴重未掃描，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則可下載 

2010/01/21 

11855【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上北勢庄-吳厝 

近史所檔案館原冊號 20749、破損嚴重未掃描，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則可下載 

2010/01/21 

11856【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下北勢庄-王爺壟 

近史所檔案館原冊號 20750、破損嚴重未掃描，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則可下載 

2010/01/21 

11857【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下北勢庄-狗頭 

000118570010001 ~ 000118530010006 近史所檔案館缺，文獻館可下載 

2009/12/22 

11858【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下北勢庄-下北勢 1/2 

近史所檔案館原冊號 20752、破損嚴重未掃描，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則可下載 

2010/01/21 

11859【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下北勢庄-下北勢 2/2 

000118590010001 ~ 000118590010003 近史所檔案館缺，文獻館可下載 

2009/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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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62【新豐】 文獻館檔名為：新竹廳竹北一堡新庄仔庄 

實際應為新竹廳竹北二堡新庄仔庄 

 

11863【新豐】 文獻館檔名為：新竹廳竹北一堡崁頭庄 

實際應為新竹廳竹北二堡崁頭庄 

000118630010001 ~ 000118630010016 近史所檔案館缺，文獻館可下載 

2010/10/26 

11864【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波羅汶庄-波羅汶 2009/11/25  

11865【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波羅汶庄-南勢 2009/11/25 

11866【湖口】 新竹廳竹北二堡波羅汶-崩坡缺 2009/11/25 

11869【楊梅】 文獻館檔案名為： 新竹廳竹北一堡上四湖庄 

實際應為桃仔園廳竹北二堡上四湖庄(2/2) 
(兩冊封面均在本檔案) 

000118690000001 ~ 000118690000005 近史所檔案館缺，文獻館可下載 

2010/01/21 

11870【湖口】 文獻館檔案名為：新竹廳竹北一堡大湖口庄 

實際應為：新竹廳竹北二堡大湖口庄-大湖口 3/4 

2009/12/10 

11888【楊梅】 新竹廳竹北一堡水流東庄 

近史所檔案館原冊號 20782、破損嚴重未掃描，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則可下載 

2010/05/04 

11976【湖口】 文獻館檔案名為：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番仔湖庄-上番仔湖 

實際應為：新竹廳竹北二堡番仔湖庄-上番仔湖 

2010/01/21 

11977【湖口】 文獻館檔案名為：桃仔園廳竹北二堡番仔湖庄-中番仔湖 

實際應為：新竹廳竹北二堡番仔湖庄-中番仔湖 

近史所檔案館原冊號 20871、破損嚴重未掃描，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則可下載 

2010/01/25 

11993【楊梅】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崩坡庄-崩坡 

近史所檔案館原冊號 20887、破損嚴重未掃描，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則可下載 

2010/01/26 

11994 
【楊梅】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崩坡庄-老窩 

近史所檔案館原冊號 20888、破損嚴重未掃描，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則可下載 

2010/01/26 

11998 
【楊梅】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上四湖庄 (1/2)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則可下載 

2010/02/04 

11999 
【新豐】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福興庄-後湖仔 

000119990000001 ~ 000119990000013 近史所檔案館缺，文獻館可下載 

2010/10/26 

12000 
【新豐】 

桃仔園廳竹北二堡福興庄-後湖仔 

000120000000001 ~ 000120000000003 近史所檔案館缺，文獻館可下載 

2010/10/26 

12007 
【新豐】 

文獻館檔案名為：桃仔園廳竹北二堡青埔仔庄 

實際為新竹廳竹北二堡青埔仔庄 

2010/10/04 

12247 桃仔園廳桃澗堡打鐵坑庄 

000122470000001 ~ 000122470000011 近史所檔案館缺，文獻館可下載 

2010/5/04 

12608 
【芎林】 

新竹廳竹北一堡石壁潭庄 2009/11/19 

12671 
【楊梅】 

文獻館檔案名為：新竹廳竹南一堡頭湖庄 

實際應為：桃仔園廳竹北二堡頭湖庄 

2010/0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