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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窺噶瑪蘭契約文書一得 
 

張之傑 

（本會會員） 

 

 

本刊文章分為論文、論述、其他等三類。本期為第 20 期，筆者特地破例每類各寫

一篇。「其他」類早已交稿，題目是〈憶許織雲教授〉（已收《許織雲教授百年冥誕紀念

文集》，國防醫學院，2015 年 9 月），然而今年 11 月中旬因特殊因緣，看到兩份噶瑪蘭

古文書，決定另起爐灶。 

先師許織雲教授的道德、學問人所共知，已無需在本刊再事宣揚；文中談到的一些

個人往事、祕辛，除了少數知交，大概只會當成八卦。至於近日看到的兩份古文書，確

實值得縱橫挖掘。在無力寫成一篇像樣的論文之前，起碼可寫篇雜文，在本刊掛個號。 

這兩份古文書，我已取得等比例複印件。一份是道光二十八年九月的「立找洗字」

（圖一），一份是咸豐七年十二月的「立起耕胎借字」。經標點，兩份文書如下： 

 

 

 

 

 

 

 

 

圖一、私人典藏道光噶瑪蘭契約文書

〈吧荖鬱社番善里 立找洗字〉。手摹

長約 16公分。下方鈐有噶瑪蘭分府頒

予兩位番社土目的戳印，戳高分別為

7.5公分（右）、7.3公分。 

 

其一 

立找洗字。吧荖鬱社番善里 ，前有置水田一址，在本社頂東，至李烏番田西，至八景

田北，至大岸，四至界址，面踏明白。前年乏銀別創，愿將此田出賣，先盡問至親番耆、

叔侄等，不欲承受。外托中引，就與歪仔歪社番八景哮壹出首承買，當日三面言議定，

照時值價銀壹拾柒元正，即日交 立親收足訖，其田隨即交付買主八景哮壹，前去掌管，

永為己業。並無重張典掛他人財物不明，如有此情， 出首一力抵當，不干買主之事。

現在 日食難度，措借無門，懇求中保代為求過買主八景哮壹，身邊再找出早谷（穀）

貳石陸斗正，交付 親收足訖。念及 急需之用，以為伙食，此乃仁義交關，日後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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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不敢言贖、言找，此係二比甘愿，各無抑勒反悔，口恐無憑，今欲有憑，合立找

洗字一紙，送執為炤。 

即日仝中保親收過找洗字內早谷貳石陸斗正，批明又炤。 

印文  噶瑪蘭分府 給東勢歪仔歪社土目茅乃奪長行戳記 

印文  噶瑪蘭分府 給東勢吧荖鬱社土目史爻什八抵長行戳記 

管社代筆  漢人凌其旋 花押 

為中人土目  茅乃奪 

在場保認  吧荖鬱社土目  史爻什八抵 

道光貳拾捌年玖月   日  立找洗字  吧荖鬱社番  善里  

善里 左手摹 

 

找洗，指土地買賣成交若干年之後，賣方認為當初的成交金額太低，或亟需金錢，

仍可依地價上漲等因素向買主尋求若干補償。立找洗字：立，訂立；字，契約。 

這份文書的意思是：吧荖鬱社番人善里 ，已將土地賣給歪仔歪社番人八景哮壹，

善里 因生活無著，請求中人、保人代為向八景哮壹「找洗」，八景哮壹「找」給善里

早穀二石六斗，為此訂定契約。吧荖鬱社和歪仔歪社，都在現今羅東一帶。 

 

其二 

立起耕胎借字。吧荖鬱社番抵瑤什八艾有承祖父遺下水田壹址，在社邊。東至廖家田為

界，西至張家田為界，南至抵瑤武荖田為界，北至什八田為界。四至界址，面踏明白。

為界併帶圳水通流，灌溉充足。今因乏銀別創，愿將此田出借，先盡問番親叔、兄弟，

俱不欲承受。外托中引，就招得佃人陳錦官手內，借出佛面銀貳大員正，即日仝中交艾

親收足訖。當日三面議定，其田無租銀、無利，其田隨即照界踏明界址，交付與銀主，

前去掌管，耕作收租抵利，限借拾年。艾有備齊母銀送還銀主，將田送還田主，如無銀

送還，任從耕作，各不得刁難，不敢異言生端滋事。保此業係艾承父之業，與親疎人等

無干，亦無來歷不明情弊。如有此情，係艾出首，一力抵當，不干銀主之事。此係二比

甘愿，各無反悔。口恐無憑，立起耕胎借字壹紙，付執為炤。 

即日仝中親收過胎借字內佛面銀貳大員正完足。再炤。 

代筆 番 子乃 花押 

為中 番 抵瑤武荖 

印文 噶瑪蘭分府 給東勢吧荖鬱社土目 阿返八里○長行戳記 

咸豐柒年弍月    日    立起耕胎借字 吧荖鬱社番 抵瑤什八艾 

抵瑤什八艾手摹 

 

胎借，原指以不動產質押，其後與「典」同義。時下仍常見房屋或汽車「二胎借款」

廣告，或即出此。立起耕胎借字：立起，訂定；耕，耕地；字，契約。 

這份文書的意思是：吧荖鬱社番人抵瑤什八艾，因生活問題，以兩元銀元（一元，

合銀七錢二分），將土地借給佃農漢人陳錦官，為期十年，期內如無力贖回，則任憑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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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使用（幾同歸其所有），不得有異議。 

當我取得這兩份噶瑪蘭古文書複印件，正在研讀時，陡然覺得兩份文書上的手摹都

不大，將自己的左手蓋在兩位番人——善里 和抵瑤什八艾的左手手摹上，竟然比他們

長得多！取出尺子一量，兩人的手摹都約 16 公分。自己按個手摹（手摹按不到掌與腕

交界處，較直接量手，短少 0.5~1 公分），約 18 公分。一般而言，手長和身高有關，我

身裁中等，看來這兩人可能都比我矮。 

關於手長和身高，Experts Exchange 網站有篇 What is Your Smartphone Thumb Zone?

（http://blog.experts-exchange.com/ee-blog/smartphone-thumb-zone/），說明大型手機不適

合一般人單手使用。文中有張圖 How big of a hand do you need? 顯示女性平均身高約

160 公分，手長約 17.1 公分；男性平均身高約 175 公分，手長約 18.8 公分。另列威爾森、

喬丹等美式足球及籃球球星的身高與手長。從中可以看出，身高與手長的確相關。 

然而，只憑筆者所經眼的兩個樣本，並不能說噶瑪蘭人個子矮小。記憶中，中研院

藏有類似的文書。上網一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果然有 31 筆「化番

古契書」（http://c.ianthro.tw/search?qs=t9133&in=1004&style=grid）。化番，指歸化程度界

於熟番與生番之間的原住民，清代噶瑪蘭一帶平埔族原住民就屬於化番。這些古契書（以

下循民族所，皆稱古契書）都和噶瑪蘭平埔族原住民有關。 

 

 

 

 

 

 

 

 

圖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化

番古契書」第二筆〈咸豐六年十一月抵美福

社化番榜眼立典田手摹契字〉，鈐有噶瑪蘭

分府頒給抵美福社土目的戳印一式兩方。 

 

中研院民族所的 31 筆（以下循民族所，皆稱筆）化番古契書，除了第 23 筆，其餘

都有原件（攝）影本。是否可以量度各影本的手摹長度，藉以證實筆者的推想？然而，

必須有個固定的指標，量度才有意義。以什麼作指標呢？ 

我取得的兩份古契書（等比例）複印本，共有三方「噶瑪蘭分府」頒給番社土目的

長方形印戳，其寬分別為 5.5、5、5.5 公分，其長（高）分別為 7.5、7.3、7.5 公分。1

寸等於 3.03 公分，7.5 公分約 2.5 寸（兩寸半）。如果戳高兩寸半為定制，那麼量度各影

本印戳高度，再按比例換算，應可大致還原其原有尺寸。 

我將中研院民族所的 31 筆（實為 30 筆）化番古契書全部下載、列印。第 1、2、3

筆屬咸豐朝，其中第 1 筆無手摹；第 7 至第 16 筆屬同治朝，其中第 4、5 筆重複，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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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筆重複，第 8 筆無手摹，第 11、12 筆重複，第 15、16 筆重複。 

自第 17 至 28 筆，屬光緒朝。光緒元年，宜蘭置縣，番社土目印戳改由「宜蘭縣正

堂」頒授，戳高是否仍為 7.5 公分？不得而知。第 29、30、31 筆屬日據（明治時），更

無從稽考。因此第 17 至第 31 筆，亦即光緒至明治，只能略去不論。 

中研院民族所典藏咸豐朝及同治朝化番古契書，扣除無手摹者、重複者，共有 10

幅，13 個手摹，如下表。「手摹長」，係假定「噶瑪蘭分府」所頒印戳之高均為 7.5 公分，

量度印戳及手摹後按比例核算，經四捨五入所得。 

 

筆號 年代 按手摹化番 手摹長 社名 所立契約 

2 咸豐六年十一月 榜眼 17.5cm 抵美福社 立典田契字 

3 咸豐十一年 同上 17.5 同上 立杜賣盡根田字 

4，5 同治二年十一月 武歹龜劉 15.9 加禮宛社 立永耕招墾手摹字 

6 同治二年六月 茅乃漲 

大舌阿蚊  

阿漲（手摹不全） 

19.2 

18.5 

 

抵美福社 仝立鬮書字（大舌

阿蚊、阿漲為茅乃

漲之長子、次子）  

7，9 同治三年十一月 武歹龜劉 17.1 加禮宛社 立永耕招墾指摹字 

10 同治三年十二月 敏祿仔 16.8 抵美福社 仝立永遠合約字 

11，12 同治四年十一月 龜劉生 17.8 流流社 立永耕招墾指摹字 

13 同治六年十一月 阿八 

老毛 

16.3 

15.8 

抵美福社 立找洗田契字 

14 同治八年十一月 武歹扒 18.8 同上 立永耕指摹字 

15．16 同治十二年十一

月 

龜劉生 17.6 東流流仔

社 

立招耕永墾手摹字 

 

根據上表及筆者所取得的兩件複印本，噶瑪蘭平埔族原住民手摹以 18 公分以下者

佔多數。身高和遺傳、營養有關。根據 1921-31 年間的調查，台灣 1850-99 年間出生的

男性，成年後平均身高在 160.3 至 162.8 公分之間，而 1902-10 年間出生的男性，平均

身高在 164.2 至 165.3 公分之間。顯示日據初期，因生活條件改善，身高明顯增加。（魏

凱立：〈身高與台灣人經濟福利的變化，1854-1910〉，《經濟論文叢刊》28(1)，2000）。

表中茅乃漲及其長子大舌阿蚊之手長分別為 19.2、18.5 公分，顯然與遺傳因素有關。然

而拋開遺傳因素不論，噶瑪蘭平埔族原住民的生活條件不大可能優於同時代的漢人，其

平均身高大概也不致高於同時代的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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