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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澎湖遊擊兵力裁減源由之研究
何 孟 興
摘 要
熹宗天啟五年（1625）
，明政府在逐走荷蘭人後，在澎湖進行大規模的兵防佈署，
並設立了澎湖遊擊鎮守該地。但是，卻因無法找出一個有效的制度或方法，來管控或
監督澎湖的駐軍；加上，該地又是荷蘭東亞貿易的重要轉運站，荷人為使其貨物轉運
的工作能順利地進行，遂採取賄賂或給好處的手段，來收買當地的守軍；同時，澎湖
駐軍亦仗恃「大海遠隔，監督不易」而恣意妄為，於是發生了諸如遊擊王夢熊向荷人
借款購貨，再轉售荷人以圖利，甚至於，替海盜鄭芝龍製造兵器和彈藥……等一連串
匪夷所思的情事。因為，澎湖駐軍無法發揮預期應有的功能，尤其是，王夢熊犯行被
舉發而遭處重刑後，此案不僅讓新設的澎湖遊擊體制遭受不小的創傷，同時，多少亦
影響了明政府日後對澎湖進行裁軍的決策走向。加上，此際北方滿人犯邊的問題嚴重，
明政府軍費暴增，財政開支愈加地龐大，各省必須分攤中央交派的軍費，財政窘困的
福建亦不得例外，故此際若能減少澎湖駐軍數額，或調整其戍防的型態，例如將全年
駐防改為春、冬汛防，對福建當局的財政亦當有不少的助益，亦因上述的這些因素，
明政府便對新設不到十年的澎湖遊擊，進行了裁撤半數兵力的行動，時間最晚不超過
思宗崇禎六年（1633）
。總之，
「大海遠隔，監督不易」的地理因素、
「北邊緊張，遼餉
孔急」的財政因素，以及「駐軍收賄，功能不彰」的人為因素，上述三者讓明政府不
得不去深入檢討，天啟五年（1625）設立澎湖遊擊，佈署了二千餘人的兵力，長年把
守這個孤遠、貧瘠的海島，此一耗費巨大財力、弊端叢生、功能卻不彰顯的措置，是
否值得再繼續地執行下去？此亦是明政府對澎湖遊擊進行裁軍背後的源由所在。
關鍵詞：澎湖 、


王夢熊、

澎湖遊擊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
（收稿日期；101.04.30；通過刊登日期：101.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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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彭湖[按：即今日澎湖]者，我東南海之盡境也。……既而，南撫臺[指閩撫南居
益]時，紅夷[即荷蘭人]外訌，築銃城於彭（湖）之風櫃，而耕、漁之業荒矣，
內地且岌岌焉。南撫臺與俞總戎[即南路副總兵俞咨皋]費盡心力，誘而處之臺
灣，尋疏請設一遊戎[即澎湖遊擊]，而增漳、泉兵至（一）千二、三百人，更
番戍守。今未十年，而兵僅存其半矣，毋亦為餉少乎？
─蔡獻臣‧
〈論彭湖戍兵不可撤〉

上面的這段文字，1係明思宗崇禎六年（1633）時金門人蔡獻臣（籍貫泉州同安）
對澎湖兵防問題的見解主張。2蔡目睹荷蘭人、海盜侵擾地方，為自己鄉里百姓請命，
認為荷人佔據臺灣、威脅內地，
「夫浯洲[即金門]之去彭湖也七更船，其去臺灣也十更
船，今深計者尚以處夷[指荷人]於臺灣為隱憂，奈何欲棄彭（湖）而揖之入也」
，3堅決
反對明政府自澎湖撤軍，上文〈論彭湖戍兵不可撤〉便是為此而寫的。其次，蔡在文
中語及，熹宗天啟（1621-1627）時荷人曾佔領澎湖兩年，並築城風櫃尾據地自守。因
為，澎湖位處漳、泉海外航道上，荷人據此得截控中流，威脅沿海地區，
「耕、漁之業
荒矣，內地且岌岌焉」
。之後，經福建巡撫南居益和南路副總兵俞咨皋等人的努力，將
荷人誘逐前去臺灣，南居益並疏請議設澎湖遊擊和增添漳、泉兵丁一千二、三百人，4
來防守失而復得的澎湖。蔡上述的說法確有其事，天啟五年（1625）明政府新設了澎
湖遊擊，史載「照得彭湖遊擊一營，水陸官兵非二千餘名不可。查彭湖、
（彭湖）衝鋒
兩遊（兵）
，額設舊兵共九百三十五名。今增新兵一千一百六十九名，共二千一百零四

1

2

3
4

蔡獻臣，
《清白堂稿》
（金門：金門縣政府，1999 年）
，
〈論彭湖戍兵不可撤（癸酉）
〉
，頁 133–134。
附帶說明的是，上文中出現“[按：即今日澎湖]”者，係筆者所加的按語，本文以下內容若再
出現按語，則省略為“[指閩撫南居益]”。其次，為使文章前後語意更清楚，以方便讀者閱讀，
筆者會在文中引用句內「」加入文字，並用符號（）加以括圈，例如上文的「築銃城於彭（湖）
之風櫃」
。
蔡獻臣，字體國，泉州同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曾任浙江巡海道、提學副
使……等職，後為宦官魏忠賢所劾，削籍歸里，卒後追贈刑部右侍郎，著有《清白堂稿》等書。
同註 1，頁 135。
南居益，字思受，號二泰（一作「二太」
）
，陜西渭南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原職為南京太僕
寺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天啟三至五年任，著有《青箱堂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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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指增漳、泉兵一千二、三百人一事。
名」
，5文中的「今增新兵一千一百六十九名」
其次是，蔡在上文所言的「今未十年，而兵僅存其半，毋亦為餉少乎？」係指自天啟
五年（1625）增兵澎湖至崇禎六年（1633）
，不到十年的時間，澎湖遊擊經歷一場裁軍
的行動，導致於兵額僅存原來的半數而已，亦即由原先的 2,104 人裁減剩至 1,100 人左
右，莫非是餉糧不足所導致的結果？其實，蔡推測財政困難、餉糧難繼是此次裁軍的
原因並無錯誤，但是，根據筆者的研究，此僅是其中之一的原因而已。因為，新設不
到十年的澎湖遊擊會被明政府裁去半數兵額，此一事件背後確有其原因，而且，這些
原因都是明政府難以克服或無力解決的問題，本文便是要來探討此次明政府裁軍背後
複雜的原因。
至於，明政府裁減澎湖遊擊兵額的經過，至少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澎湖
防軍由長年屯守改回春、冬二汛，推動的時間最晚不超過崇禎二年（1629）
。明政府在
對澎軍進行更「守」為「汛」的改革時，且曾為配合此而先對澎湖遊擊的兵力編制進
行內部調整，似將其轄下陸兵的左、右翼二把總撤廢掉，改設回原先的水師澎湖、澎
（湖）衝（鋒）二把總，亦即捨棄天啟五年（1625）改制後的「陸主水輔，固守島土」
的防禦思惟，改回先前的遊兵時期「水師兵船，防海禦敵」的佈防方式。第二階段是
澎湖遊擊裁軍的內容及其數額，此次約裁去半數兵力，僅剩下半數即 1,100 人左右，
裁軍時間最晚不超過崇禎六年（1633）
。至於，被裁撤的對象，主要是澎湖遊擊轄下的
澎湖把總及其部隊，實施時間最晚亦不超過崇禎六年（1633）七月。上述變遷的詳細
經過，因受限於文章的篇幅，且容筆者另行撰文說明之。

二、澎湖駐軍問題叢生
天啟二年（1622）荷人佔領澎湖，築城風櫃尾，
「進足以攻，退足以守，儼然如一
「既
敵國」
。6因為，澎湖地在漳、泉海外，位處重要航道之上，荷人據此得以截控中流，

5

6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
（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年）
，
〈兵
部題行「條陳彭湖善後事宜」殘稿（二）
〉
，頁 21。類似上述的記載，如「今應專設遊擊一員，
駐劄彭湖，以為經久固圉之圖，即以二遊兵兩把總隸之。其兵除兩遊舊兵外，再添遊擊標兵一
千一百六十九名，全成一大營，仍聽南路副總兵節制，以成臂指之勢」
。見同前書，頁 20。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
，
〈南京湖廣道御史游鳳翔奏（天啟三年八月
二十九日）
〉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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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格於紅夷，內不敢出，外不敢歸」
，
斷糴船、市舶於諸洋」
，7造成內地的米價高漲，
8

海上交通往來為之斷絕，……等嚴重的問題。因為，荷人盤據二年所帶來的傷害，讓

明政府深刻體會到澎湖對沿岸安危和交通往來的重要性，故在其逐走荷人後，亦即天
啟五年（1625）時，遂改變先前遊兵僅春、冬汛防澎湖的型態，以前所未有的巨大魄
力，排除了各種的困難，在孤遠、貧瘠的澎湖島上，佈署了 2,200 名兵力，並常年駐
防於此，由新設的澎湖遊擊將軍統轄之，同時藉由細密的構思和安排，規劃出「遊擊
駐劄」
、
「水陸兼備」
、
「築城置營」
、
「長年戍防」和「軍民屯耕」等完備的防務措致，
希望使澎湖成為固若金湯的海上堡壘。9同時，亦因先前荷人侵擾沿岸的行動，多在漳、
泉交界的九龍江河口一帶，而廈門首當其衝，荷人曾在此燒毀通海船隻，破壞洋商房
屋，並搶奪貨物及生絲……等，為此，明政府在天啟五年（1625）處理澎湖善後措舉
時，亦曾針對荷人日後再犯的可能做一因應，首先便是增強廈門中左所的防務，特別
將南路參將移來駐此，並升格為副總兵，用以節制剛成立的澎湖遊擊，以及由泉州城
移駐永寧的泉南遊擊，並讓澎、泉二遊擊互為犄角，共同扼控臺灣海峽，用以夾擊入
犯於此的敵人。
雖然，明政府在澎湖和對岸的廈門重新佈署了重兵，但先前困擾澎湖兵防最大的
問題，亦即「大海遠隔，監督不易」的問題，明政府依然還是未能有效地加以解決！
因為，澎湖孤懸大海之中，與內地往來不便，聲息難以相通，而且，依當時明帝國統
治能力來看，其官僚體系在運作的過程上，是否擁有足夠的條件和能力，去聯絡、指
揮和監督大海彼端的澎湖官軍，致令其循規蹈矩、奉公守法，並有效地遂行政府所交
付的任務和使命，實在不無疑問。

（一）沈鈇議請督察澎軍
針對上述澎湖官兵因大海遠隔、難以監督的問題，時人沈鈇即已洞燭先機，而以
詔安縣鄉官的身分，撰文〈上南撫臺暨巡海公祖請建彭湖城堡置將屯兵永為重鎮書〉
，

7

8
9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
（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年）
，
〈熹宗
實錄〉
，天啟三年九月壬辰條，頁 134。
同註 7，天啟三年八月丁亥條，頁 132。
有關天啟五年明政府重新佈署澎湖防務的詳細經過，請參見何孟興，
〈鎮海壯舉：論明天啟年間
荷人被逐後的澎湖兵防佈署〉
，
《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 52 卷（2011 年 7 月）
，頁 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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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書給福建巡撫南居益、巡海道孫國禎二人，建議其如何來重建澎湖的防務和監督澎
湖的軍隊。沈鈇，漳州詔安人，神宗萬曆（1573-1620）初年曾任廣東順德縣令一職，
其相關生平如下：
沈鈇，號介庵，清骯不投時好，年二十五成進士，令[即知縣]（廣東）順德多
惠聲，……兩舉卓異，嘗慕海剛峰[即海瑞]為人，服食淡泊，終身未嘗服一縑、
嚼佳味、居一高廈，陋室、藍縷恬如也。……居家倡置學田以贍儒生，創橋、
路以便行旅，建文昌、文公[即韓愈]諸祠，以興文學，置亭觀以開福田，接引
承學，教誨子弟，所著有大學古本、浮湘、鍾離、蘭省、石皷諸集，彭湖、紅
夷諸議，年八十有四。10
沈鈇上書閩撫南居益的時間，在明政府設立澎湖遊擊之前，他除了建議在澎湖築城置
營、造船製器和設將屯兵，11將其改造成海上的兵防重鎮，同時，並針對如何有效監
督澎湖駐軍，提出了具體的建言，使其能發揮守邊禦敵的功能。例如兵士糧餉發放的
部分，沈的主張如下：
夫有官守必有兵戍，戍守哨探之兵非二千餘名不可，……其糧餉或出自漳、泉
二府，或支自布政司庫，原有定議。……（澎湖）遊擊標下親兵與把總、哨官
人役，各自另設，不許占用水、陸戍兵一人，不許虛冒戍兵月糧一分。其月糧
（必須）按季關支，該道[指分巡興泉道和分守漳南道]委海防館[指泉、漳二府
海防同知]照名數鏨鑿包封，逐名唱給，不許將官、
（把）總、哨（官）代領，

10

11

秦炯撰修，
《詔安縣志》
（臺北：清康熙三十三年重刊本，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微卷片）
，卷 11，
〈人物‧沈鈇〉
，頁 10。文中的「兩舉卓異」，係指沈鈇兩度在官員定期考核中政績才能表現
優異。
荷人被逐走後，沈鈇個人主張以積極態度來經營澎湖，其重點大致如下：一、增設遊擊位階的
將領，用以鎮守澎湖，來提升防務的指揮層級。二、建造大船、製作火器和招募二千餘名精兵，
來增強澎湖的防衛能力。三、招攬內地移民，前來進行屯墾。四、議設公署、營房和民舍，以
妥善安頓澎湖的戍兵寓民。五、上述建議行有成效後，可開東、西洋貿易，便以裕民富國，請
參見沈鈇，
〈上南撫臺暨巡海公祖請建彭湖城堡置將屯兵永為重鎮書〉
，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
室，
《清一統志臺灣府》
（南投：臺灣文獻委員會，1993 年）
，頁 49-52。至於，沈上述部分的建
言，和天啟五年福建當局疏請的善後事宜內容有些相近，有關此，請參見同註 9，頁 9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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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剋減，尤不許（海）防館吏書需索常例，以奪兵食。12
亦即澎湖官軍的糧餉，明政府除依期按季支給外，泉、漳二府海防同知發餉時需依官
兵名冊逐次唱給，不許將弁代領，避免其剋減兵丁薪餉，尤其是，絕不不允許海防館
胥吏，藉索常例而扣削兵弁的糧餉。另外，又如為確保戍軍完整的戰鬥力，遊擊、把
總和哨官的隨從跟班需各自另設，不可隨意地挪移兵丁予以私用，濫佔兵丁名額。而
且，還建議福建當局應該不定時地派遣官員往赴澎湖查察戍軍的動態，即「每歲或委
廉幹佐貳（之官）不時查點，如兵士有虛捏，月糧有剋減，參處查究，追出銀兩以充
兵餉，庶知勸懲，永奠沃壤」
。13另外，主事者的遊擊將軍，攸關澎湖防務的成敗，除
當嚴格監督查察之外，亦因其遠戍海外、責任重大，且工作又艱苦，假若遊擊本人清
廉自持、忠於職守，建議朝廷應給予優厚的獎勵，亦即「三載加銜，六載成勣，特陞
大將」
，14以慰其鎮邊遠戍之辛勞。
但是，沈鈇上述監督澎湖戍軍表現的諸多建議，卻未見類似的規定載錄於福建當
局澎湖善後的措舉內容之中，加上，相關的史料又因年久散佚難覓，目前實不易窺知
明政府有否採取某種的機制或措施來監督澎湖的戍軍？但確定的是，沈鈇先前所憂心
的問題，不久之後便發生，而且，問題的情況頗為嚴重，十足地應驗了澎湖孤處海外，
戍軍不易監督的高困難度。

（二）澎湖將弁不法劣行
天啟五年（1625）明政府在逐走荷人、痛定思痛後，決心重新擘建澎湖的兵防工
作，在此佈署高達 2,104 人兵力，除了設置遊擊將軍一人來總攬防務外，同時亦在遊
擊直屬轄下的中軍，設立了標下把總，15以及左、右二翼把總來分別掌管澎湖的水、

12

13
14
15

沈鈇，
〈上南撫臺暨巡海公祖請建彭湖城堡置將屯兵永為重鎮書〉
，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清
一統志臺灣府》
，頁 50。
同註 12。
同註 12。
天啟五年時，福建當局原先議請澎湖遊擊轄下設立中標守備來掌管水師，然中央朝廷僅同意「量
加小把總職銜，管理中標事務」
，不肯增置較高層階的守備。至於，新設的澎湖遊擊中軍的標下
把總，則下轄有水師哨官 6 名、水兵 857 人，領有兵船 49 隻，分屯媽宮（即今日澎湖馬公市）
等處。請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
，
〈兵部題行「條陳彭湖善後事
宜」殘稿（二）
〉
，頁 21 和 29。

50

明末澎湖遊擊裁軍源由之研究

陸兵丁。16除了遊擊將軍駐劄、把總水陸聯防之外，同時採取了築城置營、長年戍防
和軍民屯耕等一連串的措致，期其能成固若金湯的前線堡壘，來扞衛此一失而復得的
海外要島，有效地抵擋外來的侵略，藉以保護內地百姓的安全。
當明政府在擇選新設的澎湖守將時，首先便考慮到復澎有功的名色守備王夢熊和
名色把總葉大經兩位將領，認為他們「拚命先登（澎湖島上）
，始終與夷[指荷人]對墨
「百凡調度，多出夢熊心計，此莫大之功也」
，
而居」
，17尤其是，王於逐荷復澎役中，
18

而且「自大將班師之後，獨留二官[指王夢熊和葉大經]在彼，與兵士臥起風濤之中，

略無內顧之私。
（二官）身既與海相習，情又與兵相安。若使他人代之，則彭（湖）事
復壞，前功可惜」
，19遂決議以王夢熊出任新設的澎湖遊擊將軍，即「澎湖守備管遊擊

16

17

18

19

天啟五年時，新設的澎湖遊擊轄下設立左、右二翼把總，來掌管澎湖島上的陸兵。其中，左翼
把總 1 人，轄陸兵 624 人，屯守媽宮後和暗澳，分顧太武、案山、龍門港諸處；又設右翼把總
1 人，轄陸兵 623 人，屯守風櫃仔，兼顧蒔上澳、西嶼頭，看守鎮海營等處。請參見臺灣銀行
經濟研究室，
《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
，
〈兵部題行「條陳彭湖善後事宜」殘稿（二）
〉
，頁
21。
同註 5，頁 24。有關此，史載如下：
「閩久受夷[指荷人]患。……惟據彭（湖）島築城，三載以
來，進退有恃。兼以彭湖風濤洶湧難戰，官兵憚涉。雖有中左[指廈門]之創，夷無退志。南撫
臺[指閩撫南居益]力主渡彭（湖）搗巢之舉。移會漳、泉（二府）
，募兵買船。選委守備王夢熊
諸將士，開駕於天啟四年正月初二日。繇吉貝[指澎湖吉貝島]突入鎮海港[位今白沙島南邊]，且
擊且築，壘一石城為營。屢出奮攻，各有斬獲。夷退守風櫃一城。……適南軍門[指閩撫南居益]
又授方略，齎火藥、火器接應，即日運火銃登陸，令守備王夢熊等直趨中墩札營，分布要害，
絕其汲道，禦其登岸，擊其銃城、夷舟」
。見同前書，
〈福建巡撫南居益奏捷疏節錄〉
，註釋，頁
9-10。
同註 5，頁 24。王夢熊，泉州晉江人，勇猛善戰有謀略，史稱其「生有異質，虎頭豹頤，勇敢
多奇策，力能提石八百斤，射輒命中」
。有關王在閩海水師的傳說事蹟，如下：
「
（王夢熊）署（南
路參將）中軍守備，督浯嶼（水寨）兵航。勦撫海寇袁進；進素懾其名，率眾歸誠。力薦進有
大將材，後果由裨校進大都督；鹹服其知人。永春賊王元堦據寨倡亂，
（夢熊）挾輕銳乘夜直抵
其寨，一鼓擒之，授浯銅遊戎守備。紅夷寇鼓浪嶼，
（夢）熊率親丁隨王忠等奮勇擒馘，奪其三
艘。紅夷敗歸，復率大直逼內地。舟高且堅，刀刃不能傷；夷礮在千百丈外，發無不中，中
則人船俱碎：諸將惴慄。
（夢）熊熟視，笑曰：
『吾計得矣』！乃以小艇數十扮漁舟、藏火具，
潛逼其旁；乘風縱火，棄艇挾浮具泅歸。援以巨船，焚甲板十餘艘，夷脫於火者咸溺於水；生
擒大酋牛文來律。欽除勦夷都司。諸夷傾國而來，築城澎湖為持久計；沿海受其蹂躝。
（夢）熊
議先選有智勇者率義兵，伺其出沒攻之；前後擒賊若干人。後乃大徵兵，直逼澎湖；賊聞風，
稍引去。歷驃騎將軍」
。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泉州府志選錄》
，頁 16。
同註 5，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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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一職，總領澎湖的防務工作，而葉大經則任遊擊轄下中軍的標下把總，20負責掌
管水師的業務。新任的澎湖遊擊王夢熊，泉州晉江人，清人懷蔭布《泉州府誌》曾載
稱，王「生有異質，虎頭豹頤，勇敢多奇策，力能提石八百斤，射輒命中」
，21並在其
先前任職的閩省水師，留下不少的傳奇事蹟。22亦因王為將勇猛善戰且有謀略，明政
府對他和葉大經二人寄予厚望，認為他們能「與兵士臥起風濤之中，略無內顧之私。
身既與海相習，情又與兵相安」
，應該可以勝任此一工作，能讓改制後的澎湖防務耳目
一新，並發揮原先所預期的功能。然而，卻事與願違，王、葉二人不僅無法盡忠職守，
連恪遵本分都做不到。尤其是王夢熊，不法劣行罄竹難書，後遭福建當局舉發，被朝
廷革職查辦。
因為，王夢熊於澎湖遊擊任內，仗恃澎湖大海遠隔，內地難以監督，肆無忌憚，
恣意妄為，導致官兵怨聲載道，吾人若歸納其不法劣跡，主要有四。首先是，王貪奪
澎湖官兵的餉銀，於「通彭（湖）兵二千名，每兵月取常例銀八分，每月共得銀一百
六十兩」
，23並於「每季領到餉銀延挨不散，指公費餂頭等項扣除，又將爛米低銀捺派，
兵不得實惠，致多逃亡，半竄入賊，被賊燒兵船十隻隱匿不報」
。24其次是，王侵佔澎
湖築城的經費，
「
（明政府）委築彭湖暗澳[即穩澳山]城，領官銀五百兩，半被（王）

20

21
22

23

24

前面註文中已提及，福建當局原先議請澎湖遊擊轄下，設立中標守備來掌管澎湖的水師，然中
央朝廷僅同意「量加小把總職銜，管理中標事務」
，不肯增置較高層階的守備，故葉大經僅以中
標把總（即標下把總）出任此職。
懷蔭布，
《泉州府誌》
（臺南：登文印刷局，1964 年）
，卷 56，
〈明武蹟〉
，頁 33。
王夢熊出任澎湖遊擊之前的傳奇事蹟，內容如下：
「王夢熊，……署（南路參將）中軍守備，督
浯嶼（水寨）兵航[指戍防海上一事]。勦撫海寇袁進；進素懾其名，率眾歸誠。力薦進有大將
材，後果由裨校進大都督；咸服其知人。永春賊王元堦據寨倡亂，
（夢熊）挾輕銳乘夜直抵其寨，
一鼓擒之，授浯銅遊戎[即浯銅遊兵]守備。紅夷寇鼓浪嶼，
（夢）熊率親丁隨王忠等奮勇擒馘，
奪其三艘。紅夷敗歸，復率大 直逼內地。舟高且堅，刀刃不能傷；夷礮在千百丈外，發無不
中，中則人船俱碎：諸將惴慄。
（夢）熊熟視，笑曰：
『吾計得矣』！乃以小艇數十扮漁舟、藏
火具，潛逼其旁；乘風縱火，棄艇挾浮具泅歸。援以巨船，焚甲板十餘艘，夷脫於火者咸溺於
水；生擒大酋牛文來律。欽除勦夷都司。諸夷傾國而來，築城澎湖為持久計；沿海受其蹂躝。
（夢）
熊議先選有智勇者率義兵，伺其出沒攻之；前後擒賊若干人。後乃大徵兵，直逼澎湖；賊聞風，
稍引去。歷驃騎將軍」
。見懷蔭布，
《泉州府誌》
，卷 56，
〈明武蹟〉
，頁 34。
福建巡撫朱一馮，
〈為倭警屢聞宜預申飭防禦事〉
，收入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明清臺灣
史料彙編》
（臺北：遠流出版社，2004 年）
，第一輯第一冊，頁 275。
同註 23。

52

明末澎湖遊擊裁軍源由之研究

侵匿，撥兵沿海採石砌築，每兵每日扛石十四五槓，
（王）不給工食，各兵深怨」
。25更
次是，王不盡職責勦除海盜，反卻公然與其來往酬酢，並致贈酒食。例如「天啟四年
三月初五日，賊四叔老船十一隻泊娘媽宮前。本官[即王夢熊]置席四十筵延飲徹夜，
賊黨顏老席中稱食缺，
（王）即送油二簍、米二十包，並小唱梁興下船與顏（老）
，通
營共知」
。26另外，王又和海盜鄭芝龍交遊往來，27天啟五年（1625）七月鄭劫奪內地，
被逐走，逃向海上，哨官錢得功想要發船擒剿，王卻反而派遣捕盜徐韜運載牛一頭、
酒百罐去向鄭問好，鄭則回贈奇楠、大椒……等貨物給王，此事有錢得功可以做證，
關於此，史載如下：
天啟五年七月初三日，賊鄭芝龍等流劫內地被逐逃時，上澳哨官錢得功欲發船
擒剿，本官[即王夢熊]反撥捕盜徐韜載黃牛一頭、建酒百罐問安。賊[指海盜鄭
芝龍]答以檀速、奇楠等香，大椒、蘇木、丁香等貨，錢得功證。28
其中，最離譜的是，王夢熊竟和鄭芝龍結拜為兄弟，鄭並給王白銀二千兩，請其代為
製造兵器和彈藥，29此一官兵替強盜製作器、藥的行徑，今日聽來，猶令人感到咋舌。
最後是，王和對岸臺灣的荷人進行走私交易，圖利致富。如「紅夷退據東番[即臺灣]，
（與）彭地烽火相望，本官[即王夢熊]販牛、羊、釘、鐵、段、疋等貨，撥鄭奇、王
振等船托名哨探，潛往發賣」
。30而且，根據史料的記載，上述所舉僅是王夢熊劣跡的
一部分而已，其許多犯行有澎湖官兵可以作證。31至於，澎湖駐軍第二號人物，即遊

25
26
27

28
29
30
31

同註 23。
同註 23。
鄭芝龍，泉州南安人，私梟、海盜出身，是天啟、崇禎年間東南海上的風雲人物。鄭的勢力崛
起，和荷人有著密切的關係，主要係由與荷人關係良好的旅日私商首領李旦居中推薦，期間，
鄭亦因扮演李和荷人之間言語溝通的角色，使得鄭有資格參與中國私商和荷人之間的交往關
係，這種關係的建立，對鄭後來的發展影響很大，鄭後來能擁有紅夷大炮就是來自於荷人的支
援，後亦憑此一犀利武器，讓他縱橫無敵於東南沿海，建立海上的霸業。更重要的是，鄭還在
李死後侵吞他所寄存的大筆資產，亦因擁有此一豐厚財源，使得鄭的海盜事業更加熾烈地發展
起來。請參見蘇同炳，
《明史偶筆》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
，
〈李旦與鄭芝龍〉
，頁
239。
同註 23，頁 276。
同註 28。
同註 23，頁 275。
同註 23，頁 27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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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標下把總的葉大經，他的情況亦不理想，他和王夢熊等人常藉其職務地位，向荷人
借支貸款，再利用此款去購買生絲等貨品，之後再轉賣給荷人，以賺取其間的差額利
潤，關於此，後文會做詳述。此外，葉的養兄海仔，亦仗其勢力從事走私的活動。32
除了守將王夢熊、葉大經二人貪瀆不法外，澎湖官兵亦不乏為非做歹者，例如天
啟六年（1626）十二月時，擔任澎湖水師兵船指揮官的捕盜李魁，竟然利用大型船艦
將兵丁百餘人，私下載往投靠海盜鄭芝龍，並在海上從事打劫的勾當，而王夢熊卻謊
報發生了船難，船艦失水漂流，導致兵丁逃亡之情事！33另外，吾人若觀察澎湖官兵
不法活動運作的方式，可發覺其型態多半是上位者不法牟利，下位者當幫凶或為其跑
腿，而且，多與荷人進行走私買賣、牟取私利為主，即以王夢熊本人為例，史載如下：
（王夢熊）用哨官王仕俊、捕盜劉欽等陰載火藥、軍器及酒、果前往大灣[即臺
灣，指今日臺南安平]接濟紅夷，代買湖絲、紬段及刀、槍、壞鐵等貨，陸續裝
汛船交還，或夷船自來彭湖載回，循環不絕，致富不貲。34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澎湖官兵在從事非法交易的活動時，是由一群人共同來進行的，
有分工合作的關係，上下彼此間形成了共犯的結構。例如王夢熊便曾差遣捕盜鄭秀等
人進行走私買賣時，卻因詐領荷人番錢 2,200 文，導致荷人心生不滿，前來澎湖索討
湖絲等貨物，35其中，澎湖遊擊標下把總葉大經的親弟葉大緯，以及王的書記陳晉碧、
幕賓杜寧等人，皆參與鄭的此次交易活動，36可見澎湖官兵不法的情事，係屬一「集
體」性而非「個別」性的行為。

（三）福建軍紀敗壞景況
其實，澎湖遊擊王夢熊貪汙不法情事，在此時絕非是一個案，類似此的閩省將領
似乎不乏其例，尚有興化左營守備翁獻忠、浯銅遊兵把總方獻可、銅山營守備文佐明
等人，皆先後遭到閩省撫、按上疏參劾，翁、方二將被革任回衛，王、文則因犯行嚴

32
33
34
35
36

請參見翁佳音，
《荷蘭時代臺灣史的連續性問題》
（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 年）
，頁 165。
同註 29。
同註 29。文中的「汛船」
，指明軍執行汛防勤務的兵船。
同註 29。
同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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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而遭革任提問，37會造成此一現象，應是軍伍風氣普遍不佳所使然，而且，問題絕
非朝夕可成，係因福建長期軍紀渙散有以致之，閩撫朱一馮奏請議處上述王夢熊等四
人時，38便曾語及：
如果臣[指閩撫朱一馮]言不謬，將……王夢熊等（四人）分別議處，庶將領有
所勸懲，益加奮勵，而武備漸飭、海氛漸消失。39
朱一馮希望藉由此次的懲處，讓將領有所惕勵，端正軍伍風氣，重振海防武備，即是
此一現象最佳之旁證。因為，自嘉靖（1522-1566）末倭寇之亂被戚繼光等人掃平後，
明政府經隆慶（1567-1572）至萬曆（1573-1620）晚期，
「四、五十年無倭警」
，40中間
雖有日本侵犯朝鮮、東南海上戒嚴一事，但整體上而言，此數十年間，閩海並無大規
模的動亂，亦因昇平日久，軍備漸趨鬆弛懈怠，官兵紀律逐次渙散，營伍內部弊端隨
之叢生，例如將弁假借名目，扣剋兵丁糧餉；水兵不諳水性，虛冒寄名以食糧；兵船
製造偷工減料，
「實為船用者不過半價」……等，41其他尚有官兵畏怯出海偷安內港，
春、冬汛期常後汛而往、先汛而歸，甚至以風潮不順為託辭而避泊別澳……等不一而
足。42這些長年累積下來的弊端，之後，又經泰昌（1620）再到天啟（1621–1627）年
間，似乎皆未能有效地改善，導致情況愈到後期愈為嚴重。
吾人就前文述及的方獻可、文佐明兩位將領為例，駐防廈門的浯銅遊兵把總方獻
可，他不僅「馭兵無體，專以送禮厚薄為禮貌。哨（官）
、捕（盜）
、頭目少有餽遺，

37

38

39

40

41
42

同註 23，第一輯第一冊，頁 277-280；兵部尚書霍維華（等）
，
〈為循例舉劾彭湖守備遊擊王夢
熊等員事〉
，收入同前書，頁 277-279。
朱一馮，江蘇泰興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原職為山東右布政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天
啟六至崇禎元年任。先前逐荷復澎之役時，朱一馮便以福建布政司參政任分守福寧道，亦曾代
攝分巡興泉道，貢獻頗多。
「朱一馮既保福寧之障，復署興泉之篆，身泛洪濤一千餘里，夜以繼
日，直拚性命，而收蕩平」
。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
，
〈兵部題「彭
湖捷功」殘稿(崇禎二年閏四月十三日) 〉
，頁 41。
同註 23，第一輯第一冊，頁 280。文中的「王夢熊等」
，係指澎湖遊擊王夢熊、興化左營守備翁
獻忠、浯銅遊兵把總方獻可和銅山營守備文佐明等四位將領。
此為明人董應舉語，係引自董應舉，
《崇相集選錄》
（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年）
，
〈答
曾明克〉
，頁 15。
請參見董應舉，
《崇相集選錄》
，
〈福海事〉
，頁 39-41。
請參見黃承玄，
〈條議海防事宜疏〉
，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明經世文編選錄》
（臺北：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 年）
，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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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加傴僂，上下體統蕩然」
，43而且，又「不習波濤，登舟即時吐浪，是以一切船務不
能查理，
（武）器、
（彈）藥等項悉憑捕盜等任意出入，懵然莫知」
，44加上，方本人個
性柔懦，
「但聞警報一味畏縮，安坐衙內，止令哨官率眾支吾，以致軍聲不揚，人無鬥
，46天啟七年（1627）
志」
。45至於，陸兵的銅山營守備文佐明，該將「縮內不前，欺蔽成習」
二月海盜進犯銅山，焚毀水寨兵船，
「而該營[指銅山營]（近在）咫尺，賊登岸之後係
陸兵責任，
（文佐明）乃任其焚衙門、搬器械、坐演武場演戲為樂，
（賊）屢殺營兵而
無一兵迎敵者」
。47吾人看到上述王、方、文諸將的表現，就可窺知明末閩省營伍弊端
叢生、官兵貪婪怯懦問題的嚴重性，澎湖將弁不法情事絕非僅是一單獨個案，類似此
情況者當不知有凡幾，亦難怪時任閩撫的朱一馮，要感嘆道：
「閩將向以養癰為痼疾，
耳不聞剿賊一字。水兵穩泊內澳不敢窺外洋一步，而陸兵遇賊只以吶喊放銃了事；從
來未拿一賊」
。48

三、澎湖遊擊裁軍源由
天啟七年（1627）時，澎湖遊擊王夢熊劣行遭人舉發後，令明政府震驚不已，閩
撫朱一馮曾痛斥王的作為，指道：
「此一官[指王夢熊]者媚骨偏施於小醜，雈苻成莫逆
之歡；吸髓已遍於疲兵，壁壘抱傷心之怨。冒餉則烏有子虛，既逃諸水濱之莫問，射
利則蠻鏹漢物兼收，於市舶之交馳，寇兵盜糧之藉齎，實為作俑東海南山之罄決，尤
堪裂眥，所當革任仍行提問者也」
。49另外，時任福建巡按御史的周昌晉，亦認為王的
行徑惡劣，詳如下：
（王夢熊）渡彭（湖）禦夷[指天啟四年復澎之役]，以其先往，遂用之守彭（湖）
，
實無他長也。數年以來，海外不能查覈，每剝膏血以肥囊，師中未效馳驅，且
縱蛇豕以薦食。……此一官[指王夢熊]者，地因遠肆，政以賄成，黔技無聞，

43
44
45
46
47
48
49

同註 39，頁 279。
同註 43。
同註 43。
同註 43。
同註 23，頁 279。
同註 23，頁 280。
同註 23，頁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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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禦之略安在。狼貪不飽，吮吸之術偏工。以彭（湖）島為金穴，剝盡軍脂，
卒伍將至解體。藉巨寇[指海盜鄭芝龍]為外援，齎來夷貨[指和荷人進行交易]，
胡越竟為一家。其贓私狼藉，雖有戍彭（湖）之微勞，不足償通寇之大罪，所
當革職提問者也。50
周痛斥王把澎湖當私有金礦，以剝削官兵為能事，倚海盜為外援，與荷人走私交易，
行為卑劣不可原諒，並和閩撫朱一馮主張相同，應將其革職提問。天啟七年（1627）
七月，朝廷下令將不法的王革職，並交由福建巡按提問審理，51另外，由荷人史料得
悉，王最晚已在 1626 年（天啟六年）十一月之前就被調離了澎湖。52至於，王所遺下
的澎湖遊擊員缺，於同年（1627）八月初由劉承胤陞補之。53至於，王的最後的下場，
目前僅知，崇禎六年（1633）五月時，朝廷下令福建巡按劉調羹追回王於修築穩澳城
所侵吞的贓款，並將其「著監候處決」
。54
王夢熊因諸多犯行被革處重刑一事，不僅讓新設的澎湖遊擊體制遭受不小的挫
折，而且，明政府日後對澎湖進行裁軍的決策，相信多少亦受到此案的影響，但是根
據筆者的研究，真正直接促使明政府對新設不到十年的澎湖遊擊，進行半數兵員裁撤
「北邊
行動的因素，55可以推知主要有三，亦即「大海遠隔，監督不易」的地理因素、
緊張，遼餉孔急」的財政因素，以及「駐軍收賄，功能不彰」的人為因素，有關的內
容詳述如下：

50

51
52

53

54

55

兵部尚書霍維華（等）
，
〈為循例舉劾彭湖守備遊擊王夢熊等員事〉
，收入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
會編，
《明清臺灣史料彙編》
，第一輯第一冊，頁 284。文中的「巨寇」
，指即天啟初年崛起的海
盜鄭芝龍，請參見同前註，頁 275-277。
同註 50，頁 286。
請參見江樹生主譯/註，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Ⅰ（1622-1626）
》
（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0 年）
，頁 305。
天啟七年八月初一日，朝廷任命「都司僉書管湖廣洞庭守備事」的劉承胤，陞任「福建彭湖遊
擊將軍」一職，見同註 7，天啟七年八月甲午朔條，頁 143。
請參見兵部尚書張鳳翼等題行稿，
〈註銷澎湖守備王夢熊貪銀等未結案件〉
，收入陳雲林總主編，
《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三冊）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年）
，頁 254。
澎湖遊擊被明政府裁去半數約 1,100 人左右兵力，時間最晚不超過崇禎六年。澎湖遊擊裁軍詳
細的經過，因篇幅的限制，容筆者另行撰文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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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海遠隔，監督不易
明政府在逐走荷蘭人後，在澎湖進行前所未有的佈防工作，然因明政府仍無法找
出一個適切、合理，且能行之久遠的制度或方法，來對遠在海外的澎湖駐軍，進行有
效能的指揮和監督。亦因此，致使不到一兩年的時間，指揮官王夢熊貪劣不堪的惡行，
以及駐軍違法亂紀的弊端逐一地浮現出來，讓先前諸多的努力旦夕間化為流水！雖
然，朝廷氣急敗壞地要追回王在築城時侵吞的贓款，並將王給處決以儆傚尤，但是，
先前的問題仍舊猶在、依然無解。
其實，吾人若去回顧明代海防的歷史，可以發覺到，
「大海」一直是明帝國發展海
防過程中最難克服的問題，多少具前瞻性的政策，迫限於此而轉彎或是退讓，致其原
先欲得的功效大打折扣，明初時設於福建海島的水師兵船基地－－水寨即是好例，56當
此一「守外扼險，禦敵海上」的禦倭良策，遇上「茫闊無際，風信難測」的大海，為
駐防的官軍帶來諸如「地處孤遠」
、
「孤懸大海中」
、
「在漲海中無援」
、
「將士憚於過海」
或「島上既少村落，又無生理」……等問題時，水寨便由海中被搬入了內岸，烽火門
水寨從烽火島上遷至岸邊的松山，57南日水寨則由南日島搬入對面岸上的吉了澳，58浯

56

57

58

「水寨」一詞，用現今術語來說，性質類似於海軍基地。因為，明代的水師設有兵船，在沿海
執行哨巡、征戰等任務。水寨，不僅是水軍及其兵船返航泊靠的母港，同時亦是兵船補給整備、
修繕保養的基地，以及官軍平日訓練和生活起居的處所。明時，在福建邊海共設有五座水寨，
若依地理位置分佈，由北向南依序為福寧的烽火門水寨、福州的小埕水寨、興化的南日水寨、
泉州的浯嶼水寨以及漳州的銅山水寨，明、清史書稱福建「五寨」或「五水寨」
。五寨的兵、船
負責哨守於外，和陸地岸上的軍衛、千戶所、巡檢司相為表裏，共同肩負海防的重責大任。請
參見何孟興，
《浯嶼水寨：一個明代閩海水師重鎮的觀察（修訂版）
》
（臺北：蘭臺出版社，2006
年）
，頁 11。
烽火門寨的內遷，係鎮守褔建的戶部侍郎焦宏在正統九年時所提的建議，理由是「該地風濤洶
湧、兵船不便棲舶」
。見胡宗憲，
《籌海圖編》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卷 4，
〈福建
事宜．烽火門水寨〉
，頁 24。另外，松山，地在福寧州東南瀕海處。請參見黃仲昭，
《
（弘治八
閩通志）
》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
，卷之 12，
〈地理‧福寧州〉
，頁 11。
萬曆三年刊印的《興化府志》曾對南日寨內遷一事，載道：
「洪武初，嘗命江夏侯周德興經畧海
防，既於□[該字模糊，難以辨識。]海增築衛、所城池，仍設水寨，以抗扼津要，至周慎也。
在興化有南日山，與泉州（之）浯嶼、福州（之）烽火門為（水）寨三，景泰間，復增漳州之
銅山、福州之小埕，共五（水）寨矣。南日山，屹峙漲海中，乃倭艚必由之地，最為海門險要，
據此置（水）寨，與平海（衛）
、莆禧（千戶所）互相掎角，可以外捍倭艚，使不敢窺泊。後有
唱為孤島無援之說者，乃移入吉了內澳，今文移仍稱南日山，名雖是而實則非云」
。見康大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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嶼水寨則由浯嶼先遷入近岸離島的廈門，之後再北遷泉州灣岸邊的石湖（圖 1）
。59上
述內遷的烽、南、浯三寨，不僅難以發揮原有「守外扼險，禦倭海上」的功能，甚至，
因而發生一連串嚴重的後遺症，……。烽火寨遷入松山後，讓原本倚為犄角之勢的附
近港澳、海防據點頓失所依，導致「沙埕、羅江、古鎮、羅浮九澳等險，孤懸無援，
「舊南日棄而不守，遂
勢不能復舊」的不良後果。60南日寨，則因寨址內撤回陸岸邊，
使番舶北向泊以潮，是又失一險」
，61而且，南日島民亦因缺乏原先水寨兵、船的保護，
恐遭入犯盜寇的劫掠，遂「相率西徙而（南日）山空」
。62至於，浯嶼寨的情況更加地
糟糕，自內遷廈門後，讓原先浯嶼淪為倭、盜盤據的巢穴，63倭、盜以此為根據地，
四處地流竄劫掠，荼毒漳、泉沿海。由上可知，亦因大海充滿著許多不易克服的問題，
讓明中期軍政廢弛、人心怠玩的官弁，有此更好的理由去說服當政者，將上述設在海
島的水寨遷回到內岸，64但是，相對地，明帝國及其子民亦要為此負出相當的代價。

59

60
61

62
63

64

撰，
《興化府志》
（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0 年）
，卷之 2，
〈建置志‧武衛〉
，頁 50。另外，
吉了澳地處陸岸濱海，
「其地宋曰擊蓼，距（興化）郡城八十里，前控南網，右引小嶼，左帶湄
洲。居民業海，貲貨輻奏，市廛聯絡」
。見何喬遠，
《閩書》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
，
卷之 40，
〈扞圉志〉
，頁 994。附帶一提的是，吉了，今名「石城」
，地屬莆田縣，而「石城」之
地名，即源自南日寨遷于此建城而來。見傅祖德主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辭典：福建省》
（北
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
，頁 93。
萬曆四十年時，蔡獻臣撰修的《同安志》
，曾指出：
「浯嶼水寨，原設於舊浯嶼山外，不知何年
建議，與烽火（寨）
、南日（寨）一例，改更徙在廈門。說者謂，浯嶼孤懸海中，既少村落，又
無生理，賊攻內地，哨援不及，不如退守廈門為得計」
。見蔡獻臣，
《清白堂稿》
，卷 8，
〈同安
志‧防圉志‧浯嶼水寨〉
，頁 639。
胡宗憲，
《籌海圖編》
，卷 4，
〈福建事宜〉
，頁 24。
同註 60，頁 23。文中「舊南日」
，係指南日寨舊址的南日山。另「番舶」
，主要是指世宗嘉靖年
間東來浙、閩、粵沿海販貿通商的葡萄牙人商船。
何喬遠，
《閩書》
，卷之 40，
〈扞圉志〉
，頁 988。
造成此一結果的原因，和浯嶼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有著直接的關聯。一者，因該島九龍江河海
交會口處一帶，不僅港澳優良，可供泊船、汲飲和躲匿風颶外，同時該島亦在浙、閩、粵三省
海上交通往來的要道上，更是進入漳、泉二府地區的前進跳板；二者，浯嶼又恰好在泉、漳州
二府轄境交界的海上，係屬三不管地帶，再加上，該島草木茂密，易於藏棲和不法勾當的進行，
這種難得的地理「優越」位置，當然會吸引倭寇、海盜來此發展。請詳見何孟興，
〈明嘉靖年間
閩海賊巢浯嶼島〉
，
《興大人文學報》第 32 期（2002 年 10 月）
，頁 794-796。
嘉靖晚期時的將領，福建都指揮僉事的戴沖霄即是好例，他便認為，
「福建五澳水寨……，俱在
海外。今遷三寨于海邊，曰峿[誤字，應「浯」]嶼、烽火門、南日是已，其舊寨一一可考，孤
懸海中，既鮮村落又無生理，一時倭寇攻劫，內地不知，哨援不及，兵船之設無益也。故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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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吾人若再拿澎湖和上述烽、南、浯三寨的原址位置來做比較，可以發覺到，
它距離內地更加地遙遠，毋說是明政府要對該地駐軍進行指揮和監督，連官軍要前去
執行勤務都十分地不方便。因為，
「澎湖去漳、泉四百里，而礁澳險隘，海波洶湧，我
兵防汛率一月、半月始濟」
，65此一泉州海外的要島，內地往返曠日費時，一旦有不法
在此活動需往勦捕時，官軍心中亦不免會生遠隔大海、路途遙遠的恐懼壓力。例如萬
曆中葉時，明政府要求水師渡海前去澎湖捕賊，浯嶼水寨把總唐濟澄便持反對的意見，
上言道：
澎湖，某[即唐濟澄的自稱]所轄汛地。無賊，何捕！若在海外，我徒眾少，遠
逐必窮。66
但是，因唐的上司期以獲賊為功，不聽從其意見，仍「令軍士捕賊。波濤中，賊詐為
賈舶來，火吾船；船卒爭避火，盡溺死。帥大悔」
。67唐上述「若在海外，我徒眾少，
遠逐必窮」一語，便道出澎湖是明代福建海防佈署上的一個不易施力、難以掌控的區
塊！因為，大海風信難測，而且，距離又如此地遙遠，它增添了許多不可知的變數，
降低了官軍掌握狀況的能力，然此，又僅是前往勦捕倭、盜而已，若是每年長達五月
的春、秋汛防工作則問題更多，更遑論是要在該地置營築城、長年駐防於此！所以，
明政府此次澎湖屯防上改弦易轍的努力，雖然值得後人的肯定和讚佩，但是，它所會
衍生出許多的問題，就常理來看亦不足為怪。

（二）北邊緊張，遼餉孔急
除了「大海遠隔，監督不易」根本難解的問題外，另一個困擾明政府的是財政經
費問題。因為，明代萬曆晚期時，東北遊牧民族滿洲人崛起，嚴重地威脅明帝國，隨

65

66

67

建議，移入內地，移之誠是也」
。見章潢，
《圖書編》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 年）
，卷 57，
頁 19。
洪受，
《滄海紀遺》
（金門：金門縣文獻委員會，1970 年）
，詞翰之紀第 9，
〈建中軍鎮料羅以勵
寨遊議〉
，頁 77。
同註 21，頁 29。唐濟澄，晉江人，字士潔，世為泉州衛指揮僉事，七傳至於濟澄，襲職。唐的
生平事蹟，請詳見同註 57，
〈附錄：歷任浯嶼水寨把總生平事蹟表〉
，頁 305。
同前註。文中的「帥」
，可能係指閩省的總兵、副總兵或參將等較高階的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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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戰事的爆發，68軍費的開銷逐漸地增加，69中央朝廷因難以負荷，遂要求各省於田賦
中加派以分攤軍費，亦因所收錢額主要用在遼東地區，故又稱為「遼餉」
，而萬曆末年
便有三次的遼餉加派。其中，首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九月時，依六年（1578）
《會
計錄》所定田畝全國約 700 餘萬頃，以每畝權加三厘五毫，總計加派額銀 2,000,031
兩，而福建遼餉加派額銀則為 46,978 兩。次於四十七年（1619）十二月時，朝廷又以
兵事緊急、軍費劇增的緣故在原有每畝三厘五毫外，再加三厘五毫，合計為七厘。不
久，又於四十八年（1620）三月，中央兵、工二部以兵額增至 18,000 萬人，要求每畝
再另增二厘，加上先前七厘，總計為九厘，全國田畝 7,017,809 頃 31 畝，總計加派額
銀 5,034,696 兩，其中福建田畝共 134,225 頃，遼餉加派額銀則為 120,802 兩。70由上
可知，萬曆四十六年（1618）九月起，短短一年半的時間，先後加派地畝銀三次，且
一次比一次高，造成地方政府和百姓不小的負擔。然而，明帝國北邊情勢卻未因加派
遼餉而有所改善，尤其是天啟以後，隨著滿洲人進陷瀋陽、遼陽……等地，明在遼東
的處境較前更加地嚴峻。71此一景況，又讓明帝國財政的開支繼續地膨脹，而先前田
賦加派已不足應付軍費所需，朝廷另又再加徵關稅、鹽課和雜項銀等稅款，以為因應
之，72而上述的新餉（含田賦加派、關稅、鹽課和雜項）在天啟元年（1621）時收入

68

69

70

71

72

明末時，北方邊患問題嚴重，後金起兵南犯中國。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國
號大金，建元天命，史稱「後金」
。四十六年時，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師討明。四十七年，
後金於薩爾滸之戰重挫明軍，導致明在遼東軍事行動轉為戰略防禦，而後金則轉向為戰略進攻。
請參見傅衣淩，
《明史新編》
（臺北：昭明出版社，1999 年）
，頁 290-292。
明代晚期對後金女真用兵，開銷十分地龐大，軍費不可勝數。據崇禎年間戶部尚書畢自嚴的奏
疏，萬曆末年至天啟七年，中央朝廷僅拖欠各邊鎮年例錢糧一項，便高達 900 餘萬兩。請參見
傅衣淩，
《明史新編》
，頁 480。
以上有關萬曆年間三次遼餉加派的內容，請參見楊永漢，
《論晚明遼餉收支》
（臺北：天工書局，
1998 年）
，頁 50-55。
天啟元年以後，努爾哈赤率軍進陷瀋陽、遼陽，攻破廣寧，明軍在遼東的局勢愈加地嚴峻。六
年，明將袁崇煥死守寧遠城，努爾哈赤強攻不下，癰疽病歿，子皇太極繼位。七年，袁崇煥等
又在錦州、寧遠重創後金大軍，皇太極改變策略，暫止攻堅明軍堡城，改行八旗騎兵擅長的野
戰，襲擾京師、宣府、大同……等地，劫掠人口財物。崇禎二年以後，後金分兵三路，進入長
城，直擾北京城下，袁崇煥、祖大壽率兵入關回援，大創後金軍，皇太極棄攻北京，改採反間
計，誣指袁崇煥與後金有密約，崇禎帝誤信而殺袁，天下冤之，並致軍心解體，遼東局勢再度
地惡化……。請參見傅衣淩，
《明史新編》
，頁 461-467。
明代遼餉的主要來源有五，包括田賦、關稅、鹽課、雜項和帑金，前三者屬加派，後二者屬搜
括。首先提出雜項銀的是天啟初年的戶部尚書汪應蛟，而遼餉的雜項，主要包括衛所屯田、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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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共 6,470,628 兩，二年（1622）新餉收入為 6,328,399 兩，三年（1623）時新餉中的
雜項收入則為 2,287,469 兩，73用以挹注北邊戰事的龐大開銷。
前已提及，萬曆四十八年（1620）時福建田畝的加派地畝銀為 120,802 兩，若和
相鄰的浙江 430,272 兩、廣東 231,178 兩相比，明顯少了許多，主要是閩地山多田少，
田畝僅 134,225 頃，難與浙江的 466,969 頃、廣東的 256,865 頃相匹敵。74至於，天啟
以後的遼餉，田畝加派銀的部分，若以三年（1623）時為例，福建、廣東各維持原先
的 120,802 和 231,178 兩，浙江稍降為 420,272 兩，與先前差別並不十分地大；另外，
雜項的部分，福建包括衛所屯田銀、優免丁糧、平糴倉、房屋稅契、抽扣工食……等
項共計銀 173,597 兩，75和鄰省廣東的雜項銀數相差並不大，但是，閩、粵二省若和浙
江相比的話，則明顯少了許多。76由上可知，整體而言，福建遼餉較鄰省的浙、粵來
得輕些，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明人陳仁錫在《皇明世法錄》卷之三十四〈理財〉中，
曾有如下的說明：
閩中封壤自促，無論正項[即一般田賦稅項]也，即加派新餉[即遼餉地畝銀]僅十
二萬兩，不及秦晉之半。且僻處海隅，徵調不及，乃紅夷之患忽起肘掖[疑誤字，
應「腋」]有所以召之者，且浸浸有通倭之漸，新餉所加較直省為輕。自地畝而
外雜項等銀[即遼餉雜項銀]，無再欠之理也。77
亦即福建因要應付荷人佔據澎湖、要求直接互市的挑戰，又要防患不法私通倭人等情
事的問題，地方開銷自然不小，朝廷體諒此一難處，所以較它省遼餉加派少了許多。
雖係如此，財政困難的閩省當局，依然無力如期全數地將遼餉額數上繳朝廷，故有上
述「自地畝而外雜項等銀，無再欠之理也」的說法由來，而且，此一問題愈到後期愈
為嚴重，福建拖欠朝廷舊餉的額數，在天啟六年（1626）該徴解的銀數為 9,919 兩，

73
74
75
76

77

免丁糧、平糴倉、房屋稅契、典鋪酌分、督撫軍餉、撫按捐助、巡按公費、抽扣公費和馬夫祇
候。請參見楊永漢，
《論晚明遼餉收支》
，頁 59。
以上的內容，同前註，頁 59-63。
以上的數據，同前註，頁 54。
同註 72，頁 64。
天啟三年遼餉加派，福建雜項的部分，前已提及，共銀 173,597 兩，廣東共銀 166,729 兩，浙江
則為銀 261,017 兩。同註 72，頁 64-65。
陳仁錫，
《皇明世法錄》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5 年）
，卷之 34，
〈理財〉
，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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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尚欠款項高達 9,562 兩，僅解完銀為 358 兩，到了七年（1627）時，情況更加地糟
糕，需徴解銀為 22,486 兩，而拖欠款額亦是 22,486 兩，未繳交半毛錢給朝廷。78另外，
閩省財庫困窘的景況，亦可由該年（1627）閩撫朱一馮為掃蕩海盜鄭芝龍、酉二老等
人亟需兵費，而奏請中央可否免徵雜派各項銀兩中得知一二，朱在疏中曾懇求道：
閩省錢糧額數原少，如京、邊以及加派遼餉、助工等項，臣何敢輒請！而雜派
各項銀兩，輸之度支，不過九牛之一毛；而留之本省，便是涸鮒之斗水。伏乞
皇上軫念海邦，俯捐遺秉滯穗，使臣得為數米之炊而不至為無米之炊。若此區
區者而並靳之，則不如索臣於枯魚之肆，而閩事去矣。79
由上可知，在閩省財政如此困難的情形下，吾人就常理去推測，
「開銷龐大又難發揮功
能，監督困難且易滋生弊端」的澎湖戍軍，早晚會成為明政府檢討的重要對象，尤其
是，以下的兩個問題和財政經費有密切的關聯。一、兵力的數量。澎湖遊擊戍軍共有
2,100 餘人，是否需要繼續維持目前如此龐大的數額？因為，對岸重要兵鎮的泉南遊
擊，除轄管陸兵新、舊兩營，尚有浯嶼水寨、浯銅遊兵二支水師，額兵總數亦不過 2,500
人而已。二、駐防的時間。原先澎湖僅有春、冬五個月的汛期防務，今駐軍改為十二
個月的長年戍防型態，先前澎湖、澎衝二遊兵，每兵月餉九錢；春、冬二汛時前往防
守，每月再加給行糧三錢，共一兩二錢。今改為長年屯守後，每兵給月糧一兩二錢，
不再發給行糧，每兵年餉一十四兩四錢，水、陸有新舊額兵 2,100 餘人，歲餉約為 28,000
餘兩，扣除澎遊舊兵原餉外，需再增編新餉 23,000 兩，此舉亦增加明政府財政不小的
負擔，故若能減少澎湖駐軍的數量，或是再行調整戍防的型態，例如將全年戍防改為
春、冬汛防，對福建當局的財政當有不少的助益。

（三）駐軍收賄，功能不彰
前文內容中曾述及，澎湖遊擊將軍王夢熊貪汙不法被揭發嚴懲外，吾人亦可發覺
到，澎湖官兵在從事非法活動時，是一集體性的行為，上下形成共犯性的結構，王的
犯行僅是澎湖駐軍問題的冰山一角而已，而且，可確定的是澎湖官兵不法的情事，又

78
79

以上的內容，請參見同楊永漢，
《論晚明遼餉收支》
，頁 78。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明實錄閩海關係史料》
，
〈熹宗實錄〉
，天啟七年八月癸丑條，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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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該地活動頻繁的荷蘭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澎湖駐軍的功能無法彰顯，亦與荷
人糾葛不清的關係有一定程度的關聯。不僅，澎湖的將弁收受荷人的賄賂或好處，甚
至於，連閩省的高層官員亦涉嫌其中，此可由荷人的史料中獲得證實。
首先是，荷人前來東亞海域活動目的主要是在經商貿易，澎湖是其東亞貿易重要
的中間轉運站。80荷蘭船隻經貿航經澎湖的路線和貨物裝卸運送的常有模式，大致如
下：荷人大船由巴達維亞（Batavia，今日印尼雅加達。）前來澎湖，進行裝、卸貨物
後，再航往日本。亦即由將由巴達維亞運來的貨物，其中要轉運到今日臺南安平－－
即大員（荷文 Tayouan，明代史書又作大灣或臺灣。）的，先在澎湖卸下，交給由安
平前來澎湖的荷人中型船隻－快艇或中國式的戎克船運回，而快艇或戎克船則將由安
平運來澎湖轉送日本的貨物，交給先前卸下部分貨物的荷蘭大船，裝上該船一起運往
日本，進行交易買賣。例如 1638 年（崇禎十一年）八月十一日，荷蘭東印度公司派上
席商務員保羅‧特勞牛斯（Paulus Traudenius）由安平出發，帶領裝載著要運往日本的
貨物的快艇 Cleyn Bredamme 號、Waterloosewerve 號以及五艘中國人的戎克船出航前
往澎湖，並要去那裡卸下由巴達維亞駛來的大船 Swol 號上的各種貨物，然後儘快將
這些由安平帶來的貨物，再裝上 Swol 號出航前往日本。81
雖然，在天啟四年（1624）七月遭明大軍包圍被迫由澎湖轉往臺灣發展，但是船
堅砲利的荷船依然是福建沿岸、澎湖和臺灣海域最強具威脅性的武力，82明軍的水師
以及中國海盜、私梟仍無法與其匹敵。而值得注意的是，荷人要退走臺灣時，長官宋
克（Martinus Sonck）曾和福建副總兵俞咨臯協議，荷人退出中國領土的澎湖前往臺南
安平，明政府同意讓內地人民前來安平進行買賣交易，83或許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

80

81
82

83

荷人在東亞海域進行經貿活動，根據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
》
（臺南：臺南市政
府，2000 年）上的相關記載，筆者初步整理之後，目前所知，大致有以下幾條較重要的貨物運
載路線：1.印尼雅加達（即巴達維亞，Batavia。）→澎湖→日本。2. 巴達維亞→澎湖→臺南安
平（即大員，Tayouan。）
。3. 澎湖→臺南安平→印尼雅加達。4.臺南安平→澎湖→日本。5.中國
沿海→澎湖→大員。6.中國沿海→臺南安平→澎湖→日本。由上述的內容，可以得知澎湖在其
中扮演關鍵的角色，稱其為荷人在東亞的貿易轉運站，一點也不為過。
請參見江樹生譯註，
《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
》
，頁 405。
請參見江樹生主譯/註，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Ⅱ（1627-1629）
》
（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0 年）
，頁 334-335。
請 參 見 江 樹 生 主 譯 / 註 ，《 荷 蘭 聯 合 東 印 度 公 司 臺 灣 長 官 致 巴 達 維 亞 總 督 書 信 集 Ⅰ
（1622-1626）
》
，頁 131。另外，荷人亦指出，
「1624 年，我方的人與中國國王的官吏在澎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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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層關係的影響而產生一個奇特的現象，即一方面澎湖守軍對於以澎湖做為經貿轉運
站的荷人船隻採取視而不見的態度；另一方面，荷人在澎湖的活動亦採低姿態的方式
避免刺激當地的駐軍，即荷船在澎湖僅作短暫停留卸貨的工作，84盡量避免正式公開
地在澎湖入港停泊，85甚至如無必要荷船盡量少去中國沿岸活動，86以免引起中國官員
的騷亂不安或不滿！例如天啟四年（1624）九月時，在所有荷船都撤離澎湖後，荷人
亦在預先告知澎湖守將王夢熊並取得他的同意下，請先前斡旋和議的「中國甲必丹」
（Cappiteijns China）李旦的夥伴顏思齊（Pedro China）
，去租一艘船搭載兩位東印度
公司的人員前去澎湖，去等候即將由日本航來此地的荷蘭船隻，
「要去把（該船上）寄
來此地[指安平]的信帶回來，把我們[指安平的荷人長官或商館議會]的信交給那些船隻
的主管，
（讓他們順便將信）
【帶去巴達維亞】
，並去祕密偵查那邊[指澎湖]的情形和中
國人[主要是指澎湖的明守軍]的活動」
。87荷人如此地小心翼翼的舉措，主要是他們相
信此一友善的舉動，亦有助於實現直接貿易的目標，早日到中國沿岸做生意買賣，而
上述中、荷雙方在澎湖「默契」十足的特殊現象，在崇禎二年（1629）明政府改變澎
湖遊擊的駐防方式，即由長年戍守改回僅春、冬兩季汛防之前的這幾年，它的情況似
乎特別地明顯！至於，中、荷雙方在澎湖為何有如此好的「默契」
，除了宋克（Martinus
Sonck）
、俞咨臯二人上述的協議外，澎湖的明軍守將甚或閩省高層官員收受荷人的好

84

85

86
87

約，我方的人須撤離那地方【澎湖】
，去大員定居，而那些官吏將將允許他們人民去那裡【大員】
跟我方的人交易」
（見同註 82，頁 338。）
。上文符號“【】”中的內容，係書中的原註。
請 參 見 江 樹 生 主 譯 / 註 ，《 荷 蘭 聯 合 東 印 度 公 司 臺 灣 長 官 致 巴 達 維 亞 總 督 書 信 集 Ⅰ
（1622-1626）
》
，頁 228。
根據荷人的記載，例如 1625 年夏天荷蘭大船 Wapen van Zeelandt 號前來澎湖，澎湖的中國人（應
指駐防澎湖的明軍）對該船停泊澎湖一事頗為憤怒，而且，中國（指明政府）還派人前來澎湖
查訪東印度公司船隻在此行動的情形，不僅如此，都督（疑指明將謝弘儀）
、總兵（疑指明將俞
咨臯）各又派一位把總來臺南安平，並質問長官宋克（Martinus Sonck）說，你們不是說過不再
派船去澎湖入港了嗎？對此，宋克和大員商館議會亦認為，荷船去澎湖停泊而在中國（指明政
府和駐澎明軍）造成的騷動不安，很可能導致雙方貿易急速地倒退，故決議要求 Wapen van
Zeelandt 號儘快地在澎湖裝卸完貨物後，便立即啟程前往日本。至於，該船卸下要送回臺南安
平的貨物以及安平要透過該船送去日本的貨物，則派遣快艇 Den Haen 號去執行此一任務。請參
見同前註，頁 226。
同註 84，頁 294；同註 82，頁 335。
同註 84，頁 141。附帶說明的是，上引文中符號“【】”的內容，係書中的原註，下文若再出
現此，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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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或接受其財貨的賄賂，更是重要的關鍵原因。
荷蘭人於天啟四年（1624）退走臺灣後，為使其在澎湖經貿貨物轉運的工作能順
利地進行，以賄賂或給好處的手段來收買澎湖的守軍將領，例如荷人先貸款給遊擊王
夢熊、把總葉大經……等人，他們便利用此錢去購買生絲等貨品，之後再賣給荷人，
以賺取其間的差額利潤。前已提過，王夢熊便曾利用其手下為荷人代買湖絲、紬段、
刀、槍、壞鐵等貨而致富不貲，88即是好例，另如澎湖遊擊標下把總的葉大經，荷人
史料曾載道：
關於我們貸出的債款，首先，有 2,550 荷盾貸給澎湖的守備（Sioupij）葉大經
（Japteyking）
，即現任的澎湖的主管，和 127：10.-荷盾貸給那裡【澎湖】的翻
譯員 Thienenpan。這兩筆貸款是在他們懇切請求讓他們於八個月後以良好的生
絲償還的條件下貸給他們的，貸款期限從今年[即 1625 年]6 月 10 日起算。89
由上可知，澎湖將吏除了王夢熊外，葉大經、翻譯員 Thienenpan 等人亦幹此勾當來謀
取己利，之後的葉還因積欠荷人貸款未還，導致在臺長官德‧韋特（Gerrit Ferdericksen
de Witt）在隔年（1626）船航路過澎湖時，前去找他商談償債之事。90其實，不僅葉
如此，王夢熊在劣行被揭發而被調離澎湖接受調查時，他亦尚未償還向荷人所借的債
款。91除了採取貸款的手段外，荷人亦饋贈胡椒、檀香木和象牙等貴重禮物給澎湖的
守將，來攏絡彼此間的感情，以方便澎湖經貿貨物轉運工作的進行，它的情形誠如 1628
年（崇禎元年）時，荷人臺灣長官納茨（Pieter Nuijts）所說的：
以前我們饋贈一些胡椒、檀香木和生象牙給澎湖的指揮官，因為我們想，本季
會有幾艘大船從巴達維亞[即今日印尼雅加達]或暹羅[即今日泰國]來，這些大船
必須在澎湖入港停泊。如果，屆時他不替我們設想，我們將怎麼辦？我們用三
千里爾的禮物去贏得中國的軍門[指福建巡撫]和其他大官們的好感和關懷，會
比發動戰爭獲得的利益多上六倍。92

88
89
90
91
92

同註 23，頁 276。
同註 87，頁 238。
同註 87，頁 265。
同註 87，頁 305。
同註 82，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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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荷人利誘的情形下，澎湖守將遂對此地活動的荷人採取漠視的態度，他們已
與荷人形成了「共犯」的結構，為了個人私利而怠忽職守。
其次是，荷人收買的對象不僅澎湖高階將領而已，連下層的明軍兵船指揮官亦不
放過，93其方式亦採上述貸款的模式來進行，讓其購買貨物再轉賣荷人獲取利潤，例
如 1626 年（天啟六年）時臺灣長官德‧韋特（Gerrit Ferdericksen de Witt）便曾透過商
人許心素，94去聯絡兵船指揮官 Onpou、Laupou 和 Limpou 三人，要求他們繳交全部
償債的貨物。95另外，更駭人聽聞的是，荷人還用厚禮或金錢賄賂閩省的高層官員或
其親人，其中包括有驅荷復澎的將領謝弘儀、俞咨皋等人，藉以早日實現直接與中國
進行貿易的目標，甚至筆者還懷疑，王、葉等守將敢肆無忌憚地拿荷人的好處，並讓
荷人在自己的防區來往自如，是否係得到同樣都是收賄的長官之默許或私下授意，亦
不無可能。至於，閩省高官收受賄賂禮物的例子，1624 年（天啟四年）12 月荷人的史
料載稱，如下：
以前我們曾經贈送小禮物給即將擔任廣東省的都督【謝弘儀】
、及將擔任福州省
[即福建省]都督【俞咨皋】的兩個孩子，以及兩位海防官[疑指泉州和漳州海防
同知]和遊擊[疑指泉南遊擊]。所饋贈的，包括現金和商品，約為八百里爾。我
們因為很缺乏商品可以饋贈，因為我們饋贈時經常就只能用那幾種商品饋贈，
以致現在必須用現金來饋贈。我們也經由上述（的）
【許】心素饋贈四百里爾給
這將來的廣東省都督的幾個重要部屬。以後，我們若看到【饋贈禮物】有顯著
的成效，我們會精確地選擇適合贈送對方的禮物，因為對中國人就需要饋贈禮
物。96

93
94

95

96

同註 84，頁 239、265 和 305。
許心素，此人曾在天啟四年居間為當時明攻澎將領俞咨皋和旅日私梟首領李旦牽線，讓李出面
調解中、荷的僵局，並迫使荷人離開澎湖的重要關係人，請參見蘇同炳，
《臺灣史研究集》
（臺
北：國立編譯館，1990 年）
，
〈李旦與鄭芝龍〉
，頁 224-230。
同註 84。另外，該書的註解曾提及，上文的 Onpou、Laupou 和 Limpou，可能是王伯、林伯和
劉伯的音譯，特此說明。
同註 84，頁 166。有關謝弘儀、俞咨皋二人的職銜，天啟四年逐荷復澎之役時，謝弘儀的是「鎮
守福浙總兵官」
，俞咨皐的官銜是「福建南路副總兵」
，之後，謝、俞因收復澎湖有功，謝陞調
廣東總兵官，俞則陞補謝的遺缺。請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明季荷蘭人侵據彭湖殘檔》
，
〈兵
部題「彭湖捷功」殘稿〉
，頁 35。附帶一提的是，本章節文中常語及的閩省（或福建）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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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人賄賂閩省官員的對象，包括有謝弘儀、俞咨皋的兩個小孩以及謝弘儀底下幾個重
要的部屬，另外，疑尚有掌管地方海防的「海防官」即泉、漳二府的同知（又稱「海
防同知」
）
，97以及負責泉、漳沿岸防務的泉南遊擊將軍。98此外，荷人亦常利用商人李
旦、許心素二人充當白手套的角色，來進行賄賂閩省官員的工作。99其中，更離譜的
是，天啟五年（1625）五月新任的閩撫朱欽相上臺時，100荷人還請許心素去請教俞咨
皐，
「我們[指荷人]是否需要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名義贈送禮物給新任軍門[指閩撫
朱欽相]和其他幾位大官，用以博取他們對我們的好感」
，101而且，由荷人史料中得知，
他們欲行賄的對象主要都是與閩省海防業務相涉者，102包括有「福州軍門（Conbon）
」
的巡撫，疑是布政使的「布政」（pousing），疑為興泉道和漳南道的兩位「海道」
（haijongs）
。104然而，荷人許
（haytocks）
，103以及泉、漳二府海防同知的兩位「海防」

其正式職銜為「鎮守福浙總兵官」
，此時該職似亦兼轄鄰省浙江的軍事業務，有關此，待日後進
一步釐清。
97
同知一職係知府或知州佐貳之官，正五品，各府、州無定員，多僅置一員例如泉州府，亦設有
二員如漳州府（其中有一人負責海防業務）
。明時，福建沿海四府一州的海防同知，除佐助分巡、
守二道監督該府、州海防事務的進行外，其它如轄境內水寨、遊兵的錢糧補給、器械供輸等項，
皆屬其業務範圍，亦因「其職在詰戎蒐卒，治樓船，簡器械，干掫海上，以佐觀察使者為封疆
計」
（註：葉向高，
《蒼霞草全集》
（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4 年）
，蒼霞餘草卷之 1，
〈福
寧州海防鄧公德政碑〉
，頁 8。）
，故一般又稱其為「海防官」
。
98
泉南遊擊，天啟元年設立，置有指揮官「遊擊將軍」一人，駐防廈門中左所，但至二年五月改
移駐泉州府城，五年時又北移至泉州門戶的永寧駐劄。但至崇禎八年以後，泉南遊擊卻遭到明
政府裁撤的命運。請參見何孟興，
〈明末浯澎遊兵的建立與廢除（1616-1621 年）
〉
，
《興大人文
學報》第 46 期（2011 年 3 月）
，頁 149。
99
同註 84，頁 165、166、187、229、239、262 和 266；同註 82，頁 19 和 333。
100
朱欽相，江西臨川人，原職為太僕寺少卿，天啟五年五月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朱雖於任內
討撫海盜楊六（即楊祿）有功，後卻因忤逆宦官魏忠賢而於六年七月遭除名削籍。
101
同註 84，頁 239。
102
同註 84，頁 187。
103
文中的興泉道和漳南道，係原書註釋中的看法，但筆者認為，除了興、漳二道外，尚有可能是
指巡海道和分守漳南道。因為，福建水寨、遊兵的督導上司係巡海道和分守道，
「寨、遊俱屬
分守、巡海二道、總鎮[即總兵]、遊擊提督及清軍海防同知稽覈」
（見顧亭林，
《天下郡國利病
書》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 年）
，原編第二十六冊，
〈福建‧興化府‧水兵〉
，頁 55。）
。
但是，有時分巡道亦會參與軍事督導的工作，此亦是事實。
104
同註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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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賄款卻遭 1625 年（天啟五年）7 月逃往日本的李旦所侵吞而損失不輕；105加上，
許心素又於 1628 年 1 月（即天啟七年十一月）被海盜被鄭芝龍殺害，106讓在臺荷人的
行賄策略遭受到了重創，同時亦使巴達維亞當局認為，
「餽贈了很大的金額給幾個中國
人，使（荷蘭東印度）公司遭受很大的損失」，107為此還訓令新任的長官納茨（Pieter
Nuyts）
、普特曼斯（Hans Putmans）等人不可再採取前任長官宋克（Martinus Sonck）
與德‧韋特（Gerrit Ferdericksen de Witt）的策略，改用協助中國官員對付海盜的方式
以博取好感，藉以謀求直接貿易的可能。108
最後要談的是，荷人行賄的手段不僅方便其在澎湖進行貨物轉運外，同時亦讓澎
湖守將中的受賄者成其情報消息的提供者，甚至還讓他們成為對付勁敵西班牙人的最
佳幫手。1627
（天啟七年）
年 8 月時，西班牙在菲律賓的總督塔佛拉（Juan Niño de Tabora）
親率艦隊欲北上攻打在臺的荷人，後卻天候不佳半途撤回，109但在 7 月已先派出的兩
艘兵船欲循臺灣東海岸前往雞籠，卻又因風向不對而駛入臺灣海峽，8 月意外到達了
澎湖，並受當地的明軍接待，明軍希望西人去攻佔安平，並且願意提供他們彈藥和補

105

106

107
108
109

1625 年 7 月初，李旦侵吞荷人賄款禮物後，便離開了臺南安平前往日本，8 月就病逝於日本。
李侵吞的款項，主要有二：一是 1624 年 11 月 28 日荷人欲贈與謝弘儀的臣僕或家人的四百里
爾。二是 1625 年 2 月 18 日荷人欲贈送閩省「軍門」
（Conbon）四百里爾、
「布政」
（pousing）
一百里爾、兩位「海道」
（haytocks）各一百里爾以及兩位「海防」各一百里爾。同註 84，頁
229-230。
1628 年 1 月許心素被海盜鄭芝龍襲擊喪命，此事件的爆發是因許、鄭兩人利益衝突而起的。
曹永和院士曾指出，許、鄭兩人原各為旅日私梟首領李旦在福建和大員的代理人，負責疏通兩
地交易買賣上的障礙，但這個由李旦所建立結合荷人的中日貿易網絡計劃，1625 年卻因李旦
病亡而中斷。而原本在臺擔任荷人通譯的鄭，後在荷人支援下搖身一變為劫掠前往馬尼拉中國
商船的海盜頭目；許則勾結福建總兵俞咨皋，利用明政府軍中有利地位，成為荷人販貿合作夥
伴，運商品至大員來與荷人交易。但後來，鄭離開荷人扶持的海盜船，投身大陸沿海制海權的
爭奪戰，鄭雖掠奪沿海，卻也想伺機接受明政府招撫。沿海勢力逐漸擴大的鄭，遂與許爆發利
益上的衝突，鄭便在 1628 年 1 月攻入廈門，殺了荷人支持的許心素，並迫使俞咨皋棄城遁逃。
見曹永和，
《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
，
〈環中
國海域交流史上的臺灣和日本〉
，頁 22。
同註 82 頁，333。
同註 107。
請參見荷西‧馬利亞‧阿瓦列斯（José María Alvarez）原著，李毓中、吳孟真譯著，
《西班牙
人在臺灣（1626-1642）
》
（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 年）
，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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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另外，還出示一些因船難被逮捕的荷人俘虜。110雖然，澎湖的明守軍是站在荷人
敵對的一方，但其內部卻有層階不低的人，在此事當中充任荷人的耳目，並暗助荷人
欲將西人趕離澎湖。關於此，荷人史料載道：
【1628 年】2 月 20 日有一艘戎克船從澎湖載一個官吏來此地[即安平]（是由其
他的高官派來向我們致意和歡迎的）。我們從這個官吏聽說，六個月前有兩艘
galleij 船[即上述西班牙船隻]去過澎湖，這個官吏自己曾經到那些船上用餐，這
兩艘船偕同六艘 gallioen 船和數艘戎克船一起從馬尼拉出航，準備要來攻擊我
們。……但是這個官吏令她們[指西班牙人]出航離去。……他們[指西班牙人]
懇請這官吏向軍門申請許可，使他們可以在澎湖再逗留一段時間，這要求被拒
絕了（看來他們沒有給足夠的饋贈）
，所以她們必須離開澎湖前往雞籠－淡水。
111

由上述荷人得意且輕蔑的口吻中，可知「接受饋贈或好處」對澎湖將吏而言，似乎是
件稀鬆平常的事，類似如上述攆走西人的官員、王夢熊、葉大經、翻譯員 Thienenpan……
這樣的人似乎還真不少，他們與荷人的關係匪淺、互動頻繁，而這種關係卻是建立在
禮物、貸款以及非法的走私買賣之上，在如此情形之下，如何能期待他們可以堅守崗
位、保疆衛土？所以，澎湖駐軍功能不彰，本是預料中之事！

四、結 論
「大海」一直是明帝國發展海防過程中最難克服的問題，多少具前瞻性的政策因
此而被迫轉彎或是退讓，致其原先所預期的功效大打折扣。不管是明代前期福建兵船
基地－水寨的內遷，或是明末澎湖遊擊監督不易的問題，皆是因「茫闊無際，風信難
測」的大海所致。

110

111

以上的內容，請參見陳宗仁，
〈西班牙文獻中的福建政局－官員、海盜與海外敵國的對抗與合
作（1626–1642）
〉
，收入呂理政主編《帝國相接之界：西班牙時期臺灣相關文獻及其圖樣論文
集》
（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2006 年）
，頁 324。
同註 82，頁 81-82。上文中的原註指出，西班牙 galleij 船是一種雙桅帆槳的戰船，至於 gallioen
船則較 galleij 為大，船身有三層甲板，又譯稱「大帆船」或「大海船」
。另外，除前已提及上
引文中符號“【】”的內容係書中的原註外，符號“（）”的內容亦是荷文書信原檔案中原有
的括弧之內容，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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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五年（1625）
，明政府在逐走荷蘭人後，在澎湖進行大規模的兵防佈署，並設
立了澎湖遊擊鎮守該地。但是，卻因無法找出一個有效的制度或方法，來管控或監督
澎湖的駐軍；加上，該地又是荷蘭東亞貿易的重要轉運站，荷人為使其貨物轉運的工
作能順利地進行，遂採取賄賂或給好處的手段，來收買當地的守軍；同時，駐防澎湖
的將弁亦仗恃「大海遠隔，監督不易」而恣意妄為，於是發生了諸如王夢熊替結拜兄
弟海盜鄭芝龍製造兵器和彈藥，捕盜李魁私載兵丁投靠鄭芝龍在海上行劫，不肖官員
暗助荷人攆走西班牙船隻，以及王夢熊等人向荷人借款購貨，再轉而販售荷人賺取差
額利潤，……等一連串匪夷所思的情事。因為，澎湖駐軍無法發揮預期應有的功能，
尤其是，王夢熊犯行被舉發而遭處重刑後，此案不僅讓新設的澎湖遊擊體制遭受不小
的創傷，同時，多少亦影響了明政府日後對澎湖進行裁軍的決策走向。加上，此際北
方滿人犯邊的問題嚴重，明政府軍費暴增，財政開支愈加地龐大，各省必須分攤中央
交派的軍費，財政窘困的福建亦不得例外，故此際若能減少澎湖駐軍數額，或調整其
戍防的型態，如將全年駐防改為春、冬汛防，對福建當局的財政亦當有不少的助益，
亦因上述的這些因素，明政府便對新設不到十年的澎湖遊擊，進行裁撤半數兵力的行
動，時間最晚不超過崇禎六年（1633）七月。至於，被裁撤的對象，主要是澎湖遊擊
轄下的澎湖把總及其部隊，共約 1,100 人左右。
總而言之，
「大海遠隔，監督不易」的地理因素、
「北邊緊張，遼餉孔急」的財政
因素，以及「駐軍收賄，功能不彰」的人為因素，上述三者讓明政府不得不去深入檢
討，天啟五年（1625）設立澎湖遊擊，佈署了二千餘人的兵力，長年把守這個孤遠、
貧瘠的海島，此一耗費巨大財力、弊端叢生、功能卻不彰顯的措置，是否值得再繼續
地執行下去？此亦是明政府對澎湖遊擊進行裁軍背後的源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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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明代福建烽火門、南日和浯嶼三水寨內遷示意圖，筆者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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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s for the Reduction of Peng-Hu Mobile Corps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
Meng-hsing Ho
Abstract
In the Tian-Chi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after expelling the Dutch, the Ming
government arranged a large scale military disposition in the Peng-Hu islands, and
established a “Peng-Hu Mobile Corps Commander” to be responsible for all of the tasks.
However, since the Peng-Hu islands are isolated from Fu-Jian by sea and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was difficult, the Ming government could not effectively supervise the
military in the Peng-Hu islands. As athe result, the military leaders were bribed by the Dutch,
and this corruption greatly troubled the Ming government. Besides,In addition, the invasions
of the Man-Zhou people in northeast China cost the Ming government a great deal of money;
consequently, the Ming government asked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increase taxation. To
fulfill the Ming government’s order,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Fu-Jian, alreadywhich was in a
poor financial situation, curtailedcut half of the manpower of the military in the Peng-Hu
islands who were performing poorly and difficult to supervise.

Keywords: Peng-Hu, Meng-Xiong Wang, Peng-Hu Mobile Corps Comm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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