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೩āāࢋ
中英鴉片戰爭過後（1842），在秘密會黨與走私鴉片情形的盛行下，「廣艇海
盜」再度猖獗於海面之上。海盜的再起引發了一種護航制度的組織，它主要是由英
國和葡萄牙兩國私人出資成立的武裝船隊，對於需要保護的船隻收取護航費，甚至
是以武力威脅強取護航費，由於獲利優厚，他們便聚集在寧波口岸互相競爭；咸豐
元年（1851），當時廣艇海盜勢力最強的布興有率領了二十幾艘盜艇停泊在寧波港
外，一方面與清朝水師周旋，另一方面則使得競爭激烈的護航業更加複雜化。歷史
上，布興有只是一個微小的人物，不過卻在咸豐年間，起了不小的作用，雖然在與
清政府談判投誠時詭譎多變，但在入營投效後，於浙江打擊盜匪和對抗太平軍，皆
有所表現，因此在清政府的眼中，成為一個海盜改過自新的例子。

ᙯᔣෟĈ廣艇海盜、布興有、護航業

* 感謝匿名審稿學者對於本文題目、章節安排和文章內容，給予詳細指正以及寶貴的意見，在此謹致
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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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ā֏

ѣ˘ĂݑڌᒖঔĂ༱֧߶ĂҐ௺ٺֽـมĂѩࠎڻঔϔϠӀৈ̝ٙ
дĂ̚ᇃэപՀѣĶ̋ܛঔĂ͇̄ݑऱķ 1 ̝ჍćϤٺঔ˯ٽณᆧ
ΐĂͽӃଟથăႢ௺ࠎϠ۞ঔ൸˵ᐌ̝ൄܜĄጯ۰ᖡက̮೩זĈĶд߶̝
൸Ă˩Ϛ˝ᇃķ2Ă઼̚ݑڌঔᘟ߶̂ڤ፲۞ϬᐝĂШ˞ᇃ࠷˘ڌć˫Ăလᇉ
ѐม۞ᇃᓁ༛֤ޜјĂഅݶٺၦ̠̚ĈĶགڌĞᇃڌğ̝ଈĂం̂߶ٺ൸Ąķ3
Ξۢလॡഇ۞ĶݑڌঔְķкϤঔ൸͔ٙĂ҃ঔ൸˫ߏкҋٺҜᙝ
หĂঔᘟᔮĂफᑎிк۞ᇃ࠷ڌĂГΐ˯щݑĶҘ̋߆ᝋķĞ1771-1802ğӛќ
઼̚ঔ൸ֽᚯନ۞ᇆᜩĂՀឰፋ࣎රڻݑঔ۞ঔ൸જใĂ˘൴̙Ξќ߂Ą
လᇉ˩αҌ˩̣ѐĞ1809-1810ğ̝มĂഈԸˢ˞̂ณ۞ˠ˧ᄃ˧ۏĂ֭
ͷݑᄃཬͰᓑЪҖજĂ๓ᇬࣘ߉Ăٺᑝሚ˞ችᄃѦ⭐۞ᅥকঔ൸ะဥ
ͽ̈́ག߶ঔ൸ᓑ༖Ăߏٺঔڤు႙щᘦĂۡזገͯጼۋ࿅ޢĞ1842ğĂд৪ົ
ᛨᄃ֕ռገͯଐԛ۞Җ˭ĂĶᇃཟঔ൸ķ 4 Гޘሩٺঔࢬ̝˯Ą઼࡚ጯ۰
̀ĞMorse H. Ballouğ၆ٺѩଐԛഅྶĈ
在1847年這個殖民地（香港）的海面充滿著海盜，整個的廣東和福建的
沿岸實際上是在海盜黨徒們管制之下，商船和漁船都向他們交納經常的
黑費。1848年在揚子江口，海盜行為依然還是當時的常態。5
ঔ൸۞Г͔൴˞˘᜕ਝ۞ޘטᖐĂιࢋߏϤࡻ઼઼Ͱཬռˠྤ
јϲ۞ڠ྅௺ฤĂ၆ٺᅮࢋ᜕ܲ۞௺ќפ᜕ਝĂ 6 ࠤҌߏͽރ˧ڠૻפ᜕

1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
，卷十五，頁433。
2 （清）藍鼎元，〈論海洋弭捕盜賊書〉
，（清）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
，卷八十五，頁2189。
3 （清）容安，《那文毅公（彥成）奏議》
，卷十二，頁1616。
4 關於艇盜的來源，魏源的《聖武記》載：「及嘉慶初年，而有艇盜之擾，艇盜者，始於安南。」

又，艇的形制在《定海廳志》中載：「吾郡先有廣東艇之擾，艇形如蚱蜢，故濱海號蚱蜢艇。其
艙面塗綠油，故亦呼綠殼。」深受艇盜之害的越南，在其皇室史書《大南寔錄》載：「制二桅相
齊，能使順逆風，截劫商船」
，越南官方稱之為「齊桅艇盜」
。艇盜之名由來，相信是因廣東海盜
多駛艇船之因。（其船形制請參見圖4）
5 馬士（Morse H. Ballou）
，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
，頁455。
6 關於護航業的相關資料，請參見拙作，《清代粵洋與越南的海盜問題研究（1810-1885）
》
，頁137138、頁14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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ਝĂፂң݄ࡻݶಡĈĶлˠّώӀĂ˫୬ඛˠ͕Ă྾Шથ௺Տ৶߶ᅙˬ
ѺĂ᜕ਖ਼Ҍক̝ှگĂϤকܔᅥĂϺೇтߏĄķ 7 ϤٺᒔӀᐹݓĂࣇܮ
ჸะдှ࠹̢ث˾گᚮۋćݚᖳ̮ѐĞ1851ğĂ༊ॡᇃཟঔ൸๕˧ૻ۞οᎸѣ
தᅳ˞˟˩ೀᎹ൸ཟઃڿдှگപγĂ˘͞ࢬᄃഈͪरĂΩ˘͞ࢬֹ
ᚮۋ፬ধ۞᜕ਝຽՀΐኑᗔ̼Ą
οᎸѣĞ1824-?ğĂ˫ЩᎸড়ăߐড়Ăᇃ̋ࢶ࠷ڌᎩˠĂഅߏᇃཟঔ൸۞ࢵ
ᅳĂԸྕ߆ޢعĂءҌϒˬͪݡरણĄ።Ϋ˯ĂοᎸѣΪߏ˘࣎̈۞ˠ
ۏĂ̙࿅ݒдݚᖳѐมĂଷ˞̙̈۞گᚡĂᔵдᄃ߆عኘҿԸྕॡᙍк
តĂҭдˢᒉԸड़ޢĂٺকѯχᑝ൸ࣥ၆ԩ͉πĂ࠰ѣܑٙனĂЯѩд߆
̚ீ۞عĂјࠎ˘࣎ঔ൸Լ࿅ҋາ۞ּ̄Ą઼छဦ३ᐡٙࠡᖟ̝Ѝჰ˩ѐΏώ
ĮؠঔះԠąְ̂ԠįྶĈ
吾郡（寧波）先有廣東艇之擾，艇形如蚱蜢，故濱海號蚱蜢艇。其艙面
塗綠油，故亦呼綠殼。自咸豐初年，則游弈巨洋，行劫商旅，官兵莫能
制。咸豐元年六月，犯石浦，巡撫常大醇（淳）檄石浦知府羅鏞赴象山
籌辦，時盜艇已退，鏞妄以募勇卻賊功申省，已而廣艇復至，巡撫怒，
嚴責鏞。鏞懼，以重賄招其魁布興有降。十月，巡撫至寧波，興有詣行
臺降，巡撫受而慰諭之，給六品頂戴，以其艇泊鄞江中，明年鄞縣知縣
段光清令率所部護商舶於海。8
ඊ۰Ϥ̍ٺү۞ቡ߇Ăѣضତᛈ઼זϲ߇झ౾ੰۏٙ᪑ᖟ̝ᑫ९Ă֭ͷଂ
ֱᑫ९̚൴னĮؠঔះԠąְ̂Ԡį̚кี۞ྶᄱĂּтĈ٢ࢫοᎸѣ۰Ă
ࢋߏ༊ॡ۞কѯ֟ᇬ૱̂୳ᄃᛂڗᗉᓁһཧ૱ߋ҃عۢܧᘲ㍫ăοᎸѣ֭ϏЯ
ࠎԸྕ҃ϲӈజ̟ءᖚă߱Ѝ˜ߏռˠྤĂќበοᎸѣࠎг͞ဥቚඈඈĄ
Ωγকѯှگξˠౢ̀ॢАϠĂഅགྷд˟˩кѐ݈Ăᆷ࿅˘ቔᙯٺοᎸѣ۞ᖎൺ
͛ౢĂ͛̚ੵ˞ᄱྶοᎸѣࠎᇃڌሗэˠγĂдధкΫफ़͔ϡε༊ĂͷౢАϠ
ࢋߏֹϡг͞Ԡࢷ̶ֽژοᎸѣᄃ͉π઼͇̝ม۞၆ԩĂд̰टᄃॡมᕇ˯ౌ
ѣٙͣć 9 ͷጯఙࠧ̚ᙯٺঔ൸Ϋ۞ࡁտĂкઐࢦٺလ̝ᅫ۞ঔ൸߿

7 （清）何冠英，〈奏閩浙商船多雇英輪護送片〉
，（清）賈楨，《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
，卷三，

頁60-61。
8 （清）馮瑩，〈大事志〉
，《定海廳志》
，卷二十八，頁56。
9 章士晉，〈布興有部和太平軍〉
，頁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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જĂ၆ٺလͽ۞ޢঔ൸ְᖹĂೀܕᗒтĂЯѩඊ۰ᄮࠎࣃГซ˘Վࡁ
տĂឰ۰Հΐ˞ྋҜ༊ॡ͔̚γڦෛ۞ঔ൸ࢵᅳĄ
Ķ՟ѣΫफ़Ăܮ՟ѣΫጯĄķ10 ᙯٺঔ൸۞Ϋफ़ྶĂᔿ͌ѣͽঔ൸۞ϲಞֽ
ೡĂߏЯࠎঔ൸к֗ٺళӧछलĂିֈޘҲĂ˧ࠎҋ̎۞ঔ˯Ϡ
˭ᐂĂЯѩࡁտঔ൸ΫĂಶυืࣅያߏٕ͞ءΗ̝͞ءΫफ़͛ᚥĄ઼ϲ߇झ౾
ੰۏᖟ͛३ᑫ९̚ӣѣᖳಱ۞ঔ൸ྤफ़ĂΞͽͅߍഈ͞ء၆ٺঔ൸۞
ᄮᙊ̈́ၗޘĂֱ҃ྶ۞͞ءᔵઐ֍ᄃౝĂҭߏͽѩྤफ़ֽ˞ྋঔ
൸۞ۤົొ̰ᖐ̪ѣણ҂ᆊࣃĄώ͛ࢋֹϡ۞Ϋफ़ࠎĈĮझ̚ᑫįݶ
ၦăĮ፟ᑫą͡ၦΒįݶၦᐂઘăĮ˯Ꮮᑫį̈́Į̰ᅦొੰᑫį۞Įγࡔ
ᑫįĂ֭ͷລ੨࣎ˠඊ઼γ۞ĂֽଣοᎸѣдᄃഈ߆عᙍкត۞
Ըྕ࿅ăཟ൸၆ٺকѯгડ۞ᇆᜩĂߏޢдඕኢ۞ొ̶ĂӀϡᑫ९ֽᑭ
Ķͽ൸ט൸ķନ߉۞ᄃεĄଘϤٺঔ൸ΫቑಛᇃᔮĂ̙͛̚Һ̪ѣ
εᄃ႒ĂࡆإጯࠧАซ̙ӊ̟ٹϒĄ

˟ăюჸӃǕཟ൸ᄃͪर۞ତ
Ѝ̚ཧͽޢĂঔ൸Г̂ޘᓝனĂг͞˯৪ົᛨ߿જు႙ᚑࢦĂ˫
ѣҘ઼͞छ۞ˢܬĂ઼̚ࢬᓜ˞ٽăገͯ֕ռăమˠ˾ă็ି؟ඈྭ઼ّ
۞યᗟĂֱયᗟ઼ֹ̚ঔ൸۞ඕၹᄃ߿જĂԛјкᇹኑᗔ۞ᙱᗟĄЍ࠱ޓ
ᄃ።Їయ๓Ᏹঔ൸۞༛ᇬ೩ᗉĂᔵֶᖞгᄮৌ֟ঔ൸Ăҭߏૄᆸ۞һ˚ࢲ
ঈ̏གྷୀᗼĂĶ֟௺̝నĂࣧࠎॏ൸ռĂֽܕЧ௺ΪဦќצгࢬࢩఢĂ֭Ϗ
ᒔռࣥĂͪౙᒉѴ႙ҌѣЩ၁Ąķ 11 ΩγĶڻঔЧ࠷ጼ௺ĂՏ࣒بౄѐЊĂٚ
ᏱЧ఼ࣶТүၑĂ̙ਕтёᄦౄĂࠤٕͽᖞາĄ˫̙๔ΐፆዼĂЇᑣՒᝎĂѤ
ჺಝཱĂᜀൄࠤĄķ 12 ϤٺЧ࠷ڠ౯ᆿђĂ઼ͪ̚रΞਕాঔ൸ౌڱѣड़г
၆;Ăٙͽঔ൸ՀΐਕૉፖҖזڌ̋ٺර˯̝ࢬ߶ݑĄ
ࡻ઼дܬΚࢶപ̝ޢĂࠎჯ᜕ώ֗ঔ˯۞ٽӀৈĂฟؕବᎿර۞˯ࢬ߶ݑ
ঔ൸ĄּтĈषֲܲ۞Ϳ̣˩ૺঔ൸ะဥĂ๕˧ૻ̂Ăषֲܲጾѣొிܕ

10 莊吉發，〈清代臺灣自然災害及賑災措施〉
，頁255。
11 《清宣宗實錄》
（道光十七年八月乙亥日）
，卷三百，頁676。
12 《清宣宗實錄》
（道光十八年六月丁丑日）
，卷三百十一，頁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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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ˠĂ௺23ᎹĂͫࠔ18ܝĂૺ˩̣Ϳጾѣొி3‚000ዶˠĂ௺64ᎹĂͫࠔ
1‚224ܝĂ̶ҾдҘ̮1848ѐ1849ѐมĂዎ઼ࡻזঔٙঐໝĄ13 ঔ൸זצᚑࢦ
۞χᑝĂٙͽ̙̙ΩγವడӃଟડાć˫Ăှگᄃ˯ঔдገͯጼޢۋјࠎ˞఼
થ˾ثĂЯѩјࠎᇃཟঔ൸۞າϫᇾĄݚᖳ̮ѐĞ1851ğฟؕĂᇃཟঔ൸̙ᕝг
ڻᇃڌăޙăকѯă̋ࢬ߶ڌ

ଟ҃˯Ăރִזर۞щБĄ˛͡มĂϒࣃ

ࢲݑᎸĂᇃཟঔ൸ึࢲዺҌ̋ڌϮफ߶ࢬፃଟĂ൳эͪर௺ዎཟ൸ٙӃĂ
ͪरઘརͪĂݚᖳߏٺᏞ΄̋ͪڌरిـ๓ĂִݴᎸăۡᔴᓁ༛దႬ
གྷᗝᚑчঔ˾ĄݴᎸߏٺϤ؇͇ͪर؎ኛ൳эͪरч౯เಱᎸܲั۞ᇃ௺α
Ăࠁڌ̋ـ๓Ᏹཟ൸Ą14 ཟ൸ீ֍ͪࠁءरซ࿀ĂߏٺฟؕݑـᖇĄ
ᇶཌᅥকᓁ༛۞ྈ༄֍ѩଐԛĂݚݶ˯ߏٺᖳ࠱ޓಡӘࣥଐᄃࢍ۞үጼ͞
ரĂٺၦ̚Аᓾ˘ѐᇃཟঔ൸үใ۞࿅Ĉݚᖳ̮ѐĞ1851ğ˛͡˛ܐ
͟ĂϮ߶ࢬѣ̂ă̈ӵ˩௺ڕαĂӮЧщన

ҜĂ௺̰̝ˠ˾ፆགࢰĂჍܼ

เಱᎸ٢̋ܲڌ᜕Ą˛͡˟˩̣͟ĂၷݱᎩϮफ߶ࢬĂజ൸௺˩ዶҫዼጼ
௺Ă๋ᑧһĄˣ͡˩˘͟Ă߶൸ዼӱᇃཟඈ௺В˩˘Ăд߶ݑ
୬݈̋ڌҖ

ፃથ௺ĂჍ

Ăᄃ̋ڌч౯เಱᎸ၆Ąˣ͡˟˩̣͟ĂှعگϮ߶ࢬĂೇ

ѣ̂̈ᇃڌӵ˟˩௺ڕĄพˣ̣͟͡ܐĂࡎѣᇃڌཟ௺˩αĂϤڌΔγ߶ዺ
Ҍ܅૯ܝγ˘߶ࢬҨĄ 15 ྈ༄АˬޢѨдকѯ࠷Ϯ߶ࢬᄃ܅૯ܝγ߶Ăᒢ
୕ᇃཟঔ൸ொજ۞ଐԛĂଯീனٺှعگϮ߶ࢬ˯۞ᇃཟঔ൸ໂΞਕТҫዼ
̋ڌጼ௺۞ঔ൸ࠎТ˘൸ᑒĂᔵѩၦ֭ϏྶځԲ൸ᑒ۞غĂҭߏଂοᎸѣ
ԸྕॡᘳϹ۞ڠ྅ಏ̚ĂΞͽቁؠྈ༄ٙڦຍ۞ಶߏοᎸѣதᅳ۞ᇃཟঔ൸Ą16
༊ྈ༄ᗆ˞ؠοᎸѣᇃཟঔ൸ะဥ۞ҜཉޢĂϲݗࢳגকѯͪर೩༛ච༯֭
ͷϑؠঔăเ˟ᗉ̈́ͺםĂ֝ిर௺Ă੨֖ͫ

ୠĂົТэᗉͪ

रһ௺Ъ˧๓ॏĂΩ˘͞ࢬݗҖͪޙर೩༛ዑேှᗉᓁһगက㘑੩ͪ

13 資料整理自蕭國健，〈開埠初期之寇患〉
，頁72-73。
14 《外紀檔》
，檔號303000227，咸豐元年十一月初五日，奕興、劉源灝奏摺。摺中載：守備黃富興

保雇廣船四隻，同奴才奕興委員佐領王嘉德等，議明每船一隻連水勇每月僱價一千兩，僱用期一
共是三個月，給雇價銀一萬兩千兩。
15 《宮中檔咸豐朝奏摺》
，檔號406001194，咸豐元年閏八月二十四日，調任成都將軍福州將軍暫署
閩浙總督裕瑞奏摺。
16 《軍機處檔．月摺包》
，檔號087793，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投首廣艇海盜呈繳船隻 械清單。
清單計有在山東石島洋面被佔駕的八艘水師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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रጼ௺ዺᅥক߶ࢬϹࠧĂඉᑕক࠷ͪरĄТॡ˵̶ݗѯăᇃЧ༛ᇬĂЧ
ҋፋЪͪरĂٺЧ࠷Ϲࠧ˘វၟԽĄ 17 ΞଓѨ۞ᓑЪүጼĂЯࠎΔࢲধᄃ
ঔճ̂۞Я৵Ăڱѣड़гะඕһ˧݈ـಛ๓ĂЯѩឰοᎸѣਕૉܐ͡˝ٺα
͟ĂѝሗڌـΔ߶ᖇชĂಶдᑭѨүጼεୀࣧЯ۞ТॡĂநကᎩۢ
ᎩՂኴߐ̱͟˩͡˝ٺಡჍĈ
有艇船十三隻由外洋駛至沙埕洋面寄泊，並帶戲班駕小船攏岸，至山腳
邊九使宮廟內焚香演戲，繼又至該處天后宮內建醮，自來自去，居民照
常安業。惟察看情形迥非貿易商船可比，其是否匪船亦難懸指，稍涉輕
率，竊恐迫之使變，隨會同陸營鎮靜防禦，並飛咨水師合力會捕。詎該
艇船均於九月初四日開駕出洋。18
ѩְឰྈ༄࠹༊гዩޤĂߤయᅥকϹࠧ߶ࢬ۞ှͪरᓁһءगက㘑֭Ϗ
ᄮৌ۞֨ĂֹοᎸѣ۞ᇃཟঔ൸ਕૉځϫૺᓙ۞ث˯௺ڿĂൎࢶႊᑚޙᙠĂ
ͷгࣶ͞ء։ఇంᏰĂ҃ͪरϏ̙זᅅத۞ᓝજĂឰঔ൸ֽΝҋтĄߏٺगက
㘑జࢫአᄂ៉ͪםरઘĂசͫܝણችማ፨ăౙྮॼ̋ᒉഫᑝՒჹ࣒ᇶҖࢭᖚ
̪ЧЇయ΄ཋᴌĂநကᎩۢᎩϖ֧ᎩϳՂኴߐăॏءကᎩ২ᑎă
֟ᑭᆒᐁᛲăཌှ̮ૺعۢعேඈϹొᛉĄݚᖳ࠱ޓдԲ̂̚ቩֱழ
ࣶء۞نĈĶަە௫ঈĂΞೋ̝ҌĄķ19
дεΝಛ๓οᎸѣঔ൸ะဥ۞։፟ޢĂྈ༄ܮฟؕଣ၅ᖇ̝ޢᖸྫĄ˝
͡˩˝͟ྈ༄ତ˯זᏞĂ̰ट೩֟ڌ̋זᇬౘᇉઌణߤזᇃཟঔ൸ࢋߏᇃ࠷ڌ
ࢶ̋ᎩᄃາщᎩˠĂ֭ͷͽᇃ̋ࢶ࠷ڌᎩ۞፫ܝăࢶപᄃকѯ࠷۞Ϯăэඈ
гĶዚჸົķĂཟ൸ՀΞਕં྅јથ௺ዺЧ˾ثዚĂࠁߏٺ̋ͪڌरч
౯เಱᎸШག۞ֽัጼ௺ăཟ௺˛Ăྫྷݑـᖸ๓ĂᏞ΄Ч༛ᇬ
΄ٙᛳͪरς̟ͽםӄĂ࣐ѣཟ൸ᛸռఱ·થॠĂϲגЩፈᴌᚑᏱĄ˝
͡˟˩ˣ͟˫˘˯ᏞĂᄮࠎᇃཟঔ൸ࢋߏᇃ࠷ڌˠĂ΄ॡ༼υܔؠа૰
ϱĂᏞ΄Ч࠷༛ᇬአะर௺ຮϱፈറĂ̙Ξε፟ົĄྈ༄дଣణݶޢჍĈĶག
࠷߶ࢬܼдᅥ߶̝ݑĂਬྍࣥཟߊϤڌΔᖇዺĂҬ̪কҨĂϏυሕаག

17 《宮中檔咸豐朝奏摺》
，檔號406001194，咸豐元年閏八月二十四日，調任成都將軍福州將軍暫署

閩浙總督裕瑞奏摺。
18 《宮中檔咸豐朝奏摺》
，檔號406001269，咸豐元年九月十八日，調任成都將軍福州將軍暫署閩浙

總督裕瑞奏摺。
1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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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Ąķ 20 ֭ͷၦ̚೩זэۢعྈ༯༷ಡཟ൸னдѯᛂ࠷߶ࢬ˯ĂЯѩቁؠο
Ꮈѣ̪Ϗܔаག࠷Ă҃ߏдѯক߶ࢬ႓ঙĄдᇃࢬ͞࠷ڌĂϤ˯ٺᏞ̰ځᇃཟ
ঔ൸۞૰ϱдࢶപᄃ፫ܝĂֹᇃᓁ༛षᇃᎬᄃᇃ֟ڌᇬཧЩдĲᏲўᖬݶ
ᚯᏱ߶൸ଐԛĳ˘ၦ̚ጼጼဏဏгಡӘĂᇃཟঔ൸α߹ᖇĂ̋זڌᅥ࠷߶
ࢬ࠰எצचĂཟ൸ࠤҌᓙຬဳ̋ͪڌर֟߶௺ăОܫᄃႀ

Ăዺـᅥ߶̋ᑎ

फઃڿĄषᇃᎬᄮࠎߏЯࠎཟ൸ז፫ܝăࢶപඈ̰гоϔ͗⨍ତᑻĂ֭ͷј
ࠎዚგĂֹཟࣥ·ϋĄၦ֭̚೩זοᎸѣቁ̷̝ҜཉĂΞ֍ཟ൸ᑕྍ
֭Ϗሕаག߶Ăག࠷༛ᇬΪߏ˘קгϡົĶᚑͪरĂᄮৌ֨ķ۞фήĄ21
ݚᖳ̮ѐĞ1851ğ˩˘͡ܐĂΞਕЯࠎᅥকᓁ༛Ϲତ۞યᗟĂٕߏгࣶ͞ء
۞ᔳᎍĂధкᙯٺᇃཟঔ൸˝͡ă˩͡۞߿જĂѩॡ̖ϤնаЇ۞ᅥকᓁ༛ۿ؞
ݶپಡĂү˞ͽ˭۞ೡĈ
臣於十九日回任，即准浙江撫臣常大淳先後咨會以疊據。寧波道及寧海
縣陸續稟報廣東匪艇前自閩洋竄抵石浦洋面 掠商船，復於九月二十五
日駛至寧海茶盤山等處，於次日丑刻乘坐小船由僻處登岸，直至附近海
邊之瀝洋村地方恐嚇居民，索借財物。迨聞該縣會營前往，始各畏懼回
船，於三十日復至石浦遊駛。現在山東兵船九隻業於十月初二日行抵鎮
海，江省兵船亦俱停泊岱山，不日即可到鎮，惟定、黃、溫三鎮師船於
匪艇回竄浙洋之後，經該撫臣咨催十餘次至今信息全無。22
˘Ѩ۞ᓑЪүጼĂࢵАߏቁᄮ˞οᎸѣдှ۞͞ݑڌگϮ߶ࢬ̝˯Ăͷ՟ѣ
ည˯˘ѨЯࢲ҃ڱะඕЧ࠷һ௺Ă̋ڌăᅥ࠷ăѯ࠷۞һ௺࠰ౙᜈז྿Ăҭ
ߏকѯٙᛳ̝ؠঔăเăэˬᗉᓁһݒءকѯ֟ᇬ૱̂୳۞አޘཉࡶۭ
ჷĂЯѩᅥ༛ኛўˬҜᓁһၡΝᑛĂઙ΄֝ిົ๓Ąᐌޢ૱̂୳˵ϲݶ˯ג
ણཌؠঔᗉᓁһ೩ᇾΠᒉྼᑝڱ̀ăเᗉᓁһ഼ࣖăཌэᗉᓁһͺםઘ
ѰޙΑඈᗉĶ୕៍ؼĂᇃཟ൸̱ࣥ͟˩͡˝ٺᖇаϮăှঔЧ߶ࢬĂ
ፃ

થ௺Ă֭дঔϮ৶ࣄͪѼĄྍᗉඈٙᅳҐरᏵҌ˩̰͡ĂᝑѨ๊ݗĂ̪Ϗᅁ

20 《宮中檔咸豐朝奏摺》
，檔號406001377，咸豐元年十月初十日，調任成都將軍福州將軍暫署閩浙

總督裕瑞奏摺。
21 《軍機處檔．月摺包》
，檔號087282，咸豐元年十月十五日，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

摺。
22 《宮中檔咸豐朝奏摺》
，檔號406001475，咸豐元年十一月初二日，閩浙總督季芝昌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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ҌĂྫྷᖸԽᑝĂ၁ᛳەؼᄱĄķ 23 ˬҜᓁһϹొᛉֶޢĶᓁһჷಡѣྣĂ̙
ӈһซ๓Ăࢫ˟৺አϡĂ̙ࣞٯዚĄķҭߏϤͪٺरˠ̖ᙱడĂЯѩݚᖳ࠱ޓ
Ꮮ΄ĈĶ࠷ྍٺయ΄ᑛཋᴌĂͽ៍ޢड़Ąķ24
কѯˬᗉᓁһዎזᚑᘂޢĂᅥকᓁ༛پۿ؞ฟؕᚯထᄃᇃཟঔ൸οᎸѣ۞ՙ
ጼĄᄮࠎĈ
山東、江南兩省兵勇船隻又俱先後至浙，閩浙舟師自宜剋期進發會合兜
拏，以為一舉殲除之策。惟四省兵勇同時雲集，若或無人統馭，誠恐心
志未齊，機宜坐失。撫臣常大淳議由提臣鄭高祥節制調遣，洵為整肅軍
令起見。臣於準咨後，即飛咨該提臣查照辦理，並令兼程行駛一面嚴飭
定、黃、溫三鎮迅速駛往會勦。25
т̫Ăͪरቁᄮዑேࠎᚯ೭ءĂ҃α࠷ͪर˵ౙᜈٯ྿Ăಛ๓οᎸѣ
ᇃཟঔ൸ะဥ۞ҖજĂд߆࠻̚ீ۞عҬ༱ְ࠰౯ĂΪͣ˞ࢲڌĄ

ˬăᙍкតǕοᎸѣԸྕ۞࿅
ॡมГٛаݚᖳ̮ѐĞ1851ğ˩͟͡˟ܐĂ༊̋ڌ൳эͪरч౯เಱᎸ
һ௺ăֽ݈˛௺কѯᗉঔ֭ͷ֝ిொـှعگĂ༷Әকѯͪर೩༛ච༯
̠ĈĶ୬ӈ͟߶๓ॏ൸ཟĄķ 26 ҭߏ༊ॡᅥ࠷ăѯ࠷ăকѯˬᗉ۞ͪरӮإϏ
ז྿ĂЯѩච༯Բྍࣶٺᗉঔ̰പĂܶЧྮͪर̈́๒௺ᆅะĂГซҖᅥ
কᓁ༛پۿ؞ٙඉထ۞ಛҖજĄΞߏܐཟ൸д̋ڌ

ଟॡĂҫዼ˞ᄃเಱᎸ

Тࠎ൳эͪर۞ጼ௺ĂचТటઘརͪĂ֭ͷଂಛ๓οᎸѣҖજ۞ฟؕĂ
เಱᎸಶ˘ۡણᄃ̚ĂٙͽเಱᎸໂ୬οᎸѣ۞ᇃཟঔ൸ะဥ˘ᓝᑝሚĄ
˩˘͡˩˟͟ĂѯݑĞѯᛂ࠷ğᐝ͞ഈזᗉঔᗉ็ѯݑᛂڗᗉᓁһءཧ
૱ߋֽ݈ক࠷߶ࢬĂົ๓ཟ൸Ąߏٺকѯͪर೩༛ච༯ࠁཌͺםઘڒ
ϒวă೩ᇾνᒉྼᑝՔᕃጳă᜕நؠᇾνᒉྼᑝ౮ᓑዂඈĂᅳকѯͪर௺݈ـ
ܓ᜕ĂเಱᎸ˵ѩ፟ົٙᛳጼ௺ᐌܓ᜕௺ฤਝĄ˩˘͡˩ˬ͟Ăܓ᜕
௺ฤᄃเಱᎸጼ௺ĂАؠٺޢঔះٙᔑԏപ߶ࢬĞှ͞ڌعگğ٦ڿĄ˩˘͡
23 《軍機處檔．月摺包》
，檔號083082，咸豐元年十一月初三日，浙江巡撫常大淳奏摺。
24 《外紀檔》
，檔號303000227，咸豐元年十一月十二日，浙江巡撫常大淳奏摺。
25 同註22。
26 《外紀檔》
，檔號303000228，咸豐元年十二月初三日，浙江巡撫常大淳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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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Ăنѣཟ൸αᎹϤБ߶ࢬዺֽĂѯ࠷͞ࢵඡШڒϒวᄃเಱᎸඈˠથ
ณĂᇶ̻ฟ

ԽᑝĂߏٺҋዼ̈ཟ݈ـཟ൸ፍᏞԸྕĄ 27 ඕڍ൸ࢵοᎸѣᓏჍ

ᄃเಱᎸѣ̩Ă˫ΞਕϤ͞ඡ˾̚ଣۢเಱᎸ௺ฤϒٺԏപ߶ࢬĂЯѩߏ؆ܮะ
ඕཟ௺˩ዶШเಱᎸ௺ฤซҖಛԽĄ 28 ˩˘͡˩̣͟ጌځॡĂเಱᎸЧ௺ࡎ
൴னᇃཟঔ൸↢Ҍீ݈֭ͷ൴

ԽᑝĂ௺˯һ࠱ࣗᑕጼĂѯᛂ࠷ᄃকѯ࠷۞ͪ

रһ௺ĂЯࠎϒࣃႚሗĂ̙ਕਗ਼ͪШ݈ᒉାĂΪਕ൴

ᅌԽĂପ᜕เಱᎸ௺ฤĄ

ᗕ͞జࠓ๋ᑧ۰࠰ᇴ˩ЩĂཟ൸ฟؕϴᕗͫឫҌเಱᎸЧ௺Ă͔፼˞௺̰ͫᘽଡ଼
҃ޢᘕࠓĂͫ๕ใ˞һጼ͕Ă˵ឰ೭አޘεីć˫ĂЯႚሗ௺̙ਕਗ਼ͪ
ዺᗓĂٙͽཟ൸ཻጾྯˢ௺̚ĂเಱᎸᄃ۞̄؍ᔘѣٙᛳһă௺ă

ୠ

˘׀ፃ֕Ąকѯ֟ᇬ૱̂୳ۢѩጼޢڶĂଂа۞̋ͪڌरһᎊֳܜăᎊ˛
ăͪ͘ୖ͇ЃඈˠੈֻଐԛĂిͫܮШ˯ӔಡĄ29
ݚᖳ࠱ޓдזһ௺˫జཟ൸ፃΝ۞ଐԛॡĂ࠹༊ᇙೖгᄲĈĶᜓوݶᕔ̏
ໂĄķЯѩдᏞ΄̚˭ўᚑߤᘂᏱĈ
提督善祿何以一無調度，水師將領，平日並不訓練，臨事退縮不前，已
可概見。著將湯倫、池建功、周士法等懲處，令其戴罪自效，若諉云風
色不順，何以黃富興勇船尚能出洋，匪船南北游奕自如，獨三鎮兵船逗
留南洋未能追北，又安用此等懦怯將領為耶。前據裕瑞奏飛咨鄭高祥統
帶兵船赴浙，此時計已可到，陳世忠計亦馳赴閩浙聽候該督調遣，葉常
春所帶之船當先已到浙，常大淳現駐寧波，即與各該提鎮會商夾擊痛加
勦洗。現在該匪等如果將黃富興送回，船
海，交陸建瀛察其情偽酌量辦理。

呈繳，即著飭令鎮將押赴上

30

ݚᖳ࠱۞ޓᇙߏ̙˵ޤ՟ѣந۞ĂѝАকѯˬᗉᓁһ၆ٺকᇬ۞΄ԆБཉ̝
̙நĂ҃ޢѯᛂᄃকѯ࠷ͪरீ֍เಱᎸ۞һ௺ዎזಛԽĂݒਕࠎ˧Ă
Ϊਕீ༟༟࠻เಱᎸٙᛳ۞̋ͪڌर௺జཟ൸ፃ֕ĂοᎸѣதᅳ۞ᇃཟঔ൸ݒ
ĶݑΔഫݴҋтķĂΞ֍̚ഇ۞Ķͪरᆿђ̏ໂķĄ31

27 同上註。
28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
，咸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頁478。
29 同註26。
30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
，咸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頁478。
31 （清）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
，卷二百二十四〈兵考〉
，頁9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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Ķԏപঔጼķ၆ٺοᎸѣ҃֏Ă˫ߏ˘Ѩ၆ഈͪर۞̂౼ӀĂҭ֭Ϗᚶ
ᜈٺঔ˯ᄃͪर၆ԩĂ҃ͅߏᖼШԸྕኘҿ̝ྮĄٕధߏοᎸѣࢲჷĂݚᖳ࠱
̏ޓགྷ˭΄ĈĶѯăকăޙЧ࠷༛ᇬ֝ᚯࠁĂߐ೯Ă֭ᛂ͉ڗ
๒ͪ௺ӄ๓ĄચഇႽᔟᙷĂͽঔᘟĄķ 32 Ϥٺᇃཟঔ൸̏གྷјࠎிϭ̝
۞ĂͪरБ˧ຩॏ۞ϫᇾĂֹჍᜦ̋ڌăှ۞ࢬ߶گοᎸѣ͕ຍฟؕજອĄ
၁̙֭ߏοᎸѣௐ˘ѨຐШعءԸࢵĂΪߏ̝݈۞ѨԸྕજүĂ࠰о
ࠜ۞јЊдĈௐ˘Ѩߏд˝͡มĂѯᛂ࠷һԯᓁᖡາाᄃᐝͳ̝ະඈᄃο
Ꮈѣ࠹ࡗдܟг͞ԸྕĂҭߏଣჷཟ൸̪д߶ࢬ

ଟॡĂྍԯᓁГـ݈ޘཟ൸

௺˯ྑྙĂඕڍοᎸѣࢋՐካᅙ̖ۺԸྕĂᖡາाΪр֏ҌܟГҖથณᏱ
நĂ̙࿅дѩ̝݈ཟ൸̏གྷᐝͳ̝ະࡗؠд̂ѿ̋ԸྕĂᗕ͞ᄲ˘̙ڱć
˫Ă֭˘௺˘

ӔᘳͽϯྕܫĂͷܼࢬ߶ܟથ௺ࢋֽـĂᙱܲཟ൸̙Гདྷ

ҖൄᕘĂЯѩజྈ༄ᄮߏؠཟ൸ᇎ͕జಛԽĂᖣѩࠎቤһ̝ࢍĄ 33 ௐ˟Ѩߏд
˩͡ܐĂοᎸѣதᅳཟ൸Ϥэˬሹ߶ࢬዺـᅥ߶फᑎઃڿĂѯᛂ࠷ͪरч౯
㘑ᐝ͞ඡăڒᐷཌྷඈ݈Ν๓Ă൸ࢵοᎸѣݒШѯ࠷ͪरᑗኛԸࢫĂ֭ͷ
ӔᘳٙဳОܫă௺ă

ୠඈĂՀࡗഇд˩͡ܐα͟ĂᐌТѯ࠷һШѯᓁ༛

ౙޙᘎԸྕĄ̙࿅ൾޢཟ൸̪དྷ

˯̝ࢬ߶ٺĂԸࢵ۞જүΪߏĶᲛؼό̝́

ࢍķćΩγѣ۞ߏĂοᎸѣӔᘳ۞ОࠎܫᇃڌϮ̝ౌΦӦ́ͽܫπঔԯᓁ̝
บĂݚᖳ࠱ޓϲӈᏞ΄ᇃᓁ༛षᇃᎬĂߤᏱҜͪरᅳ۞Оܫңॡңгజ
ཟ൸ٙ

Ą34

ϒ༊οᎸѣޥ৶Ϗֽтңఢထ̝ॡĂдݚᖳ࠱ޓᏞ΄̚Шѯᓁ༛ౙޙᘎ
কѯ֟ᇬ૱̂୳ځቁϯĂϡ๓ॏঔ൸۞͞ёࠎᐹАĂֹ࢝οᎸѣĶ๕ᖵॄ
ཋԸྕķĂ˵ಶߏͽጼ࢝Ըྕ̝ࢍĈ
准其自首者，亦未始非相機設計權宜辦理之法。……仍嚴飭師船併力追
勦，儻該匪等窮蹙投誠，即可將計就計，令將船
還，再行奏明。

繳出並將黃富興送

35

32 同註30。
33 《宮中檔咸豐朝奏摺》
，檔號406001377，咸豐元年十月初十日，調任成都將軍福州將軍暫署閩浙

總督裕瑞奏摺。
34 《宮中檔咸豐朝奏摺》
，檔號406001475，咸豐元年十一月初二日，閩浙總督季芝昌奏摺。《咸豐

同治兩朝上諭檔》
，咸豐元年十月初五日，頁402。
35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
，咸豐元年十一月二十日，頁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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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ˬܐĂকѯ֟ᇬ૱̂୳ݶჍĂॲፂှέعเᗉᓁһ۞ಡӘĂཟ൸
ҋଂፃ֕เಱᎸर௺ޢĂᖇዺকѯ࠷̚ొᓜঔᎩဩ̝ᐝг͞Ăྍعᄃᓁһ
༛Т༊гاϔጬ˧ٯԩĂᔵᗕ͞Яฟ

̢ᑝ

ͫؼ፵ٗ˩ޏዶมĂҭߏВࢍ

χѪཟ൸˩̣ЩĂχ๋རͪ˛ЩĂᑝՕ൸௺˘Ăဳᒔ

Ҝ˘ळĂјΑгᑝੜཟ

൸Ą૱̂୳ᄮࠎѩॡϒߏͽጼ࢝Ըྕ̝ᅫĂߏٺᄃͪर೩༛ච༯ฟؕัͪ
˘˼ዶЩĂ̂ă̈௺ᇴ˩ᎹĂ֭ͷࢳؠݗঔăเăэˬᗉͪर௺ᄃѯᛂ࠷
ͪरᛂڗᗉᓁһཧ૱ߋֽ݈߶ࢬົЪćߏॡĂͪޙर೩༛ዑே̏གྷТঔ
ጪăှ˟ᗉर௺ซˢকѯဩ̰߶ࢬĂ౯ݑΔ͟ؠഇĂ˧םӵԽοᎸѣ
தᅳ۞ᇃཟঔ൸ะဥĄ36
οᎸѣீ֍൳ౙᓜঔᎩεӀĂତݑăΔ߶ࢬӮѣͪरֽ݈ܡጿΝྮĂЯѩ
ՙ͕Ш߆عԸྕĄፂଯീ̂ࡗߏд˩˟͡ܐα͟ĂοᎸѣᅋԙο։̂Ğğ37
݈ـᛂڗᗉᓁһཧ૱ߋ௺˯ĶݖᑗԸࢵķĂᓏჍᙸຍٙѣ௺

Ӕᘳćཧ૱ߋٺ

ߏᔛኛকѯ֟ᇬ૱̂୳௺זᏐ֍ྍࣥĂο։˫ߏྱгݖՐĂ˫ߏކᄰՙள
ᄲĄѯᓁ༛ౙޙᘎԆཧ૱ߋಡӘѩ˘ଐԛޢĂಶϲ˯גၦ̄ගݚᖳ࠱ޓ
ՙĄݚᖳ࠱ᜓޓዦݶၦޢĂ˵֝ిᏞ΄͠Ĉ
匪徒詭詐多端，難保不因我師四面夾擊，窮蹙無路，詭詞投首，以為緩
攻脫逃之計。前經諭令該督與常大淳密商合辦，無分畛域，著即相度機
宜，察其真偽，如果該匪等實係畏罪投首，原不妨網開一面，准予自
新，令將船

全行繳出，查明驗收，酌覈情形，奏明辦理。儻稍有反

覆，仍即嚴飭各路水師合力進勦，務期力淨根株，不可墮其奸計。38
ౙޙᘎᄃ૱̂୳дତזТຍοᎸѣඈҺڼཋ۞ᏞўޢĂܮฟؕќበཟ൸ă
௺

Ăᛖٸዎፃ̝һˠኳĂ֭ͷཟ൸ྤफ़በΊĂݗӔ፟Ğဦ1ğĈ
為咨呈事。事竊照廣艇盜匪布興有等畏懾天威，凜遵諭旨，率夥將搶佔
山東船炮印信及黃富興人船並該匪船炮器械盡行繳官驗收，跪泣哀求，
真心悔罪投首。現已將船上盜夥悉數點明，分別解回廣東及暫留羈管，

36 《外紀檔》
，檔號303000228，咸豐元年十二月初三日，浙江巡撫常大淳奏摺、浙江水師提督善祿

奏摺。
37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
，咸豐元年十二月初五日，頁512，記為布良大。按布良大應為布良帶，

根據《軍機處檔．月摺包》
，檔號082783，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投首廣艇盜匪姓名籍貫清
冊、趙爾巽，《清史稿校註》
，卷四百三十四〈史致諤傳〉
，頁10401、（清）段光清，《鏡湖自
撰年譜》
，皆記載為布良帶。
38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
，咸豐元年十二月初五日，頁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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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候諭旨緣由。本部會同兩江、閩浙督院於本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寧波府
城行館恭摺，由驛馳奏請旨辦理。所有各該犯姓名籍貫相應造具清冊咨
送，為此，咨呈軍機大人，謹請察照備查施行，須至咨呈者，計送清冊
壹本。39
ܕΗѐ۞οᎸѣᇃཟঔ൸ะဥ̝ใĂಶдှعگπ۞ར၌˞ĂѩѨԸࢵВࢍᘳ
̋ڌर௺ă௺В˟˩˘Ăͪ˟ѺዶЩĂથ௺௺͗ăͪ͘В˘Ѻˣ˩ዶ
ЩĂ֭జፃᙱϔБᇴਖ਼Ă̂̈ᜠ

ВˬѺዶҜĂጡୠᇴĂཟ൸̱Ѻ˟˩α

ЩĂ̚ౘֲඈ̣Ѻ̱˩˝Щཟ൸Ğ࠰ᇃ࠷ڌᚱğĂయјཌؠঔᗉᓁһ೩ᇾΠ
ᒉྼᑝڱ̀ăเᗉᓁһ഼ࣖăཌэᗉᓁһͺםઘѰޙΑඈϤঔྋа
ᇃڌĂϹගгࣶ͞ءᚑҖგՁćΩѣকѯᗉঔᎩˠֲچπăޙᎸ̼Ꭹˠֲڒ
˟ˠ̶Ҿᅍᚱ΄гࣶ͞ءგՁć౺ዶͽοᎸѣࠎࢵ۞̣˩̣Щཟ൸Ă̚Щ
ঽ߇γĂοᎸѣăο։ඈ˟˩Щ̶Ҿ൴ᇥᒉЁड़˧ĂࣧώߏࠁـͪޙरᒉĂ
ҭߏοᎸѣᓏჍ၆ٺᅥ߶ঔ๕̙ሢଉĂߏٺϹϤকѯͪर೩༛ච༯дှگಡ
ड़ĂΩγเͫ௺౼ඈˬ˩ˬЩϤ֗ٺវಯऴٕᓏჍࣧᚱয়ဪืࢋᜪĂٙͽҺ
ᒉड़˧Ă̪൴ᔘᇃ࠷ڌგՁĄ40
ಶд̶ᇥཟ൸ᄃତќ௺ă

ୠޢĂഈ߆˫عౙᜈү˞˘ֱּҖّ̍үĂ

ညߏĈ̋ڌч౯เಱᎸϤٺ߶ࣥާᛒᅅซĂЯ҃εְĂѣᑕĂଂᆵၡ
ΝᑛĂయ΄გ̋ͪڌरһ௺а࠷ĂϹ̋֟ڌᇬౘᇉઌमᅋĂͽ៍ޢड़Ąཟ൸
௺

ୠБొ̶੨ගকѯͪरЧᒉֹϡĄ 41 কѯ֟ᇬ૱̂୳ݶಡĂοᎸѣᇃཟ

ঔ൸Ըࢵ̝ᅫĂବᎿকѯڻঔоϔĂֹڱᄃγ߶۞ঔ൸̺ҚĂঔռྻѼͪ
ତᑻĂચυຩᴌॲஐĂͽঔڤĄ 42 Ωγকѯ࠷ѨᏱநᇃཟঔ൸οᎸѣԸࢵ˘
९ĂٙѣྤᅋᙱϔăЧࢵϔฺࢴă̋ͪڌरॠᖏਨඈЧีĂдΦऱВࣄ͚˘
༱˟˼Ăকѯ֟ᇬ૱̂୳ఢထаྃ̚Ą 43 ᔵѨ۞Ըࢵ࠻ҬπᐖĂҭߏ̚
ధкг̪͞·႕˞ኜкႷᕇĂݚᖳ࠱۞ޓᏞ΄̚Ă˵၆ٺοᎸѣԸྕ۞࿅ѣٙ

39 《軍機處檔．月摺包》
，檔號082783，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浙江等處地方提營軍務節制水陸各鎮兼管兩浙鹽政常大淳咨呈。
40 《軍機處檔．月摺包》
，檔號083913，咸豐二年四月初三日，浙江巡撫常大淳奏片。《咸豐同治兩

朝上諭檔》
，咸豐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頁541。
41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
，咸豐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頁542-543。
42 《軍機處檔．月摺包》
，檔號082794，咸豐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浙江巡撫常大淳奏摺。
43 《軍機處檔．月摺包》
，檔號085047，咸豐二年六月十八日，浙江巡撫常大淳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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ႷᇋĄ44
ͽ˭ಶᑫ९̚၆οᎸѣԸࢫ࿅۞ႷᕇྶĂ̟ͽ̶ژĄοᎸѣඈཟ൸дԸ
ࢵޢĂ̶Ҿజ૱̂୳ᗓੈયĂ࠰ֻჍĈ
實因先被黃富興募赴山東幫拏洋盜，分給賞銀不公，忿爭成釁。嗣黃富
興回至廣東，復宣言伊等在洋為盜，內懷仇恨，往尋報復而起，益無別
情。45
ݚᖳ࠱ޓ၆ٺοᎸѣඈ̠ٙĈĶ̶ගካᅙ̙̳ĂۋوٙĄķٱᘃႷ۞ၗޘĂ
ࢋ૱̂୳ྎߤٙ֏ߏӎᛳ၁ĂԺٕΩѣҾଐĂᐌॡቁߤݶĄ 46 Ωγݚᖳ࠱˵ޓ
അͅᅺᄲĈĶྍࣥඈڍᄃเಱᎸ्ѣ

Ăңͽ̙дѯăকă̋ڌЧ༛ᇬཿܝ

ӔϦ෦ĉ˜ҫዼ൳э௺ءĂᖇаক߶ĂདྷҖፃଟĂ৶ࣄͪѼĂჍԸྕĂ̏ᛳ
͕اΧീĄķ 47 οᎸѣٙ֏ѩᕇĂቁ၁ѣ̙Ъந̝Ăߊߏᑕ๒Ҍ̋ڌχᑝঔ
൸ĂңͽΪЯ̶ᅙ̙̳ࠎ҃ᘃީདྷӃĂюፃଟ༊˞ৌϒ۞ঔ൸Ă̙ݒՐϒ૱
۞გϦ෦ĄГ۰Ăཟ൸ࠎң၇ѨԸྕεܫĂοᎸѣᏰჍĈ
盜匪陳成發恃係各船總管，從中阻撓，指使眾夥，搶佔滋事。現將陳成
發砍傷捆縛交出。……其中阻撓之陳成發已戮首示眾。48
οᎸѣ֗ࠎᇃཟ൸ᑒ̝ࢵĂࠎңڱѣड़გొטிć˫Ăౘј൴ҬͼإϏᆶ
યĂӈҖᇜࢵĂ˵ΞਕЯࠎజοᎸѣࡃ୭Я๋҃๕࿅ࢦĂੈڱયĂܮјࠎοᎸ
ѣ۞ཋਁѿĄ઼࡚ጯ۰ϒĞJohn K. Fairbankğ၆ٺοᎸѣࠎңԸྕĂ೩
˞ͧྵЪְ၁۞࠻ڱĈ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初，由於臭名昭著的布興有（阿帕克） 49 率領二十幾
艘船隻組成的廣州海盜船隊在寧波港外停泊，本來在護航業務上就已經
相當劇烈的英、葡競爭被弄得更加複雜化了。雖然用慣常的收買辦法把
布興有設法安插到了清帝國的水師裡去，但他繼續在護航事務中進行訛

44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
，咸豐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頁541。
45 《軍機處檔．月摺包》
，檔號083913，咸豐二年四月初三日，浙江巡撫常大淳奏片。
46 同註44。
47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
，咸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頁478。
48 《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
，咸豐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頁542。
49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
》
，頁261，載布興有

的英文名字為阿帕克；另外《清穆宗實錄》
（同治元年五月癸卯日）
，卷二十九，頁781，載布興
有稱為阿伯。據筆者推測可能是布興有被稱為阿布或阿布仔，因此有阿帕克與阿伯之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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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不幸，中國地方當局未能使這些廣東海盜與葡萄牙人互相火併而同
歸於盡，局勢依然沒有被控制住。50
ԧࣇଂ߱͛ф̚Ξͽ൴னĂγ઼͞ࢬᄮࠎοᎸѣߏజ߆عٙќ෴Ըྕ۞Ă݈
͛˵ѣྶĂᏱநᇃཟঔ൸οᎸѣԸࢵ˘९ĂЧีϡᓁВߏ˘༱˟˼Ăֱ
གྷᙱܲ૱̂୳̙ॗүϡĂјࠎќ෴οᎸѣഠี̚۞˘ඊ͚ćலౣοᎸѣ͘
̚೪ѣˬѺˣ˩кЩˠኳĂ˫дѝАೀѨͪጼ̚ᒔ౼Ăᇃཟঔ൸̪ߏҫѣӀ۞
ҜཉĂЯѩ՟ѣᐹല۞ኘҿ୧ІĂᗕ͞ߏ̙Ξਕኘј۞ĄޢĂᔵଂᑫ९
̚Ă࠻̙οᎸѣᄃࡻăཬ઼д᜕ਝຽ̝ม۞ᚮۋĂҭߏଂϒ˘͛̚Ξ
ۢĂಶზߏοᎸѣజщ೧ͪٺर̝̚Ăֶᖞд᜕ਝຽ̚పĂΞ֍ഈ߆عᔘߏ
ڱѣड़ଠטᇃཟঔ൸ࢵᅳοᎸѣ۞ҖજĄ

αăዮᑒிǕཟ൸۞ڠ྅ᄃᚱరѐ᛬ඕၹ
Ğ˘ğཟ൸۞ڠ྅
ҋଂလᇉ˩̣ѐĞ1810ğག߶ঔ൸ᓑ༖ሚޢĂᇃڌঔ൸གྷ࿅።ѐ᎕Ăు
႙ᐼ౯˞࠹༊ᇴณ۞ڠ྅ĄЍ˟˩˘ѐĞ1841ğĂ̚ࡻᗕ͞ᘪࢎĮࡍᆄਨࡗįĂ
ࢶപ౷ឰගࡻ઼ͽޢĂࢶപثڻᄃܕܢঔાĂॡѣ̂ă̈ঔ൸՟Ă̚జࢶപ
ෛࠎԩлࡻฯ۞षֲܲͿ̣˩ૺĞૺฟπğĂಶጾѣிк۞௺ᚻᄃૻ̂۞ͫ
˧Ąࢋдག߶̚ྮӃଟ۞षֲܲ൸ᑒĂጾѣొிܕ2,000ዶˠĂ̂̈௺23ᎹĂ
ͫࠔᇴ˩Ҝćᆣჸٺă߶ࢬ۞ૺ˩̣Ϳ൸ᑒĂѣొி3,000ዶˠĂ̂̈௺
64ᎹĂͫࠔ1,224ܝĄ51 षֲܲᑒՏ௺πӮລྶࡗ˘ѺЩঔ൸Ăڠ྅ྵૻ۞ૺ˩
̣ͿᑒĂՏ௺πӮລྶ̣ܕѺЩঔ൸ĂЧ௺ࡗ྅ཉ˟˩ࠔͫ۞ܝĂᑒ੨ཉтѩ
̂ณ۞ڠ྅Ăឰ֨чࢶപ۞ࡻ઼ͪĂিٺ؋Ą
Ѝ˟˩˝ѐĞ1849ğ˝͡Ă۞ݑᇃщγ߶ѣᇃڌঔ൸དྷࢅĂᇃщο߆ֹ
֩ߐߒ༛ͪݑᄃᇃͪڌरВТซ๓Ăᑝୀ˞ጾѣ˛˩ዶᎹঔ൸௺۞ౘঔ൸
ะဥĂୈレϠܵќᒔ
ዶൺ

ୠᇴĂᒔࢵ൸ౘඈ˘Ѻ̱˩αЩĂ̂

ăൺ˥ăᘼൕඈ

ጡͽზࢍĂБᇴྋϹ˷ᇃڌഢэĄ

50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
》
，頁261。
51 資料整理自蕭國健，〈香港近代史Ǖ 從開埠到回歸〉
，頁41-42。
52 《大南寔錄》
，正編，第四紀，卷四，頁38。

52

̣˩̱ܝĂ
Ωγݚᖳ˟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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Ğ1852ğ̱͡˩͟Ăᇃᓁ༛षᇃᎬᄃᇃ֟ڌᇬཧЩ̣Ѻ֧ݶĂᇃͪڌरᄃ
г͞ဥቚ̶ҾдᇃҘሟэ˯˭ഫӵᑝĶ̋گཟࣥķĂ֭ͷפޢ౼ӀĂВ፵໑
ྣࣥ̂௺α˩̣ă̈ཟˬ˩˘ăဳᒔ̂ཟˬ˩ˬă̈ཟ˟˩αăϠ

ྣ

ࣥ˟Ѻˬ˩˟Щăᑝᑧ̈́ஂѪཟ൸ࡗ˘˼ዶЩăᒔ˟ăˬ˼͝ᄃ˘ă˟Ѻ͝
̂

В˘Ѻ˛˩˘ă̄ϓ

̈

Вˬ˩ˬܝăٶႀᄃ౧ႀВ̣˼ăͫᘽˬ

˼̱Ѻዶ͝ăၮᆽୠᘼൕ̱Ѻ̱˩˟Іć 53 ଂֱᒔ۞ͫ

ႀୠΞۢĂ˩˝

͵ࡔ̣ŒѐνΠĂኢߏдࢶപăݑăᇃҘඈĂঔ൸۞ڠ྅˧ณߏ࠹༊г
ૻ̂Ą
҃Ѩݚᖳ̮ѐĞ1851ğ˩˟͡˩̱͟Ăকѯ֟ᇬ૱̂୳Ըࢵ۞ᇃཟঔ
൸ĂӔᘳ۞௺ă

ୠඈีϫฟЕಏĂঔ൸۞ڠ྅ݡϫᓁࢍт˭Ğဦ2ğĈ

佔駕山東師船七隻（原係八隻，內一隻已在山東石島洋面被風打沉，現
存七隻。）、佔駕黃富興師船二隻、載勇商船七隻、盜船五隻、大小
鐵

三百二位、大小鐵彈七百十七出、

架二百九十四座、抬槍二桿、

窩蜂子二小桶，又一千二百二十二粒、火藥一千六百二十餘斤，又火藥
七箱計二百七十五包、火藥火瓶三百五十九箇、噴筒六十桿、子

二

箇、長柄鐵叉刺刀二十桿、鐵頭竹槍六十五桿、稻叉一把、鐵攩叉一
把、藤牌七十七面、長槍一百五十五桿、火柄長槍十六桿、竹長槍四十
二桿、腰刀八把、鉤鑲一桿、旗二面、火箭十枝、牛皮二張。54
˵ధ̚˞זഇޢĂঔ൸੨౯ᇴณមˠ۞

ୠ̏གྷߏ˘ංᗫπ૱̝ன෪Ă

ݚᖳޓΪдಏޢԲ˞ĶᜓķфĂ̙ࡶလᇉ˩˟ѐĞ1807ğ˩͡Ăᇃᓁ༛ӓ
ႩЍݶಡဳᒔ൸௺˩Ă֭˼̂͝

ᇴҜĂͫᘽˬ˼ዶ͝ඈᄬĂလᇉ̂ޓຏ

មతͷ̙Ξޥᛉ͠ĈĶᒔࠔୠͫᘽтѩ̝кĂዶЧ௺ͽѩᙷଯĂ̙Ξ౼
ࢍĄķ55 ҃ཟ൸Ӕᘳ۞һጡ̚ĂᙷᓄкĂЯѩᙷ̶т˭ܑĈ

53 《軍機處檔．月摺包》
，檔號085205，咸豐二年六月十五日，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

摺。
54 《軍機處檔．月摺包》
，檔號082793，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投首廣艇海盜呈繳船隻
55 《清仁宗實錄》
（嘉慶十二年十月辛巳日）
，卷一百八十六，頁455。

械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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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ཟ൸Ӕᘳ۞һጡ̶ᙷܑ
兵 器 種 類

兵

器

品

名

與

數

量

冷

兵

器

長柄鐵叉刺刀二十桿、稻叉一把、鐵攩叉一把、腰刀八把、鉤鑲一桿、竹長槍四十
二桿、鐵頭竹槍六十五桿。

火

兵

器

大小鐵 三百二位、大小鐵彈七百十七出、抬槍二桿、窩蜂子二小桶，又一千二百
二十二粒、火藥一千六百二十餘斤，又火藥七箱計二百七十五包、火藥火瓶三百五
十九箇、噴筒六十桿、子 二箇、長槍一百五十五桿、火柄長槍十六桿、火箭十
枝。

運 輸 兵 器

山東師船七隻、黃富興師船二隻、載勇商船七隻、盜船五隻。

防 禦 兵 器

藤牌七十七面、牛皮二張。

其 它 兵 器

架二百九十四座、旗二面。

資料來源：《軍機處檔．月摺包》，檔號：082793，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投首廣艇海盜呈繳船
隻 械清單。

Ҍٺঔ൸ߏтңֹϡֱһጡ۞ĉ၁ኢߏͪरٕߏঔ൸д߶ࢬ˯ү
ጼĂ͞ё̂࠹ТĄࢵАߏА߉ͫٸ

Ăϫ۞ߏᇲ͞௺˯۞ঁՊᑝ༤Ă֭

ͷ֝ిώ֗௺ያᘇҌϫᇾ௺ᙝĂϡ࿘័࿘ୈ௷შĂֹ̝ਫ਼ࣆ̙ਕዺΝĂГٺ
ܕᗓҜཉ߉ͫٸႀĂͽͱϩ༊ઇ֨᎔̍ĄĞችᄃՂࢬ߶ٺطܜүጼॡĂಶ
അ௺ࢦᝑૺͱϩăႢშĂֹ

ᇅ̙ˢĄğ 56 ༊ᇲ͞௺̏གྷεΝொજਕ

˧ॡĂঔ൸ᔘົϴᕗͫឫĂ͔ᘕ௺˯ͫᘽଡ଼ٕߏ፼፵۞ᙳౄј௺˯ˠࣶใ
ĞοᎸѣಶഅͽͫឫౄјเಱᎸአޘЧ௺εីğĂޢГϤૄᆸ௺ࣶ̂͘˥ᘼ
ൕĂ˯௺ᄃ၆͞ൺһ࠹ତĂઇϠѪຨĄͫһጡдঔ൸۞үጼ̝̚Ăߏజ༊ઇ
ᗼ௺ͽֹ̈́࢝၆͞ใ۞ϡĂ൳௺
˽ඈ֗ܕүጼ۞ҽһጡĄ

ଟࢋᔘߏያཕ˥ă߄˥ăѻႀăᜠ

57

Ğ˟ğཟ൸۞ᚱరѐ᛬ඕၹ
1. ཟ൸۞ᚱర
ĶТฏඕЪ៍هķдঔ൸ᑒி۞ᖐ൴ण྆˵ߏஎᅈ۞ᇆᜩ̝˘Ą˩ˣ͵ࡔ
ϐזፋ࣎˩˝͵ࡔߏ઼̚ڻݑڌঔঔ൸Җ۞ॡĂଂ͇ߺγঔؼҩזݑݑӳ

56 （清）王芑孫，〈浙江提督總統閩浙水師追封三等壯烈伯謚忠毅李公行狀〉
，（清）賀長齡輯，

《皇朝經世文編》
，卷八十五，頁2211-2213。
57 關於水師與海盜在海上交戰的情形請參見《大南寔錄》
，正編，第二紀，卷一百四十三，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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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ঔثቢĂঔ൸߿જ͟ᔌ˯چĂ࣎ଐߏڶӎਕૉঔ൸ෛࠎಏ˘ဥវĉព҃ٽ
֍гঔ൸߿જ̙֭ਕૉ̝ࠎ˘ኘĂፆགᄬ۞ག߶ঔ൸ֹϡকѯྖăᅥݑ
ྖ۞ᅥকঔ൸ѣ࠹༊̂۞मளćГ۰Ăག߶ᄃݑঔ൸ࢋϫᇾдٺᇃэă፫
ܝăᘜэăڻݑঔঔثቢĂᅥকঔ൸۞ீЍٸдᄂ៉ăলཏफಛ۞ঔ
ાĂֱன෪ឰ઼̚ڻݑڌঔ۞ঔ൸߿જĂ̙ਕГజඈТෛ̝Ą
̙࿅дঔ൸߿જ۞።Ϋ˯Ăག߶더কঔ൸ะဥдщݑҘ̋߆ᝋજใഇ
มĂഅགྷൺᇶЪү࿅ĄॲፂလᇉˬѐĞ1798ğকѯ֟ᇬϜᇇ۞Іݶၦ̚ĂΞͽ
൴னщ௺ࣥݑĞӈࠎజҘ̋߆ᝋӛќ۞ᇃڻڌঔঔ൸ĂϺჍщݑཟࣥğϤགڌᖇ
ˢᅥকঔાĂ֭ͷϤ༊г۞൸ࣥઇࠎᜩጱĂЯѩϜᇇᐌӈ͛ݗගؠঔᗉᓁһՂܜ
طĂ֭ᓑЪэᗉᓁһڒᆂ̈́เᗉᓁһدᘛٙᛳͪरĂВТܓᑝщݑঔ൸Ă
д˘Ѩٺܟγ߶ঔ൸үጼॡĂଂజᑝᑧ۞ࡓҗ൸ࢵܘԬĞޙᚱğ֗˯ຩ
щંݑОைˬૺă̶Ӏ۵ಏ˘৽Ăፂዎॏ۞ঔ൸ֻჍĈ
嘉慶二年正月內，邱扶等同幫六船，從廣東起身，駛至安南，即與該處
艇船議定，照依船隻大小派定股份，如夥同劫得銀錢按股均分，其餘股
分仍送安南大艇船收用，立有合同議單一張。58
˞זလᇉ̣ѐĞ1800ğତЇকѯ֟ᇬ۞̮֩ݶಡĂЯࠎ᎕ໂಛ๏ཟ൸Ăֹ
ཟ௺ࣥवຫ๋࿅кĂன̫̏ᗓฟকѯ࠷ͪાĂ֭ͷዎͪरᅁזᅥቡĂ̮֩˵д
ݶၦ̚ࠎ̂ঔ൸ะဥЪү۞ࣧЯઇ˘࣎ྋᛖĂᄮࠎĈ
往年艇匪與土盜為仇，近來則土盜恃艇匪為倚靠，艇匪以土盜為嚮導，
艇匪船大炮大足以牽制兵船，兵船不能更有餘力追捕土盜，土盜乃得肆
出搶劫，艇船坐分其肥。59
҃ն̿Їࠎᅥকᓁ༛۞ϜᇇдТѐ˟͡ม˯ݶĂཟࣥϤٺజᅥকͪर۞๓Ăன
̏ᖇаག߶۞ݑ፫ᗉĄ 60 ϤѩΞۢĂᅥকঔ൸ຐᖣᄃΐˢщݑҘ̋߆ᝋ۞ག߶
ঔ൸ЪүĂֽפщ௺۞̂ૻݑᚻᄃڠ྅ćག߶ঔ൸࣎፟ົĂזଂᅥক
ڻঔז˯ـ྿͇ߺγঔ۞

ଟਝቢĂҭߏѩѨ۞ЪүĂЯࠎഈͪरдᅥকͪા

۞֨чጼᒔ౼Ӏͽ̈́щݑҘ̋߆ᝋᖬໝĞ1802ğ҃Ә˘߱རĄ

58 《宮中檔嘉慶朝奏摺》，檔號4 0 4 0 0 4 1 0 4 ，嘉慶三年七月五日，浙江巡撫玉德奏摺。檔號

404004217，嘉慶三年九月四日，浙江巡撫玉德奏摺。
59 《宮中檔嘉慶朝奏摺》
，檔號404004765，嘉慶五年一月十五日，浙江巡撫阮元奏摺。
60 《宮中檔嘉慶朝奏摺》
，檔號404005108，嘉慶五年二月十九日，閩浙總督玉德奏摺。

故宮學術季刊

126

第二十四卷第二期

Ҙ̮1810ѐҌ1885ѐག߶ঔ൸ะဥкϤࣧᚱΡ๒Тᇹ͞֏۞ฏᏐˢူĂଂ
Ķܑ˟ķ̚Ξͽ൴னĂТᇹߏᛳٺᇃ࠷ڌᚱ۞ঔ൸ҫ˞97.45%Ăܧᇃ࠷ڌᚱ۞Ϊ
ҫ2.55%ĂࡶߏГଂݚᖳ̮ѐ˩˟͡˩̱͟Ăᇃཟঔ൸ࢵ൸οᎸѣதிԸྕ˘९
̶ֽ̚ژĂঔ൸۞ĶТฏඕЪ៍هķՀΐځពĂࢵ൸οᎸѣ˟˩ˣ໐ߏĶᇃ࠷ڌ
ࢶ ̋ Ꭹ ᚱ ķĂ 61 д Ķ ܑ ˬ ķ ̝ ̚ Ğ ဦ 3ğĂ ᄃ ο Ꮈ ѣ Т ߏ ࢶ ̋ Ꭹ ۞ ঔ ൸ ಶ ҫ ˞
31.41%ĂΞۢТᇹᚱరঔ൸ߏဥඕ൸ᑒ۞˧ณĄѩγοᎸѣ۞ᇃཟঔ൸ะဥ̶̚
ҾЧѣ˘Ҝকѯᄃޙᚱ۞ཟ൸ĞকѯᗉঔᎩˠֲچπᄃޙᎸ̼Ꭹˠֲڒ
ğĂܮໂѣΞਕߏ͔ᇃཟঔ൸ซˢᅥকͪા۞ᅳਝࣶĄ
ܑ˟ Ҙ̮1810ѐҌ1885ѐག߶ঔ൸ะဥᚱరአߤܑ
籍

貫

人

數

籍

貫

人

數

籍

貫

人

數

籍

貫

人

數

香 山

257（26.14%）

吳 川

3（0.31%）

順 德

126（12.82%）

茂 名

3（0.31%）

清 遠

101（10.27%）

高州府

2（0.20%）

番 禺

92（9.36%）

潮州府

2（0.20%）

新 安

87（8.85%）

合 浦

2（0.20%）

東 莞

62（6.31%）

海 南

2（0.20%）

英 德

36（3.66%）

高 要

2（0.20%）

新 寧

34（3.46%）

遂 溪

1（0.10%）

電 白

32（3.26%）

運 州

1（0.10%）

潮 陽

25（2.54%）

銅 山

1（0.10%）

陽 江

22（2.24%）

長 樂

1（0.10%）

新 會

19（1.93%）

海 陽

1（0.10%）

雷州府

10（1.01%）

澄 海

1（0.10%）

南 海

9（0.92%）

海澄

7（0.71%）

欽 州

7（0.71%）

歸 善

6（0.62%）

文 昌

6（0.62%）

福建 漳浦

5（0.51%）

廉州府

5（0.51%）

浙江 鎮海

5（0.51%）

越 南

3（0.31%）

興化

5（0.51%）

總 計

983（100%）

資料來源：《宮中檔》奏摺、《軍機處檔．月摺包》奏摺錄副。

2. ཟ൸۞ѐ᛬
ଂְঔ൸۞ѐ᛬ĂଂĶܑαķ̚Ξͽ൴னĂѣ91.51%۞ঔ൸ѐ᛬ߏϠ۞̚
เܛॡഇ16-39໐̝มĂ̙࿅˵ѣϏ֖໐۞ρආᄃତ܅ܕϥ̝᛬۞ঔ൸Ă62 ּтĈ
Ϗ֖໐۞ρආѣӓֲ։Ăࢶ̋Ꭹᚱ˩α໐ăೆֲᩄĂ൫ࡉᎩᚱ˩̣໐ăเјேĂ

61 《軍機處檔．月摺包》
，檔號082783，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浙江巡撫常大淳投首廣艇盜匪籍貫

年齡清冊。
62 趙爾巽，《清史稿校註》
，卷一百二十八〈食貨志〉
，頁3441，載：編審之法，核實天下丁口，具

載版籍。年六十以上開除，十六以上添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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ࢶ̋Ꭹᚱ˩̣໐ඈˬЩĂତ܅ܕϥ̝᛬ѣӓҌĂึᇇᎩᚱ̣˩ˣ໐˘ЩĄд
ĶԸࢵᇃཟ൸ࣥؖЩᚱరΊķࢍ۞ᇴфֽ࠻Ăঔ൸֭˘ߏܧཏҁऴണһĂ
҃ߏπӮࡗ˟˩˝໐۞ჟӴะဥĂࡶߏ੨౯ͫ˧ૻ̂۞ڠ྅Ă࠹͟ܫ႙ऴ۞
ഈͪरһ˚ߏٯڱԩ۞Ą
ܑˬ ݚᖳ̮ѐᇃཟঔ൸Ըࢵᚱరࢍܑ
籍

貫

人

數

籍

貫

人

香

山 196（31.41%） 歸

善

番

禺

73（11.70%） 高 州 府

東

莞

59（9.46%）

海

電

白

26（4.17%）

新

會

文
欽

數

籍

貫

4（0.64%）

順

2（0.32%）

南

茂

15（2.40%）

昌
州

人

數

籍

貫

人

數

德

81（12.98%） 吳

川

3（0.48%）

新

安

71（11.39%） 潮 州 府

2（0.32%）

2（0.32%）

新

寧

34（5.45%）

合

浦

2（0.32%）

名

1（0.16%）

陽

江

22（3.53%）

遂

溪

1（0.16%）

運

州

1（0.16%）

南

海

10（1.60%）

銅

州

1（0.16%）

6（0.96%）

長

樂

1（0.16%）

廉州府

5（0.80%）

浙江鎮海

1（0.16%）

4（0.64%）

福建興化

1（0.16%）

統 計

624（100%）

資料來源：《軍機處檔．月摺包》
，檔號：082783，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投首廣艇盜匪姓名籍貫清冊。

ܑα ݚᖳ̮ѐᇃཟঔ൸Ըࢵѐ᛬ࢍܑ
年

齡

人

數

附

註

15歲以下

3（0.48%）

15歲2人，14歲1人

16 — 29

366（58.65%）

首盜布興有28歲

30 — 39

205（32.86%）

40 — 49

43（6.89%）

50 — 59

7（1.12%）

58歲1人

624（100%）

平均年齡約29歲（28.57）

總

計

資料來源：同表三。

̣ăء൸Ъ˘ǕοᎸѣдকѯ۞ଐԛ
ݚᖳ˟ѐĞ1852ğ̱͡ĂҋଂοᎸѣԸྕͽޢĂকѯͪरΞਕ҂ᇋזཟ൸ᙱ
ͽგநĂЯѩ֭Ϗৌϒ̟ͽќበĂΪͽĶќᒉЫᖏķć൸ᛨϏᅋаᚱ۰Ăݚ
ᖳ࠱۞ޓᏞ΄ߏ˘ޠˢᒉಡड़۞Ăҭߏֱཟ൸ĶߊϏྤᅋĂϺϏќበķĂߏ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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ሹፂдှ̚ݱگĄ༊ॡ۞ှعگᅓᎩۢᎩ߱ЍĂᄮࠎ٢ᇬཟ൸ޢĈĶকဩҋѩ
̙щջķĂ63 ˫ĂĶᇃˠώᑿЫᑿϡĂ҃൸ᛨ͍ࠤĄҋοᎸѣΈԙ̈́ᐝϫᇴˠ
إҗࢴᖳ֖Ă̙֖ࠎܧĂዶ࠰៩ϡ˘۩Ă˫̙ۺчࡴĂሹ̚ݱĂདྷҖ̙ڱĄķ64
Ϗజќበ۞ཟ൸дܧࠎ̚ݱүͥ۞ଐԛĂឰ߱Ѝ࠹༊гࡴĂ΄ߏٺमԝĂ
ᔛኛοᎸѣזᎩཿથኘтңԁචщֱཟ൸Ą߱ЍฟᐝಶયĈ
廣人昔日皆爾手下夥黨，今居城中胡行如此，何以處之？
οᎸѣߏٺඍ͠Ĉ
廣人胡為已慣，今豈能猝然安馴。舊約原許不回籍者收入營中吃糧，吃糧
出息已屬有限，乃營中更要每名送洋四十元方准入冊，因此不能吃糧，用
度益見不敷，胡為愈甚。大老爺儘管以法辦之，伊等亦不敢為亂。65
߱Ѝፉ͕οᎸѣх͕ٸᓂᖞొᛳདྷҖ̙ڱĂڱგநΪߏଯኞ̝ෟĂٙͽ؎ࠁ
ᄃοᎸѣТࠎᇃڌᚱ۞ᎩཿΫĂռ˭݈ྙـયĄοᎸѣӘ෦ΫᄲĈ
伊等胡行，不辦則膽愈大，我刻下又無錢可以供養；辦之不加死罪，決
不至有事。66
ѣ˞οᎸѣ۞ܲᙋޢĂ߱Ѝฟؕٺξ̚งॏፖҖԟ۞ᇃˠĂ࠰ҿࢦЖĂ֭
ͷΐͽგ٪ĂޢГᅍྋаᇃ࠷ڌĄ˫ĂϯᏞฏˠΞͽॏ॓࿁۞ڱᇃˠĂЯѩ
ֱϏజќበ۞ཟ൸Ă৾৾ᗓှگгડĄ
۞ֽޢှࢬ߶֍ீعۢگঔ൸·ϋĂથॠ̝ࡴ࠰ֽـĂᄮࠎοᎸѣΈԙᓂፖ
ঔ˯кѐĂυؠਕૉବᎿঔ൸ĂЯѩຐࢋќበјࠎှ۞عگг͞ဥቚĄϤٺοᎸ
ѣԸྕॡ௺

࠰̏ӔᘳĂొᛳ˵ຽགྷྋĂ˫ΪͽĶќᒉЫᖏķĂ֭՟ѣдͪर

ᒉЁ̚ጾѣ၁ᅫᖚҜĂှعۢگЯѩᄃοᎸѣથᛉĈĶᚍॕ௺ಡड़ĂГ٢ᇃˠ
ѺዶЩĂՏЩ˾͡˘ؠᖏ˩ዶĂѣΑυྎᇬέݶረĄķοᎸѣჷ֏ޢĂܮϲג
ܔаᇃڌ౯௺๒Ą 67 ݚ˞זᖳˬѐĞ1853ğα͡ĂοᎸѣᅳ˟௺௹Ăᇃ

63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
，頁50。段光清（1798-1878）
，字俊明，號鏡湖，安徽宿松人。

64
65
66
67

咸豐三年（1853）
，在太平天國起事之影響下，浙江省全境動盪不安，段光清招募廣勇為地方團
練，抵禦盜匪，因此受到賞識，歷任知縣、知府、道台、鹽運使、按察使等。書中雖多為追捧自
己的功績，但是其中內容記載到鴉片戰爭以後和太平天國時期的浙江省情形，相當地完整，另外
也提到許多關於布興有相關的資料。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
，頁70。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
，頁71。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
，頁70。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
，頁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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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Ѻ˟˩ЩܔаှگĄှعۢگ྾Шকѯ֟ᇬ༷ಡĈ
布氏兄弟捐船二隻，招勇一百二十名，來寧盤費皆行自備，今自到寧之
日始，請給口糧每名一月十二兩，若無別款，請自馬額裁減後，存銀不
少，即求飭司將是項銀兩撥發，以養廣勇，捕盜必能得力。68
কѯ֟ᇬԲϯ͠Ĉ
爾一知府，竟盤查司庫，豈部中不知此款？廣勇來寧，並未捕一盜，何
以必知得力，口糧乃如許之重。69
ϤٺኛഠዎזᅺаĂٙͽۢعΪрኛοᎸѣგࣧ௺аᇃڌĂ߱Ѝۢѩְ
ޢĂ֍ـߏٺှعۢگĂྙયࣧϤĄۢعᄲְځଐؕϐޢĂ߱Ѝܮଯീߏ֟ᇬ
ᜪᇋזᆧΐᇃ۞གྷĂυࢋഴຫͪरᒉ۞͚Ăፉ͕٢ז̀۞ީެĂЯѩ١
൴ഠć߱ЍܮᄃۢعથณĂА͚ᇃ߶̝གྷĂዶഠี͟ޢГᚯନĂ
ۢعፉ͕͟ޢኛഠᔘߏ఼̙࿅Ăٙͽኛ߱ЍАҖ͚;Ą߱ЍаזᎩཿޢĂА
ါ͚߶ᅙˣѺ̮Ă΄οᎸѣ֝ి߶ॏ൸ĂοᎸѣٺঔࢬџ͟Ăงॏঔ൸˩˛
ЩĂ൸௺˟Ă֟ᇬۢѩְޢĂ̂ࠎလረĂҭᇃ˾۞ᖏ̪Ϥ߱ЍయĄଂ
ѩοᎸѣ۞ᇃ྾јࠎ߱Ѝ۞ᏐܫဥቚĂ߱Ѝ၆ٺѩְᇹᓾĈ
布氏兄弟之在寧波，前以常撫軍招之，其未經遣散之勇，經余而始能盡
散，後以畢本府用之，其新招之勇，非余而幾至難留。人但知布氏兄弟
樂為余用，而不知其原非始於余也。70
ݚᖳˬѐĞ1853ğ˝͡Ăд͉π઼͇۞ົ˥̈ޙᇆᜩ˭ĂှگΔ͞۞ࢦ
ᗉęĶ˯ঔķĂజ˯ঔ̈˥ົٙҫᅳĄݚ˞זᖳαѐĞ1854ğα͡Ă߱Ѝ̏Ϥ
ᅓᎩۢᎩăှعۢگĂ̿ЇҌډလസĂॡѯᛂ֟ᇬధܫҊ۞ܝϠ༱ᘻ∶Їকѯ
ጯέĂኛՐ៍࠻οᎸѣგ̝௺

Ą߱ЍܮШ༱ᘻ∶̬οᎸѣ۞ၮᚻę

ĶܛᚗپķĂѩ௺ࣧߏοᎸѣӔᘳعء۰Ăޢజ̶੨ؠזঔᗉͪरᒉĂҭགྷѐε
࣒Ă௺

࠰̏ჺѤĂߏᚯഠֹ௺ፋ࣒ԆචĂ̪ϹගοᎸѣგĄ༊༱ᘻ∶൳

௺ॡĂᇃ൴

ܓତĂዦலĂရ͠ĈĶ௺િ

˯Ăॡˠײѩ௺ࠎ߿

ӀĄķ߱ЍᄲĈĶοͩᓂፖঔ

ᄂĄķ༊ॡ˯ঔإϏќೇĂ༱ᘻ∶ߏٺШధܫҊଯᖧοͩ

ΈԙĂధܫҊЯѩܫගকѯ֟ᇬĂኛՐοᎸѣֽ݈೯ӄĂকѯ֟ᇬܫϯ߱Ѝ

68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
，頁78。
69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
，頁78-79。
70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
，頁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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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Ă ߱ Ѝ   ܮϲ ӈ  ΄ ο ͩ Έ ԙ ݈  ˯ ـঔ ӄ Խ Ă ฟ ؕ ण ᜨ ᐝ ֎ Ą 71  ݚᖳ ̣ ѐ
Ğ1858ğ˩͡ĂЯࠎॏ൸˧ĂοᎸѣٺజϒёЇͪࠎर˼ᓁ˘ᖚĄ72
οᎸѣు႙ჸะ˞˘۞ؠ၁˧ޢĂҬͼ̪̙ԞࢦፆᖞຽĂᚶᜈдঔࢬᄃ߶ˠ
ဳۋ᜕ਝְຽ۞ӀማĄ᜕ਝ۞ќৈѣкᘀ̂ĉଂͽ˭۞ྶಶΞͽۢĈ
在這些年中，葡萄牙人對於整個寧波的中國海上貿易進行了全部的保
護。他們對於所有在這個口岸進出的船隻以及在鄰近海上航行的船隻，
發給了保護證並且徵收保護捐。他們一年之中從漁船徵收來的護航費數
達 50,000元 ， 從 運 木 船 隻 以 及 其 他 與 福 州 貿 易 的 船 隻 徵 收 到 的 數 達
200‚000元，從其他各種船隻徵收到的捐數目每年也不下500‚000元；葡
萄牙雖然不是一個條約國家，葡萄牙領事卻漫無限制地行使了領事裁判
權：在寧波一般都認為他的司法判決，總是這樣，就是要把最大多數的
錢送進葡萄牙人的口袋裡。73
ݚᖳ˛ѐĞ1857ğ̱͡˟˩̱͟ĂοᎸѣᄃο։ࠎ˞ဳۋှ۞ࢬ߶گ᜕ਝᅙĂ
ᄃཬͰ᜕ਝ௺ฤ൴Ϡ˞፬ধۋĈ
葡萄牙人犯罪並不嚴加追究，寧波的官吏和商人於是採取了聰明的步
驟，用黑費條件同一個侵入寧波水上的力量雄厚的廣東海盜頭子接洽；
這班海盜變為相當忠誠，開始在護航和保護事業上與葡萄牙相競爭抗衡
和衝突，隨之發生，開始了狗咬狗的勾當，並且經過三年的競爭之後，
在一八五七年六月發生了危機，廣東海盜集結了他們的武力，打了一場
勝仗，把逃跑的葡萄牙艦隊追逼到寧波內河，六月二十六日在那裡展開
了戰鬥，其他中國人和其他外國人都是中立的觀望者。在這次戰鬥中葡
萄牙人遭遇了可恥的失敗。74
ଂ͛̚۞ྶΞͽۢĂߏعءТຍឰοᎸѣд߶ࢬ৶פ᜕ਝĂϡ༟˘ீĂ
ౕ˘ீ۞͞ёĂឰοᎸѣᄃཬͰˠ൴ϠࡎĂ˵Яࠎᇹ̄ᐵధ۞ҖࠎĂֹ
οᎸѣਕૉ˘͞ࢬആှعءگχᑝ൸ࣥĂΩ˘͞ࢬᚶᜈд߶ࢬప᜕ਝĂ
јΑгҡႊ˘࣎ϺءϺ൸۞֎ҒĄညߏοᎸѣࣄχᑝঔ൸۞ЩϫĂซ҃၆;

71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
，頁94-95。
72 《清文宗實錄》
（咸豐五年十月辛亥日）
，卷一百八十一，頁1023。
73 馬士，〈葡萄牙人在寧波護航〉
，頁458-459。
74 馬士，〈葡萄牙人在寧波護航〉
，頁45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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дှࢬ߶گᚮۋ᜕ਝְຽ۞၆ּ̝̄͘Ă࠹༊۞кĂּтĈݚᖳ˝ѐĞ1859ğĂ
οᎸѣࣄќበ٢ᇬ۞ЩཌྷĂᄵ୭ᖞ͟Тࠎᇃཟঔ൸ࢵᅳ۞˝˚Ă֭ᄃο։த
ᅳᇃ๓ੵ˝˚ዶᛨă75 ݚᖳ˩ѐĞ1860ğĂ߱ЍᄃοᎸѣᏖд̚ࡌॡ༼Ă٫
ᙾᇃڌঔ൸ᐝϫјֽ݈ካ͡Ăٺय̝̚งॏਖ਼ـཿཌĂୈࢵϯிĂᛨҀႽ࠰
Ą 76 ֱҖજቁ၁ֹှࢬ߶گు႙ᕚ௲ኑᗔ۞ೋّᚮۋĂ̙࿅˵ឰοᎸѣ
јࠎ༊ॡѩгડĂ̂۞̚͞ঔ˯๕˧Ą
οᎸѣତ˭ֽдݚᖳˣѐĞ1858ğ۞Ϋ̝܆ใăݚᖳ˩ѐĞ1860ğ۞͉π
ௐ˘Ѩ၆ډэ۞Խ֨ጼ̚Ă࠰ѣܑٙனĂ 77 Яѩజ̟̱ݡᑛĂཌྼᑝᅟĂ
˵ҋјࠎ˘࣎үጼಏҜĂཱིࠎĶᇃᑻķĂ̙Гߏ߱Ѝ۞ռˠဥቚĄݚᖳ˩
˘ѐĞ1861ğ˝͡Ă͉π઼ַ͇ͳՂ͵ኰதᅳᇴ༱ЩฤĂ౯˘ᓝयଡকڌĂ
˝͡˟˩ˣ͟ౝᎸĂ˩͡˟˩˟͟ౝዶށĂ˟˩α͟ౝ؇̼Ă˩˘̱͟͡ܐౝ
ᗉঔĂܐˣ͟ԽౝှگĂ᜕நকѯ೩༛ౘ͵ౢăှέૺഀറăཌှڒعۢگ
ธඈؠـঔĞҐ̋फğᔖᙱĄ 78 Т̮ڼѐĞ1862ğ˟͡˩α͟Ă͉π઼͇͇ܢ
ͳܭཌྷธᅳ˼ዶˠϤॻଟϔ௺Ă౯ซϚؠঔĂ༊ॡྼᑝοᎸѣᄃԙο։
ᐌૺഀറዸчؠঔĂߏٺοᎸѣ༛தᇃᄃڻঔཌྷϔጬ˧ٯԩĂୈ୭ͳཌྷธĂ
֭ͷໝዶᛨĂ˘Ϡᔘ۰Ąα͡ܐˣ͟Ăౘ͵ౢᄃૺഀറதᅳοͩΈԙࢷӱ
௺ĂซԽᗉঔĂч͉ݱπ઼͇ᅳࡰჯ֣ฟݱኛࢫĂߏٺҹೇᗉঔĄ79
ዸ֨дှ͉۞گπ઼͇ᑛͳเӔمĂჷᗉঔ̏གྷεчĂЯѩΐૻ۞ݱч
౯ć༊ॡࡻă۞઼ڱһઃˬٺڿѯ˾γଣĂ̙ݒ݂ซһĄα͡˩˟
͟ĂοᎸѣᐌౘ͵ౢඈᏐ༛ᇃᑻ˼ˠࠎАዡĂԯᓁͳޙΑ༛ঔ̣̋Ѻˠઇ
ࠎޢ೯ĂᗉঔܢϠՂഺᅳဥቚҋౙྮซԽᗉঔĂο։యԽᑝΔثᄃݑ
͉̝ثπ઼͇۞ᒉᕑćϒ༊һԽ̝ݱॡĂ͉π઼͇൴
ࡻă௺઼ڱฤ̝̚Ăࡻߏٺă௺઼ڱฤ྾൴

ᔘᑝ̝

ᇅ̙ຕརд

࠹ӄԽᑝĂҋ֚ҌϦॡĂٺ

дοᎸѣ߶ˠ۞Խ˭ĂှݱگќೇĂเӔمฟܝݱШҘᖇĄ 80 α͡˩̱
͟ĂՂᕃౢࠁᅋරႬᅳ۞૱౼Ăֽ݈ှگӄੱĂឰዸдှ̀۞گঈ̂
75 （清）馮瑩，〈大事志〉
，《定海廳志》
，卷二十八，頁56-57。
76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
，頁176-178。
77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
，頁128-136、頁155-173。
78 （清）馮可鏞，〈前事〉
，《慈谿縣志》
，卷五十五，頁1185-1186。
79 （清）馮可鏞，〈前事〉
，《慈谿縣志》
，卷五十五，頁1186。
80 （清）馮可鏞，〈前事〉
，《慈谿縣志》
，卷五十五，頁1186-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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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Ăѩॡှگኜထ̶ĶᇃᑻࠎˬĂοᎸѣ̚Ăο։νĂч౯ૺЍ
ΠĂౌΦᑕᐷཱིمĂч౯ѣཱི̮ݏཌྷĂČČк۰˼ዶĂ͌۰˟ăˬ
ѺĄķ81 ፋ౯ᖏਨወࢦ̝ޢĂ౯ќೇকѯ۞εгĄ
Т˘ॡมĂ߆عќ˞זЊݶಡĂ˘Њߏ̏ࢭ೩༛ౘ͵ౢჍᏐ༛οᎸѣҹ
ೇှͯݶ۞گĂΩ˘ЊߏᓁநЧ઼ְચཿݶ۞ܝၦĂ̰टߏှέૺഀറ
ТͪरܠұĂ݈ـќೇှĄ፟ߏٺኳႷܠұᄃྼᑝοᎸѣߏӎࠎТ˘ˠĉ
ͽ̱Ѻ֧Ꮮ΄কѯ֟ᇬν؟ഋߤݶځĄ 82 ᔵοᎸѣ۞֗Њ˞זצ፟۞ኳ
ႷĂҭ̪ڱ٠ΝΑᒻĂকѯ֟ᇬν؟ഋݶ˯ߏٺĂᄮࠎҹೇှگкࠎοᎸ
ѣăο։̝ΑĄ̚δЯѩᏞ΄ĈĶοᎸѣඈᅲਕ๓ྣĂ̙ӸݶኛረୃĂᖣͽќ
߂ˠ͕̙ҌঈაଐെĄķ 83 ಶдјΑќೇᗉঔăှ۞گΑᒻ̝˭ĂοᎸѣ྾Ϥྼ
ᑝ̿ዏࠎϒˬͪݡरણĄ
Т̮ڼѐĞ1862ğ̱͡ĂϤٺഅ઼ਲ਼ಛӧִ͇ĂַͳՂ͵ኰ؇а೯Ăፋ࣎
কѯ۞͉π઼͇ч̂ࠎഴ͌ĂЯѩ˞זѐغĂ̏གྷౙᜈҹೇকڌዶށăຎ
ᔅă؇̼ăᎸඈгĂοᎸѣдֱጼԝ྆Ă࠰ѣણᄃ֭̚ͷѣܑٙனĄ҃ν
؟ഋдকҘ͞ࢬ˵ึӀќೇε˿Ă֭ͷٺТ˟ڼѐĞ1863ğˬ͡˟͟ॡĂो˭͉
πдকѯ۞ࢦᗉęĶܛරķĄТѐ̣͡Ăѩॡ͉π઼͇ঈᇴ̏ႽĂശ౯Б
˧ซԽډэĂ҃ಱว˫ߏډזэ۞υགྷ̝ྮĂߏٺϫᇾА৶ؠдಱวĂҭߏϤ
ٺĶಱߋѯ˭ሗѱࠤ̂Ăனᄦܜᐷጼ௺ϏјĂ֗ڕᅅĂ̙ਕᑅሗዺྻĂ˜አှ
ͪگरοᎸѣඈཟ௺ĂČČዺˢѯĞѯğӄ๓Ąķ 84 Ξۢдಞࢦࢋ۞ډ
эݱԽ֨ጼ̚ĂοᎸѣ࠹זצ༊ࢦ۞ޘෛĄ˞זТˬڼѐĞ1864ğˬ͡Ăቼৈ
፪ࠁ΄Щ೩༛ా̿ă߶ᇇҹ༫ĞڱğົТοᎸѣඈͪౙЧĂซԽᆂ̋
ܝĂୗ҃ݱ൳ĂВໝ͉πᇴ˼ЩĂ͉π઼͇ᕩͳዒЍځዎ
ډэĄ

ͫᑝᑧĂ྾ќೇ

85

ҹೇډэޢĂፋ࣎কѯဩ̰ੵസэඈᇴᎩγĂ͉̏π۞ᖸྫĂকڌ
ٙѣϒఢొฤг͞ဥቚ࠰ထᕩν؟ഋአᅋć˛͡Ăִ͇ౝརĂ͉π઼͇ᖬໝĂ

81 （清）馮可鏞，〈前事〉
，《慈谿縣志》
，卷五十五，頁1188。
82 《清穆宗實錄》
（同治元年五月癸卯日）
，卷二十九，頁781。
83 《清穆宗實錄》
（同治元年七月丁未日）
，卷三十五，頁941。
84 （清）汪文炳，〈兵事〉
，《富陽縣志》
，卷十四，頁1183。
85 （清）杜文瀾，《平定粵匪紀略》
，卷十六，頁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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Ч࠷ฟؕྋռˠڠ྅ဥቚĂҋѩᙯٺοᎸѣ۞ྶĂ̙ೇѣჷĄҌٺοᎸѣ۞
ඕԊĂॲፂĮຎᔅᎩԠįྶТ̮ڼѐĞ1862ğ˛͡ĈĶົᇃᄃڱһࢤٯॐĂ
ୠವ

ĂᇃᇴѺˠΝ҃ԸྣĄķᎩԠ͔ĮᘭѐᐂįྶԸྣ۰ࠎĈĶԧᇃᑻă

ਗ਼˟Ąķ 86 ˫ፂĮՂ͛ڈ̳مဈבቇįྶĈĶགˠᄃڱһۋ

ĂٖһᐝĂο

87

ᎸѣሚĂӈࢫྣĄķ ଂ͛ຍ˯ҬͼߏοᎸѣᄃڱһۋĂһୀޢĂΐˢ˞
͉πĄְ၁̙Ăٙྶ۞ຍޥᑕࠎοᎸѣٙგ۞ᇃᑻᄃڱˠୠ̢
Ăሚୀ۞ᇃЯ҃ΐˢ˞͉πćͷۡזТˬڼѐĞ1864ğĂοᎸѣ̪д
ੱᒉ̚Ăᄃ͉πϹጼĂٙͽοᎸѣΐˢ͉π˘ְĂߏ̙Ξਕјϲ۞Ą

̱ăඕāኢ
လᇉ̮ѐĞ1796ğฟؕĂᇃڌঔ൸۞ᖐᄃఢሀు႙ᕖ̂ĂҖࠎ˵ֽᓙ
̂нࠎĄ߆ࢬع၆ڻݑڌঔ૦۞ᕘใ๕˧Ă̙Гଳפඈยෛ̝۞ၗޘĂ˘͞
ࢬؠטᚑᆖ۞Жჳᄃঔጼ߆ඉֽ၆;ঔ൸ĂΩ˘͞ࢬͽᐹ۞ݓၗֽޘତৼĶԸ
ࢵķ۞ঔ൸Ąလᇉ̮ѐ˛͡˟˩˝͟Ăཌᇃᓁ༛ࣘᇃ֟ڌᇬѦ 88Ĳࠎݶᴌᒔ
߶൸Ϛᆶ̶ځҾᏱநĳ˘ၦ̚೩זĈ
查例載江洋行劫大盜，照響馬強盜例立斬梟示。又律載未成盜而有顯跡
證見者，依已行而未得財科斷。又強盜已行而不得財者，杖一百、流三
千里，名例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又例載知強盜贓而接買，三
犯以上，不拘贓數多寡，發近邊充軍。又租船出海為匪之案犯該流罪以
上者，船主雖不知情，杖一百、徙三年，船隻入官等語。89
ঔ൸д߶ҖӃੵ˞ืזצĶϲୈ୩ϯķ۞ࢦཋγĂࡶߏإϏј൸ҭߏѣྫ෪ពϯ
౯Ӄଟ۰ĂֶĶ̏Җ҃Ϗੑķ۞ཋЩҿՙĂჳࠎՇ˘Ѻă߹ˬ˼֧Ăᔘࢋ
߹זٸโᐷѯඈгĂĶග٣ϥˠࠎζķĄ෴צঔ൸ٙӃ̝ˬۏѨͽ˯Ă̙ኢ
۞ۏкဿĂಶჳ൴੨זᙝᘟ·Ą˫১ྨ௺ගঔ൸۰Ăኢ̙ۢۢଐĂౌื

86 （清）馮可鏞，〈前事〉
，《慈谿縣志》
，卷五十五，頁1188。
87 （清）李鴻章，〈致左季高中丞〉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
，頁382。
88 朱珪為嘉慶皇帝的師傅，嘉慶元年（1796）
，朱珪被任命為兩廣總督，兼署廣東巡撫。時大學士

出缺，乾隆太上皇原欲召朱珪為大學士，和珅以廣艇盜匪擾劫於閩、浙洋面，責珪不能緝捕，於
是珪被左遷為安徽巡撫。廣艇海盜肆掠於華南洋面，在乾嘉之交的政治鬥爭上，也被拿來當作攻
擊政敵的理由。《清國史館傳稿》
，檔號2929。
89 《宮中檔嘉慶朝奏摺》
，檔號404000981，嘉慶元年七月二十九日，署兩廣總督兼廣東巡撫朱珪奏
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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ჳՇ˘ѺăଁˬѐĂ௺ࠎعء՟ќ۞ЖయĄΩγလᇉ̮ѐĞ1796ğ˝͡ˣ
͟ĂѦݶಡĈĶ߶൸९̰Ăజд௺ࠎ൸ࣥڇԝĂ֭ϏᐌТ˯൸۰Ă൴аᘟࠎ
ζĄķ 90 ᔵ֭ܧҋᙸдঔ൸௺˯ڇԝĂ̪ݒజҿჳ߹ٸҌаᘟࠎζĂϤѩ؟
ঔ൸९ІΞۢ༊ॡঔ൸۞ϚཋЖჳߏ࠹༊ᚑᆖĄ
߆عдؠטჳঔ൸۞Жă᎕ໂࢬ߶ٺ๓ໝঔ൸۞ТॡĂ˵ፘϲĶ٢
ᇬķ۞ၮᆽĄလᇉ࠱ޓଯҖĶ٢ᇬķ۞ϡຍĂࢋߏຐĶࣕќͽ൸Խ൸̝ड़ķĄ 91
ߏܐᅥ߶ঔ൸ࢵᅳૺܑĞᘚ༹௷ğăఄអૈࡔĞন㢘ğЯԸࢵ̶Ҿజ̟ч
౯֭ካᑛᖡ௪ă˼ᓁᄃγ؎ඈᖚચĂ 92 ତдလᇉ˟ѐĞ1797ğ˟͟͡˛ܐĂ
ᇃᓁ༛ᛇᘲРᇉăᇃ֟ڌᇬૺྕૄТݶĈ
民人陳子言等十人被擄，誘殺洋盜十三名，自行投首，尚為畏法出力。陳
子言著賞給把總，隨營出力。圪將陳子言不甘從盜殺賊投首，現已奏蒙聖
恩，賞給把總緣由，明白出示，在於沿海口岸，並各處島嶼，遍貼曉諭。
令各被擄民人倣照陳子言縛賊投獻，一體獎賞，俾使盜匪咸知驚懼。93
ኢߏҋᙸٕߏܧҋᙸّঔ൸ۢĶԸࢵķਕૉזవҺĂٕߏᑛཋϲΑ۰Ξͽ
ᒔካኲĂҋ̙ᏨШعءԸྕĄလᇉ˩ѐĞ1805ğߋĂତЇᇃᓁ༛۞֤
ޜјĂீ֍ಛॏঔ൸۞ҖજĂڱᒔඥঔ൸۞ϫᇾĂ̂ߏٺฟঔ൸Ըྕ̝
ܝĂ˵ݒឰঔ൸Ըྕ۞ଐԛϙᑿĂᇃ֟ڌᇬगϜल˯ߏٺĲĞ֤ޜјğᏱநԸࢵ
߶൸ϏᎷԁචĳ˘ၦගလᇉ࠱ޓĂݶჍ֤ޜјШԸྕঔ൸ᑿካᑛăᅙ̝ᓝߏ
ฟ˞˘࣎ೋּĂॲፂࢍঔ൸̙˭ᇴ༱ĂࡶߏБᇴ٢ᇬĂᇃĶགྷࠎ
ᙱķĄ94 လᇉ࠱ޓЯѩᏞ΄ĈĶѩ߶ޢ൸υื˧ࠎॏĂᕝ̙ΞᅅܫԸྕĄČČ֤
ޜјăᇃݓĂ࣌ྋЇĂϹӓႩЍ็ўኳੈĄČČአۡᔴᓁ༛ӓႩЍࠎᇃᓁ
༛Ąķ 95 ᔵ֤ޜјዎזၣೱĂလᇉ࠱˵ޓૺ၆;ঔ൸υืႽБ˧ॏĂ̙Ξ
ᅅܫঔ൸திԸࢵ۞ଐԛćҭߏ˫ݒдလᇉ˩̣ѐĞ1810ğĂလᇉ࠱ޓТຍᇃ
ᓁ༛Ѻ᛬ତͿܲૺצᅳࡗܕ༱Щঔ൸۞ԸྕĂҬͼঔ൸ĶԸࢵķྵЪ߆

90 《宮中檔嘉慶朝奏摺》
，檔號404001116，嘉慶元年九月八日，署兩廣總督兼廣東巡撫朱珪奏摺。
91 《清仁宗實錄》
（嘉慶元年十月辛巳日）
，卷八，頁144。
92 《宮中檔嘉慶朝奏摺》
，檔號404000948，嘉慶元年七月二十一日，閩浙總督魁倫奏摺。
93 《宮中檔嘉慶朝奏摺》
，檔號404001967，嘉慶二年二月七日，兩廣總督覺羅吉慶、廣東巡撫張誠

基奏摺。
94 《清仁宗實錄》
（嘉慶十年十月辛丑日）
，卷一百五十一，頁1080。
95 《清仁宗實錄》
（嘉慶十年十月辛丑日）
，卷一百五十一，頁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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۰۞གྷᑻड़ৈĂߏٺĶ٢ᇬķ྾јࠎ߆ع၆;ঔ൸۞ࢋନ߉Ą
လᇉ˩̣ѐĞ1810ğĂঔ൸̂ఢሀ۞Ըࢫ֭˘ߏܧІрְĄလᇉ˩̣ѐα͡
˟˩͟Ă˵ಶߏૺܲͿԸྕ۞֤˘͇Ăࡻ઼ˠϺܑ྿˞ࣇᇹ۞࠻ڱĈĶଂ
ᇹ۞ඕԊ̚Ăԧࣇڱഇ࠽ঔ൸ӃଟҖश۞ϖ˳ঐੵĄķ 96 လᇉ࠱ޓ၆ٺѨঔ
൸Ըࢵ˵ܑϯώ֗۞ᘃႷĈ
現在張保仔等大股賊匪，亦率其夥黨，前來乞降。在伊等來降之意，仍
不過為謀食起見，並非真知大義，自悔前愆。97
Тѐ˩͡มĂࡻ઼ˠᄃလᇉ۞ޓႷᇋ˞זᙋ၁Ĉ
張保仔、東海壩二人，現在省城，因汝寵待過優，行為驕縱。……此二
幫餘匪除被擄脅從者，已回籍安業。其餘黨夥尚不下數千人，雖交州縣
官分投安插，此輩皆游手好閒之徒，所給賞需，隨手輒盡，此外別無生
計，無恆產焉有恆心哉。聞已有乘閒逃逸，或仍竄海洋者。……已經逃
竄者搜緝務獲，加倍治罪，切勿姑息。98
Ϥٺঔ൸ڱᒔפလᇉ࠱ܫ۞ޓЇĂឰࣧώଯҖĶ٢ᇬķ۞ϡຍĂߏຐĶࣕќͽ
൸Խ൸̝ड़ķĂҭߏЯࠎঔ൸זצ٢щޢГޘᓝͅၮĂֹ߆۰၆ٺঔ൸۞
ԸྕฟؕΐͽࢨטĄ
ᔵ߆عڱည༊ॡ۞ለ߷઼छĂםӄᄃခᐽռˠ˧ณШঔγ൴णĂ҃ͅ
ᑅԺڻঔاϔШγ൴ण۞߿˧ĂӸᘣ˞ঔγതϔг۞ޙϲĂഴ͌˞රޙϲঔγ
۞઼ޓΞਕّĄ 99 ̙࿅ࡶߏਕૉ·̶Ӏϡֱঔ൸˧ณĂҌ͌Ξͽޙၹ˘͚֨
઼̚۞ঔ๕˧ĂΞଓ߆ع၆ٺԸྕ۞ঔ൸࿅кࢨטĂͽזڱѣड़۞൴
णĄလᇉ˟˩̣ѐĞ1820ğĂڒष၆Ϳܲૺٺдͪरᒉ྆ĂءҜԬອۡ˯۞ଐ
ԛܑ̙̂႕ĂٙͽኛՐޢـԸྕ۞ঔ൸ĂΪਕፉЇҌઘĂ֭ͷ೩ࢨטԸ
ྕঔ൸۞αีࣧЯĈ
Ğ˘ğڠᖚ̝೩ᗉĂᄃ͛ᖚ̝༛ᇬրᛳ˘វĂҜ̶ࢦͷᆇטĂᲛܧϨ
֗Ăѣຫ઼វĄ
Ğ˟ğගԸྕ۞ঔ൸͘೪һᝋĂдॏঔ൸۞࿅̚Ăన࿃ᖞ͟ঔ൸ᑒிĂ

96 資料轉引自穆黛安（Dian H. Murray）著，《華南海盜1790-1810》
，頁165。
97 《清仁宗實錄》
（嘉慶十五年三月丁丑日）
，卷二百二十七，頁52。
98 《清仁宗實錄》
（嘉慶十五年十月辛亥日）
，卷二百三十五，頁173-174。
99 古鴻廷，〈論明清海寇〉
，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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Ըྕ۞ঔ൸ΞਕົГѨˢঔࠎ൸Ă̙Ӏͪٺरಛ๓ঔ൸۞ҖજĄ
Ğˬğிк۞ͪरࡊߏౌࣶءϥ֗Ă҃ࢋࣇ݈ͽٺٙࢋ॓ᴌ۞ঔ
൸Ăົጱᛉኢ৾৾Ằᔿϟ͕Ă̙ӀͪٺरᒉఢĄ
Ğαğঔ൸ώࡔޠĂ௫ၚ۰ϏٽՀԼĂͽԸྕ۞ঔ൸ࠎதĂऻົᇆᜩ
ͪर۞ࢲঈĂ֭ͷજͪरᒉኯ౾۞ࢲሗĂ̙ӀͪٺरޠĄ100
ڒषѩีޙᛉإϏ၁ҖĂૺܲͿಶٺЍ˟ѐĞ1822ğঽ߇ĂءҜಶ่
ҌઘĄЍˬѐĞ1823ğᇃᓁ༛̮֩ĂݶኛၣੵૺܲͿ̝̄۞Ķ⢙ϠķĈ
官員子孫，仰蒙予廕，原係非常曠典，豈容漫無區別。查故閩安協副將
張保，原係粵洋大盜，經官兵勦捕，於嘉慶十五年投誠，其子嗣若一體
子廕，殊不足以重名器，應請撤除。101
̙࿅Ѝ࠱هޓдͪरઘૺܲͿ͟ټதிԸྕ۞ΑᒻĂᏞ΄̙υၣੵĶ⢙
ϠķĂካගૺܲͿ۞ૺ̄Ϝអ˼ᓁ˘ᖚĄ 102 Ѝ˟˩ѐĞ1840ğ̣͡˩̣͟Ă
ڒषՀ˯ݶኛՐဳૺϮͩĞዑ˘ğ۞ᄳދĂ֭ͷߤᏱૺܲͿ۞ૺ̄Ϝ
អĂϏזᒉಡזჸிኯ౾˘९Ą 103 ଂڒषᄃ̮֩۞ݶၦ̚ĂΞ͈ۢ̀̂
ล৺࠹༊ͅ၆ঔ൸ᐝϫЯĶԸࢵķ҃ءދ۰۞ଐԛĄ
ݚ˞זᖳ̮ѐĞ1851ğ˩˟͡˩̱͟Ăᇃཟঔ൸ะဥࢵ൸οᎸѣதிԸྕ˘
ְĂ

104

ݚᖳ࠱ؼޓᜈ˞လᇉഈ٢ᇬঔ൸߆ඉĂ̟ͽԸྕ۰ҺੵЖయĂҭࣣฟ̪ؕ

ΪͽĶќᒉЫᖏķĂΐͽࢨטĂ֭Ϗྻϡдঔ˯পঅ۞֎ҒĂֽ྿זĶͽ
൸ט൸ķ۞ϫ۞ĄϒಶഅགྷĈĶ̙ضĂ઼̚г͞༊ԊϏਕֱֹᇃڌঔ
൸ᄃཬͰˠ̢࠹ͫ҃ТᕩٺႽĂԊ๕ֶ՟ѣజଠטҝĄķ 105 ႬޢοᎸѣ̖
Ϥռˠྤӄᖐঔ˯˧ณĂឰοᎸѣјࠎ˘࣎Η͞ءͷгҜሀቘ۞ְಏ
ҜĂ˘͞ࢬΞͽᚶᜈдှࢬ߶گప᜕ਝĂΩ˘͞ᖣϤ๓ੵঔ൸۞நϤĂᑝ
ࣆ᜕ਝְຽ۞ᚮۋ၆͘Ą࠻ֽ߆ع၆ٺঔ൸ĶԸࢵķ۞߆ඉĂҬͼΪߏ˘
ᇶॡّ۞ឬ〘ନ߉ĂឰοᎸѣਕૉᓂፖโϨĂεΝ˞ࣧώလᇉ࠱ޓତৼঔ
൸ĶԸࢵķ۞ຍཌྷĄ
100（清）林則徐，《林則徐全集》
，頁30。
101《清宣宗實錄》
（道光三年三月甲申日）
，卷五十，頁895。
102 同上註。
103（清）林則徐，《林則徐全集》
，頁1507-1508。
104《清文宗實錄》
（咸豐元年十二月丙戊日）
，卷四十九，頁659。
105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
》
，頁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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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元年
七月間

咸豐元年（1851）七月開始，正值南風興盛，布興有率廣艇海盜駛至山東石島洋面
擄掠，登州水師船遭艇盜所劫，統帶水師副將落水。盛京將軍奕興於是將由奉天水
師委請登州水師守備黃富興保雇的廣船四隻，派往山東勦辦艇盜。

七月初七日

石浦洋面有大、小夾板船十四隻，均各安設 位，船內之人口操粵音，稱係黃富興
招赴山東保護。（疑似布興有廣艇船隊所偽裝）

七月二十五日

布興有於石島洋面，佔駕十餘隻清水師用船，傷斃兵勇。

八月十一日

布興有率廣艇共十一隻，在江蘇與浙江洋面 擄商船，聲稱欲駛至山東劫掠，並且
與山東守備黃富興決戰。

八月二十五日

布興有率廣東夾板船十二隻，駛至石浦洋面。

閏八月初五日

布興有率廣東艇船十四隻，由東北外洋駛至花崗門外一帶洋面窺伺。

九月初四日

三省水師聯合圍勦，布興有趁著早潮往東北洋竄逸。

九月十六日

布興有帶著船隊至沙埕洋面寄泊，並帶戲班駕小船攏岸，至山腳邊九使宮廟內焚香
演戲，繼又至該處天后宮內建醮。

九月二十五日

布興有帶著船隊駛至寧海茶盤山等處，於次日乘坐小船由僻處登岸，直至附近海邊
之瀝洋村地方恐嚇居民，索借水米財物。

十月初二日

黃富興統帶兵船迅速移往寧波府，欲與三省水師會合圍勦布興有。

十一月十四日

黃富興與布興有船隊遭遇，江省勇首方翔向林正陽與黃富興等人商量，暫勿開
攻擊，於是自駕小艇前往艇盜處曉諭投誠。

十一月十五日

布興有突襲黃富興各船，江浙的水師兵船，因為正值漲潮，不能逆水向前營救，艇
盜將黃富興夫妻、所屬兵勇、船隻、 械一併擄走。

十二月初三日

布興有率艇盜駛赴浙省臨海縣境，當地練勇奮力抵抗，共計打死艇盜十五名，打傷
落水七名，擊沉盜船一隻，奪獲 位一座，擊退艇盜。

十二月初四日

布興有遣其弟布良帶，前往蘇松鎮總兵葉常春船上「哀懇投首」。

十二月底

布興有投首共計繳出山東師船、勇船共二十一隻，水勇二百餘名，商船船戶、水手
共一百八十餘名，並被擄難民全數送出，大小鐵 共三百餘位，器械無數，艇盜
六百二十四名。布興有、布良帶等二十名分別發撥營伍效力，交由浙江水師提督善
祿留在寧波報效。

咸豐二年
六月間

布興有投誠以後，浙江水師認為艇盜難以管理，因此並未予以收編，只以「收營吃
糧」；其盜黨未遣回籍者，盤據在寧波城中，擾亂地方安寧。

六月間

寧波知府因此與布興有商議：「勸其捐船報效，再招廣人百餘名，每名定一月口糧
十餘兩，有功必詳撫台奏獎。」布興有聞言後，便立刻返回廣東備船募勇。

咸豐三年
四月間

布興有帶領二隻船舶，廣勇一百二十名返回寧波。但是捕盜經費被浙江巡撫否決，
段光清便與知府商量，先墊支洋銀八百元，令布興有迅速出洋捕盜，布興有於海面
旬日，逮捕海盜十七名，盜船二隻，巡撫知道此事後，大為嘉獎，但廣勇的口糧仍
由段光清負責，廣勇遂成為段的私人團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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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四年
四月間

江蘇巡撫許信臣的門生萬藕舲任浙江學台，請求觀看布興有管帶之船 。段光清
便趁機向萬藕舲推薦布興有，說：「布氏縱橫海上，時人呼此船為活 臺。」由
於當時上海尚未收復，萬藕舲於是向許信臣引荐布氏兄弟，段光清便立即命令布氏
兄弟前往上海助攻，開始展露頭角。

咸豐五年
十月間

布興有因為助攻上海有功，又捕盜出力，被正式任命為水師千總一職。

咸豐七年
六月二十六日

布興有與布良帶為了爭奪寧波洋面的護航銀，與葡萄牙護航船隊發生了激烈爭鬥。

咸豐九年

布興有假借收編招撫的名義，誘殺舊日同為廣艇海盜首領的九丁，並與布良帶率領
廣勇勦除九丁餘黨。

咸豐十年

段光清與布興有密謀在中秋時節，拐騙廣東海盜頭目高成前來賞月，於席中將之逮
捕送往衙署，斬首示眾，黨羽盡皆逃散。

咸豐十年

布興有因在史致芬之亂、太平軍第一次對杭州的攻防戰中，皆有所表現，因此被授
予六品頂戴，署遊擊銜，也獨自成為一個作戰單位，號為「廣濟軍」，不再是段光
清的私人團練。

同治元年
二月十四日

布興有與弟布良帶督率廣勇，斬殺準備進犯定海的太平天國附天侯王義鈞，並且殲
滅餘黨，無一生還者。

四月初八日

布氏兄弟協助陳世章與張景渠進攻鎮海，守城太平天國將領范維邦開城請降，於是
清軍克復鎮海。

四月十二日

布興有帶隨陳世章等親督廣濟勇千人為先鋒，布良帶則負責攻擊北岸與南岸之太平
天國軍的營壘，將寧波城收復，黃呈忠開城門向西逃竄。

四月十六日

廣濟軍兵力愈來愈強大，於是劃分為三個部隊，布興有將中軍，布良帶將左，守備
張其光將右。

五月間

軍機處質疑遊擊布興有的身份，以六百里諭令浙江巡撫左宗棠查明具奏。

七月間

成功收復鎮海、寧波的功績之下，布興有遂由遊擊升遷為正三品水師參將。

同治二年
三月二日

布興有助湘軍進攻金華。

同治三年
三月間

蔣益澧派令記名提督高連升、洋將德克碑會同布興有等水陸各軍，進攻鳳山門，梯
城而登，共殲滅太平軍數千名，太平天國歸王鄧光明遭 火擊斃，遂收復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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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浙江巡撫常大淳咨呈 《軍機處檔．月摺包》
，檔號082783，
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常大淳咨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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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投首廣艇海盜呈繳船隻 械清單 《軍機處檔．月摺包》
，檔號082793，
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投首廣艇海盜呈繳船隻 械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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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投首廣艇盜匪籍貫年齡清冊 《軍機處檔．月摺包》
，檔號082783，
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投首廣艇盜匪籍貫年齡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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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廣東艇船模型 劉煒，《中華文明傳真．清．中華民族新生的陣痛》
（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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