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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理論與實務並重，除簡述中直歷史上鄉鎮志華修的沿革、一

八九五年以來畫灣地方君的事倍概況外，主要在論述《麗港鎮志〉暮

峰的籌劃、著軍倍模式、體例與內容、人員與經費等，為正在籌劃中的

《鹿港鎮志》留下第一手紀錄，俾哄他日研究者的參考口

根據本文的論述，〈鹿港鎮志〉的事修係結合傳統和現代學術研

究，採學術論文的撰寫方式，期使鎮志不僅可作為社區研究的重要資

源，也可協助地方民眾認識自己地方歷史與當代的社會、文化狀說，

甚至可提供地方人士查考與現實相闊的線索或依據。作者期望，《鹿

港鎮志》將是一部結合傳統與專業的學術性志害。

關鍵詞： 事修，地方志，鹿港鎮志，鄉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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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鹿港鎮志》的軍倍，本著捏集、整理並保存地方史料，推動鹿

港文化建設，增進鹿港鎮民對鄉士的認識與關懷的宗冒，已於去（八

十三）年十一月正式展開，積極推動。

中國軍修地方志的歷史起源很早，但具有現兮地方志規模者，則

讀追溯至唐宋所編的《雲南志》，其體例沿襲圖經之體，一直到宋代

方志學才蓮勃發展，在《宋史﹒藝文志〉所載的方志就有二百多種。

方志依記事的範圈，可分為一統志、總志、通志、郡縣志、台志、鄉

士志、都已志、雜志等。而鄉土志乃指鄉、鎮、村、里志。因宋代編

審郡縣志之故，而刺激了鄉鎮志的事倍，其體例也以圖經之體為藍本

。由

鄉鎮志興起於宋，逐漸發展，至清而大盛。其興盛之因有二：一

為補郡縣志之間誤。自束以來，地方志書繁簡不一，大多詳故事、典

故、藝文而略鄉鄙，鄉鎮中的紳書，乃別修志書， J.?)、補郡縣志的闕漏

。同時，也可以校都縣志的件誤。郡縣因行政區較大，所採訪的資料

，較易失實。二為保存一隅之史料。彙輯鄉鎮志，可將一般及特殊事

蹟保存詳細， l﹔人備郡縣志之採擇。由

根據統計，現存的歷代鄉鎮志，宋代有二種，明代有八種，清代

有七十三種，民國以來（至二十七年）有二十五種。＠由此可知，鄉

鎮志的軍修漸受重視。在台灣鄉鎮志的發展，也顯現出相同的發展趨

脅。清代的台灣並無鄉鎮志的事倍，僅有道光九年挽右甫撰《埔里社

紀略》一立，記述簡略，僅及道里、山川、聚落等項，未具備方志的

型態。＠

日據之後 ，為了調查台灣各地的特殊民情風俗， .U、作為施政的參

考，因此非常鼓勵地方修志。當時街庄役場、中小學教師、文教團體

及一股個人皆積極參與華修鄉土志，以街、庄誌為名者有十種，稱為

鄉士誌、要覽、概罰、大觀、一覽者多達二百多種﹔各鄉士志內容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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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不同，卻保存了大量的鄉土史料。＠民國四十年起，開始有鄉鎮志

的事f膺，至民國五十年代中期，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倡議全面草種鄉鎮

志，因此近二十年來，不少鄉鎮乃紛紛修志，最近更有蓮勃之勢。根

攝吳文星教授統計，至民國七十八年已有六十一種那士志出版 o ＠近

年直讀畢修完成的，更不在少數。

二、軍修《鹿港誼活、》的籌畫

近年來，由於社會進步，經費繁榮，知識普及，各提3鎮諸項事蔥、

研究，漸為人們所注意，例如各種事業、行政措施、人文社會、民情

風俗、地理環境等，均成為研究的對象。更因本土意識抬頭，地方人

士對於本土產生強烈的認闇感，因此將過去先人奮門的歷史，以及當

地流傳的特殊風俗，記載下來，保存在屬於當地的念書中，如此不但

保存當地的史料，更可促進鎮民對地方的認識與關懼。直港鎮長李棟

樑先生深切地體會到鄉鎮君的重要佳，一上任就積極地推動〈直港鎮

志〉的事倍。

鹿港，開發很旱，而且人文著萃，在清代台灣港口市鎮的開發史

上，地位異常重要，故有「一府、三軍、三艦牌」的說法。直港是清

代彰化平原米穀的集散地，是中音了垃區的門戶 D 自乾隆主十年，正式

開放和泉州甜注口貿易，至道光末年，還是！直港最繁壁的黃金年代，

為台灣文化層中所謂的「麗港期」，其盛沮正如前人形容：「煙火萬

象，百貨充盛：舟車輻幕，風帆爭飛。」除了』可荒馬經濟重心外，鹿港

也是當時的文化要鎮。但直港的繁榮到噴著港口的淤囂，加上英法戰

爭後淡水、安平的聞港，而逐漸沒落。經過日接時代、戰後至今，它

雖不再是台灣的經濟重鎮，卻因鹽港對過去史蹟保存的羿力，而成為

台灣古蹟維囂的典範﹔又因反對杜邦設廠事件，為鹿港人在台灣環保

史上留下輝僵的一頁。這些事蹟在在表現出鹿港人對自己都土深切的

熱愛，及其特殊的民情表現。筆修一部屬於鹿港鎮的志書乃冀，在必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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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鹿港鎮志〉的革修，陸陸讀續有人籌畫過，礙於經費與人

才等問題，皆未完成。日據時代，雖有鹿港第二公學校編《鹿港鄉土

志〉，鹿港街役場編〈鹿港街勢一覽》，但因內容過於簡略，不足以

完整地交代其歷史風貌，而且時間間隔已久，重修鎮志是刻不容緩的

。

《鹿港鎮志》的事倍，原本是於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時，由鹿港

鎮的代理鎮長詹益林先生透過原籍鹿港的違甲大學戴瑞坤教授，邀請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黃秀政教授至鹿港商談華倍鎮志的相關事宜，但當

時代理鎮長即將卸任，因此黃教授僅提出建議而未接受其委託賽修鎮

志的工作。等到李棟樑先生於八十三年年初接任鎮長後，即積極推動

鎮志的事修工作，經過多次的聯絡，終於在八十三年八月得到黃教授

的同意，接受了黨倍鎮志的重任。

三、《鹿港誼志》摹偉的模式

政府自民國十八年起，陸續頒布法令棍章，來規範志書的事修工

作，但對於鄉鎮志的事﹛膺，目前並無相闊的法令，作為實施和管理的

依據。因此，相關的行政機關鄉鎮公所未設有職掌文獻徵集和修志的

部門，修志與否皆視鄉鎮長及地方有識人士的態度而定。現有鄉鎮志

，有自開闢以來首次事倍的，也有相隔數十年者，也有未滿規定年限

就重修者，全無規則或慣例可循。事f會鄉鎮志的方式、經費來源及體

例也呈現出多樣性﹔軍修鄉鎮志的方式有由鄉鎮公所直接委託專家個

別幕倍或數人合倍，或委託學研tr機構、教育機構主持軍倍，或臨時組

織轟修委員會主持黨修工作等。〈鹿港鎮志〉事倍的模式乃比照國科

會研究計劃，由鎮公所提供六百多萬元，聘請黃秀政教授為事修計畫

總主持人，再由黃教授聘請各個領域的學者專家擔任各篇主持人，共

同參與黨修鎮志。

此種轟修的方式，乃將草草修鎮志的工作視為學術研究。近代學者

有人認為方志是 「區域研究」 的一種 ， 而鄉鎮志則相當於「社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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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0 陳紹馨教授認為方志的體例和內容應隨時代的轉移和社會發展而

有所調整，他強調寡修新方志應有三點基本立場：（一）新方志是以資生

活的改進而編的。 w新方志不以抄襲舊書為能事，宜著重實地的調查

研究，重視統計圖表的應用，是科學的方志。（：：：）新方志應採用更廣泛

、更綜合的觀點，除了政治、經濟之外，還慮著重社會、文化因素。

＠方志學必具時代性，修志更應掌握時代佳，反映社會的變遷和學術

文化的發展，使方志成為一部「區域之百科全書」＠。〈鹿港鎮志〉

的撞車修乃以「社區研究」為目標，真修計畫也比擬研究計畫的方式來

進行。

四、鎮志的體例與內容

近代的鄉鎮志本著學術研究的新觀念和原則，一面承襲傳統的史

學體例，以紀傳體裁為主﹔一面突破傳統的侷限，以科學方法求創新

。而本鎮志的黨修計畫是以傳統的史學體例，再以新科學方法和原則

來從事。因此，本鎮志的黨修體例，除了參酌古今之史法，也兼顧了

地方特殊情況，本著學術的通則，靈活運用科學的概念和方法，審慎

的運用資料、標注資料來源，使用語體文，揖用現代的標點符號等，

使本鎮志成為一部兼具學術性和普及性的集體著作。

盛清1斤先生認為，過去鄉鎮志內容特點有二：（→不厭求詳。自明

清以來，方志尚文采，尤崇尚簡約，而其記事缺略，鄉鎮意力矯其弊

，為郡縣志補其缺漏，乃尚詳備。｛＝：）苦時鄉鎮志有略政典而詳風物的

特質，但因民國以來，鄉鎮行政機構逐漸健全，政典資料蒐求窒艱，

故於時之鄉鎮志，其政典類門，每每和風物並列。＠《鹿港鎮志〉內

容綱目的擬訂除力求詳備外，兼採政典和風物並列之原則，鎮志內容

把捏客觀的立論，對於地方特殊情況作增刪取捨，同時也參考地方紳

當意見而訂定 。除「大事記」外，計分十篇，各篇內容如下：

（一）地理篇 ：本篇敘述本鎮的位置、地質、地形、氣候、土壤、水

文、地名、聚落、名勝古蹟等概況，以明本鎮自然與人文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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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革篇：本篇除敘述本鎮設治經緯、行政區劃沿革外，對漢人

入墾本鎮、建立漢人社會的經過，亦作詳細探究。

（＝.）政事篇：本篇敘述本鎮的行政組織、地方治安、地方自治、社

會福祉、社團活動等各項政事之推展情形，藉以明瞭本鎮公共行政發

展之實況。

（四經濟篇：本篇敘述本鎮的農業、水產、工業、商業、金融、公

營事業及環壞保護、家庭副業等之發展趨勢。

ω交通篇：本篇敘述本鎮的港口、公路、鐵路、郵電、觀光事業

等概況，以說明本鎮交通的模概。

（六）氏族篇：本篇敘述本鎮居民祖籍、姓氏分佈、氏族的繁衍與宗

親組織等，以說明本鎮氏族的演變。

仕）教育篇：本篇敘述本鎮私塾、書院、各級學校及社會教育機構

的沿革、組織、行政、教學，以及教師等資料。附以清代護科舉功名

之士、日據時代受過高等教育者，以及獲有博士學位之本鎮人士，以

彰顯本鎮文風之盛及人才之眾。

(J＼）宗教篇：本篇採錄本鎮的宗教信仰、歲時節俗，以及舊習變革

等資料，以說明本鎮的宗教及民俗之變遷。

。0藝文篇：本篇敘述本鎮的詩文、書法、戲劇、音樂、美術、攝

影、建築、雕刻、傳統工藝，以及藝文社團等之發展﹔並摘錯鎮民之

作品，略述重要藝文社團之活動。

（十）人物篇：本篇以不為生人立傳為原則，就本鎮先賢中對地方有

特殊貢獻，足堪記述者，分就故事、墾殖、紳嘗、學藝、教育、醫術

、義行、節孝、抗日、二二八事件等項，略述其生平事蹟，藉以彰顯

先賢遺德。

本鎮志以 「社區研究」學術論文的型態為取向，其內容力求完備

，且兼顧了時代的變遷和地方實際狀況而基修。其賽修計畫預計由八

十三年十一月至八十五年＋月完稿，八十五年十一月至八十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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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刪訂內容並付印。經過二年的時間，在各位專家學者的努力下，

重新建構鹿港的歷史，完成一部現代化的專業鄉鎮志，是可以期待的

。

五、基修計畫人員與經費

本事修計畫既然以學術研究的方式進行，因此，計畫的人員和經

費方面也比照學術研究的方式來辦理由

（一）人員

本鎮志賽修計畫，設有筆修委員會，由鎮長李棟樑先生擔任主

任委員，鎮公所的各課室主管、鎮代會正、副主席及代表、紳醬、

各級民意代表，和計畫主持人代表等共同組成，以指導鎮志的修案

。另設有諮詢委員會，由鎮公所聘請熟悉地方史料，熱心協助鎮志

事修計畫者若干人組成，其目的在借重地方賢達，由地方代表人物

共同來推動修惠的工作。

善事修計畫設總主持人和副總主持人各一人、各篇設主持人一人

，總主持人及各篇主持人均聘請助理一人。總主持人由國立中興大

學歷史學系教授兼台中夜間部主任黃秀政先生擔任，主持本鎮志的

寡修計畫，負責本鎮志各篇主持人的聘請，搶任各篇主持人與鎮公

所等行政單位的聯繫士作，訂定本鎮志慕修及出版進度，負責推動

黨修計畫的進行，並負責「大事記」的編薯。副總主持人由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吳文星先生搶任，負責本鎮志體例的研訂

，主持各篇文稿的審查及刪訂工作。

各篇主持人的聘請都以其專業素養為考量，其主持人如下：

(1）地理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施添福先生。

(2）沿革篇：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台中夜間部主任黃秀

政先生。

（茍政事篇：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教授張勝彥先生 O

(4）經濟篇：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王良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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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交通篇：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戴寶村先生。

＠氏族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前所長）莊英章

先生。

的教育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單文經先生。

＠宗教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一般歷史組主任

許雪姬先生。

(9）藝文篇：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人文社會研教中心主任戴瑞

坤先生。

。。人物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吳文星先生。

從上述各主持人的專業背景，可知這是由各個學術領域的專家學

者共同參與軍修的一部鄉鎮志，經由這些學者的參與，可預見的，《

鹿港鎮志》將是一部深具專業性的地方志書，這是過去的鎮志所少見

的。

（：：）經費

本鎮志善事修計畫工作人員的酬勞，係比照國科會的補助方式，

總主持人及各篇主持人每月各支領研究費六千元、資料蒐集費五干

元、雜支一千元，合計每人每月領一萬二千元﹔助理每月支領工作

費六千元。副總主持人另支領志稿審查刪訂費，每字0· 六元，志

稿暫以九十萬字計。

至於事修期間的行政費，則由鎮公所依實際需要，實報實銷。

另外，本幕修計畫主持人及助理每月召開會議一次，每次會議各篇

主持人支領出席費二千元、助理支領交通費一千元。出版費也是由

鎮公所依實際出版需要，編列預算，以為支應。

六、結 軍
目

－E
R回

《鹿港鎮志》華修言十畫已經進行將近一年7 ，目前仍然在搜羅史

料的階段。資料的蒐集是一項很艱辛的工作，有關鹿港地區的資料甚

為零散，未曾有計畫的蒐集和整理，藉此次鎮志築修的機會，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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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失散的相關史料搜黨整理。著車修委員會也在鎮公所成立鹿港鎮史資

料室，將相闊的檔案、公報、奏疏、茵贖、筆記、遊記、方志、報章

雜誌、年鑑統計、族譜、調查報告及學街論著等搜羅集中，不僅可作

為鎮志事修的參考，也可為日後查閱或研究提偕幫助。

本鎮志是結合傳統和現代學術研究，採學術論文的撰寫方式，使

鎮志不僅可以為社區研究的重要資源，也可協助地方民眾認識自己地

方歷史與當代的社會、文化狀況，甚至可提供地方人士查考與現實相

闊的線索或依據。因此，本鎮志的文字力求淺顯，兼顧通俗世與普及

性，進一步可作為鎮民鄉土教育的教材，增進鎮民對鄉土的認同與閱

價。

總之，參與本鎮志寡修的各篇主持人皆受過現代學術研究方法的

訓練，深具專業素養，在各位學者積極參與下，本鎮志將是一部結合

傳統與專業的學術性志書。

附 吉主：

。傅振倫：〈中國方志學通論〉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六）

，頁三～回。

＠盛清j斤：〈吾國歷代之鄉鎮志暨本省當前編暴鄉鎮志問題〉（〈台灣

文獻〉第十七卷第二期，民閻五十五年六月），頁二九～三一。

＠同註＠，頁三一～三八。

＠同註＠，頁四一。

＠同註＠，頁四一。

＠吳文星：〈試論~II 土志暴修一一以〈頭域鎮志〉為例〉（〈丈聯雜誌

〉第二十二期 ，民國八十二年六月），頁六五。

＠陳紹馨：〈新方志與舊方志〉（〈台北文物〉第五卷第 一期，民國回

十五年回月 ） ，頁二。

＠林熊祥：〈 方志當把握時代性而舉其簡要〉（〈方志通訊〉第二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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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頁二。

＠同註＠，買三一。

附記：本文曾於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在國史館主辦的「台灣光復後修黨

地方意研討會」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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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opography of Lu Kang Town 

in Compiling 

Chin-kuan Chen* 

* * 
qu n a u uu 

門
u
u

nH OUE -n nu nH CU UH 

Abstract 

This treatise attaches equal importance to the。可r and facts. In addition 

切 the brief explanation of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compilation of topogra

phies in our historγand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compilation of to

pographies of villages and towns of Taiwan since 1895, this treatise mainly 

clarifies the plan, the mode, the general form , the contents, the number of 

staffs as well as the expenditure in cοrnpiling the Topogrphy of Lu Kang 

Town, hoping that we could leave in this Topography a compilation first

hand record for the reference of those who trγto s如dy it in the days 切

co位1e.

Based on this discourse, we hope that the compilation of the Topogra

phy of Lu Kang Town combines, by means of the method of an a個demic

treatise, traditions and rnodrean academic studies. We except that this To

pography may serve not only as an important resource in communal study 

but also as a cule or a basis for those 'v ho want to know the history of the 

place they live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current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au

thor hopes that the Topography of Lu Kang Town could appear as an aca

demic book combining traditions and specialties. 

Key Words : Compile, Topography, The Topography of Lu Kang Town, The 

topography ofvilliages and towns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 * Professor and chairman, Taichung Evening School,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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