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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 劍 閩 海
—— 浯嶼水寨把總沈有容事蹟之研究
（1601-1606 年）
何孟興*
摘 要
沈有容個性四海，與人親善，是一位勇於任事、負責用心的水師將領，他努力做
好工作，善盡自身職責，帄日不隨便浪費公帑，遇征戰時則智勇兼備、仁慈而不擅殺，
並且，在浯嶼水寨指揮官任內，完成三件重要的事情，一是東番勦倭之役，維護沿海
的治安，挫殺倭盜的氣燄。二是石湖浯寨的遷建工程，順利完成上級交辦任務，並為
明政府省下不少經費。三是勸退澎湖求市的荷人，鞏固東南海疆邊陲，不戰而屈人之
兵；此外，在工作餘暇，又熱心為百姓解決問題，
「沈公堤」便是他築堤防沙護田，保
護民眾生命財產的著名善舉。

關鍵詞：沈有容、浯嶼水寨、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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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日聞倭寇劫掠交趾[按：今日越南]回廣（東）
，沿海嚴備。今春獲得功次，當以
沈有容為最，此人勇敢直前，不避矢石，疇不愛身，所志在功名耳，邇因方矩
攻訐，頓圖歸計。職[即福建分巡興泉道王在晉]謂，題敘在邇，苦苦勉留，海
上若有容者知兵可用，必祈台臺[指福建巡撫金學曾]敘入本內，復其欽（依把）
總，方足酬功。
－王在晉‧〈上撫臺省吾金公揭十三首（其九）
〉
以上的內容，1是明神宗萬曆二十九年（1601），時任福建分巡興泉道並兼職巡海
道的王在晉，2上呈給福建巡撫金學曾的揭文中，3對當時將領沈有容的為人及事蹟所
做的評價，文中並以「此人勇敢直前，不避矢石，疇不愛身，所志在功名耳」，來形
容這位明代福建的水師名將。沈，安徽宣城人，字士宏，號寧海，幼走馬擊劍，好兵
略。萬曆七年（1579）武鄉試舉人，初任薊遼昌平千總，復受知總督張佳胤，調薊鎮
東路，轄南兵後營，因累戰功，獲世廕千戶，遷都司僉書，守浮屠谷；後，從經略宋
應昌援朝鮮，乞歸。二十年（1592）中日朝鮮役發，二十五年（1597）獲邀南下福建
協防，先後擔任海壇、浯銅和浯嶼三寨、遊水師把總。之後，又歷任浙江都司僉書、
1

2

3

王在晉，
《蘭江集》
（北京市：北京出版社，2005 年）
，卷 19，
〈上撫臺省吾金公揭十三首（其九）
〉
，
頁 15。上文中的方矩，疑為時任玄鍾遊兵把總一職，該遊又稱南澳遊兵，係明政府佈署於福建、
廣東二省交界海上的水師部隊。另外，附帶一提的是，上文中出現“[按：今日越南]”者，係筆者
所加的按語，本文以下內容中若再出現按語，則省略如上文的“[福建巡海道王在晉]”。此外，筆
者為使本文前後語意更為清晰，方便讀者閱讀的起見，有時會在文中引用句內「」加入文字，
並用符號“（）”加以括圈，例如上文的「日聞倭寇劫掠交趾回廣（東）
」
，特此說明。
王在晉，江蘇太倉人，進士（一作舉人）出身，撰有《海防纂要》
、
《越鐫》
、
《蘭江集》等書。
王，萬曆二十八年時，以按察司僉事出任分巡興泉道，萬曆二十九年春天入閩抵泉州受事，期
間除兼職巡海道外，亦曾兼付分巡漳南道和分守漳南道二職，請參見王在晉，
《海防纂要》
（北
京市：北京出版社，2000 年）
，卷之 10，
〈紀捷‧漳泉之捷〉
，頁 13-14；王在晉，
《蘭江集》
，
卷 19，
〈書帖‧上撫臺省吾金公揭十三首（其十三）
〉
，頁 19。
金學曾，字子魯，浙江錢塘人，隆慶二年進士，原職為湖廣按察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萬曆二十三至二十八年任。史載，金在二十七年二月遭南京給事中沈世祿等人彈劾，五月獲允
乞休，次年三月引疾候付。筆者以為，金真正離開閩撫的位置，當在二十九年下半年以後。因
為，該年二月福建左布政使朱運昌雖接任巡撫一職，但是，乞休候付的金仍在位上，朱並未正
式開始視事。有關此，請參見王在晉，
《蘭江集》
，卷 19，
〈書帖‧上撫臺省吾金公揭十三首〉
，
頁 5-20；吳廷燮，
《明督撫年表》
（北京市：中華書局出版，1982 年）
，卷 4，
〈福建〉
，頁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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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處參將，以及福建水標遊擊參將等重要之職務，後來，官至山東登萊總兵，卒時，
朝廷贈予「都督同知」銜，並賜祭葬，以褒揚其功勞。
吾人若提起沈有容，相信對臺灣史有所涉獵者，多知他有兩件事蹟與明代臺灣、
澎湖歷史關係密切，一是萬曆三十年（1602）他冒著寒冬率軍渡海，前來臺灣勦除倭
盜。另一則是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時，他率領大軍往赴澎湖，勸走來華求市的荷
人，今日澎湖天后宮廟內的「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殘碑（附圖一：二○一○
年四月整修中的澎湖天后宮，筆者攝；附圖二：
「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殘碑，
筆者攝。），即是此段歷史的最佳見證。而上述這兩件四百多年前的史事，都是他在
浯嶼水寨指揮官任內完成的。如此一位引人好奇的歷史人物，是筆者撰寫本文的主要
動機，而本文的內容便是針對他任職浯嶼水寨時的相關事蹟、成就評價及其為人特
質……等進行的探討和分析，希望能對這位在明代臺灣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傳奇人
物，有更多、更深入的瞭解。
在探討沈有容浯嶼水寨任內事蹟前，筆者有必要先對學界相關研究論著做一回
顧。首先是，沈有容個人研究的部份，作品數量並不算少，例如廖漢臣〈韋麻郎入據
澎湖考〉
（見《文獻專刊》第 1 卷第 1 期，1949 年 8 月）
、盧嘉興〈由「大埔石刻」談
到沈有容與董應舉〉
（見《古今談》第 29 期，1967 年 7 月）
、盧嘉興〈明季勦倭寇最
先攻臺灣的沈有容〉
（見《古今談》第 30 期，1967 年 8 月）
、鄭喜夫《臺灣先賢先烈
專輯（第五輯）
：沈有容傳》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中市，1979 年 6 月）
、李乾朗《馬
祖大埔石刻調查研究》
（連江縣政府，連江縣，1996 年 10 月）
、劉增貴〈沈有容閩海
史事考－－讀《閩海贈言》
〉
（收入邱金寶主編，
《第一屆「馬祖列島發展史」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
，連江縣政府、連江縣社會教育館，1999 年 7 月）
、中村孝志〈關於沈
有容諭退紅毛番碑〉
（收入許賢瑤譯，
《荷蘭時代臺灣史論文集》
，2001 年）
、李祖基〈陳
第、沈有容與《東番記》
〉
（見《台灣研究集刊》2001 年第 1 期，2001 年 1 月）
、村上
直次郎〈澎湖島上的荷蘭人〉
（收入許賢瑤譯，
《荷蘭時代臺灣史論文集》
，2001 年）
、
包樂史〈中國夢魘：一次撤退，兩次戰敗〉
（收入劉序楓主編，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
集（第九輯）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5 年）
、吳培基、賴阿蕊〈沈
有容諭退韋麻郎及立碑地點在澎湖天后宮之商榷〉
（見《硓 石：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季
刊》第 56 期，2009 年 9 月）
、拙撰〈論明萬曆澎湖裁軍和「沈有容退荷事件」之關係〉
（
《臺灣文獻》第 62 卷第 3 期，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1 年 9 月）以及吳培基、賴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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蕊〈沈有容〈仗劍錄〉校注研究（上）
、
（下）
〉
（見《硓 石：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季刊》
第 68 和 69 期，2012 年 9 和 12 月）……等，其中不少與他勸退荷人求市澎湖有關。
其次是，浯嶼水寨的研究部份，有關此，筆者目前所知，專門討論此一主題，僅拙著
《浯嶼水寨：一個明代閩海水師重鎮的觀察》（修訂版，蘭臺出版社，臺北市，2006
年 3 月）而已。最後是，本文使用之文獻資料。較重要有四，除較著名由沈有容自輯
的《閩海贈言》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年）外，尚有他自撰的回憶錄－－〈仗劍
錄〉
，以及前述福建分巡興泉道王在晉的兩本海防重要著作－－《海防纂要》
（北京出
版社，北京市，2000 年）和《蘭江集》
（北京出版社，北京市，2005 年）
，此二書皆屬
四庫禁燬書叢刊，係大陸近年新出版的明代史書。
至於，本文的章節主要包括有四，即「沈有容任職浯嶼水寨之背景源由」
、
「沈有
容往赴東番剿倭與浯嶼水寨的遷建」
、
「沈有容勸退荷人求市澎湖與興築沈公堤」和「沈
在浯嶼水寨把總任內事蹟評析」
。另外，要附帶說明的是，本文的主標題「仗劍閩海」
的「仗劍」二字，其靈感係源自沈有容所撰的回憶錄－－〈仗劍錄〉
，而這部珍貴、疑
為亡佚的史料，前些年在大陸安徽宣城縣偏僻的山村－－即沈的故鄉被發現，4該文中
所記載的內容，對學界研究沈個人事蹟及其相關的問題上有莫大的幫助，前已提及，
它亦是本文撰寫時引用的重要素材之一。最後，因筆者囿於個人學養有限，文中內容
若有誤謬不足之處，祈請學界先進不吝指正之。

二、沈有容任職浯嶼水寨之背景源由
要說明沈有容任職浯嶼水寨把總的原因之前，有必要先談一下為何他會來福建擔
任水師將領？此主要與萬曆二十年（1592）爆發的中、日朝鮮之役有直接的關聯，這
場斷斷續續打了數年的戰爭，連遠在東南的福建都受到牽連。因為，明政府恐倭人採
聲東擊西之計由海上突襲中國，5為此大事整飭武備以防萬一，閩海局勢亦隨之緊張起

4

5

有關此，請參見姚永森，
〈明季保臺英雄沈有容及新發現的《洪林沈氏宗譜》
〉
，
《臺灣研究集刊》
1986 年第 4 期，頁 83。至於，沈有容自撰的〈仗劍錄〉亦收錄在上文中，見該文，頁 87-90。
萬曆十九年時，人在琉球的船商陳申，因聽聞日本關白豐臣秀卲將大舉犯邊，
「擬今年三月入寇
大明，入（侵）北京者仙朝鮮人為之向導，入（侵）福（建）
、廣（東）
、浙（江）
、直（隸）者
仙唐人[即中國人]為之向導」
（見侯繼高，
《全浙兵制附日本風土記》
（山東省：齊魯書社，1995
年）
，第二卷，
〈附錄：近報倭警〉
，頁 174。）
，並謀策於琉球中山國長史鄭迴。為此，除琉球
派遣使節來華奔告外，陳申本人亦返鄉通知福建當局。明政府聞此消息，頗感震驚，且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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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在此氛圍之下，沈有容接受了福建巡撫金學曾的邀聘，前來閩地協助海防工作的
進行，時間約在萬曆二十五年（1597）
。他起先擔任海壇遊兵把總一職，但亦在同一年，
倭人卻因關白豐臣秀吉病逝，隨後亦由朝鮮撤軍，漫長的中日朝鮮之役終於結束，閩
海局勢亦跟著穩定下來。至於，沈在海壇任職期間，事蹟較為人所知者，例如與伯兄
沈有嚴（時任福州通判）乘船巡防海上，6又如他涉險單船出海，夜襲倭盜，擄獲其巨
魁，而這群賊倭曾在海上搶奪商船，並在福州松下登岸劫掠百姓；7此外，則是奉命赴
日打探關白的相關訊息，但後來似未成行。8
萬曆二十七年（1599），沈有容改調為浯銅遊兵把總，該遊水師基地係設在廈門
中左所，他到任後，不僅打破過去的陋規，拒絕下屬饋贈禮金，還目睹水師缺乏經費，
兵船器械櫓楫年久失修，自己捐出薪俸來更新裝備，用以增強浯銅遊兵的戰力。9不僅
如此，他還對該遊內部長期的積弊－－即官兵僅掛名、人實不在軍伍的病象進行清查
整頓，以提振將弁之士氣。10尤其是，他在任內立下令人刮目相看的戰功，時間是在
萬曆二十九年（1601）春、夏間，亦即在四月的東椗之捷和五月的彭山洋之役，他總
共擒斬倭盜六十餘人，有關此，沈在他的回憶錄〈仗劍錄〉中如此地記載道：
辛丑[即萬曆二十九年]歲，各（水）寨、游（兵）兵船多為倭所掠，獨容[即沈

6

7

8

9

10

四十年前嘉靖倭亂悲劇重演，遂大力整備東南沿海兵防，以因應可能之情勢變化。相關之史料
記載，亦可參見鄭大郁，
《經國雄略》
（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03 年）
，
〈四夷攷‧卷之二‧日
本〉
，頁 35-36。
請參見陳省，
〈海壇去思碑〉
，收入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年）
，卷之 1，頁 1-2。
請參見同前註。文中的松下，在福州有兩處，其中，松下鎮地屬福州府長樂縣二十都，位在壇
島西北方岸邊，鎮東衛的東北面。另一松下寨，地屬福清縣，位在鎮東衛東邊不遠處，兩者距
離不遠，極易相互混淆，筆者目前無法確定，上文所稱的松下係指何者。
有關此，沈有容在回憶錄中曾言道：
「閩撫省吾金公[即金學曾]欲出奇搗其穴，聘容[即沈有容]
至閩。……次日補（容[即沈有容]）海壇（遊兵）把總，防海一汛，欲差往日本探關白情形，
扮商以往，授容千金。容辭金以付同往者劉思；後不果往，追還原金，思因是破家。金公亦因
是知容，稍加重焉，故又得補浯銅（遊兵把總）
」
。見沈有容自傳稿〈仗劍錄〉
，載於姚永森〈明
季保臺英雄沈有容及新發現的《洪林沈氏宗譜》
〉
，
《臺灣研究集刊》1986 年第 4 期，頁 88。
有關此，請參見池浴德，
〈賀陞浯嶼欽總移鎮石湖序〉
，收入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3，
頁 42。
有關此，請參見沈有容自傳稿〈仗劍錄〉
，載於姚永森〈明季保臺英雄沈有容及新發現的《洪林
沈氏宗譜》
〉
，
《臺灣研究集刊》1986 年第 4 期，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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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容]于四月初七日擒生倭十八名、斬首十二級于東椗外洋[即東椗之捷]。興泉
道王岵雲公[即福建分巡興泉道王在晉]上議招目兵八百、募商船二十四只為二
哨，仙容統其一，一隸于銅山（水）寨把總張萬紀。容統舟師出海，直抵廣（東
交）界，五月十七日斬首三十二級，奪回南澳（遊兵）捕盜張敬兵船一只[即彭
山洋之役]。11
由上可知，相對於其他水寨、遊兵船艦多為倭盜所掠之窘況，12沈此次優異的表現，
深獲福建當局高度地肯定，而且，期間又恰值浯嶼水寨把總馬權表現失職，13此亦讓
沈有機會能由浯銅遊兵名色把總，陞任為浯嶼水寨欽依把總。14
除此之外，沈有容能出任浯嶼水寨把總一職，當時負責地方監軍工作的分巡興泉
道王在晉功亦不可沒。15王，站在「為地方力保有功之將，事屬至公」的立場，16不斷

11
12

13

14

15

同前註。
此次，遭掠的兵船有海壇遊兵、小埕水寨、浯嶼水寨和湄州遊兵，王在晉在呈給福建巡按劉在
田的揭文中，便如此地說道：
「若海壇（遊兵）
、若小埕（水寨）
、若浯嶼（水寨）
、若湄州（遊
兵）
，均之損失船兵者也。海壇（遊兵）之被搶者一，而浯嶼（水寨）之被搶者二，僨事之愆誰
能諱之，然明言搶失使人猶可端倪。若小埕（水寨）
，則搶船而以獲功報矣。……至于，湄州
（遊兵）捕盜楊山之失船，該遊（兵把總）未嘗聞也」
，見王在晉，
《蘭江集》
，卷之 19，
〈書帖‧
上按臺在田劉公揭三首（其二）
〉
，頁 22-23。其中，倭盜搶奪了海壇遊兵兵船一艘，浯嶼水寨
兵船兩艘，小埕水寨竟與倭爭搶兵船為功，湄州遊兵的捕盜楊山失船，該遊把總卻未嘗與聞，
官兵表現仙人失望不已。然而，相較於上述寨、遊兵船遭奪之諸多缺失，沈有容的表現卻十分
地優異，先有四月東椗之捷，後有五月彭山洋之役。其中，東椗之捷，沈在金門東面海域生擒
了倭盜十八名，並斬首十二人。
浯嶼水寨指揮官馬權，不僅本人懦怯無能，又因轄下的哨官被倭盜搶走了二艘兵船，而遭到明
政府革除薪俸之處分。有關此，請參見王在晉，
《蘭江集》
，卷 19，
〈書帖‧上撫臺省吾金公揭
十三首（其六）
〉
，頁 10；同前書、卷，
〈書帖‧上撫臺省吾金公揭十三首（其七）
〉
，頁 12。
明時，把總是中、低階的軍官，秩比正七品，並有「欽依」和「名色」的等級區別，欽依權力
地位高於名色，
「用武科會舉及世勳高等題請陞授，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謂之『欽依』
。……由
撫院差委或指揮及聽用材官，謂之『名色』
。」
（見懷蔭布，
《泉州府誌》
（臺南市：登文印刷局，
1964 年）
，卷 25，
〈海防‧附載〉
，頁 10。）一般而言，福建的水寨指揮官係欽依把總，而遊兵
則為名色把總。因為，世宗嘉靖四十二年時，閩撫譚綸奏准，改福建水寨指揮官名色把總為欽
依，以重其事權，而且，具有欽依銜的水師將領，不管是副總兵、參將、遊擊、守備或把總，
皆可依都指揮（司）體統行事，能擁便宜調遣沿海衛、所軍隊的權力，以遂行作戰的任務。
明付，福建各路的水寨、遊兵將弁，雖由福建總兵直接地統轄指揮，但需接受該地監軍的分巡、
分守二道所監督。因為，沈有容時任浯銅遊兵把總，駐守泉州同安的廈門，而布政使司在泉州
府未派有分守道駐鎮，僅由按察司轄下的分巡道－－即分巡興泉道來負責監督。分巡興泉道，
係由按察使司長官的按察使，調派其轄下的按察副使或僉事，監督興化、泉州二府境內水、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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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向自己的上司巡撫金學曾和按察使徐見吾極力地推薦沈，同時，亦對沈的直屬長官
南路參將施德政進行建議，17讓沈能陞任浯嶼寨總，以獎勵其突出表現之戰功，同時，
亦可避免他因近況不如意，而萌生辭職歸鄉之念，18致使福建水師平白地丟失了一位
克盡職守、能建戰功的良將！亦因為王持續不懈地努力，就在不久後即萬曆二十九年
（1601）年底，新任視事的閩撫朱運昌，19便將沈有容陞任為浯嶼水寨把總，20有關此，
沈在回憶錄中亦言道：
「至辛丑[即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在北滇南朱公[指閩撫朱運昌]
撫閩，即題補容[即沈有容]于浯嶼（水寨）
」
。21

三、沈有容往赴東番剿倭與浯嶼水寨的遷建
在說明沈有容在浯嶼水寨把總任內事蹟之前，有必要先介紹他任職的浯嶼水寨
（以下簡稱浯寨）概況。水寨是明代水師兵船泊靠的母港基地，浯寨是明政府在福建
泉州沿海最強大的水師，22置有指揮官把總一名，約在明初太祖洪武二十（1387）
、二
十一（1388）年間，設於泉州同安海上的浯嶼，創建者是江夏侯周德興；但該寨至遲
在孝宗弘治二年（1489）以前，便內遷至近岸的廈門島（隸屬泉州同安）
；之後，又於

16
17
18

19

20

21

22

官兵的運作情形，包括稽查姦弊、課殿功罪、處置錢糧等項事務，以達到軍事的「指揮權」和
「監督權」兩者分離之目標。
王在晉，
《蘭江集》
，卷之 20，
〈書‧與方伯見吾徐公書二首（其二）
〉
，頁 25。
施德政，江蘇太倉人，武進士出身，萬曆二十五年出任福建南路參將一職。
王在晉在上呈揭文給乞休候付的閩撫金學曾時，曾提及到沈有容為人，
「此人勇敢直前，不避矢
石，疇不愛身，所志在功名耳」
，但是，最近遭到其他將領方矩的攻訐，讓他有些許地不如意，
頓生不如歸去之感，王希望福建當局能留住人才，請金儘快出面協助解決此事！請參見王在晉，
《蘭江集》
，卷 19，
〈書帖‧上撫臺省吾金公揭十三首（其九）
〉
，頁 15。
朱運昌，雲南前衛軍籍，直隸丹徒人，萬曆八年進士。朱，原職為福建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
史巡撫福建。萬曆二十九至三十年任。
沈出任浯嶼水寨把總一職，其全銜為「欽依浯嶼水寨把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事」。
見沈有容，
〈重建（浯嶼）天妃宮記〉
，收入蔣維錟，
《媽祖文獻資料》
（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
社，1990 年）
，頁 123。
沈有容自傳稿〈仗劍錄〉
，載於姚永森，
〈明季保臺英雄沈有容及新發現的《洪林沈氏宗譜》
〉
，
《臺
灣研究集刊》1986 年第 4 期，頁 88。
浯嶼水寨官軍的人數，除了春、冬汛期附近衛、所固定調援的貼駕征操軍五八○人外，例如嘉
靖四十三年時約有二,二○○人，萬曆四十年時則有一,○七○人，至於，其間短少的額數，主要
應是被抽調至新增設的浯銅、澎湖遊兵之中。其次，關於兵船的部分，浯寨在萬曆三年時即有
四十艘，而且，至遲在萬曆四十年時，它的數量已增加至四十八艘，請參見何孟興，
《浯嶼水寨：
一個明付閩海水師重鎮的觀察（修訂版）
》
（臺北市：蘭臺出版社，2006 年）
，頁 24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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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三十年（1602）再北遷到泉州灣南岸的石湖（隸屬泉州晉江）
（參見附圖三：浯
嶼水寨寨址遷移示意圖，筆者製。）
，23而此次浯寨北遷的工程便是由沈有容所負責，
下文中會做說明。
根據沈有容〈仗劍錄〉載稱，24萬曆三十年（1602）時，有倭盜賊船七艘，橫行
閩、粵、兩浙之間，25 沿海水寨、遊兵、軍衞和守禦千戶所碁布海濱，竟不聞官軍以
一矢相加遺。九月初，倭盜由浙江南竄至福州的萬安千戶所，攻城焚船，又掠奪草嶼
島上農民，26再南下泊據福州、興化二府海上交界的西寨。27之後，倭盜又聽聞他（指
沈有容）已在泉州的崇武千戶所整備兵船將前來勦討，故又從湄洲東面的烏邱（今日
烏坵）出海，南下竄往澎湖，再轉入東番（今日臺灣）盤據為巢穴。有關此，其他史
書亦載道，倭盜「至東番，披其地為巢，四出剽掠，商、漁民病之」
。28
同年（1602）十二月，時任浯寨把總的沈有容，便親率二十四艘兵船，29由金門
的料羅出發，冒著寒風巨浪，涉險越過澎湖，抵達臺灣海域，
「遇賊艘于洋中，追及，
火攻，斬級十五，而投水焚溺無算，救回漳、泉漁民被擄（者）三百餘人」
。30而沈有
容此次勦倭之兵船，因海象十分地險惡，在橫渡澎湖時遭颶風所吹散，僅得十四艘抵
達目的地臺灣。有關此，沈在〈仗劍錄〉中亦言道：
（萬曆三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容[即沈有容]）統舟師二十四艘往剿。至彭湖
[即澎湖]溝遇颶風，回復西嶼頭，過午尚未見山，自以為必葬魚腹矣。丁嶼門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關於有明一付浯嶼水寨遷徙的詳細經過，請參見同前註，頁 149-200。
請參見沈有容自傳稿〈仗劍錄〉
，載於姚永森，
〈明季保臺英雄沈有容及新發現的《洪林沈氏宗
譜》
〉
，
《臺灣研究集刊》1986 年第 4 期，頁 88。
上文的「兩浙」係包括今日長江以南的江蘇省和浙江省全境，兩浙沿海主要是指明時直隸的松
江、蘇州二府，以及浙江境內的嘉興、寧波、台州、溫州等府。
草嶼，地在萬安守禦千戶所附近。萬安千戶所，位處福州府福清縣境內，即福州省城東南濱海
處。因為，萬安所地近海壇島，時該島已設有遊兵，便和海壇遊兵共同捍衛福清縣的海上安危。
西寨，該地曾為海壇、湄洲二支遊兵海上兵船會哨之所。
黃鳳翔，
〈靖海碑〉
，收入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1，頁 11。
文中的兵船數目二十四艘，係根據沈有容回憶錄〈仗劍錄〉而來的，請參見姚永森〈明季保臺
英雄沈有容及新發現的《洪林沈氏宗譜》
〉
，
《臺灣研究集刊》
，1986 年第 4 期，頁 88。然而，此
役隨行的陳第，在〈舟師客問〉一文中卻稱，兵船僅有二十一艘（請參見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
卷之 2，頁 30。）
，筆者以沈有容為此役征討之統籌指揮官，故採其說法。
沈有容自傳稿〈仗劍錄〉
，載於姚永森，
〈明季保臺英雄沈有容及新發現的《洪林沈氏宗譜》
〉
，
《臺
灣研究集刊》
，1986 年第 4 期，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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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險，舟不得并行，倘少失手，人船皆溺，因天晚不得已冒險收入。候三日，
始得十四船，餘皆飄散，亦有至粵東者。容度賊七艘，我舟倍之，乃下仙過東
番。31
沈在勦滅倭盜之後，明軍兵船並收泊於大員（今日臺南安平）（附圖四：臺南安帄巷
弄今貌，筆者攝。），當地的原住民曾饋獻酒飲、鹿肉以酬謝之。32
吾人可發現到，沈有容出其不意地突襲倭盜，是此次軍事行動成功的重要因素。
因為，當時有人認為，
「隆冬多風，不宜渡海者」
、
「外洋劇賊，未易卒破者」甚或「賊
住東番，非我版圖者」……等，33針對這些的問題，此役隨行的陳第，34便明白地指道：
賊住外洋，謂我師必不能至；況時已撤防，又謂我師必不肯至。故攻其無備。35
亦因倭盜認為，躲避外洋的臺灣十分地安全，尤其是在十二月寒冬時，其原因有三：
一、臺灣遠在海外，並非是明軍的汛地。二、臺灣對岸的澎湖遊兵，因冬汛已過，此
時已撤防回內地。36三、按常理推斷，隆冬之際風浪滔天，明軍必不會涉險來犯。亦
如此，倭人鬆懈其防備，才使沈有容此次「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軍事行動，獲得
重大的勝利。
萬曆三十年（1602），對浯嶼水寨變遷上而言是重要的一年，該年明政府將該寨
寨址由原先的廈門，北遷到泉州灣岸邊的石湖，其目的主要在鞏固泉州府城的海上防
31

32
33
34

35
36

同前註。上文中的西嶼頭和丁嶼門，皆位在澎湖。其中，西嶼頭係昔時內地東渡臺灣，進入澎
湖之要地；至於，西嶼頭的位置在今日何處？廣義係指西嶼的南面海岸，即由東臺古堡經西嶼
西臺到西嶼燈塔的沿岸地帶，狹義是指今日西嶼燈塔附近的西嶼盡頭處。其次是，丁嶼門即丁
字門嶼，又名小門嶼，即漁翁島北部獨立的小海島，位在今日澎湖縣西嶼鄉小門村。請參見施
添福總編纂，
《臺灣地名辭書：澎湖縣》
（南投縣：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3 年）
，頁 335-336。
請參見陳第，
〈東番記〉
，收入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2，頁 27。
請參見陳第，
〈舟師客問〉
，收入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2，頁 29。
陳第，字季立，號一齋，福州府連江縣人，著有《一齋集》等書。陳第與沈有容係多年好友，
曾隨沈前去東番勦倭，並留下數篇詩文，其內容成為研究明付澎湖、臺灣歷史的珍貴史料，其
中，尤以〈東番記〉最為膾炙人口。
同註 33，頁 30。
明時，澎湖位處在倭盜乘北風南犯路徑之上，東北風吹起時，明政府會派遣兵船前往戒備以禦
敵犯，在時間上分為兩個階段，一為三月清明節後三個月的春汛，另一為九月初重陽節後兩個
月的冬汛（又稱秋汛）
，春、冬二汛期合計共約五個月。此時，水師冬汛早已結束，澎湖並無汛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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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力量。因為，倭人常乘北風由浙江南犯閩、粵，福建當局在佈署沿海兵力時，特別
重視其北面的防務佈署，故形成「重北輕南」的海防思維，而此際泉州最強大的水師
－－浯寨卻設在南方泉、漳交界的廈門，
「倘島夷[指倭人]深入，該寨[指浯嶼水寨]越
在一隅，遙遙聲息，風馬牛不相及也。羽檄猝至，應援後時，非完計也」
，37亦即浯寨
寨址廈門地處偏南，不僅不利於泉州海上整體的防衛佈署，且無法有效地發揮保護泉
州府城的功能。因此，福建當局選擇石湖做為新寨址，主要便是考量該地是泉州府城
出入海上的門戶。38石湖，攸關泉城的安危至大，浯寨的新址若設此，可達到增強保
護泉城安全的目標，換言之，浯寨北遷石湖是以鞏固泉城防衛為主要的考量。
此時，擔任浯寨指揮官的沈有容，除了參與先前新寨址的遴選工作外，39同時，
亦是廈門浯寨搬離工作，以及新寨工程建設的主要負責人。史載，沈在營造石湖新寨
的過程中，「乃度地宜，料徙役，庀材具，先為監司署、次海防署、次寨署、次徙建玄
武祠、次閱武場，咸宏壯嵦敞，矻然為海上鉅鎮」，40並於萬曆三十年（1602）六月二
十二日開始動工，隔年即三十一年（1603）二月二十日便已完成，41前後才花了八個

37
38

39

40

41

郭惟賢，
〈改建浯嶼寨碑〉
，收入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1，頁 6。
有關此，明人郭惟賢嘗言：
「遍觀四履之地，枕山帶水，繫泉郡咽喉，可以居中調度、便於扼控
者，無如晉邑[即晉江]之石湖澳。……石湖澳，吾泉郡門戶也」
。見郭惟賢，
〈改建浯嶼寨碑〉
，
收入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1，頁 6-7。
有關此，明人黃國鼎曾提及，
「中國苦倭久矣，而閩泉郡為甚。泉與倭隔一海，可一葦而至。……
曩倭肆毒，禍延吳越，瘡痍未起；邇悔罪送被虜歸，船突至郡橋之南。時觀察信吾程公[即泉州
知府程達]為郡（守）
，嘆曰：
『豈有醜虜[指倭人]卒來，如入無人之境，門戶安在哉』！乃咨近
地有可泊舟師為吾郡藩籬者；而宛陵沈將軍[即沈有容]欽總浯嶼（水寨）
，素遍覽地形，乃以石
湖宜寨狀，條陳甚悉。公遂俞之，具請當道，議欲移寨石湖」
。見氏著，
〈石湖愛民碑〉
，收入沈
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1，頁 8。
葉向高〈改建浯嶼水寨碑〉
，收入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1，頁 4。根據後人的推估，明
付水師母港基地的水寨，它的寨城當係涵蓋水岸、周邊築有城牆和防禦工事的軍事堡壘，甚至
置有轟擊入犯敵人的砲臺。至於，寨城的內部設施，除在岸邊有專供兵船停泊的碼頭外，在陸
上可能亦有維修用途的船塢、軍火倉庫和其他維護的補給設施。此外，尚有水師官兵辦公的衙
署和提供食宿的營舍，以及官兵帄時操練校閱的教練場，甚至於官兵精神依託的祠廟如祀奉玄
天上帝的玄武祠……等，水寨似乎亦是陸地的軍事城堡和岸邊的軍用港口兩者合一的混合體。
以福寧州的烽火門水寨為例，寨城便設有水寨教場，在教練場當中設有演武亭，演武亭北面便
是掌管軍火的軍器局，演武亭東邊則是把總公館，亦即水寨指揮官的邸舍。請參見何孟興，
《浯
嶼水寨：一個明付閩海水師重鎮的觀察（修訂版）
》
，頁 11-12。
請參見葉向高，
〈改建浯嶼水寨碑〉
，收入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1，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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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時間，費用總計七百餘緡。42不僅如此，浯寨在遷建的過程中，沈本人亦注意到石
湖當地民眾的感受，盡量做到不擾民的境地，當時人的黃國鼎便言道：
「將軍[即沈有
容]至（石湖）
，經營規畫，不煩公帑、索軍實，而營壁垣壘井然有條，一畚一鍤亦罔
以煩民居，樹旌蔽日、列戟如霜，儼乎千里長城；而又時時戒士卒不得取民間一笠、
摘一蔬。未幾，殺賊海上，東番懷威[指沈赴東番勦倭一事]。三年之間，鯨鯢遠遁，
兵民緝睦，捕魚耕耘于于如故」
。43

四、沈有容勸退荷人求市澎湖與興築沈公堤
沈有容擔任浯嶼水寨把總期間，除前往臺灣勦滅倭盜外，另外，便是率軍前往澎
湖，去勸走前來尋求通市的荷蘭人。萬曆三十二年（1604）時，荷蘭東印度公司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為了想和中國進行直接互市，遂派遣韋麻郎
（Wybrant van Waerwyk）率領數艘船艦佔領澎湖。44因為，荷人抵達時間是七月十二
日（即陽曆八月七日）
，45此際，因島上澎湖遊兵的春汛已經結束，汛兵撤回了內地，
致使荷人如入無人之境。
然而，此一令明政府十分震驚的消息，很快便傳到對岸的福建，對於荷人佔據汛
地澎湖，福建當局不僅強烈堅決反對，並且，決定派遣浯寨指揮官沈有容率軍前往澎
湖將荷人給逐走。至於，如何驅逐據地求市的荷人，沈有容心中已先有定見，他認為：
彼來求市，非為寇也，奈何剿之？剿而得勝，徒殺無罪，不足明中國廣大；不
勝，則輕罷百姓力，貽朝廷羞，不如諭之。第仙無所得利，徐當自去也。46

42
43
44

45

46

請參見同前註，頁 4。文中，緡為古人計算金錢單位的稱呼，其中，每一緡為一,○○○文。
黃國鼎，
〈石湖愛民碑〉
，收入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1，頁 9。
此次荷船前來澎湖數量共有多少？目前筆者所知，有以下的不同看法。其中，明人陳學伊〈諭
西夷記〉和李光縉〈却西番記〉二文的說法，荷船共有三艘（請參見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
卷之 2，頁 32 和 38。）
。另外，明人張燮的《東西洋考》卻稱，有兩大和兩中型船隻共有四艘
船，其文如下：
「
（潘）秀與夷[即荷蘭人]約，入閩有成議，遣舟相迎。然夷食指既動，不可耐
旋，駕二巨艦及二中舟，尾之而至。亡何，已次第抵彭湖，時萬曆三十二年七月也」
。見該書（北
京市：中華書局，2000 年）
，卷 6，
〈外紀考‧紅毛番〉
，頁 128。
請參見中村孝志，
〈關於沈有容諭退紅毛番碑〉
，收入許賢瑤譯，
《荷蘭時付臺灣史論文集》
（宜
蘭縣：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1 年）
，頁 190。
李光縉，
〈却西番記〉
，收入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2，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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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主張，與其用武力勦討荷人，不如採取勸說方式，讓他們無所得利，便會自動離
開。沈上述的見解，在得到巡撫和巡按贊同後便開始推動，並請當局釋放荷人使者林
玉，令其隨同前往澎湖進行交涉。47至於，沈本人與荷方的交涉過程，在〈仗劍錄〉
中他曾如此説道：
（撫、按）兩臺乃議以容[即沈有容]往。容請貸林玉，欲用為內間，遂與至彭
湖[即澎湖]。容先駕漁艇，見（高）寀[即福建稅使太監]所差之官周之範，折其
舌，直抵（韋）麻郎船。船高大如城，銃大合圍，彈子重二十餘斤，一施放，
山海皆震。容直從容鎮定，坐譚之間，夷[指荷人]進酒食，言及互市。委曲開
譬利害，而林玉從旁助之，夷始懾，俯首求去。行時，餽容方物，收其鳥銃并
火鐵彈而却其餘，即圖容象以去。48
沈在上述回憶錄中，僅以「夷進酒食，言及互市。委曲開譬利害，……」簡單數語，
來說明他與荷人折衝的情形；雖然如此，但其談判對話的內容，明人陳學伊〈諭西夷
記〉、李光縉〈却西番記〉、張燮《東西洋考》和董應舉《崇相集》……諸書文皆有
所記載，49但因上述內容頗繁、難以列敘，筆者茲僅舉董應舉回憶二十年前（即萬曆
三十二年），沈在談判時嚴厲警告荷人的話語給讀者做為參考，其內容如下：
吾這裏有（巡）撫、（巡）按，無內監[即福建稅監高寀]；汝[指荷人]恃內監不
得！汝銃誠大、舟誠高，吾誠不能敵；然吾船多，委數千艘聯鎖港口，汝船能
飛出耶？即（汝）用銃打（吾）一船破，
（吾）一船補；
（汝）火藥有限，吾船
無窮；恐汝枯死也！50

47

48

49

50

請參見同前註。至於，沈有容往赴澎湖交涉的時間，明人陳學伊曾言道，
「是役也，始於（萬曆
三十二年）閏九月之二十六日，竣於十月之二十五日，往、還甫一月耳」
。見氏著，
〈諭西夷記〉，
收入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2，頁 33。
沈有容自傳稿〈仗劍錄〉
，載於姚永森〈明季保臺英雄沈有容及新發現的《洪林沈氏宗譜》
〉
，
《臺
灣研究集刊》
，1986 年第 4 期，頁 89。
有關沈有容與荷人談判對話的內容，請參見以下各文的內容，即陳學伊，
〈諭西夷記〉
，沈有容
輯，收入《閩海贈言》
，卷之 2，頁 33；李光縉〈却西番記〉
，沈有容輯，收入《閩海贈言》
，卷
之 2，頁 37-38；張燮，
《東西洋考》
，卷 6，
〈外紀考‧紅毛番〉
，頁 128-129；董應舉，
《崇相集
選錄》
（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年）
，
〈與南二太公祖書〉
，頁 36。
董應舉，
《崇相集選錄》
，
〈與南二太公祖書〉
，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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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沈有容敢無視危險、深入虎穴，並大膽、義正詞嚴地要求荷人離去，除了
他有過人的膽識和口才外，主要的原因，還是在他有一個令他無所畏懼的靠山－－亦
即跟隨著他一同前往澎湖的大批明軍和兵船。因為，荷方的史料即韋麻郎在旅行記中
曾指道：「（西元 1604 年）十一月十八日[即萬曆三十二年閏九月二十七日]軍門[即福
建當局]所派遣之五十艘戎克船在名叫 Touzij（都司）的隊長[即沈有容]之指揮下滿載
將士而來傳話說，若非得到皇帝之特別恩寵，不得在中國從事貿易。還有，先前被派
遣至中國本土的鑲金匠人 Lampoan[即通事林玉]也隨同該艦隊一起歸來，……由於這
五十艘船之到來，荷蘭方面的委員終止了中國之行，……。其後，荷蘭人都從都司及
其兵船之隊長的口中得知，只要在中國的領域外選定適當的之島嶼，在該處大概就能
取得想要之商品。於是荷蘭人向都司借了二、三艘戎克船及舵手赴東南、東南東，到
高地探索適當之拋錨地，但無所發現，但因都司級官員屢屢強迫其離開，於是決定離」
。
51

亦即，縱然荷人船巨砲利令人生懼，它的情況，即使如張燮所言：
或謂和蘭[即荷蘭]長技惟舟與銃耳。舟長三十丈，橫廣五六丈，板厚二尺餘，
鱗次相銜，樹五

。舶上以鐵為網，外漆打馬油，光瑩可鑑。舟設三層，傍鑿

小窗，各置銅銃其中。每銃張機，臨放推由窗門以出，放畢自退，不假人力。
桅之下置大銃，長二丈餘，中虛如四尺車輪，云發此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52
荷人的船砲，雖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但畢竟他們的來船數量甚少，實力有所
侷限，加上，東來不久對中國底細所知有限，若貿然行動後果難料；尤其是，沈有容
所帶去那五十艘滿載將士的兵船，它背後所形成巨大的威嚇效果，更讓荷人有所顧忌，
不敢輕易動武，同時，此亦是讓他們最後接受沈的勸告，離開澎湖的主要因素之所在。
沈有容在浯嶼水寨把總任內，其他較為後人得悉者，便是替石湖當地百姓築造堤
防，阻擋強烈的風沙，用以保護田園的事蹟，此亦是「沈公堤」的由來。沈公堤，位
在晉江石湖的金釵山附近。53清人懷蔭布《泉州府誌》卷之六〈山川一‧山〉亦載道，

51
52
53

引自中村孝志，
〈關於沈有容諭退紅毛番碑〉
，收入許賢瑤譯，
《荷蘭時付臺灣史論文集》
，頁 191。
張燮，
《東西洋考》
，卷 6，
〈外紀考‧紅毛番〉
，頁 129。
金釵山，因位在石湖，故又名石湖山，該山「在（晉江縣）二十二都，去（泉州）府城東南三
十里，兩峰延袤數百丈，若釵股然，上有六勝塔」
。見陽思謙，
《萬曆重修泉州府志》
（臺北市：
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
，卷 2，
〈輿地志中‧山〉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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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公堤係「明（浯嶼水寨）寨帥沈有容築以障沙，護民田也」
。54至於，沈構築堤防擋
沙護田的源由經過，陳學伊在〈祠田碑〉中有稍較詳細的說明，其內容如下：
宜城寧海沈公[即沈有容]，奉命鎮海上，五載於茲[指沈任職浯嶼水寨一事]。……
又最著者，石湖有滬田坑，久為沙患，民甚苦之。公至，遂積石三年，始鳩工
砌築，成之一旦，利垂萬禩，民尤頌德。55
由上可知，石湖滬田坑的百姓久為沙患所困，沈本人苦民所苦，花三年時間積累構築
所需之石材，並為其砌築堤防，而且，不久便已完工，解決此一長期的禍患，讓當地
民人稱頌不已。有關此，明人何喬遠亦言道：「先是，海上之沙浪淘風湧上於田畝者
久歲，民有耕地率為磧鹵，君[指沈有容]不時使士（卒）輿石置之。一日，因其解汛，
大召集為長堤拒潮，頃刻而就，沙無所淘湧，磧鹵為良疇」。56至於，該堤防規劃興
築的時間，大約始於萬曆三十一（1603）、二（1604）年間，在萬曆三十四年（1606）
建造完成。57
由於，沈有容築堤擋沙護田一事對地方貢獻頗大，加上，他在浯寨任內治軍嚴整，
「信賞必罰，兵不敢有加於民，民若不知有兵。凡民之以佃、以漁、以商、以販者，
有公[指沈有容]在，事無劫奪之虞，間復結之以恩。若觚翰之士，至隆以禮貌，待以
情信……」
，58甚得石湖當地民眾的尊敬和感念，萬曆三十四年（1606）他要擢任浙江
都司僉書時，59陳學伊便稱，
「彼[指沈有容]兵我民，咸不忍捨；共搆生祠，立碑塑像，
合貳守清江楊公[指即泉州同知楊一桂]，皆有功德於海上者，並祀焉。像以石，欲千
54
55
56
57

58
59

懷蔭布，
《泉州府誌》
，卷之 6，
〈山川一‧山〉
，頁 55。
陳學伊，
〈祠田碑〉
，收入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1，頁 15。
何喬遠，
〈石湖浯嶼水寨題名碑〉
，收入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1，頁 12。
因為，何喬遠在〈石湖浯嶼水寨題名碑〉語及，沈公堤造好時間約在萬曆 34 年（1606）沈欲調
任浙江都司僉書之時（見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1，頁 12。）
，而前文陳學伊的〈祠田碑〉
又稱，沈在築堤前曾花三年時間積累構築所需之石材，但施工後不久便建完成（見沈有容輯，
《閩
海贈言》
，卷之 1，頁 15。）！兩者若加以比對推估，興建堤防的構思約始於萬曆三十一、二年
間。
同註 55。
因為，明付都指揮使司中設有都指揮使、同知和僉事三職，經常其中有一人統領都司軍政事務，
稱「掌印」
；另外，一人掌理練兵，一人掌理屯田，稱「僉書」
。見張德信，
《明朝典章制度》
（長
春市：卲林文史出版社，2001 年）
，頁 408。至於，文中都司僉書的「都司」二字，係都指揮使
司的簡稱，都司亦是行省的最高軍事機構，有關此，請參見同前書，頁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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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不朽」
，60亦即石湖百姓幫沈有容和泉州同知楊一桂搆建生祠，61以感念其德澤地
方。有關此，何喬遠在〈楊沈二公生祠碑〉亦言道：
清江楊公一桂來貳泉郡，宣城沈公有容來寨泉之浯嶼把總，二公皆滿九載乃遷。
二公清潔以持身，嚴正以蒞下，矢心以為國，協體以安民，籍不列空伍，饟不
出虛額；士見賊而懦、遇民而悍，責之無所不率。士以飽嬉，民用按堵。凡有
一事之利以及百世之賴，沈公開之，楊公成之；楊公持之，沈公夾之。二公旣
遷，民士念思，厥並生祠，屬余為記。62
然而，到了清代以後，地方志書卻載稱，「楊沈二公祠，在晉江之石湖【一名日湖】，
明萬歷[避諱字，應「曆」]三十四年建，以祀泉（郡）貳守（楊）一桂、（浯嶼水寨）
把總（沈）有容【﹝何喬遠記﹞國家自郡守而外，若戎旅之事，則有同知理之。……】，
今廢」，63亦即當年石湖百姓為感念楊、沈二人德澤而興建的祠廟已遭廢棄，至於其
原因則難以得知，此事卻讓人惋歎不已。另外，附帶一提的是，因沈有容此陞任浙江
都司僉書與築堤完工的時間相近，有人難免會聯想此一助民善舉是否為其陞遷之主因
？筆者目前認為，興建堤防只是沈調陞的部分原因而已，因他來閩地工作，歷任海壇、
浯銅和浯嶼三寨、遊水師把總，前後十年間，建立不少的功勞，此才是他陞遷的主因，
興建堤防至多僅是其中原因之一而已。64
60
61

62

63

64

陳學伊，
〈祠田碑〉
，收入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1，頁 15-16。
有關石湖的楊沈二公祠，史載，
「楊沈二公祠，在晉江之石湖【一名日湖】
，明萬歷三十四年建，
以祀泉貳守一桂、把總有容【﹝何喬遠記﹞國家自郡守而外，若戎旅之事，則有同知理
之。……】
，今廢」
。見懷蔭布，
《泉州府誌》
，卷 13，
〈學校一‧諸祠〉
，頁 60。附帶說明的是，
上文中出現在符號“【】”中的文字，係原書之按語。
何喬遠，
〈楊沈二公生祠碑〉
，收入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1，頁 14。上文中稱沈有容來
任滿九載，時間並非僅指浯嶼寨總而已，尚包括海壇、浯銅二遊兵把總的任期，亦即萬曆二十
五至三十四年，合計共九年。
懷蔭布，
《泉州府誌》
，卷 13，
〈學校一‧諸祠〉
，頁 60。附帶說明的是，上文中出現在符號“【】”
中的文字，係原書之按語。
筆者認為，目前似乎無直接的證據，可以証明沈有容此次陞遷，完全係因築堤助民而起（可參
見陳學伊〈祠田碑〉
、何喬遠〈石湖浯嶼水寨題名碑〉二文。）
，築堤至多僅是其中原因之一而
已。例如明人何喬遠在〈送擢浙江僉閫序〉便曾言道：
「宛陵沈士弘君[即沈有容]以將軍視吾閩
海上師、十年所矣：始由海壇而浯嶼，寨於中左；復改鎮石湖，則奉朝命云。當事者以將軍勞
苦功高，在閩久，海上事最習，議加參銜；鎮石湖如故。群縉紳士及海澨之氓：居著、行者、
漁者、商者，靡不擧手加額曰：
『吾儕得再借將軍高枕矣』
。奈疏數不報。茲擢浙江（都司）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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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沈在浯嶼水寨把總任內事蹟評析
上述的東番勦倭、水寨遷建和勸走荷人三事係他個人任內的工作，築堤擋沙則是
工作職務以外的助民善舉。另外，根據筆者個人觀察認為，沈在浯嶼水寨把總任內，
平常時日是一位不隨意浪費公帑的將領，遇征戰時則是一名智勇兼備、仁慈不擅殺的
指揮官，而且，他個性四海，與人和睦親善，工作之外熱心為民眾解決問題。
首先是，不隨意浪費公帑的部分。前已提及，沈有容擔任浯銅遊兵把總時，便曾
打破陋規，拒收部屬禮金，甚至，還自掏腰包捐俸整修船、械，以提升戰力。他在擔
任浯寨指揮官後，不隨意浪費公帑是其重要原則，例如前述的石湖新寨的遷建工程即
是。因為，此次構築新寨所需的開銷費用，並非是來自於政府公庫，係由沈自身想法
籌募的，有關此，明人葉向高便曾語道：
太守清江程公[即泉州知府程達]，建議徙（浯嶼水）寨於石湖，……以其事屬
把總宛陵沈將軍[即沈有容]。將軍故贊程以畫者。……經費七百餘緡，取諸捕
獲諸闌出財物，及捐舊寨地予民而收其直，未嘗費公帑一錢。諸行間卒長欲有
所輸助，咸謝罷之。65
由上可知，沈未嘗動用到任何公款，他主要利用查獲走私充公的財貨，以及出售廈門
浯寨舊址土地，來支應石湖新寨工程的開銷，甚至於，連有人想捐助他都加以婉謝拒
絕；有關此，何喬遠在〈石湖浯嶼水寨題名碑〉中，亦有相近似之記載。66不僅在築
造新寨的公務上，沈未曾動用到政府公帑或百姓的捐輸，連他私下幫助民眾築造堤防
保護田園時，同樣亦是如此，有關此，何喬遠便言道：「蓋自君[指沈有容]在事，飭

65
66

書以行」
（見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3，頁 46。）
。由上知，沈來閩十年，勞苦功高，地
方當局亦曾為其晉陞，多次上疏陳請，卻都未能如願，直至他陞任浙江僉書才得實現，而且，
上文中亦曾未語及築堤一事，便可知之！
葉向高，
〈改建浯嶼水寨碑〉
，收入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1，頁 4。
有關此，何喬遠〈石湖浯嶼水寨題名碑〉載稱如下：
「
（泉州）郡太守清江程公[即泉州知府程達]
謂：奈何不虞舶城下而海無譏徼（？）
，則欲徙浯嶼水寨鎮將於石湖，顧安所得建置之需。君[指
沈有容]曰：
『是皆在某』
。始君為水寨捕寇逐虜，率過其汛界，殲寇虜海水中，資糧、舟楫、器
械盡取之，數年梱積無所用，君又不鬻入私槖，於是搆材立宇，數月而畢工。至於公府之行署、
簡閱之亭臺，莫不翼然煥然，不費公帑一錢」
。見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1，頁 12。上文
中的符號“（？）”，係原書所登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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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實、明斥堠，士無虛糧、兵有利器，……。它若鑿山築塞，為後來之居[指構築石湖
新寨]；纍石崇堤，為飛沙之障[指築堤擋沙護田]。二者非二、三千金不可；君獨不費
公帑毫忽，亦不糜民間一粟一錢，相時而動、度勢而行，拮据以豎功，而使永世戴厚
利，茲行也，寧不繫縉紳之感，而動海澨之思哉！」67
其次是，智勇兼備不擅殺的部分。此又可從「勇敢不懼死」
、
「智慧有識見」和「仁
慈不擅殺」等三方面來做說明。一、勇敢不懼死。除如前文所述，沈有容先前任浯銅
遊總時，在東椗、彭山洋二役曾擒斬倭盜六十餘人，而讓分巡興泉道王在晉給他「此
人勇敢直前，不避矢石，疇不愛身，所志在功名耳」的評價。沈擔任浯寨把總後，依
舊不改其勇敢之本色，冒險率軍渡海東番勦倭，以及往赴澎湖，勸退船巨砲利、前來
求市的荷人，例如東番之役隨行的陳第，便指道：
沈子[即沈有容]好名而不好利、畏義而不畏死，蓋本伉爽、敏達、勇敢士也。68
認為，沈是一位重名譽不好利、講信義不懼死的英勇將領，此外，陳第還提及，他不
同於時下的一些將領，不僅貪生怕死又汲營於求功，「求其明目張膽，堂堂正正，與
決勝負於塞下海中，實罕所睹聞，賊於何忌哉？故將軍有必死之心，士卒有無生之氣，
南倭北虜，不足平也。岳武穆[即岳飛]曰：『武臣不怕死，則天下太平』。孫、吳復
起，不能易其言矣，沈子[即沈有容]其庶幾乎！」69二、智慧有識見。沈有容不僅勇敢
善戰，同時亦兼具智慧識見，可稱是一位智、勇兼備的將領。因為，東番之役時值十
二月隆冬，且倭盜又遠避外洋的臺灣，有人認為此不利於勦攻，而沈卻率兵涉險渡海、
出敵不意攻殺之。又如荷人佔領澎湖時，有人主張應出兵勦滅之，他卻主張採取勸說
方式，「第令無所得利，徐當自去也」。由上述二事中，凸顯沈超凡的識見，確實為
他人所不及。70三、仁慈不擅殺。身為征戰殺場的武將，沈有容令後人稱道的是，他

67
68
69
70

何喬遠，
〈送擢浙江僉閫序〉
，收入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3，頁 47。
陳第，
〈舟師客問〉
，收入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2，頁 31。
同前註，頁 29。
有關上述的內容，明人李光縉便曾言道：
「人言沈將軍[即沈有容]非徒勇也。東番之役，議者以
戰為不可克，而將軍用戰勝。西番之役，議者以剿為可殲，而將軍不用剿却。……將軍以一夜
之師，貽海上百年之安[指東番勦倭]，以三寸之舌，勝傾國百萬之眾[指澎湖退荷]；前如脫兔，
後如處女，適人開戶，參彼己權變，出奇無窮，此其為沈將軍也」
。見氏著，
〈却西番記〉
，收入
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2，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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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不擅殺的特質。例如東番勦倭時，沈有容從倭盜手中救回被擄的漳、泉漁民三
百餘人，他的部下想殺這些人以充當倭盜，來向政府報功求賞，沈不從，說：「此良
民也；批殺一人，以贈吾一品之秩，非（大丈）夫也！」71並呼請難民們吃飯，之後，
再載送他們回到故鄉。72
此外，吾人亦發現到，沈有容在工作之外熱心為民眾解決問題，如前述築造堤防
來擋沙護田即屬之，而且，他與人親善和睦，明人陳學伊便言，沈剛來石湖時，
「環海
老少，且驚且悸，懼不相能」
，73但因他治軍嚴明，禮賢下士，兵民兩不相犯，漁佃商
販各安本業，而得到當地民眾的尊敬。74不僅如此，他個性四海，會善用各類人才之
專長，來協助他達成任務目標，例如清人陳壽祺《福建通志》卷一三九〈明武宦績‧
南路浯嶼寨把總〉條下，便曾指道：
「沈有容，
（安徽）宣城人，天啟[誤，應「萬曆」]
間任。凡海濱之民，
（沈）皆知其生業，出入劇奸捕治之，其次用為耳目，有力者籍為
兵，使習知（海戰）衝犂、抵拒之法，又為之利器械、堅船具，數年泉[即泉州]中絕
海宼」
，75即是明證。

六、結語
吾人若綜觀沈有容在浯嶼水寨任內的事蹟，可以發現到，他是一位勇於任事、負
責用心的水師將領。沈在浯寨把總五年的任期中，努力做好工作，善盡自身職責，期
間並完成三件重要事情，一是東番勦倭之役，維護沿海的治安，挫殺倭盜的氣燄。二
是石湖浯寨的遷建工程，順利完成上級交辦任務，並為明政府省下不少經費。三是勸
退澎湖求市的荷人，鞏固東南海疆邊陲，不戰而屈人之兵。前文亦提及，沈有容與人
親善，個性四海，平日是一位不隨便浪費公帑的將領，值遇征戰時則是一名智勇兼備、
71
72

73
74
75

池浴德，
〈送擢浙江僉閫序〉
，收入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3，頁 48。
上述的內容，請參見池浴德，
〈送擢浙江僉閫序〉
，收入沈有容輯，
《閩海贈言》
，卷之 3，頁 48。
有關此，沈有容在回憶錄中亦言道，東番勦倭之役，
「遇賊艘于洋中，追及，火攻，斬級十五，
而投水焚溺無算，救回漳、泉漁民被擄（者）三百餘人。憫其久阨，以便宜遣歸生業，獨以浙
擄七十六解驗」
。見沈有容自傳稿〈仗劍錄〉
，載於姚永森〈明季保臺英雄沈有容及新發現的《洪
林沈氏宗譜》
〉
，
《臺灣研究集刊》
，第 4 期(1986 年)，頁 88-89。
同註 60，頁 15。
同前註。
陳壽祺，
〈明武宦績‧南路浯嶼寨把總〉
，
《福建通志》
（臺北市：華文書局，1968 年）
，卷 139，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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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不擅殺的指揮官，而且，工作之外又熱心為百姓解決問題，
「沈公堤」便是他築堤
防沙護田，保護民眾生命財產的著名善舉。萬曆三十四年（1606）他要離任前，石湖
百姓為其搆建生祠，以感念其德澤地方，此對「志在功名」的沈而言，不啻是一項莫
大的榮譽。尤其是，東番殲倭、澎湖退荷二事載於史冊而讓他名留千古，相信生前「好
名而不好利」的沈，若在地下有知，當會含笑於九泉，而不枉費人生走一遭！

附圖一：二○一○年四月整修中的澎湖天后宮，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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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
「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殘碑，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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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浯嶼水寨寨址遷移示意圖，筆者製。

附圖四：臺南安平巷弄今貌，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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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hievements of You-rong Shen:
the Commander of the Wu-yu Navy Base
(A.D.1601-1606)
Meng-hsing Ho
Abstract
You-rong Shen(沈有容) was a naval leader with a great conscience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who didn‟t waste the government‟s coffers. In wartime, he was a
brave and wise commander who never killed innocent people. During his office of
command of the Wu-yu Navy Base(浯嶼水寨), You-rong Shen had three enormous
achievements. Firstly, he came to Taiwan and wiped out the Japanese pirates.
Secondly, he moved the Wu-yu Navy Base to Shi-hu(石湖). Finally, he persuaded
the Dutch to leave the Peng-hu(澎湖) Islands. In addition, “Shen„s Dike”(沈公堤)
was his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he spent his spare time assisting people in building
levees and preserving farms.

Keywords: You-rong Shen, Navy Base, Shi-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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