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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商人建立團體組織，固然可有宗教、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等方面的種種

不同原因，但隨著某地區市場交易規模的擴大與頻繁，當地商人團體的結社行為

與集體行動，也愈來愈會影響當時與當地的市場制度。本文針對清代蘇州與臺灣

較常見到的商人團體，既考察兩者各種異同之處，也希望能夠藉以豐富我們對十

八、十九世紀中國市場制度的理解。 

清代中國幅員甚大，各地商人團體的出現時間、內部組織與權力運作，其實

有同有異，很難將清代商人團體一概而論；本文挑選清代蘇州與臺灣兩地區的商

人團體，比較兩地商人團體在十八、十九世紀之間建立各自「公產」的不同模式，

檢視市場經濟、社會組織與政府政策如何綜合影響商人團體的內部組織與權力運

作，進而呈顯清代中國市場制度的複雜性。 

清代蘇州最有代表性的商人團體，大多取名某某「會館」或「公所」，這與

清代中國多數城鎮出現的商人團體名稱大致類似。會館、公所做為一種影響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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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中國市場制度的商業組織，早自百餘年前即已吸引歐美、日本與中國本地學

者目光，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1949 年之後，隨著會館、公所碑刻資料的調查與

出版，以及資本主義萌芽等相關議題的開展，對清代蘇州、松江等江南地區會館、

公所的研究愈來愈多；而自 1980 年代以來，學者援用更多不同的研究取徑來探

究漢口等地的商人團體，也使會館、公所研究開創出較多的新議題。1  

清代臺灣也有商人團體，但最有代表性者卻不稱為會館、公所，而是某某

「郊」。早自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日本學者與殖民地官員在臺灣進行「舊慣調

查」，2 即已將郊視為重要的調查對象；而由 1950 年代至今，臺灣史學界也對

郊做了更多研究，累積不少研究成果。3 

不過，頗為可惜地，由於種種原因，研究會館、公所與郊的學者彼此卻一直

少有機會進行深入對話。本文比較蘇州與臺灣的清代商人團體，希望能促成不同

                                                 
1 1950 至 1980 年代，無論是日本或中國學者大多將中國各地會館、公所視為歐洲歷史上的「行會」

（guild），日本學者根岸佶、仁井田陞、今崛誠二將戰前調查成果結合相關史料做了不少研究，中國

大陸學者則將「行會」與「資本主義萌芽」相連繫，以明清江南碑刻資料中的會館、公所紀錄，探

討「商人行會」與「手工業行會」間的鬥爭歷程以及行會之阻礙中國資本主義萌芽。1980 年代之後，

北京、佛山等江南以外地區會館、公所碑刻與研究陸續出版，傅築夫提出「會館」並非「行會」，在

大陸史學界引起頗大爭論；以及羅威廉（William Rowe）援用社會流動與「公共領域」（public sphere）

等概念，分析漢口商人團體對當地社會與市場秩序的統合與正面作用，則促使更多學者採用多元視

角重新探討會館、公所。相關研究回顧可見：邱澎生，《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

（臺北：國立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0），頁 1-20；馮筱才，〈中國大陸最近之會館史研究〉，《近

代中國史研究通訊》30（2000 年 9 月），頁 90-108；朱英，〈中國行會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歷史

研究》2003: 2［按：中國大陸的期刊無卷期而以年份標示者，不另列出版年，以下同。］，頁 155-174；

Christine Moll-Murata, “Chinese Guilds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An Overview,” 

in Jan Lucassen, Tine De Moor,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 eds., The Return of the Guilds (Cambridg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8), pp. 213-247. 
2 臺灣總督府成立「臨時舊慣調查會」與此會調查成果結集《臺灣私法》的歷史，可見：鄭政誠，《臺

灣大調查：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臺北：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5）；西英昭，《『台湾

私法』の成立過程：テ キ ス ト の層位学 を に的分析 中心 》（福岡：九州大学出版会，2009）。 
3 自 1950 年代以來，針對臺灣「郊」的調查與研究已累積頗多。結合調查與文獻的早期學者，如：王

一剛，〈臺北三郊與臺灣的郊行〉，《臺北文物》6: 1（1957 年 9 月），頁 11-28；吳逸生，〈艋舺古行

號概述〉，《臺北文物》9: 1（1960 年 3 月），頁 1-11；張炳楠［按：即王世慶］，〈鹿港開港史〉，《臺

灣文獻》19: 1（1968 年 3 月），頁 1-14；方豪，《方豪六十至六十四自選待定稿》（臺北：臺灣學生

書局，1974），頁 258-365。1980 年代以後新出研究，則如：石萬壽，〈臺南府城的行郊、特產、點

心：私修臺南市志稿經濟篇〉，《臺灣文獻》31: 4（1980 年 12 月），頁 70-98；蔡淵洯，〈清代臺灣行

郊的發展與地方權力結構之變遷〉，《東海大學歷史學報》7（1985 年 12 月），頁 189-207；文崇一，

《臺灣的社區權力結構》（臺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卓克華，《清代臺灣行郊研究》（臺

北：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林滿紅，〈清末大陸來臺郊商的興衰：臺灣史、中國史、

世界史之一結合思考〉，《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4: 2（1994 年 7 月），頁 173-193；

林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商人團體：類型、成員及功能的討論〉，《臺灣史研究》5: 1（1999 年 11

月），頁 4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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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學者更多交流，進而豐富我們對清代商人團體與市場制度互動關係的理解。 

筆者以為：「會館、公所」與「郊」都是清代中國的商人團體，但兩者其實

不能輕易劃上等號，更難以援用「行會」（guild）這一主要係為歐洲中古史的名

詞來做概括。然而，不少學者總習慣將明清會館、公所比附為歐洲中古史上的行

會，既扭曲明清商人團體的發展歷程，也簡化行會在歐洲歷史上的差異性。4 與

此情況頗為類似的是：過去研究「郊」的學者，也常將會館、公所與郊，一律視

為清代中國的行會，同樣未警覺到會館、公所與郊這些商人團體，在組織與權力

運作方面的特殊歷史脈絡，因而同樣出現簡單比附歐洲中古行會的錯誤認知。 

針對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會館、公所以及臺灣幾處城市的郊，本文考察

兩者組織與權力運作的異同，並採用類似「涵括式比較」（encompassing com-

parison）或是「互惠式比較」（reciprocal comparison）的歷史比較方法，5 希望

                                                 
4 近二十年來，歐美學界對歐洲史上的「行會」有很不一樣的估計，過去那些強調行會屬於「前資本

主義」（pre-capitalist）社會經濟生產方式的既有觀點，幾乎都已「經不起新出研究的衝擊」；學界對

諸如行會建立與長期維繫的原因，以及歐洲各地區行會的跨地域比較，都出現許多重要的實證研究

成果。時至今日，儘管仍有學者爭議行會相關議題，但爭點已不再是「行會是否重要」以及「行會

作用究係落後或創新」這種全稱式命題，而是回到更具體的課題：各地區行會「在何種情勢下扮演

其作用」，以及「內部基於何種形勢演變而使行會成員得以取得好處」。有學者將此種研究風氣的變

化逕稱為「行會的重返」（the return of the guilds），並呼籲將行會放入「全球經濟史」（global economic 

history），對世界各地不同地區「行會」進行更細緻的歷史比較，參見 Jan Lucassen, Tine De Moor,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 “The Return of the Guilds: Towards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Guilds in 

Pre-industrial Times,” in Jan Lucassen, Tine De Moor,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 eds., The Return of the 

Guilds, pp.7-9. 也有學者酌採「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概念融為一種研究取徑，批評並矯治那些

分別由所謂「立法史（legislative history）、制度代理者（institutional advocacy）、效率觀」等研究視

角而造成對歐洲商業行會史認識上的可能扭曲，參見 Sheilagh Ogilvie, Institutions and European Trade: 

Merchant Guilds, 1000-1800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4-13. 
5 本文所謂「涵括式比較」（encompassing comparison）或「互惠式比較」（reciprocal comparison），主要

取自彭慕蘭（Kennenth Pomeranz）宣揚的歷史比較方法，強調研究近五百年全球經濟變遷時，應該更

重視「交互作用的體系」（interacting system），不宜再像許多古典社會學家傾向於「比較兩個不同的東

西」，而是要「觀察一個大的世界裏的兩個部分」，並且「瞭解每一個部分在這個（世界）系統中的位

置和功能，如何影響它們的本質」，進而強調學者需要更加重視不同比較對象之間彼此的「雙向、互補」

（two-way, reciprocal）關係，參見彭慕蘭著，邱澎生、陳巨擘、張寧、連玲玲、巫仁恕、呂紹理、楊

淑嬌、林美莉、劉士永譯，《大分流：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臺北：巨流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2004），特別見頁 10。彭慕蘭宣揚的比較方法，源於歷史社會學家帝利（Charles Tilly）倡議的

「涵括式比較法」（encompassing comparison），參見 Charles Tilly, 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4), pp. 81-83. 在筆者看來，彭慕蘭之所以援用涵括

式比較，原先是要批評那些強調歐洲文明長期具有內部「獨特性」，而低估甚至否認「東方」或其他地

區也有類似西方社會結構演化的歷史比較方法，故呼籲將近五百年來全球史視為是西方與東方相互影

響的歷史過程，進而比較其中存在的某種「互動體系」，以解消「西方中心論」那種誇大西方歷史「與

生俱有的」或「必然的」歷史進步性等眾多歷史論述背後的比較方法。但筆者借用這個比較方法，則

並非是要論證歐洲「行會」、中國大陸「會館、公所」乃至臺灣「郊」之間存在某種實質的「互動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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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鬆開那種只有歐洲才能脫離中古行會約束而進入「資本主義」或「現代」市場

經濟的單線演化論，不再把清代中國、臺灣商人團體視為是始終停留在類似歐洲

中古行會所處「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歷史現象，也不再將會館、公所、郊對

立於晚清中國大陸以及日本殖民臺灣以後才出現的「商會、商工會議所」。透過

充分考察蘇州「會館、公所」與臺灣「郊」在歷史上的實際變動過程，不僅有助

於解消兩者對於中古歐洲「行會」的片面性比較，在掌握會館、公所與郊這些清

代商人團體的差異性與共通性之後，也有可能幫助學界理解清代中國商人團體的

複雜性，並藉以反思清代中國市場制度的多樣性。 

本文下分三節：第一節以「自稱與他稱、志願與強制、立案公產之稟庫存貯」

三面向，說明清代蘇州的會館、公所商人團體；第二節則以「自稱與他稱、志願

與強制、立案公產之公戳公記」，分梳清代臺灣府城、鹿港、艋舺與竹塹等地的

郊；第三節為結論。 

二、清代蘇州商人團體的「會館、公所」 

江南不少城鎮都存在以某某「會館」或是某某「公所」命名的商人團體。就

現存史料來看，蘇州與上海是清代江南地區出現會館、公所商人團體數量最多

的兩個城市，特別是在晚清以前，蘇州城的商人團體更是遠超過上海城，充分

反映了十九世紀後半以前中國經濟中心位於蘇州的史實。 

據近人估計，蘇州城與蘇州府屬附近地區，至少出現過 64 座「會館」和 218

座「公所」等不同名稱的建築物，6 而這總計 282 座會館與公所的建築物，絕大

                                                                                                                                      
反而是針對那些研究清代中國商人團體的學者，強調這些學者其實受到「西方中心論」的影響，故傾

向於將會館、公所、郊等中國商人團體一概視為類同於歐洲中古行會，從而對立於西方資本主義社會、

晚清民國的中國大陸，乃至於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才出現的現代「商會」或「商工會議所」。 
6 有不少學者對蘇州會館、公所數目陸續做過考證與調查，大致估為會館 50 座、公所 210 座，參見呂作

燮，〈明清時期蘇州的會館和公所〉，《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4: 2，頁 10-24；唐文權，〈蘇州工商各

業公所的興廢〉，《歷史研究》1986: 3，頁 61-75；洪煥椿，〈明清蘇州地區的會館公所在商品經濟發展

中的作用〉，收於洪煥椿，《明清史偶存》（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頁 566-612；邱澎生，〈商

人團體與社會變遷：清代蘇州的會館公所與商會〉（臺北：國立臺灣大學歷史學研究所博士論文，1995），

頁 59-65。但其後范金民則在前人基礎之上，考訂為 64 座會館、163 座公所，參見范金民，《明清江南

商業的發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242-249。而唐力行後來又根據新調查碑刻所得，將

蘇州公所數量重估為 218 座，參見唐力行，〈從碑刻看明清以來蘇州社會的變遷：兼與徽州社會比較〉，

《歷史研究》2000: 1，頁 67。本文此處兼採范金民對會館以及唐力行對公所數目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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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皆與商人的創建和支持密切相關。7 明清時代商人捐款創建會館、公所的

現象雖然並不限於蘇州，但商人於蘇州所建會館、公所數目卻可能為數最多。

同時，當時參與捐建會館、公所的商家與作坊老板人數，也頗為可觀。如乾隆

42 年（1777）捐款「全晉會館」的商號，即至少有 53 家；道光元年（1821）列

名「小木公所」管理人員名單的木作坊業者，便有 24 人；再如道光 24 年（1844）

捐款「小木公所」的業者名錄，也有 67 人。8  

要之，十八、十九世紀這兩百年間，在蘇州附近出現了數量不少的會館或公

所，而絕大多數這些會館、公所，都是由商人志願捐款成立。但在此要特別指出：

在清末中央政府依據〈簡明商會章程〉下令全國商業發達城鎮成立「商會」之前，

會館、公所其實並非法律意義上的商人團體，而主要指由商人捐建或租用的那棟

受到地方政府「立案」保護的建築物，故與清末「商會」做為法律意義上的商人

團體，其性質頗有不同。然而，在筆者看來，與其強調商會比起會館、公所有更

少的「同鄉性、宗教性」，還不如澄清兩者之間在法律意義的差異，這裡面存在

的是政府與市場關係的一種調整，是商人團體與市場制度互動關係的不同類型。

以下將分「自稱與他稱、志願與強制、立案公產之稟庫存貯」等三個面向，說明

其間的主要問題。 

（一）自稱與他稱 

以晚清商會做比較，商會可以在法律上代表所有商人成員，商會「總理」既

可以某某商會為名義，呈交公文給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也在地方社會上更加

確立了商會做為一種社會團體的印象。相較而論，蘇州的「會館、公所」雖然自

十六世紀以後開始逐步由商人捐建成立，但是，直至十九世紀末年，這個名稱仍

然主要指的是一種城鎮裏的特殊建築物；透過商人的呈請，許多這類建築物得到

了地方政府的「立案」保護，但是，會館、公所並不在法律上代表商人成員，既

無法在公文上以社會團體身分與政府往來，政府准予「立案」保護的對象，也只

是那棟建築物，而不是建築物背後的那個商人團體。 

                                                 
7 有些會館是由旅居蘇州官員所建立的同鄉組織，但在蘇州為數不多；另外，也有少數同樣並非依賴

商人捐款而成立與運作的「公所」，針對這些非商人捐款性質的少數會館、公所，有學者做過調查與

說明，可參見夏冰，〈蘇州的會館與公所〉，《檔案與建設》2000: 9，頁 54-55。 
8 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頁 135-137、

33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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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州的地方社會裏，會館、公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也正是那些宏偉的建

築物。道光年間蘇州人顧祿，即以「他省商賈各建關帝祠於（蘇州）城西，為主、

客公議規條之所，棟宇壯麗，號為會館」解釋會館這個名詞；而讓顧祿加深其對

「會館」印象的，還有在蘇州節慶時，在會館建築物裏所舉辦的某些喜慶活動：

正月十五，「是夜，俗又呼為燈節。比戶燃雙巨臘於中堂，或安排筵席，互相宴

賞。神祠會館，鼓樂以酬，華燈萬盞，謂之燈宴」，9 每到正月十五日的蘇州「燈

節」，會館與神祠同樣舉辦「燈宴」，這些「鼓樂以酬，華燈萬盞」的場景，都已

成為地方社會的重要都市景觀。可以這麼說，在十八、十九世紀蘇州，會館、公

所主要是「他稱」而不是「自稱」，是一棟由商人志願捐款而得以成立的建築物，

它既得到地方政府「立案」保護，不准無賴宵小侵占或破壞，也在地方社會成為

一種可與「神祠」並列的公共建築物。要到清末中央政府下令成立商會，中國歷

史上才出現了一種既是「自稱」也是「他稱」的商人團體。 

何以商人捐建或租用專屬建築物時要以會館或公所命名？這應與十六世紀

以來蘇州地方社會的歷史背景有密切關係。在商人捐建會館、公所建築物之前，

無論是十五世紀出現於北京而後逐漸擴散於全國各地的同鄉「會館」，或是十七

世紀以來漸漸流行於江南社會「善堂」組織的「公所」，對於在蘇州經商的商人

而言，這兩個名稱都已經是現成的、既有的。故而，部分來自籍貫有共通性或是

行業有共通性的商人，便在蘇州採用這兩個既有名稱，用以命名自身的建築物，

既以減少政府官員的疑慮，也用以增強地方政府立案保護的意願。可以這麼說，

借用既有的同鄉「會館」或是慈善「公所」命名自身建築物，其實可被視為是蘇

州商人用以增強地方政府「立案」保護的有意挪用。 

在十六世紀以前，中國歷史上並非不存在商人團體，諸如宋代以迄明代中期

政府強制商人組成的「團行」或「行役」，或是各地商人很早即有祭祀各自不同

宗教神或行業神的集體活動。但是，十六世紀以至十九世紀在蘇州普遍成立的會

館、公所，其在組織特性上則是一種兼具「自發性、常設性、合法性」的團體組

織，故與之前出現的傳統中國各種商人組織有著頗多差異。蘇州會館、公所的商

人團體，在功能上提供成員在「宗教情緒、互助情懷、經濟共同利益」等三方面

的滿足，並藉此促使這類商人捐建或租用的公產可以得到更持續、更完備的發

                                                 
9 顧祿撰、王邁校點，《清嘉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卷 1，「燈節」條，頁 40；卷 5，「關

帝生日」條，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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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筆者曾經選取清代蘇州現存 68 個資料較多的會館、公所商人團體資料，認

為「經濟共同利益」仍是促成這些商人團體捐款「租用、興建與維持」自身專屬

建築物的重要結社動機。10  

蘇州會館、公所所發揮的經濟功能，其實是依各自行業的性質不同而有所差

異，不宜一概而論；筆者曾以蘇州 68 個會館與公所為分析對象，將其經濟功能

區別為四類：（1）從事批發行業的外來客商，聯合對牙行進行集體議價、訂定契

約或是追討欠款；（2）領有牙帖牙行聯合禁止非法牙人與腳夫侵奪仲介與運輸業

務；（3）棉布、絲織業包買商人與踹布、染布、紙業作坊老板聯合對抗雇佣工匠

「齊行叫歇」；（4）部分市場規模更小業者協議定價與收徒年限。11  

儘管會館、公所因為行業性質不同而有經濟功能方面的差異，但整體看來，

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出現眾多由商人捐款成立的會館、公所，確實由兩方面改變

了蘇州當地的市場制度：一是團體與團體之間各種商業競爭的加劇，二是商人可

用的「交易服務」（transaction services）不僅種類增加而且規模擴大。12  

先談第一方面的商業競爭。蘇州某些行業的市場規模固然較小，因而這些行

業存在的會館、公所，確實比較著眼於聯合訂定商品與服務售價以及放慢收徒與

夥友獨立開業的速度，致使該行業市場具有更多的壟斷性質，這的確可能限制該

行業的自由競爭程度；13 但若仔細檢視現存史料則可發現：在這些市場規模有限

的行業裏，不欲遵守「行規」的業者其實頗常援引政府禁止「把持行市」法令以

保障自身權益，故而這種會館、公所試圖壟斷市場的能力其實不能過份高估。14 而

更重要的是：在蘇州棉布加工業「字號」那種具有長程市場的行業，以及從事農

漁、藥材產品批發的行業裏，聯合壟斷商品售價並非其主要經濟功能。像是藉以

對付那些自十七世紀以來即不斷罷工的蘇州踹布工人，才是布業商人於乾隆中期

                                                 
10 邱澎生，《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頁 30-35、68-85、109。 
11 邱澎生，《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頁 143-179。 
12 邱澎生，〈市場、法律與人情：明清蘇州商人團體提供「交易服務」的制度與變遷〉，收於中國史學

の會編，《中國 歴 の シ ス テ ム と史世界：統合 多元的發展》（東京：東京都立大学出版会，2002），頁

571-592。「交易服務」（transaction service）的概念，則參見 John Joseph Wallis and Douglass C. North, 

“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1870-1970,” in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eds.,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

cago Press, 1986), pp. 95-161. 
13 劉永成，〈試論清代蘇州手工業行會〉，《歷史研究》1959: 11，頁 21-46。 
14 邱澎生，《十八、十九世紀蘇州城的新興工商業團體》，頁 166-179；William T. Rowe, “Ming-Qing 

Guilds,” Ming Qing Yanjiu 1 (Sep. 1992), pp. 4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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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成立「新安會館」所主要著眼的目標；而「江魯公所」的腌臘漁肉業捐款商

人，則主要是要聯合對抗本地牙行主導度量衡、行佣等經濟事務，以改善不利自

身的既有經商局勢。15 總之，以當時蘇州最有產值的行業而論，這裡面存在的經

濟功能，主要都是為了便利商業競爭而非壟斷市場。 

在提供更多與更好的交易服務方面，主要指的是有些會館、公所為捐款成員

提供儲貨、集體協議商業契約、設置官頒度量衡具、設置卸貨碼頭甚或運貨船舶

等功能，從而節省與降低了商人原先必須付出的種種交易成本。16 諸如「錢江會

館」的提供倉儲設施：「公建錢江會館，為貯貨公所。」17 或如蘇北魚貨商人的

「江魯公所」以及紹興府燭業商人的「東越會館」，兩個團體集體與本地牙行議

訂仲介契約。「江魯公所」捐款商人購買由官府核可烙印的「公製砝碼、準秤」，

將這些官頒度量衡工具「存儲公所」，並且「每逢朔望，（牙）行、客（商）會同

較準」，希望能夠「使牙行不能取巧，客商亦不致受虧」。18 「東越會館」則「為

同業公定時價，毋許私加私扣」，其著眼的「時價」主要不是捐款商人之間，而

是本地牙行與鋪戶對「東越會館」捐款成員的「私加私扣」，故碑文後面接的是：

「如遇不公不正等事，邀集董司，詣會館整理，議立條規，藉以約束」，19 要由

東越會館「董司」出面向捐款成員以外的蘇州商人討回公道。這些經濟功能，都

可視為是外來客商在與本地牙行、鋪戶談判與簽訂商業契約時，由商人團體所提

供的交易服務。 

在設置運卸貨物專屬碼頭與公用船隻方面，則可舉以下例證：位於蘇州城閶

門外，由紙業原料貿易商人捐建的「浙南公所」，至少在同治 11 年（1872）前即

設有專用河埠，「以備商船往來停泊之所」，20 提供商人成員運卸粗紙箬葉商貨之

用。嘉慶年間，設於盛澤鎮的「綢業公所」，除有專屬碼頭外，另設置「莊船」

                                                 
15 邱澎生，〈由蘇州經商衝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關係〉，《文史哲學報》43（1995 年 12 月），頁 37-92。 
16 Fu-mei Chen and Ramon H. Myers, “Coping with Transaction Costs: The Case of Merchant Associations in 

the Ch'ing Period,” in Yung-san Lee and Ts’ui-jung Liu, eds., China’s Market Economy in Transition (Tai-

pei: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c Sinica, 1990), pp. 79-103；邱澎生，〈商人團體與社會變遷：

清代蘇州的會館公所與商會〉，頁 132-134。 
17 乾隆 41 年〈吳縣永禁官占錢江會館碑〉。同文也載：「會館，為商賈貿易之所……商賈捐資，建設會

館，所以便往還而通貿易。或貨存於斯，或客棲於斯，誠為集商經營交易時不可缺之所。」參見蘇

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22。 
18 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289-290。 
19 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267。 
20 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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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艘，每日四班「交叉開航」，成員所屬綢商和綢貨，皆以「莊船」乘載，往來

於蘇州城和盛澤鎮之間。在蘇州城閶門內水關橋的臭弄口臨河處，又建造船埠以

供成員上下貨物，並設立供貯綢貨的「堆棧」。21 「綢業公所」董事並在稟呈吳

縣知縣立案核可後，在碼頭上建立石拱門，上刻浮雕「盛澤碼頭」四字。光緒 13

年（1887）秋，更由綢商王家鼎等人聯名，向吳縣提出控案，控告地方遊船強占

專屬「盛澤碼頭」妨礙捐款商人裝卸綢貨。22  

無論是提供倉儲、談判牙佣、協議包含度量衡器具在內種種契約，還是設置專

屬碼頭、共用航船，這些由會館公所商人團體提供的交易服務，不僅具有降低交易

成本的功能，也成為明清蘇州商人因應市場經濟發展而產生的一種「制度創新」。23  

不過，在此還是要再指出：儘管這些取名會館或公所的商人團體，有著以上

四大類不同的經濟功能，但基本上，會館、公所並不是兼具「自稱」與「他稱」

意義的商人團體；它主要指的是商人捐款成立的專屬建築物「公產」，儘管捐款

商人可以憑借這些公產在不同經濟功能發揮作用，但是，這些公產卻並不能在法

律上「代表」捐款商人成為一種社會團體。蘇州雖在十八、十九世紀存在許多商

人會館、公所，但它只被地方社會與地方政府視為一種商人藉以舉辦聯誼、祀神

與慈善活動的建築物名稱，是「公產」，而不是我們現在理解的社會團體或是「法

人」。24 比較而論，直至清末，蘇州的會館、公所雖然與不少商人有頗為密切的

關係，但卻仍然不是一個可以公開代表商人集體利益的社團，這與清末頒布〈簡

明商會章程〉明令全國經濟繁榮城鎮成立商會以代表商人利益的制度極不相同。

可以這麼說：無論是地方政府與地方社會所稱呼的「會館、公所」，乃至於十九

世紀後期歐美、日本，以及本國人士所說的「基爾特」（guild）或「行會」，都只

是當時蘇州這類商人團體的「他稱」，而並非當時捐款商人的「自稱」。 

                                                 
21 周德華，〈盛澤絲綢行莊〉，收於蘇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蘇州史志資料選輯》（蘇州：該會，

1990），第 15 冊，頁 137。 
22 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42-43。 
23 更多分析的例證，參見邱澎生，〈市場、法律與人情：明清蘇州商人團體提供「交易服務」的制度與

變遷〉，頁 571-592。 
24 會館、公所在蘇州逐漸演化成為立案「公產」的長期過程，參見邱澎生，〈由公產到法人：清代蘇

州、上海商人團體的制度變遷〉，《法制史研究》10（2006 年 12 月），頁 117-154。至於晚清以來商

會逐漸成為「法人」的歷史，則參見虞和平，〈近代商會的法人社團性質〉，《歷史研究》1990: 5，

頁 39-51；陳來幸，〈1915 年商会 の に つ い て 国法 成立 ：近代中 ブ ル ジ ョ ア ジ ー評価へ の一視角〉，

国《富山 際大学紀要》3（1993 年 3 月），頁 5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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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志願與強制 

以十六至十九世紀中期之間中國市場經濟最發達的蘇州為例，可以較清楚地

看出中國商人團體由傳統以至近代的長期演變趨勢。依商人團體組織方式的不

同，可將蘇州商人團體演變歷程綜括如下：「編審行役制」→「會館、公所制」

→「商會制」。可以如此綜括這三類不同商人團體的主要差異：編審行役制為一

種「強制編冊組織」，會館、公所制為一種「立案公產組織」，商會制則為一種「依

法註冊組織」。受限篇幅，這裏只談商人團體由「編審行役制」演變為「會館、

公所制」的主要線索。 

明初沿宋元以來財政傳統，將工商業者強制登錄冊籍，以應政府和買、和雇

所需的商品與勞務，這即是「編審行役制」的主要特徵。編審行役制下的商人團

體，可謂是一種「強制編冊的組織」。至少自明末開始，便可在政府禁令中屢屢

看到「禁革行戶當官」的宣告。25 清初，有關禁革編審行役的命令，仍屢見於蘇

州等地的碑資料中。26 值得注意的是：清初的禁革行役，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條

件與發展，不能一概而論，但周亮工（1612-1672）在清初任職福建左布政使時，也

曾嚴格禁革編審行役：「不許分毫取之鋪戶。其歷來相傳鋪戶姓名冊籍，但有存者，

俱令該縣焚燬。」27 此外，《新編文武金鏡律例指南》也曾收錄清初一份地方官

「禁革行役」的文告：「官吏軍民人等知悉，一切當官名色，盡行革除，需用物

件，給銀平買，毋許空票白取。」28 儘管我們不宜不假區分地認為全中國各地都

曾有效地推展「禁革行役」，但無論如何，由明末到清初，在當時中國一些商業

較發達地區，確實有地方官在禁革編審行役方面做過可觀的努力。 

                                                 
25 如崇禎 4 年的〈蘇州府為永革布行承值當官碑〉，即記錄了蘇州知府「永革鋪行」的命令，要求「一

切上司按臨府縣公務」採買物品時，必須「照時價平買」，「不用鋪行承值」；若「有仍尋鋪行，仍用

團牌」借用者，「許諸人首告，差役究，遣官聽參。」參見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

碑刻集》，頁 53。 
26 蘇州府常熟縣留存此類禁革行戶的禁令資料特別多，可見當時政府官員禁革鋪行做法的普遍。參見

佐藤学 に お け る，〈明末清初期一地方都市 同業 と組織 公権力：蘇州府常熟県 を「當官」碑刻 素材

に〉，《史學雜誌》96: 9（1987 年 9 月），頁 1468-1487。 
27 引文由筆者重新標點，參見李漁編，《資治新書二集》（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傅斯年圖

書館藏），康熙 6 年「得月樓」序刊本，「文移部：民事編」〈鋪行〉類，卷 8，葉 11 下。 
28 凌銘麟輯，《新編文武金鏡律例指南》（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傅斯年圖書館藏），康熙年

間刊本，卷 15〈禁諭〉，王湯谷〈禁取鋪行〉條，葉 2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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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明末以降的禁革編審行役，畢竟是個頗為長期的改革過程，而且經常

會受到地方官素質、時局動亂乃至戰爭影響，而不一定都能始終有效執行。可以

這麼說：儘管某些官員也曾積極禁革「行戶當官」，但不肖官吏在地方上假藉編

定「行戶」等手段以侵奪商人財貨的現象，則終清之世在全國各地仍不可能禁絕；

特別是在吏治較差與社會失序時，「編審行役」對迫切需求物資與勞役的地方官

員而言，其實都仍是更便宜行事的制度。29 即使到了十八世紀的乾隆 36 年

（1771），蘇州某些行業仍出現類似編審行役的現象。30 不僅如此，在官員持續

編審行役的同時，民間社會有時更出現假借政府名義而自稱「行頭、小甲」的人

物，假借或勾結官威，勒詐商人。這些藉機勒索商人財物的官員、吏胥與「行頭、

小甲」，確實都是商人經商安全的潛在威脅者。 

然而，無論如何，以政府正常施政的制度層面而言，明末清初以降，由部分

官員在當時經濟發達地區提倡與推動的禁革編審鋪戶，仍可視為一種具有指標性

意義的制度改革；這種制度改革從較宏觀的歷史背景而論，仍有助於商人改善經

商環境。只是，問題常在於法令雖然原則禁止，但實際成效則有賴各地區、各時

期的吏治良窳。一般來說，在雍正、乾隆年間的蘇州地區，儘管某些特殊行業有

時仍發生強制編審行戶的個案，同時也有行業時或出現某些自稱「小甲」人物的

騷擾，但禁革行戶的制度改革，仍能在蘇州、松江等江南地區收到實效。31 以現

有史料來看，做為「強制編冊組織」的「編審行役制」商人組織，已經逐漸淡出

蘇州地區；取而代之的，是新興的「會館、公所制」商人團體。 

會館、公所來自商人志願捐款而成立，因而與編審役之「強制編冊組織」不

同；同時，會館、公所又是一種「立案公產組織」，它並非不與地方政府打交道，

但其打交道的方式主要是透過商人聯合呈請政府保護自己捐款建立的專屬建

物，而使其成為一種「立案公產」，因而又與晚清商會依照《簡明商會章程》與

                                                 
29 在清初政權轉移動盪局面下，時人即曾指陳：「今官府有所吩咐，勾取於下，其札曰票。」參見劉獻

廷，《廣陽雜記》（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76），卷5，葉14上。而到晚清內亂外患頻仍，咸豐10

年，段光清在寧波為政府向「城中紳士及各行司事」勸募捐款時，他除了儘量對那些紳商動之以情、

曉之以害，最後還是要對那些堅持不捐款者使用強制手段：「有不從［按：捐款］者，將是業行簿弔

齊，核計一年生意若干，照抽釐式書捐。」這裏所謂的弔齊「行簿」，即與昔日政府官員早已禁革的

編審「行戶」做法相類似。參見段光清，《鏡湖自撰年譜》（北京：中華書局，1960），頁175-176。 
30 「各行戶領價承辦……不肖官吏或因此短發價值、減剋平色。」引文由筆者重新標點，參見馮桂芬

等撰，《光緒•蘇州府志》（臺北：成文出版社，1970），卷19，頁483。 
31 洪煥椿，〈明清蘇州地區的會館公所在商品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頁 56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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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成立，因此成為一種「依法註冊組織」有所不同。 

先簡要說明會館、公所何以是一種「立案公產」。在蘇州城成立的會館、公

所，不乏座落蘇州城主要商業區閶門附近的建築物，使許多建築物本身即具有甚

高市價，同時還累積了不少來自於成員的定期捐款。為了保障這些建築物的財產

安全，一方面使其免於地方無賴惡霸的騷擾，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少數捐款成員或

其後代子孫的獨占產業或金錢，許多會館、公所不僅成立定時輪值充當的「值年、

值月、董事」等管理人員，用以管理團體公產；更積極向地方政府呈請立案保護

的作法，後來甚至逐漸發展出將團體建築物的公產契據副本存貯地方政府的種種

「立案」模式，從而形成一種特殊的地方法律制度。32 故此，可以將這些商人捐

款成立與維護的會館、公所建築物，視為一種「立案公產組織」。 

官府固然未曾像「編審行役制」時期那樣強制商人成立會館、公所，但是，

商人是否會因為「同鄉關係」而出現「不樂之捐」，被迫出錢成立會館、公所建

築物呢？這需要做些分梳。基本上，單靠同鄉關係，並不足以讓商人捐款成立會

館、公所。儘管「同鄉、籍貫」確是明清社會流行的一種人際關係形態，而會館、

公所建築物成立時，也確實經常以「聯鄉誼、祀神祗、辦善舉」的名義，向地方

政府申請立案保護，33 但「同鄉」關係卻不足以強大到能夠強制或保證商人捐款。

相反地，提倡捐款成立會館、公所者的聲望、信用與熱情，以及管理會館、公所

「公產」的相關辦法，是否能夠得到眾多商人的信任與支持，這才是其中關鍵；

由不少會館、公所捐款成立的艱辛過程，即可清楚說明此點。 

會館、公所的募款過程經常備極辛苦。34 以來自金華府的商人在閶門外捐建

「金華會館」為例，捐款商人在乾隆 9 年（1744）發起捐款，「僉謀建館，乃捐

拓橐囊、權子母」，但直至乾隆 16 年（1751）才有能力「卜宅於（閶門）南濠」，

到次年才成功設立專屬建築物「金華會館」。35 杭州府綢緞商人合建「錢江會館」

時，是由乾隆 23 年（1758）「始創積金之議」，到乾隆 30 年（1765）建成為止，

也花了七年的募款時間。36 然而，這些其實只是募款成功的例子，即使是在清代

                                                 
32 邱澎生，〈由公產到法人：清代蘇州、上海商人團體的制度變遷〉，頁 117-154。 
33 邱澎生，〈商人團體與社會變遷：清代蘇州的會館公所與商會〉，頁 54-55。 
34 光緒 4 年蘇州府吳江縣盛澤鎮創建「米業公所」的商人，即寫下一段頗傳神的文字：「涉（公所）斯

境者，咸謂布置宜、章程善，而不知當時創造之艱、籌度之審，實賴沈君小雲及汪、張、吳諸君勸

募之力，任勞任怨，以底於成也。」參見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235。 
35 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330。 
36 「乾隆廿三年始創積金之議，以貨之輕重，定輸資之多寡，月計歲會，不十年而盈巨萬，費有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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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最多會館、公所的蘇州，仍然有不少商人在很長時間內一直未能成功設立會

館、公所。37 同時，一座會館或公所專屬建築物即使成功設立於一時，也並不保

證可以持續維持，有各種因素可以影響商人的後續捐款意願，讓已經成立的會

館、公所難以維持，「豆米公所」是一例，38 「錦文公所」也是一例。39  

沒錯，會館、公所捐款商人經常來自同鄉，但要如何評估同鄉關係對會館、

公所捐款商人的實際作用？卻不能想當然爾。先舉乾隆 27 年（1762）〈陝西會館

碑記〉為例證，此文對捐款商人有所描寫：蘇州「商賈輻輳，百貨闐集」，「我鄉

之往來於斯者，或數年，或數十年；甚者成家室、長子孫，往往而有。此會館之

建，所宜亟也」；「我鄉幅員之廣，幾半天下。微論秦隴以西，判若兩者。即河、

渭之間，村墟鱗節，平時有不相浹洽者。一旦相遇於旅邸，鄉音方語，一時靄然

而入於耳。嚐好、性情，不約而同於心。加以歲時伏臘，臨之以神明，重之以香

火。樽酒簋餔，歡呼把臂；異鄉骨肉，所極不忘耳。」40 這裏至少涉及兩個層面：

一是這些捐款的外來客商，已有不少人已在蘇州定居甚長時間，對自身「籍貫、

鄉貫」也仍然有所懷念或認同，在平常時日裏，即使是對那些在家鄉根本不認識

的人，只因為相遇於異鄉，便即感到親切，並願意與這些「異鄉骨肉」來往聯誼；

二是這種來自「同鄉」的親切感，可能主要並非來自於政治地理的區劃，而更多

是源自於對自身熟悉「鄉音方語、嚐好、性情」，乃至於奉祀特定神祗的共同偏

好與習慣。 

然而，單憑這樣一種所謂「同鄉」的熟悉、喜好與習慣，便能讓商人捐款成

立專屬建築物、持續捐款舉辦集體活動，乃至於購置倉庫、度量衡、專屬碼頭或

船隻等設施嗎？嘉慶 18 年（1813）的「嘉應會館」碑文，或許可以具體回答這

類疑問，嘉應州「一郡五屬」同鄉，「來此數千里而遙，行商坐賈，日新月盛，

惟向未立會館，咸以為憾事……惟思：泉貝之流通，每與人情之萃渙相表裏。人

                                                                                                                                      
參見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19-20。由碑文作者所謂「不十年而盈巨萬」

看，似乎認為七年募款時間在蘇州當地仍不算太長。 
37 同治 9 年蘇州紙業商人合建「兩宜公所」時，即說道：「蘇城紙業一項，人眾業繁，為貿易中之上等。

歷代相沿，未立公所，甚為歉事。」參見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101。 
38 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238。 
39 「錦文公所」創立於同治 6 年，但到了光緒 10 年，「錦文公所」成員即已感嘆許多捐款商人之熱情

不再：「初議月捐，咸稱盡善。期年來，勉力者徘徊中途而不繳，踊躍者亦然效之，循循然是此散矣。」

參見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42。 
40 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33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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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聚，則財亦聚，此不易之理也。」41 如果這份碑文中的「人情聚，則財亦聚」

確實也反映捐款商人的一般想法，則講究「人情」，似乎也可說是有助於商人聚

集錢財的一種手段，這應該也是當時會館、公所捐款商人的普遍體認。然而，無

論是「異鄉骨肉」，或是所謂的「人情」，其對商人捐款成立會館、公所的作用，

應該是和學界一般使用「同鄉關係」描述明清傳統社會的人際關係類型，有著不

小的差距；可以這麼看：商場上的同鄉關係，至少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有「財」

的「人情」，一是沒有「財」的「人情」。學界經常用來分析明清社會與商人團體

的「同鄉關係」，恐怕太多地談了後者那種沒有「財」的「人情」，對於「人情聚，

則財亦聚」的第一種有「財」的「人情」大概關注不夠。 

總之，會館、公所成立與維持的經費，來自商人的志願捐助，但商人一來並

無義務持續捐款，二來也無法單靠沒有「財」的同鄉關係持續樂捐。而從事後之

明來看，會館、公所成員自行推選「董事、值年、值月」管理人員的組織辦法，

以及會館、公所呈請官府「立案」保護的法律制度，才是維持與加強商人捐款意

願的關鍵，絕非一般所謂的明清同鄉關係。 

有些會館、公所在此方面運作頗為成功，如「全晉會館」捐款商人在乾隆 42

年即自豪地說：「人咸樂為捐輸……自乾隆壬午〔按：1762 年〕歲始，每年所捐

若干，每商所捐若干，至今十有六載以來，捐輸弗絕。」42 但有些會館公所則可

能人謀不臧，必須重新改組，否則便難以為繼。43 可見即使捐款商人係屬「同鄉」，

但其中人際互動卻已超越所謂「異鄉骨肉」的同鄉關係意含，而演變成一套凝聚

與維繫捐款商人意願的信任機制。 

會館、公所推選出來的董事、司年、值月，在管理契據和公積金的同時，也

要定期公布收支帳目，這些都是必要措施。如「徽郡會館」在乾隆年間公布一份

捐款收支賬冊，商人董事在公布冊籍時強調：在當時蘇州「人心不一，好為譏評」

的風氣下，董事「急將已收、未收，注疏詳明，與支存開載明白」，其目的正在

於「群疑釋，而物論已」，讓「已捐者心平，而未捐者，又歡欣樂輸也」。44 可以

                                                 
41 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350。 
42 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335。 
43 創於乾隆初年的「武林會館」，在光緒 23 年時，捐款的杭州商人已無力支持例行經費的開支，因而

決定：「請蘇幫各號入我會館，襄同贊助，尚可支持。」參見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

業碑刻集》，頁 222。 
44 引文由筆者重新標點，參見江蘇省博物館編，《江蘇省明清以來碑刻資料選集》（北京：生活・讀書・

新知三聯書店，1959），頁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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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說：如何能同時使已捐款商人「心平」而未捐款商人「歡欣樂輸」？這即是

會館、公所「董事、司年、值月」無可迴避的職責。有些會館、公所管理人員進

一步將收支帳冊刊印成《徵信錄》，公布所有捐款商人知曉，即是其中一種可用

的良策，如「七襄公局」在道光 23 年（1843）時，即將「每年收支各數，造具

徵信錄」。45  

大致說來，會館、公所建築物以及其舉辦種種活動能否持續運作，還是要靠

其組織規章能產生多少公信力，以及董事、司年、司月等「公產」管理人員的個

人威望、能力與熱誠；這些因素都已不再是同鄉關係之類所謂「異鄉骨肉」或是

「鄉音方語，一時靄然而入於耳。嚐好、性情，不約而同於心」能夠支撐，故而

可以說會館、公所是一種「志願」而非「強制」的商人團體，那些斷言會館、公

所因為不像清末商會引入「西方選舉制度」，故而長年受「家父長」式人物把持，

或是深信會館、公所乃是「封建社會」之「行會」故而單憑同鄉關係即能自然成

立等論點，46 恐怕仍宜三思。 

另外，「商幫」與會館、公所的關係，也涉及捐款商人志願性的問題，需要

一併說明。在會館、公所出現前與成立後，蘇州一直存在許多指稱某些外來商人

的「商幫」。47 商幫的成因很複雜，在經濟、宗教、社會等因素之外，也有司法

方面的因素。早在晚明，即有人敏銳地注意到安徽商人與江西商人在外地經商的

一種集體習慣，即聯合同鄉商人一起打官司：「（休歙）商賈在外，遇鄉里之訟，

不啻身嘗之，醵金出死力，則又以眾幫眾，無非亦為己身地也。近江右人出外，

亦多效之」。48 要之，無論商幫有何不同的形成因素，這些司法活動上的「以眾

                                                 
45 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26。由明末清初到近代中國，「徵信錄」逐漸成

為同鄉會館、善堂甚至地方政府也採用為徵收賦稅田糧民欠的報告書，成為一種重要文類，甚至還

出現善堂負責人在城隍廟前公開焚燒「徵信錄」的儀式性行為。相關研究，可參見夫馬進，〈『徵信

錄』と い う も の〉，《中国：社会と文化》5（1990 年 6 月），頁 59-74，特別見頁 64-65。夫馬進文章

的註 10，還影印一幀《海寧州城重設留嬰徵信錄》的書扉，其正面右上方還寫載「經手侵蝕，火焚

雷殛」的警句，參見夫馬進，〈『徵信錄』と い う も の〉，頁 72。 
46 此類著作不少，可參見馬敏、朱英，〈淺談晚清蘇州商會與行會的區別及其聯繫〉，《中國經濟史研究》

1988: 3，頁 78-89。即使到了晚清與民國時代，商人的同鄉關係與經商利益也不宜對立起來做分析，

相關例證可參見馮筱才，〈鄉親、利潤與網路：寧波商人與他們的同鄉組織，1911-1949〉，《中國經

濟史研究》，2003: 2，頁 63-73。 
47 有關明清蘇州客商較全面的活動紀錄，可參見范金民，〈明清時期活躍於蘇州的外地商人〉，《中國社

會經濟史研究》1989: 4，頁 39-46。 
48 王士性，《廣志繹》，收於周振鶴編校，《王士性地理書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卷 2，

「兩都」部，頁 276。文中的「江右人」主要即是指江西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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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眾」聯合行為，大概也是重要成因之一。即使在蘇州成立愈來愈多的會館、公

所之後，商幫也經常成為一些會館、公所的重要捐款來源。如乾隆 38 年（1773）

「徽郡會館」的捐款名錄裏，除列有 71 位捐款商人名字外，也另以「澇油幫、

蜜棗幫、皮紙幫」為名列出捐款款項。再如道光 10 年（1830）重修「三山會館」

的捐款名錄裏，也開列「洋幫、乾果幫、青果幫、絲幫、花幫、紫竹幫」等六個

商幫名稱。49  

依據學界現今對清代「商幫」的理解，這也是一種志願而非強制的商人團體，

以此而論，商幫類似於會館、公所，而有異於之前的編審行役。然而，究竟應該

如何區分商幫與會館、公所？何以上舉會館、公所捐款名錄會同時併列一般商人

與商幫的不同捐款款項？這些問題可能都需要更多史料才能得到更好解答。無論

如何，商幫不僅並未因為會館、公所出現而消失，相反地，商幫甚至還經常成為

捐款會館、公所專屬建築物時的「自稱」；可以這麼說：商幫與會館、公所沒有

此消彼長的替代關係，同時，也看不出兩者具有清楚的從屬關係。不過，本文也

要進一步指出：考察商人團體是否以及如何成立「公產」，或許仍可找到區分商

幫與會館、公所的重要判準。下文即針對會館、公所專屬建築物的「公產」問題

續做討論。 

（三）立案公產之稟庫存貯 

本文以為：區分商幫與會館、公所的重要標誌，應是有無一棟專屬建築物。

這裏不妨先由會館、公所捐款商人自己回憶其建立專屬建築物之前的歷史，來說

明此中問題。 

如前所敘，蘇州早自明末以來即陸續有商人開始捐款成立各自的會館、公

所；但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仍有許多商人在蘇州並未成立會館、公所。如蘇州金

箔鋪作坊老板在道光 16 年（1836）才捐款成立「麗澤公局」，而在成立此棟專屬

建築物時，捐款成員寫道：同行業者「集公匯議」，向來是「素無公局」，故成員

集會時，「非藉朋儕廳宇，即假釋道軒堂」，50 可見之前是臨時找同行業者提供的

個人住所，或是借用佛寺、道觀及其他宗教軒堂，才能一塊聚會議事。 

                                                 
49 江蘇省博物館編，《江蘇省明清以來碑刻資料選集》，頁 377-379；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

工商業碑刻集》，頁 352-354。 
50 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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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捐款成立會館、公所的專屬建築物，無論是由初創時的募款、捐款，日

後建築物必要的整修與維護，乃至於徵收與管理建築物長期累積下來的財產契據

與捐款經費，都使會館、公所更容易衍生出文字化的組織章程，致使會館、公所

愈來愈像是某種「實際意義上」而非「法律意義上」的社團組織，從而不再只是

提供成員聚會場地的專屬建築物。因此，會館、公所建築物的成立，其實是為捐

款商人更深層次的互動，提供一種比較穩定的物質基礎，這也正是其有別於「商

幫」的重要特徵。 

在會館、公所舉辦各種經濟、祭祀與聯誼等集體活動的同時，有些會館、公

所也不斷購買房地產，其中又以位於蘇州首要商業區位的西北城郊閶門附近的會

館、公所最為明顯。 

蘇州地區會館、公所大多分布在蘇州城郊和城內，少部分設於蘇州府屬外縣

及其所屬市鎮。51 以蘇州城會館、公所的分布區位看，閶門附近至少有 32 座，

其餘會館、公所散布城郊內外，皆不如閶門附近集中。52 蘇州城西北方的閶門附

近，包含閶門、金門、山塘、上塘、下塘、南壕等區域，是明清蘇州商業密集區，

成為明末以來記錄蘇州繁華文獻經常提及的地名，53 閶門附近商業的繁華，十八

世紀有如下描繪：「閶門外，為水陸衝要之區，凡南北舟車、外洋商販，莫不畢

集於此，居民稠密，街衖逼隘，客貨一到，行人幾不能掉臂。」54 眾多商業聚集

在閶門附近，促使地價不斷上揚，閶門上下塘一帶在十八世紀中葉已是：「人居

稠密，五方雜處，宜乎地值寸金矣。」55 蘇州商人捐款成立會館、公所集中在首

                                                 
51 據范金民估計：蘇州 64 座會館中，位於蘇州城附近者有 48 座，其餘 16 座則分布於常熟、嘉定、嘉

定縣所屬南翔鎮，以及吳江縣所屬盛澤、震澤、同里等鎮；而在蘇州地區的 163 座公所中，有 142

座位於蘇州城附近，其餘 21 座公所則位於昆山、新陽、吳江、嘉定及所屬市鎮，參見范金民，《明

清江南商業的發展》，頁 244、248。另一個不同估計則是：江南市鎮中會館至少有 33 座，公所則至

少有 50 座，參見陳忠平，〈宋元明清時期江南市鎮社會組織述論〉，《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3: 1，

頁 37。同時，市鎮中的商人團體數目也有極大不同；其中尤以盛澤鎮的八所會館，數量首屈一指，

即使是在江南市鎮裏，能有這麼多會館者，大概也只有乍浦鎮足堪相提並論，參見范金民，《明清江

南商業的發展》，頁 244。 
52 邱澎生，〈商人團體與社會變遷：清代蘇州的會館公所與商會〉，頁 51，以及頁 59-65 的表一「商州

府商人團體會館公所統計」。 
53 「金、閶一帶，比戶貿易，負郭則牙儈輳集。」引文由筆者重新標點，參見牛若麟等撰，《崇禎•吳

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天一閣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 15 冊，卷 10，〈風俗〉，葉 1 下，頁

892。 
54 引文由筆者重新標點，參見納蘭常安，《宦遊筆記》（臺北：廣文書局，1971），卷 18，葉 8 下。 
55 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臺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67），涵芬樓秘笈第二集，卷中〈芙蓉塘〉，

頁 1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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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商業區位的閶門附近，既反映不少商人團體在蘇州的經濟實力，也呈顯部分商

人團體在蘇州採取了某種聯合投資房地產的經濟行為。 

商人團體集體投資房地產的事例，由廣東潮州府七縣商人捐款成立的「潮州

會館」，可稱得上是最為典型。該會館別名「霞章公所」，建築物位於蘇州城閶門

之外，創於康熙元年（1662）。根據碑文紀錄，由康熙 47 年（1708）到乾隆 41

年（1776）的近七十年間，「潮州會館」商人共費白銀 30,665 兩，陸續購置了眾

多房地產，包括：會館所在地的「座落吳縣間五圖」地基，本身那棟「價銀四千

八百五十兩」的「門面三間，前後地基六進」的建築物，以及會館在所在地附近

購入的「市房」十七所。「潮州會館」並出租所屬房地產中的「市房」，單以乾隆

49 年（1784）的房租收入計算，該年「租銀」收入即達 1,435 兩。56 蘇州城其他

區位的會館、公所也有不少房地產，如杭州府綢緞商人合建的「錢江會館」，在

乾隆 30 年以 7,200 兩買下一棟「凡為楹者，計一百三十有奇」的專屬建築物；57 

而金箔業者捐款成立的「麗澤公局」，則在道光 16 年買下一棟「共計平屋樓房三

十八間」的建築物。58  

當然，不是所有會館、公所都擁有類似「潮州會館」的龐大房地產。但是，

由於一棟專屬建築物的存在，畢竟是蘇州會館、公所成立的基本標誌，只要這棟

專屬建築物存在一天，團體成員即因捐款關係而共同享有這份「公產」提供的種

種經濟與非經濟服務。當然，會館、公所舉辦的經常性集體活動並非僅限於經濟

活動，在提供交易服務甚或是投資房地產之外，很多會館、公所也同時舉辦宗教

祀神、同鄉聯誼以及舉辦同業同鄉善舉的活動。59 然而，這些宗教信仰、社會聯

誼、慈善事業性質的活動的存在，並無法抹掉蘇州會館、公所在市場上同時投資

房地產以及提供種種交易服務的重要性質，這也可謂是蘇州商人因應市場經濟發

展而成立團體組織的明證。 

                                                 
56 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341-343。也可參見洪煥椿，〈明清時期蘇州城市

工商業的優勢及其活力〉，收於吳廷璆等編，《鄭天挺紀念論文集》（北京：中華書局，1990），頁 363。 
57 在一份乾隆 41 年的「錢江會館」捐款紀錄上，有 26 家綢緞莊列名捐款名錄。其上紀錄，由乾隆 23

年到 41 年之間，這些綢緞莊共捐了白銀 11,022 兩 2 錢 5 分給「錢江會館」。參見蘇州歷史博物館等

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20-21。 
58 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164。 
59 有學者曾為突顯宋元以來「行役制」與會館公所的不同，不能一概視為「行會」，而特別強調會館、

公所的「社會功能」，認為明清會館、公所只是商人做為同鄉聚會、敬祀神祀和慈善救濟的場所，參

見傅築夫，〈中國工商業者的「行」及其特點〉，收於傅築夫，《中國經濟史論叢》（北京：生活・讀

書・新知三聯書店，1980），下冊，頁 387-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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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會館、公所在當地法律具有一種「公產」的性質，這種性質表現在會館、

公所自行擬訂的內部組織章程，以及向官府申請「立案」保護財產或保管契據副

本的地方司法實務。會館、公所公產在內部組織章程以及地方司法實務上的日益

顯著，應和前述不少蘇州會館、公所專屬建築物的財產價值高昂，以及捐款會費

公積金的龐大有著密切關係。 

無論財產龐大與否，蘇州會館、公所專屬建築物的存在以及經常性經費收

入，使這種商人團體擁有不動產契據，如何管理這些房產契據將是會館公所要面

對的問題。同時，無論是不定期的維修建築物或是定期舉辦集體活動，會館、公

所也要累積經費，這些經費基本上來自商人成員的捐款。在清代蘇州，會館、公

所常見的捐款方式，可分為「樂捐、抽捐、入會費」三種；至於捐款商人的身分，

則包括了個別商人、商號以及某些「商幫」。有了這些捐款，才能支付會館、公

所建築物的興修費用，並藉以舉辦各種經濟與非經濟性質集體活動。 

而當購置房地產與捐款經費累積愈來愈多，會館、公所的管理人員與內部管

理章程，也愈來愈加詳密。如「潮州會館」的乾隆 49 年碑記所載：「延請董事經

理，三年一更，七邑輪舉。一應存館契據，遞交董事收執。先後更替，照簿點交，

永為定例」；道光 30 年（1850）的「梓義公所」碑文則記載：將所捐經費「設立

司年、司月輪管」，並在「年終，會算報銷」；紙業商人捐建的「絢章公所」，也

有光緒 20 年（1894）〈公議規條〉：「每年年終，將收支細數開賬報銷。如有盈餘，

存積置買公產，或存莊生息。」60 光緒 11 年（1885），「雲錦公所」也設計了管理

人員彼此相互查核的組織規章：「由同業中輪當司年、司月經理，互相稽察。」61  

至於嘉慶 18 年的〈嘉應會館碑記〉也載有組織規章，針對「各幫貨物陸續抽斂」

之公積金，特別設計了「匯簿日」，規定每年的某月某日為「匯簿日」，商人團體

去年選出的公積金保管人，要在當天負責將「所有銀錢，當眾交出」，然後再由

商人團體自行選出下一年度的保管人；至於這些公積金也可以靈活運用，其實施

辦法如下：「公舉殷實借領，某分生息，須數人保結。至次年匯簿日，母利一併

交出，再公舉殷實借領，毋得循情。」62  

                                                 
60 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104、122、340。 
61 江蘇省博物館編，《江蘇省明清以來碑刻資料選集》，頁 16。 
62 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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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館、公所內部組織發展出定期推選「董事、司年、司月」、管理人員「互

滙相稽察」乃至於設定「 簿日」等團體規章的同時，捐款商人也訴諸地方政府的

司法保障，由開始的保障專屬建築物「公產」免受無賴宵小的侵擾，到後來確立

將「公產」契據之副本收貯地方政府保管，從而使得蘇州會館、公所的「立案」

制度有所發展。 

可以這麼說：蘇州商人團體的「公產」，從申請保護、核可立碑到契據副本

收貯地方政府公文庫，這些都屬於蘇州地方政府與商人團體長期互動過程下的一

整套司法實務，受限於現存史料，大概已不太容易弄清楚其間的各種細節與演

變。要之，在法律上區別「私產」與「公產」的差異，總是其中的關鍵。舉個實

例：道光 16 年，在蘇州經商的安徽籍油漆商人呂松年，將之前自己購買一棟擁

有 13 間屋舍的建築物，捐贈油漆業者的「性善公所」，做為這個商人團體的專屬

建築物。道光 29 年（1849）呂氏身故之後，他的兒子呂一琴便向官府呈請立碑，

強調該所房屋「情願永為」性善公所之「公產」，「倘有不肖族丁及外姓匪徒，覬

覦滋衅，以及勾串盜賣情事，許即指名稟縣，以憑提究，各宜凜遵毋違。」63 然

則，除了財產持有人公開表達捐贈為公產的個人主觀意志之外，是否仍有其他的

客觀條件做為法律上判斷「公產」的依據呢？若由光緒 33 年（1907）發生原屬

山東商人在蘇州創建之「棗商會館」地基糾紛案看來，則房地產契據與政府收稅

文書上曾經記錄「立戶納糧」的名字，應是判定公產的重要客觀條件。64  

除了以會館、公所名稱登記產權契據並向政府「立戶納糧」外，有些會館、

公所更發展出將產權契據副本存貯地方政府公文檔案庫房的「稟庫存貯」制度，

這應是會館、公所「立案」制度的進一步發展。乾隆 49 年左右「潮州會館」將

房產契約「延請董事經理」時，其具體辦法仍只是：「一應存館契據，遞交董事

收執。先後更替，照簿點交」，65 尚未見到官府介入公產契據的保管工作。但在

光緒 18 年（1892）的「吳興會館」碑記上，則官員已經做此批示： 

                                                 
63 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148。 
64 這個案子曾留下一些重要史料，參見華中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蘇州市檔案館合編，《蘇州商會檔案

叢編》（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第一輯，頁 604-611。馬敏曾討論此案經緯，參見馬敏，

〈商事裁判與商會：論晚清蘇州商事糾紛的調處〉，收於馬敏，《馬敏自選集》（武漢：華中理工大學

出版社，1999），頁 281-303，特別見頁 292-293。 
65 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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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聞上海、江西等會館，所有產業契據等項，皆因公產，係輪流經管。恐

難一律慎密，均須稟庫存貯。另錄置產簿二本，呈請蓋印。一存縣檔，一

存會館，永遠執守，歷無貽誤。今吳興會館產業，事同一律。既查存上海、

江西等會館成案，並核與義莊公產契據，可以存司蓋印，例章大略相同。66 

乾隆 49 年的「潮州會館」組織規章仍是只由捐款成員選出的管理人員掌管公產

契據，但到光緒 18 年「吳興會館」的組織規章，則已仿照蘇州當時既有的「會

館成案」以及「義莊公產」事例，將公產契據的副本「稟庫存貯」，兩者相距大

約百年。由十八至十九世紀之間，蘇州會館、公所的「立案公產」制度，可謂是

經歷了一種商人團體相關地方司法實務的制度變革。 

三、清代臺灣商人團體的「郊」 

清代臺灣的商人團體有種種不同名稱，除了以「郊」為名之諸如「北郊、南

郊、糖郊」等等商人團體之外，也曾使用「公所」與「會館」等名稱命名。67 清

代臺灣除了「郊、公所、會館」這些名稱以外，還有 1860 至 1880 年代之間出現

於竹塹地區的「九芎林鋪戶公記、中港金和順公記」等「同街的準商人團體」，

以及 1880 年代成立於竹塹的船戶團體「金濟順公記」，68 這些都是屬於清代臺灣

曾經出現過商人團體的不同名稱。 

儘管有不同名稱，但「郊」則仍是清代臺灣最引人注目的商人團體。以現存

史料看，臺灣最早的郊約出現於十八世紀初年的雍正年間（1723-1735），地點在

臺灣府的安平港。據十九世紀末年臺南商人的回憶，雍正年間已出現所謂「北郊、

                                                 
66 蘇州歷史博物館等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頁 45-46。 
67 商人捐建「會館」的數目較多，而以「公所」命名商人團體者則數量較少，如臺灣府城有以「三益

堂公所」指稱「三郊」商人團體，當地人又稱其為「三郊議事公所」，參見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

林真譯，《臺灣私法•商事編》（南投：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94），頁 12-13。同治年間初期，臺灣

府城又有商人合組「六條街公所」，參見蔡淵洯，〈清代臺灣行郊的發展與地方權力結構之變遷〉，頁

201。不過，核查蔡淵洯據以立論的《南部臺灣志》，則其實是寫做「六和堂」，而並非是「六條街公

所」。參見村上玉吉編，《南部臺灣志》（臺南：臺南州共榮會，1934），頁 386，筆者感謝李朝凱先

生代為查核此條資料。 
68 林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臺北：聯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

179、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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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郊、港郊」等號稱臺南「三郊」之商人團體。69 由十八至十九世紀之間，不僅

臺灣府城見諸文獻的「郊」愈來愈多，乃至由「三郊」愈增愈多，有學者統計清

代臺灣府城曾經出現過 22 個郊。70 在臺灣府城附近港口之外，臺灣其他沿海或

內河港口城鎮，也陸續成立了郊，這些城鎮大致位於鹿港、艋舺、大稻埕、新竹、

新莊、通霄、大安、後龍、大甲、淡水、基隆、宜蘭、澎湖、鳳山、鹽水鎮、嘉

義市、笨港、斗六、屏東、梧棲等處。71 當然，這些城鎮中的「郊」並非都可一

概而論，此尤其表現在現存材料的多寡上。十八世紀前半臺南已然成立「三郊」；

十八世紀後半至十九世紀初的鹿港，則在乾隆 42 年已出現「泉、廈郊戶」名稱，72 

嘉慶 21 年（1816）則已設立至少八種「郊」名，73 這些臺灣府城與鹿港的「郊」

在當時都留下較多資料，遠非其他城鎮「郊」之史料數量與當時知名程度所能相比。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郊」的名稱之外，清代臺灣由商人捐建的「會館」

也頗有其例。如在臺灣府城，即有粵東人士創建的「潮汕會館」（建於雍正 7 年

〔1729〕）、兩廣商民捐建的「兩廣會館」（約建於光緒元年〔1875〕）、福州商民

合建的「三山會館」、浙江寧波造船業者捐建的「浙江會館」。在彰化縣城，也有

「汀州會館」（建於乾隆 26 年〔1761〕）、「三山會館」（建於同治 7 年〔1768〕）；

在鹿港，則有官兵與紳商合建之「金門館」（建於乾隆 5 年〔1740〕）、泉州郊商

合建的「泉郊會館」，以及廈郊郊商合建的「廈郊會館」。在澎湖，則有商人於當

地水仙宮內附設了「臺廈郊實業會館」。在淡水，則有「汀州會館」（約建於道光

3 年〔1823〕）。74 上述 11 個「會館」裏，除了一座「潮汕會館」以及兩座「汀

州會館」（各位於彰化與淡水）這三所會館，並未明確記載是否為商人捐資興建

                                                 
69 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林真譯，《臺灣私法•商事編》，頁 12。但有學者指出：將臺南「三郊」成

立時間上推至雍正年間的此段記述，並無其他正式文獻可資證實，且臺南最先成立之三郊，亦應是

「北郊、南郊、糖郊」，「港郊」其實是後起之名稱，參見方豪，〈臺南之郊〉，收於方豪，《方豪六十

至六十四自選待定稿》，頁 274。 
70 卓克華，《清代臺灣行郊研究》，頁 32。但由卓克華統計名稱看，則其實應扣除其中一個似乎並不以

「郊」命名的「六條街公所」，故實為 21 個以「郊」命名的清代臺灣府城商人團體。 
71 卓克華，《清代臺灣行郊研究》，頁 33-35。 
72 魏子鳴，〈敬義園碑記〉，收於周璽，《彰化縣志》（南投：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93），卷 12，〈藝文

志：記〉，頁 471。 
73 張炳楠，〈鹿港開港史〉，頁 36。現今鹿港威靈廟內有一塊「威靈顯赫」牌匾，其上署期為「嘉慶乙

亥年」，捐立則題名「鹿港八郊敬立」；嘉慶乙亥年，即是嘉慶 20 年，但據學者考察，此匾其實是現

代新造之「偽匾」，是後人據〈重修鹿港溪聖母宮碑記〉內文所自行鑄造者，參見郭永坤，〈鹿港「郊」

之史料集零〉，《史聯雜誌》6（1985 年 5 月），頁 24-38，特別見頁 25、頁 36 之註 8。 
74 周宗賢，〈臺灣會館的研究〉，《淡江學報》24（1986 年 4 月），頁 237-251，特別見頁 24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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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其餘會館都與商人有關係。特別是臺南的「浙江會館」、鹿港的「泉郊會

館」、「廈郊會館」，以及澎湖的「臺廈郊實業會館」，其與商人的關係都十分密切。

雖然清代臺灣商人團體以「會館」命名者的數量，少於同時代的蘇州，但還是有

一些商人團體將其專屬建築物命名為「會館」。 

然而，還是要特別指出：儘管有臺南商人組成的「公所」，竹塹城同街商人

組成的「公記」，以及清代臺灣商人曾經捐款成立一些「會館」，但整體看來，「郊」

仍然是清代臺灣最具代表性的商人團體。無論就當時臺灣社會輿論，或是後代的

調查與研究者而言，「郊」在臺灣都是於清代臺灣社會最具能見度以及在後來學

界最具知名度的商人團體。 

基本上，以郊來稱呼商人團體的民間習慣，大概只見於清代臺灣與廈門等閩

南地方，以及閩南人移民的某些東南亞地區。除了臺灣許多港口城鎮多以郊命名

商人團體之外，十九世紀前半道光年間（1821-1850）的廈門，也存在「洋郊、

北郊、匹頭郊、茶郊、紙郊、藥郊、碗郊、福郊、笨郊」等所謂「十途郊」，以

及「廣郊」等等其他名稱的「郊」。75 新加坡在 1922 年還成立了「海嶼郊公所」。76 

有學者推測這個名稱應是由閩南語方言的「艚」字演變而來，「郊」與道光《廈

門志》（卷 5〈船政略〉「商船」條）中出現之「艚」，兩字可能有某種詞源關係。77 

無論「郊」字是否與「艚」都源出閩南方言，78 「郊」做為一個相對而言集中出

現於清代臺灣的商人團體，就其應用於文獻的範圍看，學者大都基本同意這是出

現於清代臺灣港口城鎮的特定行業商人團體，指的是由當時在臺灣港口專門經營

進出口貿易的商人所組成的團體。79 可以這麼說：郊做為一種特殊的商人團體名

稱，基本上只存在於當時和貿易商船有關的行業。 

記錄清代臺灣商人團體「郊」的文獻，主要包括了碑文、方志、筆記、檔案

與日本人的調查，針對這些不同文獻對郊的種種使用方式，卓克華將郊區分為以

下五種：（1）往同一地區經商所組成者（「泰半又為同一籍貫者」），如「北郊、

                                                 
75 傅衣凌，〈清代前期廈門洋行〉，收於傅衣凌，《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北京：人民出版社，1956），

頁 198-214，特別見頁 211。此文還引用咸豐 7 年的〈廈門虎溪岩重修碑記〉，指出當時廈門尚有「洋

郊復德號等十家」商人，參見傅衣凌，〈清代前期廈門洋行〉，頁 214。 
76 方豪，〈臺灣行郊導言與臺北之郊〉，收於方豪，《方豪六十至六十四自選待定稿》，頁 259。 
77 方豪，〈臺灣行郊導言與臺北之郊〉，頁 260。 
78 如卓克華即質疑此推論，參見卓克華，《清代臺灣行郊研究》，頁 17。 
79 徐方幹，〈清代臺灣商業貿易團體：郊〉，《大陸雜誌》7: 11（1953 年 12 月），頁 11；吳逸生，〈艋舺

古行號概述〉，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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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郊、泉郊」等；（2）同業商人組成者，如「油郊、布郊、糖郊、茶郊」；（3）

專稱某一地之所有郊商者，如「塹郊」；（4）泛稱某一籍貫商人為郊而「實無團

體組織者」，如「上海郊、寧波郊」；（5）其他情形者：如「外郊、內郊」與「大

郊、小郊」之分別，而「外郊、大郊」則有時也可等同於所謂的「水郊」。80 但

是，有學者認為卓克華的分類仍小有爭議，特別是目前並無具體史料可做為臺灣

曾經出現第四種郊的具體事例，認為「清代臺灣郊的種類，主要有三種」。81 卓

克華所列出的第五種「其他情形者」，也有學者為文討論過，指出這種分類出現

於清代統治臺灣的後期，「外郊」指稱從事臺灣對外貿易的商人，「內郊」則用以

稱呼從事臺灣島內交易的商人。82 一如卓克華所指出者，「外郊、內郊」、「大郊、

小郊」與「水郊」的說法，其實比較難以定位為商人團體，大概只是一種泛稱不

同貿易方式商人的簡單分類，不能與其他郊之分類方式等同而論。 

無論郊的本義如何及其如何分類，在清代臺灣許多港市中，郊的根本含義即

是指存在當地港市的進出口貿易商人團體，而應注意的是：當時臺灣各港市城鎮

中的商業，絕非只限於進出口貿易商一類而已。以艋舺為例，除貿易商「船頭行」

外，至少還有 13 類 78 家工商業行號。83 若再以清代竹塹地區為例，則當地商人

實可分為以下四類：進出口貿易商（包括船戶、水客、郊商）、坐賈（包括中盤

批發‧割店、零售鋪戶‧文市）、行走負販商人（包括小販、客商）、番漢交易商

人（包括社商、通事、番割）。84 由這些事例看來，郊主要只是從事某類行業商

人的特殊團體，不宜只以郊來概括清代臺灣所有的商人團體。此與清代蘇州大多

數行業商人普遍以「會館」或「公所」來命名自身捐款成立之建築物，兩者情形

頗有差異。 

至於郊的存續時間，學者也有不同看法。郊主要活躍於十八、十九世紀的臺

灣，但其衰微或消亡的時間則有爭議。過去研究以為隨著十九世紀後期臺灣府

城、鹿港等舊港淤塞，以及臺灣開放通商口岸後受到外國洋行競爭，而使「郊」

做為商人團體，在臺灣經濟與社會方面的影響力漸趨式微；85 但近年來一些研

                                                 
80 卓克華，《清代臺灣行郊研究》，頁 35-37。 
81 林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頁 184。 
82 蔡淵洯，〈清代臺灣行郊的發展與地方權力結構之變遷〉，頁 190；林滿紅，〈清末大陸來臺郊商的興

衰：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之一結合思考〉，頁 173-193。 
83 吳逸生，〈艋舺古行號概述〉，頁 1-11。 
84 林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頁 115-143。 
85 持此論點之代表性分析，可參見石萬壽，〈臺南府城的行郊、特產、點心：私修臺南市志稿經濟篇〉，

頁 80-82；卓克華，《清代臺灣行郊研究》，頁 20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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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則強調郊其實並未隨著晚清的外國洋行競爭，甚至是 1895 年之後日本占領

臺灣而衰微，反而是隨著更多臺灣商人參與西方貿易，而更加強了臺灣港口與中

國沿岸城市的交流，乃至於加速促成東亞地區之間內部商業網絡的拓展。86  

以下，將由「自稱與他稱、志願與強制、立案公產之公戳公記」等三個層次，

討論清代臺灣商人團體的郊如何建立公產，以及其與當時市場制度之間的關係。 

（一）自稱與他稱 

將清代臺灣的郊與十八、十九世紀蘇州的會館、公所做對比，可以發現相對

而言，「郊」既是商人團體的自稱，也是地方社會對這群商人的他稱；若與蘇州

的會館、公所相比較，則蘇州這些商人團體基本上借用自當時蘇州社會已存在的

同鄉會建築物「會館」，或是善堂建築物的「公所」，與臺灣情形頗不相同。 

在清代臺灣，郊便是用來指一種內部成員互動關係或鬆散、或緊密的商人團

體，並不用在指其他社會團體，也不是用來指一棟建築物。商人用這個名稱捐款

興建廟宇、橋樑、城牆與其他地方公益活動，地方社會用這個名稱稱呼某些特別

行業裏的商人團體，地方政府也賦予這種商人團體一些行政事務。 

先談郊做為清代臺灣商人團體自稱的一些使用情境。儘管「郊」不同於晚清

「商會」，不能直接根據〈簡明商會章程〉賦予的法定地位，書寫公文書呈給中

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故而不是現今意義的「法人」；但是，早在乾隆 30 年，臺

灣府城的商人即以「北郊列號、北郊商民蘇萬利等」名義，公開列名於〈水仙宮

清界碑〉上。87 同在乾隆 30 年，「北郊蘇萬利」又以這個名義公開刊列於臺灣

府城〈大老爺蔣重修德安橋〉的立碑人員名單上。88 而在乾隆 55 年（1790）臺

灣府城的〈重建太平橋碑記〉裏，不僅出現以「北郊蘇萬利號、南郊金永順號、

糖郊李興號」三種名義的捐款金額紀錄，更在碑文起始處寫明「雍正六年北郊蘇

萬利等，自興工本，建此橋」等字句。89  

                                                 
86 林滿紅，〈清末大陸來臺郊商的興衰：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之一結合思考〉，頁 173-193；Man-houng 

Lin, “Decline or Prosperity? Guild Merchants Trading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1820s-1895,” in Sinya 

Sugiyama and Linda Grove, eds., Commercial Networks in Modern Asia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2001), pp. 116-139. 
87 〈水仙宮清界勘石記〉，收於林衡道監修、黃耀東編輯，《明清臺灣碑碣選集》（南投：臺灣省文獻委

員會，1980），頁 280-281。 
88 〈重修德安橋記〉，收於林衡道監修、黃耀東編輯，《明清臺灣碑碣選集》，頁 282-283。 
89 〈重建太平橋碑記〉，收於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南市》（臺北：國立中央圖書館

臺灣分館，1992），上篇，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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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塊碑文大概是現存清代臺灣「郊」出現較早之史料，碑文提及的雍正 6

年（1728），或可視為「北郊」做為商人團體名稱出現於臺灣府城的大約年代。

鹿港的情況也很類似。如嘉慶 21 年的〈重修鹿港溪聖母宮碑記〉，不僅內文直接

寫道「泉、廈各郊，相聚而咨」，更詳細列出各郊在捐款重修此廟之分工情形與

餘款管理方式：「收銀理帳，則泉郊金長順、廈郊金振順」；「尚存番銀捌拾圓，

交泉、廈郊值年爐主，輪流生息，公議後用」，碑文最後則開列「泉郊金長順、

廈郊金振順」以及「□郊□□□」、「油郊金□□、糖郊金□□、布郊金振萬、□

郊金合順」、「南郊金振益」等捐款立碑者名稱。90 愈往道光、咸豐、同治、光緒

年間以後，這類以「郊」自稱的立碑便愈多，此處不再多加羅列。 

以清代蘇州商人成立的會館、公所相比較，臺灣的郊在商人團體「自稱」方

面有兩個特色：一是臺灣以郊的團體名義立碑情況，遠比蘇州以會館、公所團體

名義立碑為多；二是臺灣以郊的名義立碑時，多半會在某某「郊」的後面，連繫

上諸如金長順、金振順、金振益等等合股商號的名稱。 

至於郊做為「他稱」的情況，在臺灣本地文獻中也很普遍，清代臺灣港口城

鎮的民間社會裏，民眾話語裏應是不乏出現「郊」的稱呼，如乾隆 42 年鹿港的

〈敬義園碑記〉，即提及倡捐「敬義園」以「拾字紙、收遺骸、置義塚、修橋樑、

平道路」的魏子鳴，在交待此棟善堂的主要捐款者時，即如此寫道：「商諸東家

王君坦、紳士林君振嵩及泉廈郊戶，咸樂捐助彚集。數載得以有成……遂議條規，

備案司牧，名曰『敬義園』」，91 「泉、廈郊戶」很明顯地是一種本地社會用以

指稱某類商人團體的他稱。 

要注意的是，對當時由大陸初到臺灣居官、為幕、經商與旅行的許多人而言，

「郊」以及和郊相關之「郊籍」等臺灣本地使用名詞，其實都是不易懂的特殊名

詞，方豪曾引用不少清代史料證明這些外來人士對「郊」相關名詞的好奇心態。92 

由大感好奇到提出解釋，這個過程也表現在到臺灣為官者主持修纂方志的過程

中；卓克華指出：清代臺灣方志有關郊的紀錄，基本上始自道光 12 年（1832）

《彰化縣志》的這段文字：93  

                                                 
90 劉枝萬編，《臺灣中部碑文集成》（南投：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94），頁 22-23。 
91 魏子鳴，〈敬義園碑記〉，頁 471。此碑也收於劉枝萬編，《臺灣中部碑文集成》，頁 7-8。 
92 方豪，〈光緒甲午等年仗輪局信稿所見之臺灣行郊〉，收於方豪，《方豪六十至六十四自選待定稿》，

頁 335-337。 
93 學者指出：在之前編輯出版的各種臺灣方志，「均未明確提及」像道光《彰化縣志》這樣較有「完整

明確解釋」臺灣「郊」的文字，參見卓克華，《清代臺灣行郊研究》，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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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賈以舟楫運載米粟糖油，行郊商皆內地殷戶之人，出貲遣夥來鹿港，正

對渡於蚶江、深滬、獺窟、崇武者曰「泉郊」，斜對渡於廈門曰「廈郊」。

間有糖船直透天津、上海等處者，未及郡治北郊之多。94  

之所以要特別解釋「郊」，固然反映此名詞足以勾起旅臺人士的好奇心，也同時

印證了當時臺灣本地社會使用此詞做為一種商人團體他稱的機率頗高。 

方豪曾注意到郊如何做為清代臺灣商人團體他稱的一個有趣現象：「郊」基

本上不見於上呈中央政府的清代公文書。例如道光 5 年（1825）福建巡撫的奏摺：

「臺灣行商蘇萬利、金永順、李勝興等，買米二萬石。鹿港廳行商金長順，買米

三千一百七十四石。廈門行商金永順等，買米二千五百八十二石。」95 方豪曾敏

銳地指出：出現在這件公文中的臺灣府「行商蘇萬利、金永順、李勝興」以及「鹿

港廳行商金長順」等幾處「行商」稱謂，若「在臺灣文獻中」，則「必改用郊字」；

方豪以為：這似乎反映郊字儘管在華南沿海與臺灣是頗常使用的「商賈口語」，

但在當時官場裏，則「似不登大雅之堂」。96  

不過，與上呈中央公文書避免使用「郊」字的情況不同，在清代臺灣地方官

的諭令與禁示裏，「郊」或「郊戶、郊行」等名稱都常被提及。如道光 27 年（1847）

10 月的〈嚴禁奸棍藉冒差役酷索碑記〉：臺灣府正堂「為簽懇示禁以靖市鎮等事。

據嘉屬鹽水港街總理武生黃忠清、生員廖廷俊、黃星輝、陳鳳儀、李敦仁，總理

李丙寅、柯福陛、林清輝，董事蔡光陛、黃尚達，郊戶李勝興、金順利、金寶順、

金綿發、金和順暨鋪戶人等，赴府簽呈詞稱。」97 再如「淡新檔案」收錄咸豐 8

年（1858）5 月一件公文，封面提要即寫做：「一件奉諭採糴平糶因公虧本諭飭

郊戶金長和抽分以資歸補缺額由」，且其公文內容也兩次寫到「值年郊行」。98 可

以這麼說：在清代臺灣地方政府頒布的公文書裏，「郊」可算是當時頗常使用的

                                                 
94 周璽，《彰化縣志》，卷 9，〈風俗志〉，「商賈」條，頁 290。 
95 引文由筆者重新標點，參見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料」，道光 5 年 7 月 14 日，戶部

移會稽察房福建巡撫孫爾準奏，129108-001；此件亦收入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料‧

戊編》（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1972），第十本，頁 941-942。 
96 方豪，〈臺灣行郊導言與臺北之郊〉，頁 260。 
97 引文由筆者重新標點，參見〈嚴禁奸棍藉冒差役酷索碑記〉，收於何培夫，《南瀛古碑誌》（臺南：臺

南縣文化局，2001），頁 104-107。 
98 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藏〈淡新檔案〉，編號 TH24101_000、TH24101_001，「臺灣大學典藏數位化計

畫」網頁，下載日期：2010 年 8 月 25 日，網址：http://www.darc.ntu.edu.tw/newdarc/dar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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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臺灣某種商人團體的他稱。就這點來看，則臺灣與蘇州情況便有所差異：蘇

州會館、公所雖然在當地社會是用做商人專屬建築物的「他稱」，但在地方政府

公文書，則較少見到以「會館、公所」直接稱呼當地這類商人團體的事例。 

（二）志願與強制 

郊在清代臺灣固然基本上是由商人志願加入而成立，正如一份位於澎湖而由

「臺、廈郊金利順、金長順」署名的光緒年間〈郊規〉所用之文字：「無論大小

生理，聽從志願入郊。和心同志，整頓郊規，永遠遵行，始終如願，勿墜厥志。

則聖母之明鑒，馨香萬世；而我郊戶之通亨發達，亦蒸蒸日上也。是以為啟」，99 

充分反映了郊由成員志願加入之基本組織原則；然而，在某些情況下，郊也會被

地方政府賦予某些協助地方行政的職能，因而也使原先的「志願性」略微加入了

一些「強制性」。以下將對此方面的問題做些分梳。 

針對郊的組織與功能，卓克華將其綜合為「經濟、宗教、文化、政治、社會」

等五大層面：經濟功能，包括操縱物價、統一度量衡、保衛財產仲裁糾紛、溝通

官府疏通商困。宗教功能，包括舉辦祀神活動與修建寺廟。文化功能，包括建學

校與孔廟、捐助學田租。政治功能，包括協助官府防衛地方安全、捐運官府軍需

以及協助官府舉辦賑災、修築等公共事務。社會功能，包括舉辦造橋修路、捐置

義塚、修濬河道與移風易俗（如勸戒鴉片、勸戒販賣婦女）等公益事業。100 這

個綜合雖然做的很全面，但集合各類史料而將「郊」的功能混為一爐，卻可能反

而模糊了不同性質的郊實有彼此不同功能的基本史實。 

有些論者不僅認為郊的功能極為廣博，而且其效力還頗為強大：「郊有郊規，

為其自治規範，郊員須恪守勿違。倘敢抗違，則嚴予責罰」；「重者開除郊籍更

重者送官究辦」，101 然而，這種論斷恐怕是過份輕信某些現存「郊」的規約，

或是混淆乃至於壓縮了相關記載的歷史脈絡，因而做出此種過度推論。基本上，

郊是進出口與大批發行業某些商人所成立的團體，由商人志願參加，政府後來又

                                                 
99 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林真譯，《臺灣私法•商事編》，頁 32。卓克華也指出：郊「純為自發性，

官府既未加以干涉或輔助，故商人入郊不受強制，於是遂有行商不加入，不受郊規之約束，此等行

商俗稱『散郊戶』，泛稱『郊外』。」參見卓克華，《清代臺灣行郊研究》，頁 189。 
100 卓克華，《清代臺灣行郊研究》，頁 129-220。 
101 臺灣省文獻委員會編，《臺灣省通志》（臺北：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0），卷 3：政事志司法篇，

第一冊，頁 5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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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實際政務需要賦予其一定權力，從而在某些方面對團體成員或非成員產生了一

點強制作用。至於所謂「郊籍」，則根本只與科舉制度下的府試童生名額有關，102 

不宜望文生義。此處先以所謂「統一度量衡」為例，說明此類有關郊之功能廣博、

功效強大的推論，所可能存在的問題。 

學者指出：清代臺灣各地存在的公斗、公秤，多半置放於當地的信仰中心，

或是由當地民眾信任的秤量公人所保管；而在與郊商有關的建築物內，有時也備

有公秤、公斗、公砣等實物，以做為當時交易秤量的標準，這些器具也可統稱為

「公覆」。103 在清代臺灣與郊商有關的度量衡文獻方面，則至少有諸如乾隆 17

年（1752）的〈四郡公較石駝〉、乾隆 41 年的〈較準石駝正天平一百零五觔、折

實一百觔為準〉、嘉慶 19 年（1814）〈署鳳山縣正堂永遠遵行〉、嘉慶 22 年（1717）

〈北郊蘇萬利公較糖駝〉、道光 25 年（1845）〈李勝興重申東港寮公駝〉，以及清

末的「糖郊」等，104 看來似乎多集中於當時南臺灣的蔗糖產銷行業內。 

廍清代商人使用度量衡時，其實經常出現爭議。如糖郊與糖 商人的度量衡爭

議即頗為顯著；當雙方無法自行調解時，也會稟請地方政府解決。官府受理此類

爭議並做成裁決的同時，有時即特別頒布一座承擔交易雙方共同遵守「公」角

色的石砣。 

如在清代阿里港街（今屏東縣里港的舊稱）奉祀天后的「雙慈宮」內，即曾

豎立由鳯山吳姓知縣在嘉慶 19 年 12 月頒布的石砣以及一份〈禁糖碑〉。此份

碑文開頭寫載：「照得：生理交易，全憑公道，價有長落，須畫一。近據港西

廍上里歲貢生林輝璜等僉名呈稱：里內各莊糖 與糖郊交關，向有公；近因阿里

港街郊商郭添福等將 廍加重，以致 糖壅積，買賣不通等情。並據糖郊李勝興等

                                                 
102 光緒年間蔣師轍《臺游日記》錄入「郊籍」字義時，發生了一段由不懂到明瞭的有趣過程，參見方

豪，〈光緒甲午等年仗輪局信稿所見之臺灣行郊〉，頁 335。 
103 陳慧先，〈「丈量臺灣」：日治時代度量衡制度化之歷程〉（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

士論文，2008），頁 38。「公覆」這一名稱，則可參見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林真譯，《臺灣私法•

商事編》，頁 12。 
104 黃典權採集，收於吳幅員撰、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提要》（臺北：臺灣銀行經濟

研究室，臺灣研究叢刊第 114 種，1977），頁 99；黃典權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南投：臺灣省文

獻委員會，1994），〈弁言〉，頁 1。這幾份史料都收於黃典權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頁 768-769、

770-771、775、782。黃典權為其中幾份碑文做了註解：「碑文所謂四郡，當指泉、漳、興、臺諸郡」

（頁 768 廍）；「時鳳山因糖 與糖郊發生衡量重輕出入之爭端，故官府定駝為準」（頁 770）；「北郊蘇

萬利為清代臺灣最先發跡之貿易商，批發糖、米等貨，主以福建以北地區為銷售地，故稱北郊」（頁

771）；「李勝興為清代臺灣規模最大的糖商，號曰糖郊，亦兼貿米，其財力之厚，與南郊金永順、北

郊蘇萬利鼎足而三，合稱三郊」（頁 775）；「它即駝」，意指每斤以「天平十四兩」為準（頁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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廍呈稱：原有公定駝為準，邇來各 取巧，私設輕，參差不齊，互相爭較，各等

廍情，赴縣互控」，由呈詞看來，這明顯係為糖郊與糖 商人各執一詞，相互指控

廍對方破壞既有的度量衡制度。碑文繼續寫載：「本署縣查：糖 與糖郊每年交關

買賣不小，如彼此畸重畸輕，勢必紛爭不已，殊屬病商病民。茲乘清庄，順途到

廍境，弔視各莊 ，比較天平，參差不一」，儘管知縣有心調解，但訊問兩造商

廍人之後，雙方仍是各說各話：「訊據庄 稱；向以天平壹百貳拾伍觔為糖壹百

廍觔。復據糖 稱：向以天平壹百參拾伍觔為糖壹百觔，各等語。二比嘵嘵爭執」，

廍 廍文中的「庄 」應指糖郊商人，他們與糖 商人對蔗糖交易標準度量衡「」的

重量到底應為 1.25 觔或是 1.35 觔，雙方始終各執其是。這位鳳山知縣乃約略採

取雙方堅持數值的中間數 1.29 觔：「本署縣秉公斷定：嗣後，定以天平壹百貳拾

玖觔作為糖 廍壹百觔」，知縣要求糖郊與糖 商人「各據允服具遵」，並且還將「從

廍前郊、 新舊天平駝，概行毀銷，當場較定天平公石駝，永遠遵行」。知縣

做成禁令：此後雙方使用度量衡時，「不許再行畸重畸輕。倘有故違滋弊，一經

告發，除罰銀壹千元充作地方公用外，仍究舞弊抗違之罪」。此件判決文書內容

廍不只如此，這位知縣還同時判定糖 與植蔗 廍佃戶之間的度量衡糾紛：「至於糖

佃戶輸納業主糖租，又與糖郊交易不同，並酌定以較準天平石駝壹百貳拾柒觔為

壹百觔交納，彼此不得爭較。各宜永遠遵行，慎毋違忽，特示」，105 可見在糖

廍商人與佃戶之間，地方官又將雙方交易結算蔗糖標準重量單位的「」訂為 1.27

廍觔，而不是適用於糖郊與糖 商人之間的 1.29 觔。很明顯地，當時糖郊 廍與糖 商

人 廍在度量衡問題上常有爭議，而「糖 佃戶」與蔗糖地主之間也會出現度量衡糾

紛。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十九世紀初年發生在屏東平原阿里港的案例，也是在蔗

糖產業較為興盛的南臺灣。106 

                                                 
105 〈禁糖碑〉（原注：在港西里阿里港街雙慈宮頭門樓東壁，高三尺三寸，寬一尺七寸．正書二十行，

行二十五字），參見盧德嘉輯纂，《鳳山縣采訪冊》（南投：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93），壬部，藝文(一)，

碑碣，頁 386-387。本文此處所列引文，則並非只錄自《鳳山縣采訪冊》，而是按學者考察現存原碑

內容做了校正，參見陳慧先，〈「丈量臺灣」：日治時代度量衡制度化之歷程〉，頁 38。 
106 度量衡的問題，後來也出現在日本政府據臺之後，將臺南的「郊」改組為「三郊商業組合」的一份

文件〈臺南三郊商業組合整理砂糖訂約條規〉（明治 37 年 10 月），參見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臨

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附錄參考書》（臺北：該會，1909-1911），第

3 卷上，頁 75-76。這份文件內容主要都圍繞糖業貿易。至於清代阿里港的開發史，則有學者由河洛

人與客家人的互動歷程做過考察，可參見簡炯仁，〈由屏東縣里港「雙慈宮」珍藏的兩塊石碑論里港

的開發〉，《臺灣風物》46: 1（1996 年 3 月），頁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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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看來，郊確實曾扮演「統一度量衡」的經濟功能，但此一論述至少要再

做兩點補充或修正：一是此種經濟功能並非普遍出現於全臺各地的「郊」，而仍

是要看地區、看行業，甚至是看時間來做判斷；二是這個過程背後，其實至少反

廍映了糖郊與糖 兩行業商人的長期較勁，其過程也包含不同行業商人有意援用地

廍方政府公權力介入彼此商業競爭的司法策略。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糖郊與糖 爭

議度量衡的現象，與清代大陸包含蘇州在內許多城鎮裏發生外來客商與本地牙行

的度量衡談判與訴訟，107 實有可堪深入比較之處。 

至於清代臺灣的郊是否能「操縱物價」？這恐怕不好輕易論定，仍需以具體

事例做為評斷的基礎。在日本初占臺灣的明治 29 年（1896），有位日本人針對

鹿港「泉郊會館」成員的共同經濟活動而作了以下評論：「一逢物價發生變動時，

即發現其應變非常迅速，同業〔按：成員〕間都一致立即改定價格，其敏捷程度

到底不是日本本邦人所能企及。」108 鹿港泉郊的歷史較久，其對物價「應變非

常迅速」的能力應頗有可觀，或許是類似於歷史同樣悠久的臺南「三郊」，此種

能力恐怕都非其他臺澎地區的郊所能比擬。然而，更關鍵的問題其實在於：鹿港

泉郊到底是在何種情境下對於物價可以「應變非常迅速」？真是我們一般定義下

的「操縱物價」嗎？ 

或許可由《尺素頻通》與新出「鹿港郊商許志湖文書」等郊商商業書信內容，

來檢視郊如何應對物價變動。儘管這兩份書信主要集中在光緒 21 年（1895）日

軍攻臺前後，但畢竟是目前可見之清代臺灣進出口貿易商人的內部通信，反映了

不少有關「郊」的史實。 

由方豪自其購藏《尺素頻通》節選刊布的 30 封郊函，可讀到當時往來寧波

與鹿港、笨港間的商人，不僅寫及「廈郊、北郊、廣郊、滬郊」等名稱，109 也

常使用「郊中、郊友」稱呼自己與團體中的商人；110 而在討論自身經營蔗糖、

生油、棉花、油餅等商品數量時，也常寫道：「通郊扯來，有盈無絀」、「通郊存

                                                 
107 Kwang-ching Liu, “Chinese Merchant Guilds: An Historical Inquiry,” Pacific Historical Riview 57: 

1(1988), pp. 1-23; 邱澎生，〈由蘇州經商衝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關係〉，頁 66-70。同樣值得注意

的是：清代臺灣似乎很少出現官方頒發牙帖的官牙，故而度量衡爭議其實並不出現於明清大陸時常

廍出現的客商與牙行之間，而是諸如糖郊與糖 兩行業商人之間。 
108 陳其南譯，〈清末的鹿港〉，收於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北：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1987），頁 181-256，特別見頁 229。 
109 方豪，〈光緒甲午等年仗輪局信稿所見之臺灣行郊〉，頁 344、350-351、357。 
110 方豪，〈光緒甲午等年仗輪局信稿所見之臺灣行郊〉，頁 346、35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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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包、通郊只存五百箱」，甚至是用「後船緩來，可望善價」、「各商齊趨汕頭，

市價勢定激昂」、「水客、鋪戶，接採不休，以市價揣度，或能騰至五元，亦未可

知」等語句討論並預測商品單價之變動。111 與此同時，郊商在信中還留意到來

自團體內部與外部人員的可能風險：如「郊中間有暗中跟售」，指的是團體內部

有成員不顧協議價格而私自買賣；或寫道「聞舵工與出海，面和心異，何能協

心？」，指的是船長（「出海」）與水手（「舵工」）的緊張與衝突，擔心因此危及

自己載運的商品。112 由這些用語當中，可見到「郊」實乃一種商人結合用以面

對不斷變動商品市價的團體組織，並可見到「郊」這種商人團體如何需要經常與

水客、鋪戶乃至「出海」（即船長）打交道的一種既合作而又競爭的複雜互動。 

近年來，透過新出「鹿港郊商許志湖文書」，林玉茹對清末在鹿港、泉州與

廈門之間經商的郊商許志湖有更多仔細的討論，從而對郊商做為一種貿易代理

商，對於郊商如何「透過互通市場消息，來決定配運、採辦或賣出商品的時機」

而形成之委託貿易制度，提供較深入的分析。113 可以這麼說：「郊」做為一種商

人逐漸形成的團體組織，主要起源於從事「配運生理」或是海上委託貿易的一批

商人，這些商人自身從事或是委派夥計定期常駐於大陸與臺灣的兩岸商港，不僅

在各港口從事「配運」商品的工作，也以書信傳遞商品行情、訂購商品數量、討

論商品單價，乃至於結催金錢債務，甚至安排搭船人員以監看預防船長與水手侵

吞己方貨物。114 這些商人經過較長期的互動而逐漸形成了商人團體，並以「郊」

做為自身團體的「自稱」，久而久之，諸如「北郊、南郊、廈郊、糖郊」甚至是

「金長和郊、水郊、散郊」等不同的郊名，便成為港口城鎮裏地方社會與地方政

府稱呼這些商人團體的「他稱」。115  

                                                 
111 方豪，〈光緒甲午等年仗輪局信稿所見之臺灣行郊〉，頁 345、348。 
112 方豪，〈光緒甲午等年仗輪局信稿所見之臺灣行郊〉，頁 352。 
113 林玉茹，〈略論十九世紀末變局下鹿港郊商的肆應與貿易：以許志湖家貿易文書為中心的介紹〉，收

於林玉茹、劉序楓編，《鹿港郊商許志湖家與大陸的貿易文書（1895-1897）》（臺北：中央研究院臺

史所，2006），頁 32-56，特別見頁 43；林玉茹，〈商業網絡與委託貿易制度的形成：十九世紀末鹿

港泉郊商人與中國內地的帆船貿易〉，《新史學》18: 2（2007 年 6 月），頁 61-102。 
114 方豪曾引用《噶瑪蘭廳志》有關「北船有押載者，因出海（原註：船中收攬貨物司賬者之名）未可

輕信，郊中舉一小夥以監之。」的記載，並指稱「出海」即相當於船長。參見方豪，〈光緒甲午等年

仗輪局信稿所見之臺灣行郊〉，頁 354。 
115 有關郊商如何從事「配運生理」的工作，其實也可由郊商書信而重新讀回過往史料，如所謂「臺灣

各大市鎮業商者，有水郊，臺北之南、北郊，新竹之金長和郊，類是。苑裏前為各廳縣轄地，非通

都大邑，故無郊。然從前以米、糖、豆、麻、苧、菁等件，由船配運大陸者甚夥，布、帛、什貨，

則自福州、泉、廈返配；甚有遠至甯波、上海、乍浦、天津、廣東，亦為梯航之所及者，各商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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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從事「配運生理」的商人成立「郊」團體，還帶有海上運輸藉以分

擔風險的好處。學者也已指出其中一些事例，如咸豐、同治年間的「塹郊」諸商

號，即「已有合僱船隻裝載米、糖等貨物至大陸內地發售的現象」，而「合僱船

隻可以共同分攤航海貿易風險，降低運輸成本，因而更強化塹郊商人的結社行

為，塹郊也成為名符其實的商業組織。」116 這個「塹郊金長和」即是由港市郊

商所組成的商人團體，它是一種「水郊」，而其經營活動主要便是「配運本地土

產，以交付來塹的船戶」。117 我們應該用一種逐步發展、一種演化的視角來看

「郊」，而不該將所有地區、不同時間、不同行業的清代臺灣「郊」，綜合描述成

一種組織與功能都基本類似的商人團體。 

不僅如此，清代臺灣郊的成立與演化，也與清政府管理商船與漁船、抽徵關

稅與船稅，乃至於規定臺灣米糧「配運」大陸各地等制度有密切關係。自康熙 23

年（1684）重開江、浙、閩、粵四個海關，以迄乾隆年間所謂「西洋來市、東洋

往市、南洋互市」改革，118 到嘉慶、道光年間，乃至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以下的

開放通商口岸，清政府進行了種種關務、稅務與船務管理等改革；119 與此同時，

臺灣也漸次由鹿耳門、廈門對渡，增添鹿港與泉州對渡、八里坌與福州對渡、開

放基隆通商口岸等等一系列的關政變動。120 這些兩岸間的關務、稅務乃至米糧平

糶政策的變動，在在影響著往返臺灣從事進出口商業的商人。因而，郊的形成與

演化，也多少受到這些政策的影響，從而重新形塑了這類商人團體的組織與功能。 

                                                                                                                                      
配運，各曰散郊戶。船之中有名出海者，司賬及買辦貨物；復有押載者，所以監督出海也；然主持

皆出自郊戶。現金買現貨者，為現交關；物未交而先收金者，為賣青。米粟有青，油糖皆有青也，

其價較現交關者為稍低。買賣亦有依期收賬者，亦有陸續支收至年末會算收訖者。」引文由筆者重

新標點，參見蔡振豐輯，《苑裏志》（南投：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93），下卷，〈風俗考：商賈〉，頁

83-84，特別可留意史料所形容之「主持皆出自郊戶」，應該即是一種「配運生理」。 
116 林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頁 189。 
117 林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頁 189。 
118 而不是一般所說的廣州「一口通商」，這方面的整體性分析，可參見陳國棟，〈清代前期（1644-1842）

海洋貿易的形成〉、〈鴉片戰爭以前清朝政府對進出口商品的管理〉，二文皆收於陳國棟，《東亞海域

一千年》（臺北：遠流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 257-289。 
119 至少自康熙 23 年（1684）議定重開四海關始，由施琅奏疏獻策以來，即不斷累積各種有關區分商船

與漁船、新船烙印以及文武汛查驗船隻印照的辦法，相關文獻至少可查閱：〈船政例〉，收於臺灣銀

行經濟研究室編，《福建省例》（南投：臺灣省文獻會，1997），第 3 冊，頁 605-708。 
120 臺灣管理商船、漁船的新船烙印與航船在文、武口查驗照單的情況，也可參見陳盛韶，《問俗錄》（南

投：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97），卷 6，「鹿港廳」編，〈海運〉條，頁 62-64。至於清代開放臺灣各

個港口的經過以及相關管理辦法的研究，可參見林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臺北：知書

房出版社，1996）；林玉茹，〈清末新竹縣文口的經營：一個港口管理活動中人際脈絡的探討〉，《臺

灣風物》45: 1（1995 年 3 月），頁 6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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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道光 14 年（1834）的鹿港〈重修天后宮記〉立碑，碑文後附捐款人除了

當地「泉郊金長順、廈郊金振順、布郊金振萬、糖郊金永興、染郊金合順、郊

金長興、油郊金洪福、南郊金進益」之外，還列出「泉廈郊行保合捐」等字樣。121 

所謂「行保」，指的應也是清代乾隆朝以後採行於廣州十三行洋商與外國商人之

間的一種保商制度，此制度在廣州起源自乾隆 10 年（1745），歷經嘉慶、道光

年間略有變動，但保商「最初的任務，就是在海關的期限內，如果承買夷貨的行

商不能及時交納稅款，則由保商負責進口稅的完納。但是漸漸地，他對所保的船

隻及船上的人員之行為也負完全的責任。」122 鹿港的行保制度不一定直接來自

廣州的粵海關，其運作細節可能更多來自廈門閩海關的保商制度。123 何以鹿港

的「行保」要特別與「泉廈郊」連繫在一起？雖然無法確知原因，但至少這個名

詞可以提醒我們當時郊與清代海關管理制度之間相互連繫的可能性。 

至於在清代糧食平糶與港口船隻管理政策上，郊在相關的「禁港」制度中便

扮演了頗為明確的角色，如《淡水廳志》在記載當地「商賈」有「北郊、泉郊、

廈郊」等所謂「三郊」名稱，即一併寫道：「其米船遇歲歉防饑，有禁港焉。或

官禁，或商自禁；既禁則米不得他販。有傳幫焉，乃商自傳，視船先後到，限以

若干日滿，以次出口也。」124 十分明顯地，這裏的郊已涉入米船「禁港」以及

「傳幫」等港務行政。光緒 22 年（1896）一封「鹿港郊商許志湖文書」的貨函，

即清楚寫到鹿港當時「泉廈郊觀此米局如此之變，致即傳禁」。125 也正因為有這

些要與港口稅務機構乃至地方政府打交道的地方，故有些在地方上影響力比較大

的郊，即在內部設有專門的「稿師」，聘請「主稿行文先生一名」擔任此職位。126 

                                                 
121 〈重修天后宮記〉，收於劉枝萬編，《臺灣中部碑文集成》，頁 42；原碑影像則下載於「臺灣大學典藏

數位化計畫」網頁，下載日期：2010 年 8 月 25 日，網址：http://www.darc.ntu.edu.tw/newdarc/darc/index. 

html。 
122 學者指出：基本上「在全體行商之中夠資格任保商（貲力雄厚）者並不多」，以乾隆 24 年為例，當

時「行家共有二十餘家，保商現只有五家」，則「保商只占行商總數的五分之一弱」，參見陳國棟，〈清

代前期的粵海關（1683-1842）〉（臺北：國立臺灣大學歷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80），第 5 章，頁

5-7。保商制度研究，還可參見 国 と岡本隆司，《近代中 海関》（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9），

頁 79-109。 
123 閩海關在清代的沿革，可參見祁美琴，《清代榷關制度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4），

頁 71-75。 
124 陳培桂，《淡水廳志》（南投：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93），卷 11，〈風俗考〉，頁 299。 
125 林玉茹、劉序楓編，《鹿港郊商許志湖家與大陸的貿易文書（1895-1897）》，頁 160。 
126 這是臺灣府城「三郊議事公所」所設置「稿師」的規章，參見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林真譯，《臺

灣私法•商事編》，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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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有時候為了讓更多成員輪流應付地方政府交付過多的行政事務或承擔的公

費支出，郊商也要更密集地抽籤，如臺南三郊在同治元年（1862）即由每年抽籤

輪值董事一年，改為「十三家輪值，每次一月」。127 這種「稿師」與抽籤輪值

董事的制度頗為特殊，似乎只見於臺灣某些規模較大或功能較特殊的「郊」，而

未見於蘇州乃至大陸其他城鎮裏的「會館、公所」，由此也可看出清代臺灣「郊」

在演化過程中實已發展出某種帶有官方「強制性」的特殊功能，值得注意。 

（三）立案公產之公戳公記 

在臺灣各港市中出現的郊，其實也設置了不少「公產」，而設置公產的過程

也是逐步變化，最初常以共同捐建廟宇為發端，再順便購買附近市房或田產，128 

並製定抽捐等各種累積公積金的辦法。當公產與公積金愈來愈多，有些郊便也向

地方政府「立案」尋求保護。如澎湖的臺廈郊〈郊規〉，即頗能概括公產立案的

史實：「我郊自開澎以來，迄今二百餘年。前商人設立臺廈郊之公賬，建家屋契

字等簿一切，於乙酉〔按：光緒 11 年（1885）〕遭兵燹，盡皆遺失，合經稟官存

案，批准給契總字，公店之條目，仍照常輪當辦理。」129 無論是這個臺廈郊商

人團體購置的「公賬、家屋契字等簿」或「公店」，都曾經「稟官存案，批准給

契」，這也即是本文所謂的「立案公產」。至於公積金方面，則如臺北三郊之一的

「廈郊」，「年征捐金約有四、五千元、歸掌印董事收管、預備接濟地方公事」。130 

清代臺灣郊之商人團體具備公產與公積金，都與蘇州「會館、公所」情況大致相同。 

購置公產是個逐步發展的過程。舉臺灣府城為例，當地商人在十七、十八世

紀之間仍只是捐建廟宇，並未要公開成立「郊」。有如「水仙宮」這個後來與臺

南三郊關係十分密切的廟宇，地方志是如此做描寫：「在西定港口。開闢後，商

旅同建；壯麗異常……」，131 這棟「壯麗異常」的廟宇，在當時地方人士看來，

                                                 
127 石萬壽，〈臺南府城的行郊、特產、點心：私修臺南市志稿經濟篇〉，頁 80。 
128 如臺灣府城留有乾隆 6 年〈三益堂碑記〉，碑文記載三郊當時購置的部分公產：「南畔大店五間，宮

後崎腳小店半間……北畔小店八間。」參見黃典權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頁 29-30。 
129 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林真譯，《臺灣私法•商事編》，頁 32。 
130 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附錄參考書》，

第 3 卷上，頁 50-51。 
131 清代臺南的「水仙宮」有兩座，另一座「在安平鎮渡口」。參見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南投：臺

灣省文獻委員會，1993），下冊，頁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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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只是「商旅同建」，並未視其為郊的專屬建築物，132 但後來的發展卻使水仙宮

逐漸成為臺南三郊的專屬建築物，甚至專門闢出一塊空間供做臺南三郊辦公之用。 

石萬壽曾描寫臺南「三郊」及其他商人團體「郊」的成立經過：康熙 57 年

（1718），有臺南貿易商人集資重建當地的水仙宮；乾隆 6 年（1741）則有貿易

商於水仙宮內附建「三益堂」。到了乾隆二十年代（1755-1764），則在臺灣府

城正式成立了名為「北郊」的商人團體；其後，又陸續成立了「南郊」與「糖郊」。

乾隆末年（1785-1795）期間，不僅三郊各自設有辦事處，三郊內部也開始出現

行業別的分化，諸如「藥材郊、絲線郊、煙敢郊」等商人團體相繼成立；同時，

嘉慶元年（1796）更發生了「三大郊正式合稱三郊」的組織變化，三郊不再只是

三個獨立「郊」的商人團體，而有時也可以合稱為一個統名「三郊」的商人團體。

無論如何，郊的數量愈來愈多，到嘉慶 23 年（1818）為止，在「三郊」之外，

臺灣府城已成立有「藥材郊、絲線郊、茶郊、草花郊、杉郊、布郊、綢緞郊金義

成、綢緞布郊、鼎郊、紙郊、敢郊、布郊金綿、北郊布郊、芙蓉郊金協順、藥郊

金慶星」與「綢布郊金義興」等十六個郊。這是至 1895 年割臺為止的統計，但

整體來看，儘管郊數量將近二十個，但三郊的財力和影響力都遠非其他各郊可

比。133 而且，三郊累積公產與公積金的利息收入，其實更是其能在備受十九世

紀以後各種內外因素打擊而一直存活臺灣府城的關鍵。直至日本占領臺灣，三郊

也仍能憑藉其擁有「大天后宮、海安宮、水仙宮三廟」等公產及相關收入，並靠

改名「臺南三郊組合」而一直存活；直到昭和 16 年（1941），才被臺南州知事

強迫將臺南三郊組合併入臺南商工會議所，許多公產並「被拍賣一空」，「有數

百年歷史的三郊，至此名實兩亡，正式宣告結束」。134  

再以創始於道光、咸豐年間的艋舺「北郊金萬利」為例，其成員也捐資購買

了不少公產，雖然不一定擁有類似臺南三郊的財力與影響力，但其公產仍然有利

於成員加強維持較緊密的人際關係；即使是到「北郊金萬利」不再成為商人團體

名稱而且成員也缺少共同商業活動之際，每年的關帝爺誕辰，仍然會共同推出做

為「公業」管理人的「爐主」。直到 1950 年代國民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而 

                                                 
132 有學者認為：水仙宮實為臺灣府城安平港的漳、泉貿易商鳩資合建，創立在康熙 54 年。參見賴建銘，

〈臺南風物志（五）：水仙宮今昔〉，《臺南文化》3: 1（1953 年 6 月），頁 34-35。 
133 石萬壽，〈臺南府城的行郊、特產、點心：私修臺南市志稿經濟篇〉，頁 76-77。 
134 石萬壽，〈臺南府城的行郊、特產、點心：私修臺南市志稿經濟篇〉，頁 81-82。身為臺南三郊重要成

員石鼎美的後人，石萬壽述及此段歷史肯定帶有頗深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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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該批公業被徵收消失之後，這個團體才完完全全走入歷史。135  

以臺南三郊與艋舺北郊為例，都可說明公產對商人團體「郊」的重要性；此

與蘇州會館、公所也極相類似。不過，在若干細節則又有些重要差異可資比較，

以下分為公產之對內公開方式以及公產之對外代表方式兩方面做討論。 

先談公產之對內公開方式。蘇州會館、公所留有不少有關公產與公積金管理

辦法的石碑，但是，現今留存臺灣有關郊的碑文卻罕有見及公產與公積金的管理

辦法；要不是日本占領臺灣初期從事「舊慣調查」時，臺南、鹿港、臺北、澎湖

等地的幾個郊公開了自己過去留存的「郊規、具稟、緣簿」，則恐怕都沒有其他

碑文可以證明清代臺灣郊真的存在這些組織規章。以臺灣戰後收羅這麼多的石碑

而言，恐怕這並非是因為曾經立有相關碑文但後代亡失所可解釋；而是，相比於

蘇州會館、公所的組織規章公開立碑，臺灣的郊應是不太將自己內部規章公開立

碑。這構成了會館、公所與郊在立案公產方面的第一項差異。 

何以如此？筆者的初步解釋是：這可能證明了清代臺灣郊的商人成員，其彼

此間的互動，應是要比蘇州會館、公所捐款成員更加密切；正因如此，故而不需

要像蘇州那樣公開製訂並明文公布自身公產與公積金的管理章程，也無必要特別

製訂「徵信錄」，即可以爭取成員信任而持續捐款。至於何以郊的成員相對而言

互動更加密切？這可能即涉及郊商從事「配運生理」行業之特殊性；因為這個行

業要經常往返大海、共同分擔海上風險，要時常與水客、鋪戶、出海等人集體談

判，也要共同承擔來自地方政府的行政工作及強令捐款參與地方公共設施，這些

來自行業的特殊性，使得郊的成員（「郊友」）更能單靠私下互動，即足以知曉公

產管理情形；而無需像蘇州會館、公所那樣，要由管理者立碑公布公產與公積金

管理辦法，甚或是編製「徵信錄」，以向成員公布周知，並藉以爭取成員繼續捐款。 

誠然，清代臺灣也有以「郊」為名義的捐款立碑，但那是以郊為名義去興修

廟宇、修築橋樑城池，或是協助「敬義園」等善堂機構，而不是要向自身成員公

布郊之公產、公積金究竟現狀如何。雖然，在修建新竹長和宮時，「塹郊」曾公

布了「老抽分」與「新抽分」所屬各個「塹郊」成員的捐款明細，136 但是，這

份碑文基本上是要將此次興建長和宮的功績公布給神明與社會大眾看，而並不反

映郊的管理者要公布公產與公積金帳目，也不帶有爭取成員繼續捐款的意含。林

                                                 
135 吳春暉，〈艋舺的古社團〉，《臺北文物》8: 3（1959 年 10 月），頁 99。 
136 〈長和宮碑〉，收於邱秀堂編，《臺灣北部碑文集成》（臺北：臺北市文獻委員會，1986），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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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茹對塹郊做了很仔細的分析，一方面可以看到塹郊商人曾經以三個不同的「神

明會」來維持對長和宮的捐款：「老抽分天上聖母會」（嘉慶 23 年）、「中抽分天

上聖母會」（道光 8 年〔1828〕）、「新抽分天上聖母會」（咸豐 2 年〔1852〕）；137 同

時，塹郊商人也出現三種共同購置財產的行為：「購買水田，招佃耕作」、「出租

店屋，收取租息」、「向出口船隻徵收抽分公費」，138 但無論是哪一種公產，管理

塹郊的郊商似乎都不曾以立碑或編製「徵信錄」方式，向內部成員公開公產現狀。

此與蘇州會館、公所的情況頗不相同。 

再談公產的對外代表方式。蘇州的會館、公所無法對外代表商人成員行使共

同行為，這與清末成立的「蘇州商務總會」很不相同。然而，儘管早已成立於清

廷公布〈商會簡明章會〉之前，但清代臺灣的郊卻至少在十九世紀已取得了對外

代表自身團體的「公戳」或「公記」。以臺南三郊為例，這個商人團體因為協助

清朝平定蔡牽之亂，而在嘉慶 12 年（1807）取得「公戳記」；臺南的綢布郊也

有「金義興公圖記」。139 在竹塹，光緒 6 年（1880），經常往來於舊港、香山港

而積載糖、米、雜貨販賣維生的船戶，也成立了船戶團體「金濟順」，並由地方

官核定出具了一種「塹郊眾船戶金濟順公記」，用以與官方或在地郊商交涉米、

糖之出口。140 「公記」到底有何用處？除了塹郊船戶金濟順可以持以與官方交

涉米糖出口事務之外，光緒 20 年，還有當時因為「新竹南庄一帶，民眾私設腦

棧」收購樟腦而設立「腦郊吉祥泰」的事例，這個商人團體也可以使用「公記」

向官廳「開列私腦行戶名單」，以「稟請官方加以取締」。141  

這種具備官方行政身分的「公戳、公記」，既不同於蘇州會館、公所與地方

政府之關係，也與晚清商會依照〈簡明商會章程〉而具備正式行文法律地位之情

形可堪比較。有學者研究淡新檔案曾指出：十九世紀北臺灣的合股家族、合股股

夥、商號乃至街莊團體，其實已在當時地方政府判案裏「建立了法人契約地位的

性質」，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可說當時地方政府已為商號合股、茶與樟腦商業組織，

                                                 
137 林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頁 186、194-198、202。 
138 林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頁 204-209。 
139 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林真譯，《臺灣私法•商事編》，頁 11-12、18。 
140 〈淡新檔案〉，14101-112 號，此公記出處以及相關討論，可參見林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

及其活動網絡》，頁 189-190。 
141 〈淡新檔案〉，14312-1 號，此份史料與相關討論，可參見林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

動網絡》，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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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種足以支撐「穩定性、合理性和可預測性」的法律地位。142 郊以立案

公產的基礎，在十九世紀進一步取得「公戳、公記」的地位，若不考慮官府與胥

吏勒索或強迫捐款等因素的話，這似乎真的也是同時期大陸的會館、公所商人團

體所未能達成的一種特殊制度。 

四、結論： 

由商人公產檢視清代中國市場制度的多樣性 

商人團體在清代中國各地之變化過程，當然涉及學界對當時中國市場制度問

題的理解。無論是蘇州的會館、公所，或是臺灣的郊，都是學界頗多研究的主題。

在過去，學者多半持之與歐洲的行會，以及晚清自西方、日本傳入的商會、商工

會議所相互比較，但是，因為種種因素，這些比較經常流於簡單而片面。 

早自連橫開始，即已將郊比做當時流行的商會：郊為「商人公會之名，共祀

一神，以時集議，內以聯絡同業，外以交接別途，猶今之商會也。」143 而後來

許多研究者則很自然地將郊與大陸的「行會」或是會館、公所相類比。如謂：臺

灣之郊「類似我國大陸之工商業行會，或同業公會，或低級勞力者之幫會，並兼

有會館及公所性質，而宗教之風味頗濃」；144 「清代臺灣的『郊』，亦稱『行

郊』，為城市進出口商或大批發商為了滿足種種需求而組成之民間社團，係我國

傳統地方性商人行會類型之一」；145 或是寫道：「臺地之『郊』，又曰『行郊』，

亦作『郊行』，含有同業公會性質，與我國大陸上之行會頗為類似，而特異之處

則在兼具地緣性、宗教性、業緣性與血緣性。」146 這些論斷其實都將大陸的商

人團體想像的過於簡單，是一種片面式的比較。相較之下，石萬壽的主張便很值

得注意：「有關三郊之事，一般都以為是同業公會。筆者先世營商，店號石鼎美，

為糖郊之首，掌三郊的三大簽。同為糖郊掌三大簽者，尚有林新億興等，似非同

                                                 
142 艾馬克（Mark A. Allee）著、王興安譯，《十九世紀的北部臺灣：晚清中國的法律與地方社會》（臺北：

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2003），頁 177-178、266-268，引文見頁 267。 
143 連橫，《臺灣語典》（南投：臺灣省文獻委員會，1992），頁 21。 
144 方豪，〈臺灣行郊導言與臺北之郊〉，頁 258。 
145 蔡淵洯，〈清代臺灣行郊的發展與地方權力結構之變遷〉，頁 189。 
146 卓克華，《清代臺灣行郊研究》，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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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公會。故比之為大貿易商業集團較為恰當。」147 這個將郊比為「大貿易商業

集團」的論點，固然忽略了清代臺灣「郊」在本文所謂之兼具自稱與他稱、兼具

志願與強制以及帶有公戳、公記之立案公產等三方面的不少特點，但相比於蘇州

會館、公所而言，這個「大貿易商業集團」的觀察仍然不失是頗為地道的比較。 

清代中國隨著十六至十九世紀國內長程貿易與海上貿易的發展，市場經濟以

及政府的商業法律都有可堪注意的發展。148 位於江南地區的蘇州會館、公所，

以及沿海商貿重要幹道之臺灣「一府二鹿三艋舺」等港口城鎮中的郊，都是展現

市場經濟與商業法律共同形塑當時中國市場制度的重要產物。然而，如何透過比

較而更細緻地澄清清代商業路線上各個城鎮商人團體的異同之處？仍是十分重

要的課題。以重慶為例，這個位於長江上游的港口城市，其實也與臺灣港口城市

有著若干有趣的可比之處。重慶城民諺曾用「四多」來描寫那些多半為商人捐建

的會館：「湖廣館的臺子多（指會館裏的堂臺〔按：廳堂戲臺〕），江西館的銀

子多，福建館的頂子多（即清代官員的頂戴品級），山西館的轎子多。」149 而

1890 年代出版的第一期《海關十年報告》（1882-1891），也指出當時重慶城內

會館每年集會次數「均較為經常」；如其中的江西會館，每年「十二個月」可能

「聚會達三百次」；湖廣會館集會則為「每年二百餘次」，福建會館超過「一百

次」，其他會館則「在七十至八十次之間」。150 如果重慶城的商人團體是這樣

活躍的商業組織，則蘇州、臺灣以及其他清代中國商業城鎮的情形又是如何？這

些運作頻繁的商人團體肯定會影響當時中國不同城市的市場制度。 

本文針對蘇州會館、公所與臺灣郊的異同處做了些許討論，這些差異處當然

也多少反映臺灣許多城鎮屬於外來人口眾多的「移民城市」，而與蘇州城市性質

有所差異的重要歷史事實。151 然而，如何說明那些造成蘇州會館、公所與臺灣

                                                 
147 石萬壽，《臺南府城防務的研究：臺南都市發展史論之一》（臺南：友寧出版有限公司，1985），頁 108

之註 52。此外，石氏在新出版著作中依然如此判定：「郊：貿易商兼大賣（即大批發商）」。參見石萬

壽，《臺語常用語》（臺南：臺南縣政府，2009），頁 334。 
148 邱澎生，《當法律遇上經濟：明清中國的商業法律》（臺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特

別見該書〈導論〉與〈結語〉。 
149 黃友良，〈四川同鄉會館的社區功能〉，《中華文化論壇》2002: 3，頁 43。有關清代重慶商人團體與所

謂「八省會館」的發展，近年主要透過巴縣檔案的研究，而出現了一些未來可堪深入比較的較新研

究成果，可參見梁勇，〈清代重慶八省會館初探〉，《重慶社會科學》2006: 10，頁 93-97；陳亞平，〈清

代商人組織的概念分析：以 18-19 世紀重慶為例〉，《清史研究》2009: 1，頁 55-64。 
150 彭澤益主編，《中國工商行會史料集》（北京：中華書局，1995），下冊，頁 628-629。 
151 羅威廉（William T. Rowe）曾簡要提及清代漢口與重慶商人團體的可能異同處，並暗示其中差異可能源

自於漢口與重慶「兩個城市移民的性質不同」。參見羅威廉著，江溶、魯西奇譯，彭雨新、魯西奇校，

《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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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郊之種種政治、經濟與社會背景方面的差異？則本文仍未能做成更全面的回

答。筆者只想在此特別指出：目前不少學者仍然習慣以「行會」來稱呼清代中國

的傳統商人團體，這種歷史想像既低估了中國傳統商人團體的複雜性，也對西方

「行會」歷史較新研究行情缺乏基本的掌握；以本文討論的會館、公所與郊而論，

透過兩者呈顯種種異同之處，筆者希望更多學者能正視清代商人團體在不同地區

的演化方式，進而繼續考察清代中國市場制度同時併存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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