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學研究通訊　創刊號€

�� ��

壹、前言
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是典藏全國圖書資訊的機構，近年來積極推動臺灣

文獻資料之蒐集與整理，素為國內、外學術界所重視。為因應數位化時代來臨，本館

先後建置多種資訊系統及電子資料庫，以符合社會各界的需求。西元2003年4月啟用之

「臺灣記憶」系統，即利用館內外臺灣舊籍文獻，以專題方式呈現臺灣歷史風貌。西

元2003年起更彙編館藏臺灣文獻，有系統地撰述，分類出版《世紀容顏：百年前的臺

灣原住民圖像》及《臺灣歷史人物小傳》。

為便於大眾閱覽與研究，本文特就館藏古書契的蒐集與整理作一簡述，其目的乃

是將館藏古書契介紹於大眾，並說明其在臺灣歷史發展的意義。

貳、古書契的概念
古書契，日人稱為「古文書」，依據學者高賢志於『大臺北古地契字集』導讀中

提及：「舊時的契約文書，由於受到日本人的影響，近年來常被泛稱為古文書，可以

說是臺灣的外來語。」而本文則採用學者陳秋坤先生的「古書契」的名稱。

在中國古代典籍中，「契約」一詞出現較少，「契」之概念則多次出現。但在古

漢語中的「契」字，已相當於契約這個概念。

在中國古代，「契」既指一種協議過程，又指一種協議的結果。『說文解字』記

載：「契，大約也。」所謂「大約」，是指邦國之間的一種盟約、要約。為保證這種

協約的效力，還要輔之以「書契」。「書契，符書也。」是指用來證明出賣、租賃、

借貸、抵押等關係的文書，以及法律條文、案卷、總賬、具結等。另外，「契」還表

示一種券證。「契，券也。」掌稽市之書契。「書契，取於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

書兩札，到其側。」不難發現，在中國古代，作為券證的「書契」可以在市場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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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用於取物或予物。可見在中國古代和近代，契約作為一種盟約和約定的媒介或

形式已經出現。

在傳統的臺灣農業社會裡，生活習慣和現代大不相同。兩、三百前，來自中國大

陸沿海的福佬人、客家人在臺灣開墾土地，建立自己的家園。當時買賣土地或借貸銀

貨時，雙方必須簽立契字為證。這些契字留傳至今，便是雙方或多方紀錄的史料－

古書契。

在臺灣，書契係指我們通常所說的民間契約，亦稱為契字或契據，是明清時代漢

人社會中常見的文書，並盛行於清朝及日治初期的臺灣社會。書契是民間在實際社會

生活當中所產生的記錄，這些記錄的修辭成份較低，一般來說，包含買賣、借貸、典

當、鬮分、財產、權利分配、商業合股組織和人身過繼買賣等項目之各種契約文書，

以及屬於民間私法範圍之事件、習慣與信仰之記錄。

古書契是目前深受大家重視的臺灣早期歷史、社會或經濟研究珍貴資料。透過文

字書寫所跨越的時間界線，這些資料不僅保留了當時人際事務處理的一些憑據物證，

也顯現出過去生活中零散、片段但又富含深意的觀念訊息。

在這些古書契中，一般會記載當事人雙方，並有中人、見證人、親族居間作見

證，契字上描述土地的面積大小、有無圳水灌溉、田租稅額多少、如何繳納等事項，

契尾則簽名、畫押。…

在古書契的使用上，看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一般而言，注意到就是這個古書契

的座落位置，它的地點在哪裡，所有人是誰？然後訂定所有契約關係的人是誰？那更

要去注意這張契約和哪一個地方是有關係。那麼，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情是，透過古書

契，可以知道哪個地方的地民俗習慣與地理變遷。

總之，古書契為何如此之重要？因為古書契具有時代意義，足以反映舊時代社

會生活與經濟發展的歷史問題，是探討時代變遷過程中重要的珍貴史料，極具研究價

值。…

參、古書契的相關研究概況
歷史學研究在於蒐集、考訂、排比史料，重建史實，進而闡釋歷史的意義，引導

歷史的趨勢，因此，史學乃是經世之學。正當臺灣邁向二十一世紀而處在歷史轉捩時

期，臺灣史的研究更具有多層面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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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臺灣古書契收藏的機構有臺灣大學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臺史所、國家圖書

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吳三連史料基金會、各地文史工作室

及各縣市文化中心等；而研究的機關有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史語所、近

史所、社科所等，都有很多學者在研究，另外，臺灣各大學系、所師生也積極從事這

方面的研究。

在研究主題內容方面，著重於清代臺灣，而清代臺灣土地拓墾史的研究，重點

在於拓墾組織、個別墾戶或墾隘之研究以及漢人取得土地的型態等課題。西元1980年

代，因土地契約文書的運用，特別是金廣福文書的出現，促使土地拓墾組織研究進入

新的里程碑，墾戶的出身、資本來源、合股制度以及大型墾隘研究乃受到重視。西元

1990年代以來，隨著平埔族研究的蓬勃發展，則越來越強調漢番之間土地的轉移過

程。

對於清代臺灣平埔族研究，起於西元1950年代，但至西元1980年代以降，由於

人類學家、歷史學家、語言學家、地理學家以及社會學家均對其有高度興趣。在西元

1980年代平埔族研究初興之際，討論重點主要是漢番關係、平埔族漢化問題。直到西

元1980年代末，岸裡社文書重新出土之後，岸裡社群研究開始熱烈展開，除了歷史學

家之外，其他社群的研究也受到重視，討論的課題非常多樣化，包括地權、租佃關

係、理蕃政策、家族發展、遷移等問題。同時，開始出現以區域為研究單位的論文，

個別番社的研究也越來越多。

戰後六十年來，臺灣古書契研究除了研究主題的發掘和探究之外，在研究觀點、

方法以及史料等方面亦有貢獻和突破。然而，對於古書契的利用，促使臺灣史研究在

土地拓墾史、平埔族史及家族史研究有相當的成果，也開啟了新的研究方向或課題。

但是，作為研究材料的各種文獻資料卻一下躍居市場商品，部分平埔族契約文書竟成

天價，或是作為個人收藏品。為使其廣為研究者使用，應促使檔案文書公開化，鼓勵

私人文書捐贈或是提供學術單位複製典藏，這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臺灣史研究逐漸蓬勃發展，而史料的蒐集、整理、保存即須加強，各文化中心應

負起蒐集、保存地方史料之責任，政府應撥款提供專門機構典藏臺灣史料之責，以便

利研究者使用；而研究者也要拓展研究的領域，進而達到拓展其研究範疇之目的。此

外，臺灣史的研究亟需集體合作的研究，結合多數人投入較大型的研究計畫，創新研

究方法，拓展研究領域，協同努力共創新的學術的典範，強固臺灣是臺灣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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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

肆、古書契的史料價值
古書契的價值，在於各種開發史之研究，可配合各種檔案使用。如平埔族契約

可以看出其改漢姓過程；還有番大租的契字，可瞭解原來平埔族的分佈地域及收租情

形，因此，對平埔族而言，契書是非常重要的史料。

有關臺灣的開發與拓殖的歷史，古書契的利用往往能提供官書、方志等史料所無

法顯示的訊息。例如：聚落、漢番關係、土地開發等。古書契為研究歷史、地方志、

社會、經濟、法制的重要資料。其價值有：

1.近年來學界對於臺灣區域之研究極為重視，而對於各該地區之歷史沿革的研

究、墾照、佃批、墾約、土地杜賣契、水利契、執照及丈單等，都是極為重要

的史料，故古書契已成為提供臺灣各地方開發歷史之重要史料。

2.古書契係研究土地制度史必須相互印證的資料。有關土地清丈、屯番案冊、房

地契單、招 々耕、起退耕字、大租、地租、屯租、番租契照等，均為研究土地制

度史最真實的資料。

3.古書契不僅提供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相關資料，更對於土地經濟提供最佳資料。

在清代的農業社會，土地為社會經濟最重要的一環。因此，有關房地契單、租

稅契照、水利契照等，均為研究當時社會經濟、土地經濟的重要史料。其他如

商事帳簿等，也是研究社會經濟史不可或缺的資料。

4.清代臺灣的財政、租稅、金融、物價的資料，雖然府州縣志中也有記錄，但是

這些資料有所欠缺或不夠完整，所欠缺的資料必須配合房地買賣契尾、契單、

錢糧、丁銀、厝餉、糖餉等執照以及典胎借契等，這些都是研究當時財稅、物

價及民間金融最寶貴的資料。其他如：土地買賣之契尾、執照，均有記載土地

座落、面積、賣價、稅銀等項，而契尾、稅契執照就是研究清代臺灣地價的重

要資料。又典胎契、借銀契中也載有典當物、利息等資料，這些也是研究清代

民間金融所需要的資料。

5.古書契為研究法制史所必需提供的史料。例如：房地的買賣、贈與、租賃、大

租、小租契照、財產分配的鬮書、分業合約、分關字、典胎及貸借、賣子、

賣婦、招婚、退婚、囑、託孤字、訴訟書狀等，都是研究法制史不容或缺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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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古書契更為民族學的研究提供資料來源的捷徑。例如：契字、番租、屯租、執

照等，可以研究平埔族各社之分佈情形及各社的通事、土目制度、財產所有情

形、姓氏等。另據番租契照，也可以瞭解平埔族有經濟性社群之存在。另外也

可以利用平埔族有關的古契、執照做平埔族之姓氏研究。此外，財產分配的鬮

書、合約、賣子、賣婦、招婚、退婚約字等，也是研究家族制度、財產制度的

資料來源。

7.古書契是研究社會史必備的資料。諸如：收養、人口買賣、婚約等，作為社會

史研究，極具史料價值。

8.古書契也可作其他專題的研究。諸如：代書制度的研究、簽署、押印、指紋之

研究、城市發展之研究等，都可以利用這些古書契作研究。

伍、館藏臺灣古書契概況
臺灣十七世紀的契約，記錄著早期移民社會的土地招墾、買賣等民間活動，讓我

們了解到臺灣早期的開發與經濟發展的歷史。本館珍藏臺灣古書契約二千四百餘件，

內容相當豐富，有官方文書及民間契約，官方文書包含示諭、札諭、丈單、契尾；民

間契約包含賣契、墾契、 々稅租契、典契、胎借契、鬮分、囑契、找洗等。立契時間從

清雍正10年(西元1732年)到日治時期的私人契約皆備。

另外，有關人口買賣、過繼、招贅等契約，立契時間自清道光16年（西元1836

年）到民國40年（西元1951年），其中以婚約類為最多，包括父母為親身女兒或養女

招婿（第一次招贅）、招夫（第一任丈夫亡故或離婚再招贅），也有婆家為守寡媳婦

招夫者，或祖父母、叔伯為孫女或姪女招婚者；其次為收養類，含收養同姓（稱為過

房子）、異性（稱為螟蛉子）養子，或收養養女，並招婿以傳承香火；乃至由母親再

嫁丈夫撫養未成年孩子至成年，再返回生家；再其次為人口販(典)賣契，含賣女為

奴婢、養女，或賣子為養子，甚至賣妻收取聘金等；其餘為養女不告而別的「搜查

願」，以及使用人被登記為養女，婚後未免將來發生繼承糾紛而提出「相續權拋棄證

書」等。其內容除說明立約因由、雙方義務權利外，當事人與其父母或長輩、親戚多

列名其上，有別於土地契約，多由買賣雙方或地主、佃人單獨立約。至於此類契約文

書的形式，較一般土地契約文書簡單，紙張多以紅色、黃色的布匹或紙張書寫(土地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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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文書幾乎清一色以白紙書寫)。此類契約足以觀察及瞭解近代臺灣社會生活中的兩性

關係。

本館除了收藏漢人間的各類契約之外，又有相當數量的平埔族契約，如：臺灣

中部的東螺社、岸裡諸社、大甲東西社、水裡社、沙轆社、臺灣北部的竹塹社、霄裡

社、龜崙社等（見圖1），均相當珍貴。

圖1：此契係岸裡社番潘貢文立收現租銀字，於清嘉慶8年（西元1803年）立契，

內容為承祖遺下水田，典借銀20員，交銀主管收3年，以每年實收田租7石抵

利，銀母不拘年限，銀還田還。

岸裡諸社屬於中部平埔族群巴宰海族（Pazeh）的一支，下有九社，包括岸東、岸

西、岸南、葫蘆墩、西勢尾、麻里蘭、翁仔、崎仔及麻薯舊社等，分佈於今臺中縣神

岡鄉、豐原市及后里鄉等地。他們原居於大甲溪北岸的麻薯舊社（今后里舊社），清

康熙55年（西元1716年）至乾隆55年（西元1790年）的七十餘年間，岸裡社領域擴至

大甲溪南岸，並大舉南遷，發展為新而且是最重要的聚居區。此外，其支系崎仔社沿

大安溪北上，移居鯉魚潭，形成頂社、中社、下社之部落；另有一部分則移居埔里。

因此，岸裡社族人的散佈區相當廣。

在清代，岸裡社長期扮演義番角色，立下不少戰功。康熙38年（西元1699年），

協助平定吞霄社（今苗栗縣通霄）之反叛。康熙54年（西元1715年），阿莫率岸裡、

烏牛欄等五社歸化清朝，同時，被命令為五社土官，開啟岸裡社史的新紀元。清廷為

酬答岸裡社，賜以大甲溪南之地。此外，岸裡社在土官潘敦的領導下，與漢人（如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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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京）合作開發臺中盆地，對中部的開發貢獻甚大。

總之，館藏古書契含蓋了十八至二十世紀；這些資料可供研究者探索十八、十九

世紀的臺灣社會文化，亦是各地鄉土教學的重要素材。

茲就館藏重要臺灣古書契列表如下，以資參考。

類別 契………………名 地………點 年……代 內容摘要

示諭
淡水同知甯長敬
示諭

淡彰社（臺
中、彰化一
帶）

清咸豐10年
（西元1860
年）

此示諭係淡水同知甯長的下行
文書，其內容為潘維和承曾祖
潘敦仔因功受賞之地，其地給
付陳大濱、陳無英等開墾，因
年久，友人假冒業戶後裔，致
使原有之田被侵占，官方重新
勘丈確認潘氏原有地。

札諭
彰化知縣李振青
札諭廖必捷充
十五庄番佃埤長

岸裡社（臺
中縣）

清道光5年
（西元1825
年）

此札諭係係彰化縣令的下行文
書，其內容為原張振萬開墾之
葫蘆墩圳，因陳紅貪圖漁利，
導致屢次誤水，以致控訴在
案，後推舉廖必捷為圳長，經
彰化知縣李振青同意，並發此
札諭。

丈單
給業主劉春福丈
單

東上堡大茅
埔庄（臺中
縣東勢鎮）

清光緒14年
（西元1888
年）

此丈單係福建臺灣布政使司於
清光緒14年（西元1888年）給
業主劉春福丈單。其內容為彰
化縣丈報昌字地2410號，已納
下則田0甲8分8厘之賦稅。

契尾 給業戶王乃契尾
社口夏納溝
（臺中縣神
岡鄉）

清嘉慶21年
（西元1816
年）

此契尾係業戶王乃買余子傑等
田，市價824兩9錢，納銀24兩7
錢4分7厘的稅，完稅之後，由
地方政府所發給的繳納證明。
契內有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之印。

賣契
溫耀立賣盡根契
字

內埔仔庄
（臺南縣）

清雍正13年
（西元1735
年）

此契為溫耀明買豬納尉、豬納

猫朥荷等水田1.3甲，賣清水番
銀45兩；契內有茄拔社通事何
爾昭圖記、大武蔴二社甲冊蔴弼
記。

杜賣斷根
字

東螺社番侯仔貓
氏立杜賣盡根契

湖水坑
（彰化縣員
林鎮）

清乾隆56年
(西元1791
年)

此契為東螺社番侯仔貓氏承伯
父山崙一所，賣銀18大元，每
年7月中納山租銀4大元；契內
有理番分府給東螺社通事肥蘭
宇士長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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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契………………名 地………點 年……代 內容摘要

遜讓字
謝木生立遜讓土
窨字

貓裡坪頂茶
亭庄（苗栗
縣苗栗鎮(
市)）

清光緒14年
（西元1888
年）

此契係謝木生承父遺下有山場
壹所，造有窨坟壹穴，今因自
己不欲安葬，後托中引就陳才
生前來出首承領，並遜讓與陳
才生，地價銀24員正。

付管字
陳門楊氏等立撥
業付管字

北庄（臺中
縣神岡鄉）

清光緒11年
(西元1885
年)

此契係陳門楊氏等立撥業付
管，除養贍外餘田厝作五份均
分欠項亦作五份均償，立鬮書
壹樣五紙，每房各執壹紙。外
附田屋地圖。

給佃批字
立給佃批約字貓
羅社通事田昆山
等

牛埔庄頭
（彰化縣芬
園鄉）

清乾隆43年
(西元1778
年)

此契係貓羅社通事田昆山等有
承祖遺公埔壹所，先年經給與
湯佛生等墾耕，現遞佃許奇會
規頂耕，因佃人就四至界內石
埔水堀填築墾闢，昆山會仝業
主清丈田，照例年應納大租
粟，此業永付佃人耕輸。

給墾批字
六館業戶公立給
墾字稿

岸裡烏牛欄
舊社等（臺
中縣）

清雍正10年
（西元1732
年）

此契係土官潘敦仔等因原有埔
地乏水灌溉，招以張振萬為首
之六館業戶，前來備工本銀
6600兩，開築水圳灌溉，約定
將東南勢之旱埔地割與六館以
抵工本。

招佃字
葫蘆墩社番阿打
歪師阜等立招佃
批耕字

崎仔腳南勢
地（臺中縣
豐原市）

清乾隆50年
(西元1785
年)

此契係阿打歪師阜等人，招得
漢人王振榮承墾闢成水田，迄
今墾限已滿，佃人清還各分所
得磧底銀（押金），番田主實
收租粟各分附字開明，限早晚
兩季均納足訖永為定例，墾耕
人自不欲耕，番將水銀磧底併
厝銀清還，如無銀清聽憑墾人
出退照額納租。

招墾字
葫蘆墩崎仔下二
社番阿沐他灣等
立合招墾闢字

烏牛欄東勢
（臺中縣豐
原市）

清乾隆45年
(西元1780
年)

此契係阿沐他灣等人，各有承
祖遺下荒埔一所，各分亦有界
址分明，招得佃人王宜生承
墾，三年限滿，照丈遞年各供
納租粟各分各收。

招耕字
里蘭白番孝里希
郡乃立招耕字

葫蘆墩東勢
（臺中縣豐
原市）

清乾隆45年
(西元1780
年)

此契係里蘭白番孝里希郡乃，
有祖遺旱埔一處，招漢人林章
前去耕墾，期三年，遞年議定
園稅銀17員，言定先納后耕，
如無銀先納任憑另招別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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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契………………名 地………點 年……代 內容摘要

招贌字
大甲西社番潘匏
烏蚋菊立招贌耕
契字

福興庄（彰
化 縣 福 興
鄉）

清光緒4年
(西元1878
年)

此契係大甲西社番潘匏烏蚋
菊，承祖父遺下水田壙埔共壹
段，今因乏銀，願將此業出蔴漢
人陳秋芳出首承蔴，議定時值磧
地佛面銀95員，其掌管耕作或
招佃收租抵利，歷年納大租粟1
斗，限耕8年。

稅地基合
約字

王朝發立贌地基
字

竹塹（新竹
縣新竹市）

清道光26年
(西元1846
年)

此契係林朝發因乏地造屋，向
周烈才官蔴出曠地壹所，言議
每年納地基稅銀2400文，歷年
交清完納，地基蔴期6年，自清
道光26年（西元1846年）5月
起至咸豐2年（西元1852年）5
月止，期滿如業主要用地，將
厝蓋自行徹去地基交還業主掌
管。

稅店字
盧顯達立認稅店
地基字

大甲新庄街
（臺中縣大
甲鎮）

清道光22年
(西元1842
年)

此契為盧顯達因乏店開張生理
居住，托中向彰邑內陳益裕號
兄弟等認稅出店地基一座，該
店地基曾因被火焚毀，僅存左
右前後牆壁，憑中稅付盧顯達
自備買料起蓋，工資費用共銀
554大員，每年願納店地基稅
佛銀44大員，店主若要辭還起
蓋，費用銀項依街例公估。

典契字
水裡社番烏肉毛

亀、妻阿末立典
字

社逐北勢
（臺中縣龍
井鄉）

清嘉慶25年
(西元1820
年)

此契係水裡社番烏肉毛蔴、妻
阿末有承父遺下應份得山園壹
坵，今因乏銀費用，漢人何委
見出首承典，時值園底價銀9大
員，10年限滿，備銀贖回，如
無銀贖回，原契任銀主掌管耕
作。

起耕典契
陳利記立起耕典
契

安坑（臺北
縣新店市）

清同治4年
(西元1865
年)

此契係陳利記將承父鬮分應管
之業，於道光2年（西元1822
年）用陳謙記字號明買林家生
埔園一段，因乏銀，向李勝發
號典借佛銀3226員，典期5年，
自同治5年（西元1866年）春起
至同治9年（西元1870年）冬
止，如無銀還，照舊約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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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契………………名 地………點 年……代 內容摘要

添典字
東螺社番貓天居
立添典契字

二八水有水
坑（彰化縣
二水鄉）

清同治6年
(西元1867
年)

此契係東螺社民貓天居承祖父
應份荒山崙一所，今因乏銀費
用，將此出添典與王番併姪
泉、海、輝等人，價銀51大
員，期限自同治6年（西元1867
年）起至光緒4年（西元1878
年）止，番主若有備銀齊要取
回，須逐樣貼銀主工資銀3分。

轉典字 張隆立轉典字
葫蘆墩媽祖
宮后（臺中
縣豐原市）

清同治10年
（西元1871
年）

此契係張隆承先父明典得岸裡
社潘進文等10甲田之大租谷32
石。該田先前張余芳承買自王
雲鼎兄弟後，芳又退還予鼎，
同治年間，王雲鼎子姪出賣與
林本堂，今將此租亦賣與林本
堂，賣130大元。

繳典字 劉福立繳典契
艋舺（臺北
市龍山區）

清乾隆27年
(西元1762
年)

此契係劉福原於清乾隆27年
（西元1761年）年5月承典段任
仁、戴欽輝店一座。因該店典
掛重張，經官審定由榮錦號掌
管。劉福收銀8大元，將此契繳
還榮錦號。保證此契為真，否
則願連本帶利還銀與榮錦號。

胎典字
陳結、陳連治仝
立胎典契字

浮圳頭（臺
中縣大肚鄉
）

清咸豐4年
(西元1854
年)

此契係陳結、陳連治承父明典
過蔴社番天文妻阿武九遺下水田
及溪埔壹處，今因乏銀別創費
用，向族親讓叔出首承典，典
借銀59員，典期6年，自咸豐5
年（西元1855年）起至咸豐10
年（西元1860年）冬收成止，
限滿之日，銀還銀主，田還田
主，田無租地無利。

胎借銀字
竹塹社業主錢榮
和立胎借銀字

波荖紋庄
（新竹縣湖
口鄉）

清道光20年
(西元1842
年)

此契係錢榮和因家遲缺欠口
糧，將自己口糧租谷12石偕銀
為胎，向陳學貴胎借佛面銀40
大員，期限3年，自道光20年
（西元1842年）10月起至道光
23年（西元1843年）冬10月
止，限滿無銀清還照原胎借字
收租抵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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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契………………名 地………點 年……代 內容摘要

起耕胎借
字

立起耕胎借字人
劉阿昂

苗栗一堡南
河庄（苗栗
縣公館鄉）

日本明治
42年(西元
1909年)

此契係劉阿昂有水田蔴地壹所，
今因乏金應用，願將前記之業
起耕與劉阿傳耕作為胎，即向
耕人手內借來金420員正，每年
供納小租谷官斗16石5斗正，
自明治42年（西元1909年）10
月末起至明治47年（西元1914
年）10月末止，以5年為限，
限滿之日，金還耕人，田還業
主。

對佃胎借
銀字

張仕元立對佃胎
借銀字

松仔脚庄
（臺中縣大
安鄉）

清光緒14年
（西元1888
年）

此契係張仕元明買過陳全成、
陳查某、陳仕財水田，明丈7
分1厘4毫，茲今因乏銀，願將
此契為胎，向女婿黃傳宗胎借
佛銀200大員，庫平140兩正，
全年利息粟1斗1升，計共利息
粟22石至6月季收成之日對佃完
納，借期不限。

鬮分約字
徐明桂等立鬮分
字

中港東興庄
土牛背（苗
栗縣頭份鎮
）

清乾隆57年
(西元1792
年)

此契係叔明桂、姪毓珍、九
傳、宜乾、孔文等人，先年合
向社番承墾埔田，原作十分鬮
分各自管業，尚有未分埔田，
經公親面踏鬮分，自鬮分之
後，當眾照鬮付毓珍永遠管
業。

囑字
王林氏立遺囑鬮
書字

水汴頭（臺
北縣新莊市
）

清光緒6年
(西元1880
年)

此契為王林氏遺囑分產，經於
清光緒元年（西元1875年）4
月，將所承先夫與五大房鬮分
併自己建置之業，除母親養贍
業及踏長孫業以外，其餘田租
園稅雜物等件，一概作四份均
分。

定界分管
合約字

李乾成、游阿繼
等仝立抽出田定
界分管合約字

八里坌保大
窠口溪背仔
（臺北縣泰
山鄉）

清光緒5年
(西元1879
年)

此契除了契首外，並附定界分
管合約字圖。李乾成、游阿繼
等人，承祖父明買李成揚田山
厝，茲因游阿繼乏銀，杜賣與
李乾成，議定抽出大租粟1石5
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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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契………………名 地………點 年……代 內容摘要

甘愿字
楊觀壽立賣甘愿
永絕斷根契字

淡水興直庄
大牛椆觀音
山腳坑內（
臺北縣新莊
市）

清乾隆50年
(西元1785
年)

此契係楊觀壽有先年自向上手
胡甲秀承買水田壹處，遞年額
載業主大租粟2石正，今因移居
別創，欲行出賣與林璘觀、吳
博觀二家，此二家合本出首承
買，價銀322員。

憑準字
楊廣元、楊廣榮
立永杜賣憑準契

海墘厝（臺
中縣梧棲鎮
）

清乾隆36年
（西元1771
年）

此契係胞伯原將地賣予黃華
鳳，華鳳欲回唐，拖中招楊廣
元等承受回耕，廣元不能承
受，任從買主前去招賣他人，
另向華鳳收劍銀50大員，以息
無事。

找洗字
戴欽輝、段任仁
仝立找洗契尾

艋舺（臺北
市龍山區）

清乾隆27年
(西元1762
年)

此契係戴欽輝、段任仁原明買
林瑞錦地基一座，蓋造店屋一
間，由榮錦號承典，後因重張
掛欠，經官審定由榮錦號收
管。兩人向榮錦號找洗劍銀10
大元。

合約字
吳勃示等立股分
合約字

滬尾二坪山
頂荒埔（臺
北縣淡水鎮
）

清同治12年
(西元1873
年)

此契係吳勃示等，承祖父滬尾
二坪山頂荒埔一段，今開闢栽
種茶，每萬叢茶頭每年貼納園
底銀4大員，五人共七股，按股
出工本銀。

招婚字
王梁氏、林三才
仝立招婚約字

清光緒17年
(西元1891
年)

此契係王梁氏有弟婦黃玉涼，
年登26歲未有婚對，意欲招夫
傳嗣，招得林三才之胞弟士
建，憑媒說合結為夫婦，仝媒
三面議定生育男女對半均分，
又約既招以後再建置家器物
業，分居各食之時，王、林兩
姓俱各應份均分。

離婚字
林文吱、林張氏
春離婚契約書

南投郡南投
街（南投縣
南投市）

日本昭和
10年(西元
1935年)

此契係林張氏春夫婦協議離
婚，甲方贖回林張氏春，贖回
價金200元；自本日起對林張氏
春之保護權全部歸與甲方；戶
口手續上乙有延遲者，甲對民
事請求判決乙不能異議；若生
出訴訟者，訴訟費用各人自己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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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契………………名 地………點 年……代 內容摘要

分居字
立分居字人添富
等兄弟

清光緒4年
(西元1878
年)

此契係添富等兄弟，將祖父遺
下田地及家物、六畜、谷石一
切等項，作五股均分，以後各
業各管，安分守己，日後不得
爭長競短。

過房字 詹顯俊立過房字
日本大正
15年(西元
1926年)

此契係胞弟俊成至今未有親生
一子，將第參男春光年庚14
歲，過房與胞弟夫妻以為己
子，俊成備金元120大元付胞兄
夫妻奉養之需，日後娶妻生子
長大成人創置田疇廣野，與別
人無涉是為己子。

撫養契字
曾陳氏銀、戴江
松立撫養契約書

新竹廳竹塹
堡新庄仔庄
（桃園縣蘆
竹鄉）

日本大正
6 年 ( 西 元
1917年)

此契係祖母曾許氏綢身體老
弱，孫女曾陳氏銀現未成年，
今寄託與戴江松撫養至14歲為
滿，自大正6年（西元1917年）
起至大正13年（西元1924年）6
月止。

入贅字
游屘、廖心永立
招婚進贅合約字

日本昭和
16年(西元
1941年)

此契係游屘有養女游氏邁招贅
廖心永三男廖大賢為夫，自進
贅後永為游家之子孫，所有產
下麟兒男女均分首胎先傳游
家，大賢自進贅游家奉養雙親
至百年送終。

賣女字
石連終立賣女為
養女斷根字

彰化廳馬芝
堡同安寮大
有庄（彰化
縣芬園鄉）

日本明治
35年(西元
1902年)

此契係石連終因家務窘迫，將
13歲親生女富蔴賣與鹿港許氏冷
觀為養女，身價龍銀26大元，
長大若不合家教或配或賣，聽
許氏冷觀自裁。

繼書字 連基立繼書字
清咸豐5年
(西元1855
年)

此契係胞伯父子過世，未有嗣
孫，連基胞弟福寧承其宗支，
其山場產業付福寧掌管，歷年
祭祀開費或有剩者，春放存
額，不可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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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契………………名 地………點 年……代 內容摘要

招贅婿字
黃昌連立主招贅
婿服勞字

日本明治
37年(西元
1904年)

此契係有一媳氏名蔴鵲年登22
歲，意欲招婿服勞，即招得劉
永琳之侄劉河華為贅婿，言定
生有長男還黃家為孫，次男鼎
劉家香祀，其餘生男育女黃劉
兩家照次序均分，倘僅生一男
女宜共鼎兩姓宗祧，現黃家
有田業屋舍契約有憑與劉家無
涉，異日協創良田家業，兩姓
平均。

賣嗣男字
陳阿杜立賣嗣男
字

新竹廳竹塹
堡沙坑庄（
新竹縣橫山
鄉）

日本大正
6 年 ( 西 元
1917年)

此契係陳阿杜仝妻吳氏，生下
有四男，名喚阿月，生於大正5
年（西元1916年）2月15日，年
庚二歲，茲因八字相刑，家門
拮据，夫妻商議，將第四男出
賣與陳添昌為嗣，乳哺身價金
68元。

過嗣字 父伯鏗立約字
古坑尾田長
寮（臺中縣
霧峰鄉）

清嘉慶12年
（西元1807
年）

此契係長男註、四男崙均早要
殀無子嗣，次男彩將其三男權
給註為後，五男嘆給崙為後，
五男岑將其長子詮給崙為後、
立給註為後，註與崙之產業由
彩、岑二人均分。

執照
日北社業戶劉恆
足給佃戶陳武完
單執照

田心庄（苗
栗縣苑裡鎮
）

清道光14年
(西元1834
年)

此執照係日北社業戶劉恆足收
過佃戶陳武完成應納本年分下
課租粟6碩所給的完單執照。

完單
日北社土目茅鳥
蚋給佃人郭警相
完單

清道光5年
(西元1825
年)

此完單係佃人郭警相完成應納
本年社私租谷2石，由日北社土
目茅鳥蚋所發給完單收據；契
內有理番分府給日北社土目茅
烏蚋長行記。

陸、古書契的蒐購與整理                                     
本館主要任務為典藏全國圖書資訊，其中亦包括珍貴之臺灣舊籍文獻，西元1950

年以前之臺灣文獻多散佚各處，或分見於各地圖書館，或藏諸私人、民間團體，近年

來，國家圖書館積極推動臺灣舊籍文獻的徵集、購藏，期能配合建立「全國總書庫」

的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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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自民國81年起致力蒐購臺灣古書契，每年固定編列採購預算，故每年採購金

額不定，雖然蒐集工作起步稍晚，但其成果非常豐碩。其蒐購的主要來源為私人收藏

文物家，但由於珍貴舊籍文獻之市場價格頗有起伏，文獻的蒐購亦須視情況及需求而

定，難以設限，以致錯失值得購藏者。

蒐購之臺灣古書契依出版計畫與「臺灣記憶」系統之需要，進行整編。編目完成

後，將進行的工作有：

1.…掃描、建立數位化影像資料，便利網路傳輸與原件複製。

2.…文件全文建檔，便利全文檢索。

3.…文件重點建檔，便利分類與出版。

本館為了妥善保存臺灣歷史記憶，配合新時代數位化發展，乃以數位化的技術典

藏這些臺灣歷史文獻，希望透過「臺灣記憶Taiwan… Memory」系統的建立，將有關臺灣

的歷史文獻，進行數位化典藏之外，並藉由數位物件詮釋資料的建立，達到資料分享

與再利用的目的；此外，透過網際網路綿密寬廣的觸角，更可將臺灣的史料閱讀與研

究，擴展到臺灣各地及海外。

本館收藏古書契採集迄今已有二千四百餘件，除積極進行古書契數位化外，並分

年出版典藏品供外界研究，亦於民國95年4月21日，檢選館藏臺灣古書契64件公開展

覽，並出版《國家圖書館珍藏臺灣古書契展覽圖錄》。另外，編印《認識古書契》，

方便大眾閱覽，亦可提供學者作為研究資料之用。

關於古契書的保存措施，包括「防災」、「防蟲」、「防黴」方式，應設置於

避免陽光直射及濕氣侵襲的地方，地板及牆壁建材使用可防潮的檜木；書庫的門緊閉

時，同時切斷電器電源避免漏電，庫內採用白熱電燈以防資料變色；另設置全館性的

感熱器、防火的偵煙器；另書庫內溫濕度的控制，應維持恆溫（攝氏20度上下）恆濕

（百分之50至60之間處理之）。

對於損傷嚴重的古書契進行修復工作，不管是在保存、保護或是利用上都是十

分重要的事，修復的目的顯然不應該只是提供利用，還必須考慮到儘量不破壞原本才

行。講究原本的維護原因，在於原本在研究上具有無可計量的價值。在「保存」與

「利用」上最有利的媒體，可以運用顯微膠卷、顯微膠片、出版複製影印本等方法。

古書契的整理有其繁瑣與困難的一面，不僅要與時間賽跑，還要跟社會環境的主

流價值競爭。許多古書契因為自然與人為的因素，或遺失或湮滅；有些幸運地被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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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又經常成為個人的私藏至寶，不輕易公開示人。

近年來，隨著臺灣意識的普及、數位科技的發展以及政府的鼓勵，臺灣相關的

文獻資源進入了快速數位化的時代，這樣的變化不止為臺灣史的研究營造了舒適的環

境，也對臺灣史的研究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實質影響。

柒、結語
臺灣古書契的蒐購與整理是本館持續性的工作重點，目前之工作即建立西元1950

年以前之館藏臺灣舊籍目錄，再根據館藏所缺，購入重製品或舊籍。對於入藏之臺灣

舊籍文獻，仍視其性質，進行不同層次的整理、編輯，如有珍貴罕見者，亦編印成書

或置於網路資料庫，方便讀者閱覽與學者研究。至於其成效為：(1)保存臺灣舊籍文

獻。(2)提供鄉土教材。(3)增進地方瞭解。

本館蒐藏了二千四百餘件古書契，從清代到日治時代，主要為彰化至台北間的平

原與丘陵地帶。本館將古書契掃描建檔置於臺灣記憶網站，更將目前所藏之古書契進

行數位掃瞄典藏，並就其內容進行詮釋資料、建立資料庫，這些資料可供研究者探索

十八、十九世紀的台灣社會文化，亦是各地鄉土教學的重要素材。

這些泛黃的古書契，可以讓世人瞭解臺灣早期先民處理種種物權和債權的紀錄，

以及反應民間社會生活的重要文獻；它是民間社會本身的文字紀錄，可以幫助我們深

入鎖定某些地域社會的發展歷程，更有助我們理解一世紀前臺灣社會的經濟活動。

契約的公信力主要也是來自於民間社會而非政府，其方式是由地方菁英或家族重

要成員，以保證人之身分在文書中共同署名，並要求賣方將該筆土地的相關契字同時

移交給買方，以確定契約文書的排它性。正因為契約文書在民間社會的重要性無可取

代，因此，以土地權利之移轉為中心，加上頻繁的租佃分化、家族分產，以及政府的

徵稅、清丈行為，隨著時間之推移，臺灣土地關係契約文書的數量，呈現著倍數成長

的姿態。

顯然，要將這些對於社會記憶、歷史研究都具有重大意義的契約文書之潛在效能

發揮到最大，最為可行的辦法就是持續蒐集、整理並上傳資料庫，使資料庫的資料更

加豐富，快速提供大眾研究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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