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台湾拓垦
过程中的股份制经营

——兼论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不成立

曹 树 基

本文认为, 由于台湾特殊的生态环境, 清代台湾大多数垦号一开始便实行了股份制经

营方式, 具备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些基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 清代台湾垦号确实已具

有了资本主义性质。然而, 闽粤移民固有的合约制宗族在本土环境中并不能演变出这种具

有现代资本意义的土地垦殖方式, 在台湾地区的拓垦期结束以后, 资本主义性质的垦号也

向封建租佃制转化。据此可以认为, 在中国特定的人口增长背景和中国产权继承制度下,

学者们定义的“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完全没有发展的前景。因此,“中国农业资本主义

萌芽”这个命题本身也是不能成立的。

作者曹树基, 1956年生, 历史学博士,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

台湾的移民垦殖是清代移民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与内地南方的其他区域相

比, 由于台湾开发的时间短, 现代式的产权登记制度尚未形成, 逃税的“隐田”又多,

地主必须保存大量地契以证明其产权。因此, 台湾地区保留至今的地契类文书相当丰

富。与东北比较, 东北地区移民垦殖时间更晚, 但近代以来一次又一次急风暴雨式的战

争与革命, 使民间文献损失殆尽。清代以来台湾的社会环境相对平静, 得以保留大量的

开发时期的老字据、档案及族谱等原始资料, 构成了进行区域社会研究的丰富的资料

库。因此, 台湾已故社会学家陈绍馨曾指出, 台湾是中国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这是

因为台湾的社会经济资料保留得相当完整, 且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孤立, 使得台湾具有

成为一个“实验室”的条件①。对台湾作深入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于台湾社会历史的认

识, 而且可以促进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

对于台湾拓垦的组织形态, 台湾学者作了大量的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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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陈绍馨《中国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台湾》, 台湾《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22辑, 1966

年。



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①。但台湾学者所作研究, 大多侧重于区域开发史方面, 对拓垦组

织的结构、功能和运作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本文就台湾开发时期以“垦号”为代表

的开垦组织的经营形式进行分析, 并与中国内地的移民社会进行比较, 从而展开对于

移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

毫无疑问, 本文所作研究是在台湾学者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工作基础上进行的。本

文所引的部分契约文书也来自于他们的著作。这是因为, 有相当一批老字据, 并没有印

成专书出版, 如有关“金广福”垦号的“北埔姜家史料”和有关“张广福”垦号的

“张广福资料”即是其中重要的二种。由于受到条件的限制, 即使已经印成专书的出版

物, 在内地也未必能够一一查获。对于资料限制造成的缺憾, 只能留待来日弥补。

一、问题的提出

台湾本岛东西窄, 南北长, 高大的中央山脉贯穿于全岛南北。台湾中央山脉山体庞

大, 山峰高耸, 主峰玉山海拔3 997米, 是中国东部的最高峰。中央山脉向东西两侧倾斜,

在西部形成较为宽阔的海边冲积平原, 在东部则几乎是与海面垂直的断崖。由此造成的

各地河流成网, 河流短促且急湍, 河口港湾众多, 成为台湾地理的特殊景观。

台湾北半部属于温带或亚热带, 南半部则属于热带。这里雨量充沛, 日照充足, 作

物生长期长, 十分有利于农业的发展。然而在17世纪中叶以前, 台湾的原始土著或从事

采集, 或从事狩猎, 农业还处于相当原始的状态。人口不多, 耕地也少, 即便是平原岗

地, 也到处是一片榛莽。

最初的移民迁入地理条件相对较好的平原, 大片荒原垦成沃土。按照清朝《户部则

例》中的规定, “各直省实在可垦荒地, 无论土著流离, 俱准报垦”; 又规定, “凡报垦

者必开具界址土名, 听官查勘, 出示晓喻后五个月, 如无原业呈报, 地方官即取结给

照, 限年升科⋯⋯垦户不请印照, 以私垦论”。入垦移民只有在得到官府颁发的垦照后,

才成为合法垦户, 即成为业主。垦照中对于土地开垦时间有一定期限的规定, 在规定时

间内开垦成熟后, 业户报课升科, 缴纳正供。由于垦户向官府申请的土地大多数在数十

甲 (1甲为1113亩) 以上, 非自己能力所能耕作, 所以必须再招徕佃户, 将既得的土地

划成小块租给佃户垦种。土地垦成之后, 佃户向垦户交纳地租。垦户不仅负责领垦土地

的垦殖, 而且代替政府对佃户进行管束, 行使某种行政及司法权力。这样, 就使得移民拓

垦组织——“垦号”和移民首领——“垦首”的性质和身份更显复杂。

在这些地区, 捷足先登取得土地所有权的垦户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力气和资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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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尹章义著《台湾开发史研究》,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 吴学明著《金广福垦隘与

新竹东南山区的开发 (1834—1895年)》,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 (14) , 1986年。



事土地的垦辟和经营, 他们凭藉对土地的所有权就拥有了收取地租的权力。还有一类垦

户采用更为投机的方式取得土地的所有权, 如在开垦之初, 常有零星垦民不知官法, 所

垦土地未申领垦照。于是就有奸黠之徒, 往往见某地既经开垦, 于其将成之际, 赴官府

申请垦照, 将大片已垦熟地据为己业。无照者只得承认其为业主, 缴纳地租。佃户向垦

户交纳的地租称为“大租”, 佃户将所耕田地转租他人, 所收取的地租则称为“小租”。

这种“一田两主”是相当典型的地主经济形态。

然而, 这类垦户仅仅是拓垦时期台湾垦户中的极少数, 并不能代表台湾垦户的多

数或全部。随着土地开拓的进展, 后续移民比他们的先行者越来越多地感受到来自自然

和社会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 虽然台湾雨量丰富, 但河流短促而急湍, 渠圳开凿有相

当大的难度。从某种意义上说, 一个区域的垦殖是否成功, 首先取决于水利系统的建设

是否成功, 水田化成为一个区域开发成功的标志。另一方面, 虽然原始土著番族人口稀

少, 但他们对家园的保卫构成汉人入垦的最大障碍。汉、番关系的处置便形成汉族移民

拓垦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台湾开拓时期大量汉民“通事”的活动以及山区防番隘线的

大量设置, 都体现了汉族移民对台湾土著番族在沟通与防范方面所作的努力。单个的移

民显然难以承担起如此巨大的压力, 垦号及垦首便因此而发挥积极的作用。按照台湾学

者的研究, 台湾拓垦时期的垦号和垦首在土地开发过程中的作用决不仅仅是招徕佃户,

收取地租。他们在取得政府垦照之前和之后, 需要准备及投入巨额的资金, 并进行长时

期的殚智竭虑的苦心经营, 且承受巨大的风险。尹章义指出: 垦首募得佃垦者后, 必葺

屋为寮, 结厝为庄, 预备耕牛、种子、农具和粮食。若是“易开平原”, 每垦一甲地,

“约须人力一百工”, 开垦三年后才能勘界定租。不仅如此, 假若需要开凿坡、圳, 其工

本更大, 所需资金也就更多。一些大的垦号所筹集的资本往往达到数千甚至上万两银,

这决非一般的个体小农所能承担。故他认为, 这类垦号的设置和经营, 已经“形成了现

代资本主义型企业化的经营方式”①; 并且,“此种以大资本家为主的‘垦首组织’可以

说是早期汉人开拓台湾的最主要形态”②。按照台湾学者的观点, 在清代前期台湾拓垦

的历史进程中, 农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已经出现了。

在许涤新、吴承明先生的定义中, 中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不外三种方式:

(1) 地主雇工经营商品性生产; (2) 自耕农或佃农雇工经营商品性生产; (3) 商人租

地雇工经营农业③。很显然, 在他们的定义中, 并不包括台湾“垦号”这种生产组织形

态, 他们的著作也没有涉及“垦号的性质”这一主题。笔者拟在台湾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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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许涤新、吴承明: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20页。

陈其南:《家族与社会——台湾和中国社会研究的基础理念》,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

版, 第64页。

《台北平原拓垦史研究》, 载《台湾开发史研究》, 第148页。



这一主题展开进一步讨论, 并对“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命题本身提出质疑。

二、清代台湾“垦号”的性质

尹章义将台湾拓垦过程中的各种经营形态归纳为“番垦”和“汉垦”两大类。

番垦指的是土著番社成员以社群或个体的方式垦殖土地。其中除了政府组织的番

屯以外, 还有番汉合作和汉人代营两种方式。本文讨论的“垦号”属于汉垦, 汉垦可分

为官营和民营两类。按照尹章义的观点, 台湾的民营汉垦可分为: (1) 在契约关系的基

础上合伙经营, 他们所结成的组织称为“垦号”; (2) 以家族或同乡的力量进行开拓,

开拓群体多半是族亲和同乡; (3) 以个人力量进行的拓荒垦殖, 但这类例子在台湾垦

殖史上并不多见①。

在这三种民营方式中, 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合伙经营是台湾拓垦过程中最基本的

形态, 也是台湾移民独有的经营方式。从留存至今的若干种契约文书中可以看出, 清代

台湾的“垦号”具备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些基本特征。

11清代台湾的“垦号”类似于现代的法人, 它拥有独立的资产, 具有法人资格, 承

担民事责任。

从设置的程序上看, “垦号”是“垦首”向政府申请, 并在政府注册的以农地垦殖

为主要经营内容的企业。刘铭传指出: “有力之家, 视其势高而近溪涧淡水者, 赴县呈

明四至, 请给垦单, 召佃开垦。”②刘铭传所称仅指“垦号”对无主荒地的开垦, 这种荒

地又称“官地”。官给垦照的内容及格式可见《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第一章第一节

《垦照》中所载各文件, 其中时间最早的当属淡水陈赖章垦号请得的“大佳腊垦荒告

示”, 其文如下:

　　台湾府凤山县正堂纪录八次署诸罗县事宋, 为垦给单示以便垦荒裕课事, 据

陈赖章禀称, 窃照, 台湾荒地现奉宪行劝垦, 章查上淡水大佳腊地方, 有荒埔壹

所, 东至雷匣、秀朗, 西至八里岔、干豆外, 南至兴直山脚内, 北至大浪泵沟, 四

至并无妨碍民番地界, 现在招佃开垦, 合情禀叩金批给单示, 以便报垦升科等情,

业经批准行查票著该社社商通事土官查勘确覆去后, 并据社商杨永祚、伙长许聪、

林周、土官尾帙斗谨等覆称: 祚等遵依会同伙长土官, 踏勘陈赖章所请四至内高

下不等, 约开有田园五十余甲, 并无妨碍, 合就据实具覆各等情至县, 据此, 合

给单示付垦。为此示给垦户陈赖章, 即便招佃前往上淡水大佳腊地方, 照四至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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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刘铭传: 《量田清赋申明赏罚折》 (光绪十二年四月十八日) , 载《台湾文献丛刊》第27种,

《刘庄肃公奏议》卷七。

《台北开发史的阶段论和类型论》, 载《台湾开发史研究》, 第19—22页。



荒垦耕, 报课升科, 不许社棍闲杂人等骚扰混争。如有此等故违, 许该垦户指名具

禀赴县, 以凭拿就。该垦户务须力行募佃开垦, 毋得开多报少, 至干未便, 各宜凛

遵毋忽!特示。

康熙肆拾捌年柒月　　日给　　　发淡水社大佳腊地方张挂。①

这份垦照从法律上确定了陈赖章垦号的法人地位, 包括垦号名称、开垦范围、垦户职

责、纳税义务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在与“社棍闲杂人等”的诉争中, 承担民事责

任的主体是“垦号”, 而不是自然人。如下文所述, 陈赖章是垦号名称, 而非人名。

除了官地之外, 其他大量的荒地都属于原居于此的高山族土著居民, 即文献中所

称之“番”族。清朝收复台湾以后, 推行“护番保产”的政策, 即承认土著民族对原有

土地的所有权, 任何人都不允许侵占番族的土地。汉族移民对番地的开垦, 必须得到番

民的允可及政府批准, 给予“ (番) 垦字”, 并向番社输纳“番租”、“番饷”, 才被视

为合法。这类“番垦字”可以乾隆十八年摆接社番土目茅饱琬给“汉业户张广福即张仁

丰”的垦承荒埔字为例, 节录其主要内容如下:

　　有荒埔地壹所, 址在兴直庄土名海山头了亮埔, 东至横车路为界, 西至车路

下小港沟为界, 南至小港沟为界, 北至石路下芦竹滥为界, 四至界址明白⋯⋯张

仁丰前来给垦招佃, 开辟成田, 纳租课永为己业, 即日仝中三面议定垦批礼银肆

佰大元⋯⋯。②

张广福垦号为取得土地开垦权付出“垦批礼银肆佰大元”, 即是从番社手中购买永佃权。

所以, 虽然陈赖章与张广福同为垦户, 又称“业户”, 但后者在某种意义上仍为“佃

户”。张广福向番社所交“租课”与陈赖章向国家所交“课税”有本质的不同。在下文所

引一份“金广福文件”中, 所有金广福垦号的股东都自称为“佃户”, 原因即在于此。

在获得土地所有者的允许并订立相应的合同后, 垦户才从法律意义上获得了土地

的垦殖权。垦户遂将土地垦殖权视为一种资源, 垦号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由此而展开。

《张广福文件》12A 121中的一份合约揭示了一个小垦号合并成大垦号的实例:

　　同立合约戴岐伯、陈逢春、赖永和、陈天章因请垦上淡水大佳腊地方荒埔壹

所: 东至雷匣、秀朗, 西至八里坌、干豆外, 南至兴直山脚内, 北至大浪泵沟, 立

陈赖章名字。又请垦淡水港荒埔一所: 东至干豆口, 西至长颈溪南, 南至山, 北至

沪尾, 立陈国起名字。又请垦北路麻少翁社东势荒埔壹所: 东至大山, 西至港, 南

至大浪泵沟, 北至麻少翁溪, 立戴天枢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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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广福文件》912A 1256, 本文所引《张广福文件》皆转引自尹章义《台北平原拓垦史研

究》一文, 以下不另说明。

这份文件收录于《台湾惯习记事》第二卷第二号及《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第一章第一节

《垦照》中, 二本稍有出入, 此依尹章义《台北平原拓垦史研究》一文中所作标点。



以上叁宗草地, 俱于本年柒月内请垦单叁纸, 告示三道, 并相商既已通同请

垦, 应共合伙招耕, 议作五股公业, 实为友五人起见, 而千斯仓、万斯箱为吉兆

矣。则凡募佃以及创置农器等项, 照股匀出, 所谓通力合作。至于收成粟石, 纳科

之外, 又当计得均分, 毋容紊乱, 一有涉私以及遇事推诿不共相为力者则摈而逐

之, 各无后侮。总以同心协力共成美举, 相期永远于无替耳。

所有垦单告示陆纸, 各收壹纸, 开列于后, 今欲有凭, 公立合约, 各执为照。

今开

戴岐伯收麻少翁垦单壹纸

陈宪伯收上淡水港南垦单壹纸告示一纸

陈逢春收大佳腊告示壹纸

陈天章收大佳腊垦单壹纸

赖永和收麻少翁告示壹纸 陈天章

康熙肆拾捌年拾壹月 日同立合约陈逢春

赖永和

陈宪伯

戴天枢

尹章义指出这份文件与上引“大佳腊垦荒告示”的关系, 后者只是前者所著录的六份

文件之一。而陈赖章是垦户即企业的名称, 而不是人名。据同样的理由, 我们可以认为

文件中所提到的陈国起、戴天枢均为垦号名称, 只是不解的是, 作为自然人的戴岐伯

为何不在合约上签名, 而以垦号名称——戴天枢——之名署之?从合约中提到的地名

看, 三个垦户请垦的土地毗邻, 他们的组织者戴岐伯等五人遂萌生合作的意愿, 于是

就有这份合约的产生。

需要指出的是, 这份文件在形式上组建了一个新垦号, 但从法律的角度看, 却是

不完整的。参预组建的三个垦号仅仅以土地的垦殖权入股, 未实际投入资金。新组合的

单位没有名称, 未形成完整的企业法人。因此, 只能将此看做三个垦号之间的一个合作

协议。正式的垦号合约具有企业章程的性质, 试以金广福为例说明之。

台湾新竹东南山区一直是土著“番族”的聚居地。一般人将汉化程度较深的“番

族”称为“熟番”, 尚未接受汉文化或汉化程度较浅的“番族”称为“生番”。至清代中

期, 这一山区的“生番”活动频繁, 与汉人屡屡发生冲突。且因地邻城郊, 引起政府重

视。道光十四年冬, 淡水同知李嗣业谕令粤籍移民姜秀銮和闽籍移民林德修 (后为周邦

正) 集资筹划防番开垦事宜, 政府一次性资助银1 000元。经过姜、林两人的努力, 于是

就有金广福垦号的产生。

《北埔姜家史料 (二)》中有一份姜秀銮与林德修订立的合约, 其内容如下:

　　同立合约人
姜秀銮
林德修今因城南一带山高地窄, 杂色林木茂密, 生番猖獗, 从前隘

·231·

中国社会科学　1998 年第 2 期



寮建设未周, 其地又皆崎岖旱瘠, 垦种维艰, 是以隘粮无资, 日久荒废, 生番叠

出, 扰害庄民。上年十二月间厅宪李念民瘼, 先给银壹千元, 著姜秀銮建隘楼拾伍

座, 雇募隘丁壹佰陆拾名, 分驻巡防。又议兴建公馆围墙肆处, 以为佃人栖止之所。

所需隘粮, 除石碎仑官隘肆拾名, 官月给银壹佰余元, 并移拨各处隘谷数百石外,

不敷尚多, 兹蒙厅宪谕饬
姜秀銮
林德修劝捐定股整本, 招佃开垦, 就地取粮。但开辟伊始,

租税俱无, 隘丁按月支食, 急难缓待, 若不设法筹备, 窃恐旋举旋废。经
銮
修等以遵

谕筹议等事, 佥请蒙批, 据禀年额隘粮经费不敷, 公议向各殷户鸠捐番银壹万余

元, 以资支用, 仍就一带山地招佃开垦, 田园收取租利, 并就本山采取　、藤、什

木、柴、炭、栳项稍资补贴, 以免费尽隘废等语, 事属可行。惟　、藤、栳料例禁

私售, 仍应卖给军工匠首, 以杜私贩出洋。候给示谕遵照办理。该总理等即将捐户

银数花名分晰造册, 并存交何人, 另禀声明, 以凭立案等因在案。
銮
修爰集城乡绅耆

妥议, 就殷户中劝捐先定贰拾股, 约计本银万余元, 以为收售山利生息之资, 备

支应用。并举姜秀銮与林德修贰人为总垦首, 合串户名金广福。凡有呈禀事件及　

佃给垦之事, 俱应通同盖以公戳并
銮
修贰人戳记。其内外一切事宜, 在山中銮为办理,

逐件知会在城登记簿籍稽考。其在外者修当力任设立公所, 派人分办。他如掌收本

银生息及收售山利, 并收租给隘, 出纳钱银等项, 俱各依公所议订簿籍, 调拨股

伙中秉正谨慎之人, 分司其事, 不得推诿。所招之佃, 不问何籍, 惟用妥人。　垦

田园俱应立定年限, 届期交还。至所招各伙, 务宜体念公事公办, 踊跃齐心, 共成

其事。每股应津本银定期交清, 不得推诿。将来垦成田园之日, 丈明甲数, 照股均

分, 按甲供纳大租, 以给隘粮。所有应行规条, 开列簿籍, 各宜遵守。今欲有凭, 同

立合约壹样贰纸, 各执一份为照。

一议: 招股贰拾股, 銮管在庄拾股, 修管在城拾股, 其每股中招有数伙合本

者, 俱各照样另立大小股合约, 盖以公记, 编号立簿分执各照。

道光拾伍年贰月　同立合约人
九芎林庄总理姜秀銮 (戳)

西 门 总 理林德修 (戳)

这份合约的内容相当丰富, 它包括垦号设立的起始、垦号名称、垦首职责、集股、资

金运用、资金管理、招佃原则、大股与小股的合约形式、土地开垦成功后的利益分配

等, 极类似于一份股份公司的设立章程。计划集得的一万元, 可视作公司的注册资金。

在同年二月以后姜、林续定的第二份合约中, 对此份合约有所修改, 如对总股份数的

改动、对垦号公章的使用和管理、垦首报酬等都作出新的明确规定。

并不是所有的垦号在申请设立时都筹备有资本金, 尤其是那些官荒地的请垦者。政

府对于这类垦号采取了控制的方法, 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开垦成熟, 则取消原垦户的

开垦权, 《张广福文件》32B 123中一份订立于乾隆二年二月的合同就说得非常清楚:

　　同立合同林天成、陈鸣琳、郑维谦因康熙伍拾玖年合同陈梦兰、朱盤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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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伯公置北路淡水大佳腊、八芝连林、沪尾、八里坌、兴直等处五庄草地。其大佳

腊四庄经已节次开垦, 惟兴直一庄未暇整理, 是以外人有请垦之举, 而陈与郑在

厦, 林在淡, 不忍袖手, 出头招佃开圳垦耕, 贴纳饷课, 仍与杨、许互控多年, 一

肩独任, 计费有银一千二百零一钱二分。但杨许互控之案亦经凭公劝处冰释, 而兴

直应得之庄, 林亦不甘归己, 两相推让, 遂于本月初二日, 置酒会请公亲会议, 将

兴直五大股之庄, 作为拾小股, 每股各得一分, 其余五分以酬林为数年劳苦费用

之资, 则此拾分之庄, 林自得其柒分, 而陈得拾分之贰, 郑得拾分之壹, 各照议

约掌业⋯⋯三面议定, 同立合同叁纸, 各执为照。

在兴直庄荒地的垦殖权面临取消的严峻情势下, 在淡水当地以及远在大陆厦门的

垦首们开始招佃开垦了。这意味着垦号实际投资的开始。垦首们在请得对土地的垦殖权

后听其荒芜而实际并不注入资金的做法, 是不合法的, 由此可能引发竞垦者的觊觎。雍

正年间林天成垦号因竞垦原属陈赖章垦号的“佳腊草地”就引发了一场诉讼。据尹章义

的研究, 在陈赖章于康熙四十八年请得这块荒地的垦殖权后, 并未招佃垦荒。康熙五十

六年转给功加垦号时, 仍是“草地”, 即荒地①。雍正年间这片土地仍处于荒芜状态, 就

给后来的林天成以竞垦的理由。

由此可见, 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台湾垦号具备了类似现代企业法人的基本功能, 从

而构成与其他形式的产业组织最大的不同之处。这样, 垦号作为台湾拓垦时期的一种企

业组织, 它与政府、其他产业组织及个人在权力与义务的界定上, 就有相当清晰的边

界。因此, 从下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垦号自身的利益激励和风险约束机制也就发育得

相当完善; 它的股权流通和交易虽然十分频繁但却相当有序。

21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清代台湾垦号实行的是有限责任制度。这是股份制形式的

一种。

从形式上说,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较少, 一般为几人或几十人, 且相互之间

彼此信任。从现有的资料来看, 清代台湾的契约制垦号, 少则几人, 多则数十人, 未见

有更大规模的。在上引姜秀銮与林德修所订合约中, 金广福垦号的 (大) 股东人数是相

当固定的, 20股股本的所有者即20人或更少。由于大股本往往由小股本所凑集而成, 实

际股东的人数可能超过大股本的数量。垦号并不与小股东们发生关系, 只是要求大股东

与小股东按照统一的格式订立相互之间的合同。对于契约制垦号来说, 大股东的人数是

不能轻易变更的, 即股份数不能轻易变更。在大股东不能承担其应尽义务的前提下, 如

果有新的股东愿意介入, 股东可以发生变换, 但人数并不因此发生变更。在《北埔姜家

史料 (二)》中, 有一份订于道光十三年的合约透漏了这一信息:

　　立合约字林垂裕、刘阿若、范阿台⋯⋯等, 缘本年向竹堑社垦户廖财官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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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员山南重埔青林山埔一带。⋯⋯ (四至略) 原议五年开荒为限, 俟五年限满之

日, 将垦成水田或旱园山埔, 悉照垦约作十二股均分。除垦户廖财官兄弟抽回二份,

其余众佃十人, 各得一份, 依阄造化, 各管各业, 不得横行强占。五年限内, 应宜

建寮募丁, 保安耕种, 凿圳筑埤, 垦成田园。一切隘丁口粮, 建庄建隘需用银钱谷

石, 委系照十股匀派, 各宜踊跃, 不得推诿观望。如若应派公费有敢刁抗不出者,

众伙将其人名字注销, 另招妥人入份, 理应同气同声, 相友相助。

这份公司章程性质的合约规定不能按照股份份额投资或追加投资者, 将由他人代替。对

于在初次投资以后不能追加投资的, 此合约中虽未规定处置方法, 但可理解为存在注

销该股东底股的可能性。在《北埔姜家史料 (二)》一份道光十六年姜秀銮、周邦正同

各捐户订立的合约中, 就有如下条款:

　　⋯⋯当即遵行筹议, 定作三十大份, 每份该捐银一千元, 共计三万元, 编金

广福字号, 开张生理, 招垦埔地, 以资隘费。业经将情禀明在案, 但捐银之数多寡

既已不同, 而股份之归彼此亦难预定, 爰公议立约分执。⋯⋯所虑者粮费浩大, 入

不供出, 难垂永久, 此去三万元捐银开用明白外, 若有欠缺之处, 应就各原捐之

数, 按头匀摊加捐应用, 不得有违。如是有违, 立将该户所捐银元递照有给无垦违

限抛荒之例, 尽行抹销, 以便捐补足用, 庶不致贻误公事⋯⋯

从这一规定中可以看出, 股东对垦号承担有限责任, 即以股东出资的金额为限。当股东

不敷加派或为规避风险, 可能拒绝追加投资。在一般的情况下, 股东可能出售股份, 其

售价可能低于股东所支出的资金, 所遭受的损失仅仅为投入资金与出售价格之差, 最

坏的情况下是无人收购其股份, 股东损失了他的全部股本金, 但并不涉及其他。从以后

的情况来看, 实际上的情形比这份合约所规定的要好得多。当小股东不愿继续投资时,

他们大都将自己的股权出售给垦号中的其他大股东。对于非契约制的垦户而言, 情况则

非如此。《北埔姜家史料 (二)》中一份年代不详的《姜殿邦禀稿》记载了垦户陈长顺

个人投资3万余元进行垦殖, 却终因资本不继, 倾家赔垫, 赔累不堪, 最终向官府禀请

退办的例子。一个个人独资的非公司性垦户, 对债务负有无限清偿的责任, 破产时不仅

将垦号资本赔尽, 也将家庭财产赔进。这类垦户与契约制垦号有根本的不同。

台湾垦殖中的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由于预算的不足导致资本的短缺, 而

追加资本的缺乏, 就可能带来投资损失。最典型者可以“胡同隆垦号”的遭遇为例: 先

是陈和议垦号于康熙五十二年 (1713年) 由赖科和王谟、郑珍、朱�侯所组成, 雍正

二年 (1724年) 王、朱二人的股份为邓旋收购, 尔后因邓旋资金不足, 又将其股份的

部分卖与胡诏的胡同隆垦号, 要求胡诏“预先垫出资本, 开圳以成田园”。同时, 赖科

股份的一半也在赖科死后由其堂弟卖与徐闽。由于凿渠开圳的工作是那样庞大, 所需资

金过巨, 股东不堪重负。以后, 赖科的剩余股份退出垦号, 其他股东也逐渐将他们的股

权卖与胡诏。胡诏独力支撑, 不胜重负, 在将股权卖与“张吴文垦号”及其他垦户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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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交瘁, 含恨而死。胡诏所有田庄出售的价银为9 560两之巨, 而胡氏及其合伙人投下

的资本远不止此①。

事实上, 不仅开圳如此, 拓垦过程中“隘线”的建设与维持也是一个巨大的投资。

如金广福垦号的资金投入的主要方向就是隘寮、隘墙的建设和隘丁的工资。没有牢固的

隘线用于“防番”, 新竹东南山区的拓垦就不可能成功。吴学明的研究表明, 由于金广

福垦号投入的资金过于巨大, 小股东大不胜负担, 多将股底出售, 至光绪年间, 姜秀

銮等五家就占了粤籍股权的一半以上②。如果在垦殖过程中既要凿修大圳, 又要防止番

人“埋伏截杀”, 所遭遇的风险就更大了。

另一类风险往往由自然灾害所引起, 投资甚大的田园美地可能一夜之间为洪水冲

崩, 化为砾石。如乾隆二十四年八月的一场洪水, 就曾将台北地区海山庄东南势一带张

家田园冲崩二百余甲, 石头溪因而改道③。不仅如此, 刘和林趁此机会从八里坌巡检处

得到在冲毁地上开凿大圳的许可, 并获得成功。刘、张两家从此陷入长时间的互控诉讼

案中。

高风险也同时意味着高利润。在台湾拓垦的过程中, 一大批业户、垦首通过拓垦积

累起大量的财富, 成为一方的首富。因此, 一大批在城商人, 包括在大陆的商人或地主

以及渴望得到土地的小农都投入到这一极具诱惑力的事业中。为了规避风险, 股东们出

售自己的股权; 为了获取利润或获得土地, 商人和农民又在购买他人的股权。从上引各

例中可以看出, 清代台湾股权的转移是相当频繁的, 它反映的是清代台湾产业资本一

种特殊的流动方式。

在一个以资本运动为主要特征的拓垦社会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一些新的

变化。具体说来, 不仅垦号内部股东间的关系以资本作为纽带, 就是垦首与佃农的关系

也往往与资本相联系。

一般说来, 契约制垦号的设立通常是亲朋好友相互筹划、相互协商的结果。基于原

有的血缘的、地缘的或业缘的关系, 垦号股东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比较密切的。以金广福

垦号为例, 垦首姜秀銮和林德修 (周邦正) 分别为粤籍和闽籍股东的召集人和代表者,

粤籍股东多为在乡的农地垦殖者, 而闽籍股东则多为在城的商人。协调两籍股东相互之

间的关系, 则依据均衡投资的原则。如上引资料所称, 最初的协议是筹资1万元, 分属

20大股, 后更改为筹资3万元, 分属30大股。实际情况是, 粤籍股东集资达到115万元,

闽籍股东只筹得1126万元。闽粤双方为了维持股权平均, 乃将粤籍多于闽籍的资金计为

以后的追加投资, 结果闽、粤股东各捐银1126万元, 合计2152万元, 每股面值为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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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合计为2512股①。在这个例子中, 股东认购股权采取的是协议认购的方式, 而这一

点, 恰恰是有限责任制度最基本的特征。

在对工程的投资上, 垦户与佃户往往采取合作的方式, 共同投资。一份乾隆十三年

垦户李余周给佃户杨端的佃批执照中有“后来开筑大圳, 工力浩大, 业佃公议帮贴”②。

又如刘和林父子在开拓万安圳大圳的过程中, 因为乏资, 几乎停滞。众佃户集资支援,

“备出佛银贰陆百大员”才使工程在乾隆二十八年 (1763年) 得以完成③。另外, 在《台

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第二辑中, 有一份乾隆六十年林登选与佃农订立的编号为092032

022546的合约, 上言“业三佃七鸠出工本银元”, “募工”开凿大圳。其中佃户的投资甚

至超过了业户。显然, 业户佃户就一特定的水利工程项目集资, 双方都是工程的受益者。

总之, 清代台湾契约制垦号中的有限责任制度最大程度地保证了股东对利润的追

求和对风险的防范。这也是台湾的拓垦在短时间内能够取得成功的奥秘所在。

31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台湾垦号在经营管理上颇具特色

综上所述, 既然垦号股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投资的关系, 那么, 投资者就不一定

是经营者, 这就意味着投资和经营已有适度的分离。在一些大的垦号中, 往往是投资者

决定投资方向, 经营者管理项目建设。投资者聘请经营者, 经营者或为股东, 或为雇工,

由此而形成股东—经理体制。

上举乾隆二年二月林天成、陈鸣琳、郑维谦等人所订合同, 知三个股东当中, 只

有林天成在淡水管理经营土地之开垦, 陈、郑两人皆居住于厦门, 实为“遥领垦首”。

在金广福垦号中, 闽籍股东皆为不在乡的股东, 他们居住于新竹城中, 主要经营商业,

对金广福的投资仅为他们投资计划的一个部分。就连闽籍股东的代表者周邦正, 也不在

垦地居住, 垦地事务全由经理姜秀銮负责。但从上引契约中也可以发现, 几乎所有涉及

垦务的合约都由两个垦首联合签署, 并加盖垦号公章及两人私章。垦号的公章及姜、周

两人的私章都是由政府颁给的, 以作为法人信用的标志。在《北埔姜家史料 (二)》中

有一份道光十五年二月金广福垦号姜秀銮与林德修所订的合约, 其中有“官给垦户金

广福之公戳, 存于公所, 公举收掌。遇有公事应用, 公同取盖, 并銮、修二人戳记, 合

批明照”的记载。在政府眼中, 姜氏、周氏是金广福垦号不可或缺的法人代表。在这个

例子中, 作为大股东的姜秀銮和周邦正同时兼任垦号经理的工作。另外, 公戳的“公举

收掌”及“公同取盖”一事颇令人不解, 在半数股东居城的情况下, 如何能做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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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六年十二月姜秀銮、周邦正同各捐户瑞四和、林恒升等同立合约字, 见《北埔姜家史

料 (二)》。



举”和“公同”呢?目前所见契约未发现垦号有“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之类的组织

存在。

再看一个台北平原的例子。大约自乾隆十六年开始, 张士箱等人陆续买入新庄地区

海山庄的拓垦权, 并交由洪克笃管理, 而由张沛世帮办。该垦号几经分析, 至乾隆二十

五年, 垦号易名为“张必荣”, 洪克笃和张沛世仍为张必荣垦号的经理人。尹章义根据

《永泰淡水租业契总》中所载若干合约进行研究, 发现乾隆二十六年后洪克笃为张沛世

所取代。事情起于这一年刘和林垦号在张必荣被水冲毁的圳基上重修大圳, 引发诉讼,

而张氏认为在这场争端中, 洪克笃表现不佳, 且有舞弊嫌疑, 因而将洪克笃辞退, 改

由张沛世任。在这个例子中, 作为经理的洪克笃其雇工身份是相当明显的。当然, 洪克

笃的被辞也可能与该垦号由合伙变为独资有关。

经理的工资与股权红利有严格的区别。在上引道光十五年二月金广福垦号姜、林所

订合约中, 还对经理的工资作出明确的规定。其条款曰: “姜秀銮、林德修二人为垦户

首, 务宜尽力设法开垦。至垦成田园之日, 有功在前, 酬劳在后。应分别大小功劳, 先

踏出二人功劳田外, 余作三十股摊分, 合批明照。”又曰: “金广福生理得利银元, 先

作二八抽分付与。”也就是说, 在开垦过程中, 通过对金广福股本金的经营所得利润,

20% 作为对两人的酬劳, 即工资。在开垦结束以后, 垦成田园的20% 亦作为工资付与两

位垦首。在其余的30份中, 垦首还要按照各自股份的比例分得相应的田园地亩。

上引《张广福文件》一份编号32B 123的合同提到林天成在维护兴直庄垦权的诉讼案

中, 尽心尽力, 调解讼案, 并追加投资本1 200余元, 终于使这块土地开垦成功。在最后

分配时, 股东们将该庄50% 的股权作为对林数年来的酬劳, 我以为其中亦含有对林氏

追加投资的回报。结果林天成拥有兴直庄70% 的股权。总之, 在台湾契约制垦号中, 经

理工资和股权红利的区别是非常清晰的。

在垦号的管理中, 会计制度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北埔姜家史料》记载了金广福垦

号从道光十六年 (1836年) 至光绪十二年 (1886年) 若干年份的收支明细, 其中包括

埔底银 (出租土地收入)、新垦隘粮 (垦熟丈明甲数前的隘粮)、股东出资 (包括股本

金和配股金)、隘粮大租 (佃户所承担的隘租) 等四项。在支出项中, 主要支出用于隘

线的修筑和维持。从这50年的账目来看, 大多数的收支明细是清楚的, 这说明上引姜秀

銮、林德修所订合约所说“他如掌收本银生息及收售山利, 并收租给隘, 出纳钱银等

项, 俱各依公所议订簿籍, 调拨股伙中秉正谨慎之人, 分司其事, 不得推诿”一句并

非虚词。

从金广福垦号及其他垦号的事例中可以发现, 台湾拓垦时期的最大投资实际上是

对水利及其隘线的投资, 其中费支最多者则是雇工的工资。所见各种契约, 多是股东之

间及业户与佃户之间的合同, 少有提及雇工者。然仔细分析, 则可发现雇工是台湾拓垦

过程中最为活跃的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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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雇工为隘线上驻守的隘丁。据吴学明的研究, 从道光十五年至道光二十九年,

金广福垦号所设隘寮从最初的15所增加到40所, 道光十六年隘丁人数多达341人, 道光

二十九年降为150人, 同治、光绪年间均为121人①。金广福垦号的一份清单记载:“顾丁

一五�名, 每名月给工银一元五角, 米五斗, 铅药六办。”②同治年间的资料称: “隘丁

一二一名, 每名每年给粮谷三三1三三石。”以银一元购谷一石计, 每年仅隘丁工资就

需费用4 000余元; 加上修筑隘寮、隘墙及武器、弹药和金广福公馆方面的开支, 就构

成金广福垦号支出的绝大部分。在道光十五年至二十年的开支账目中, 开凿水圳的支出

仅占总支出的12147% ③。

在台北地区, 垦号最大的开支当属开凿水圳。契约中留下了大量的雇工记载, 如林

天成开垦兴直庄时, 就曾请林鼎光在庄中“帮督匠工, 开筑埤圳”。一份乾隆三十八年

大坪林圳的五庄合约中记载, 该垦号开圳时, “设流壮为护卫, 请石匠以开凿⋯⋯自乾

隆十八年续接, 日与血战, 多历年所”, 七年以后此圳才告竣工④。此类记载甚多, 不胜

枚举。再如上引资料中所称林登选与佃农合开大圳, “业三佃七, 鸠出工本银元”, “募

工”开筑。很显然, 开圳的劳力不会是佃户, 而是外请的雇工。关于雇工的数量, 由于

开圳工程大都十分浩大, 工期长久, 所雇工人当为数不少。乾隆年间刘和林垦号在海山

庄开圳, 就“率众数百人壅水筑圳”⑤。从这个例子中看, 大垦号确实具有了大的农垦企

业的规模。

许涤新、吴承明先生认为自由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他们认为研究

雇佣关系,“不能单看劳动者是否人身自由, 更重要的是看雇主, 考察雇主的经营性质。

就是说, 要看他们是受雇于资本呢, 还是受雇于别的东西”。此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

须在同一资本下有一定的量”⑥。从这两条标准进行考察, 我们都不能否认清代台湾垦

号的资本主义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 台湾学者对于清代台湾垦号的评价是比较恰当

的。

三、台湾与大陆的比较

至此, 我们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 何以在清代的台湾会出现极富现代色彩的资

本主义式的农垦企业?以股份制作为合伙形式的垦号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根据郑振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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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以股份形式划分股东权力和义务的制度源于福建原籍的“合同制”宗族①。但性

质却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前者以利润的获取为终极目的, 具有资本运动的鲜明特征, 而

后者仅仅是宗族公产的组合形式, 是同族人口对族中公共事业的投资或捐献。

闽粤移民固有的合约制宗族在本土环境中并不能演变出这种具有现代资本意义的

土地垦殖方式, 而在台湾的垦殖过程中, 竟然顺理成章地演变为股份制, 成为资本积

聚和管理的方式, 转变的契机可能在于台湾生态环境与移民原籍地生态环境的差别。

台湾移民大都来自福建沿海的泉州、漳州二府以及广东沿海的潮州、惠州二府。这

一区域人口密集, 地少人多。虽然目前尚未见到有关这一区域明清时期小农家庭及经济

的研究论文,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至明末清初, 该区域人口的过密化已经形成。因此,

过密化的农业可能成为这一区域农业经济的基本特征。按照黄宗智先生的解释, 农业过

密化的基本含义是: 在小农生产的过程中, 劳动力的投入与资本的投入不成比例, 单

位劳动力的平均资本投入不是增加, 而是减少, 单位工作日的平均收入也是同样。总产

值的增加是因为投入了家庭成员更多的劳动, 而不是单位工作日收入的增长。这种过密

化的增长以农业生产的家庭化为支柱, 劳动力边际报酬的递减由小农家庭未曾利用的

劳动力来吸收②。以此解释作为前提, 这一区域的小农经济应当是高度过密化的了。

对外移民在很大程度上为多余的劳动力找到了出路, 也为资本找到了出路。对于福

建及广东沿海的移民地区来说, 所谓的“资本”可能并不是农业中的积累, 而是对外

贸易或其他产业活动中的积累。当人口呈过密化状态生存时, 狭窄的土地无法容纳更多

的资本。一旦移民他乡, 情况马上就有了改变。还在明代后期, 闽南地区的外出移民就

挟资本前往外地, 进行农业或其他产业的投资。据《明穆宗实录》卷二六, 在江西赣南,

“各省商民亦常流聚其间, 皆以种蓝为业”。又据万历《永福县志õ风俗》, 当时福建宁德、

永福等县的种蓝种靛者多为“漳泉延汀之人”。推测进入赣南的种蓝者也可能来自同一

区域。既以“商民”称, 说明移民的身份并非一般的农民, 而是挟有资本的投资者。学

者们据熊人霖《南荣集》卷一一《防箐议下》中的记载, 知道在明代末年的浙江山区,

有一种“箐民”和寮主的关系颇为独特:

　　山主者土著有山之人, 以其山俾寮主执之, 而征其租者也。寮主者, 汀之久居

各邑山中, 颇有资本, 披寮蓬以待箐民之至, 给所执之种, 俾为锄植, 而征其租

者也。箐民者, 一曰畲民, 汀、上杭之贫民也, 每年数百为群, 赤手至各邑, 依寮

主为活, 而受其佣值; 或春来冬去, 或留过冬为长雇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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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明先生认为这段记载所记为上杭一带事①。从行文中看, 颇有疑问。假如“箐

民”来自当地, 何必要“春来冬去, 或留过冬为长雇”呢?我以为在“寮主者, 汀之久

居各邑山中”一句, 可能有漏。其本意当为, 寮主者, 汀之人也, 久居各邑山中云云。

也就是说, 寮主和箐民, 都是来自汀州的移民, 只是各自的身份不同罢了。按照大多数

经济史家的观点, 这种“寮主”实质上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租地农场主。而“箐民”

则是农业工人。在本文中, 我要强调的是, 他们是在福建移民外出的过程中产生的。

嘉庆年间皖南山区查禁棚民, 据查禁的文献看, 当时富裕棚民预交租金有多达

1 000两以上, 租期长20年以上, 雇工多达20—30人者。只是这种富裕的农民较少, 一般

每人雇工的数量仅有几人②。这些棚民的性质有类于资本主义的租地农场主。

在清代前期的陕西南部地区, 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药材厂、木耳厂、香蕈厂等, 主

要见于严如趃《三省边防备览》卷九:

　　山内木、笋、纸、耳、香蕈、铁、沙金各厂皆流寓客民所籍资生者。

药材之地道行远者为厚朴、黄连两种。⋯⋯商人写地数十里, 遍栽之, 须十年

方成。常年佃棚户守连, 一厂辄数十家。⋯⋯雪泡山、灵官庙一带, 连厂甚多。

[西乡县 ] 耳厂十八处, 每厂工匠不下数十人。

经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 许涤新、吴承明先生认为上述各类产业的经营, 都可能

含有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而如我们所知, 皖南和陕南都是清代移民聚居的地区。

零零星星散布于各地山区的靛棚和木耳厂构成了历史学家所称之资本主义的“萌

芽”。然而, 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假若没有台湾的经验作为对照, 我们对于所谓“资

本主义”的认识可能永远停留在“萌芽”的层面。本文中详细叙述的台湾拓垦过程中资

本组合的形式与过程, 才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真正内涵, 即资本主义的

生产方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特定生态环境中的产物。换言之, 相对充裕的土地资源和

市场资源相结合, 才有可能产生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在明清时期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

业陷入“过密化”的前提下, 资本主义农业确实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 移民运动是移民原乡多余的劳动力和资本的地理迁移。只是在四

川等地, 按丁授田使人均占有的土地资源偏少, 移民迁入的数量过多, 很快形成人口

过密, 新的生产方式没有可能在四川产生③。中国资本主义农业之所以出现在一些自然

条件独特的移民迁入区, 就在于这些区域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接纳大量的人口, 这

些移民迁入地相对充裕的土地资源部分地满足了上述条件。

最后, 循着这一思路, 我们再来讨论清代及民国时期北方边外地区移民社会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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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关于清代四川移民问题, 参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 (清、民国时期卷) 第三章, 福

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参见《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78、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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