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攝影／呂明吉

顏思齊率眾開拓台灣

今年4月上旬，電視暨報章等媒體曾多次報導近

約400年前的明朝晚期，率領移民前來台灣開墾者─

顏思齊之史實與軼事，其遷徙台灣之年分猶早於其他

之先民族群。他們一行人當初係從中土東渡扶桑的僑

民，後為逃躲德川幕府的追捕，遂從日本長崎平戶集

結，駕船航抵台灣海峽，到達現今雲嘉地區外海再溯

溪河─笨港溪(現之北港溪)進入至現在之北港後，發

現當地環境適合移住，遂決定於昔之笨港(日後改稱

北港)一帶登陸定居，初期先從事漁獵以求裹腹，俟

生計初定再力行農耕，俾能長久安定的度日。

今之北港鎮在市區民主路和文化路交叉之圓環，

植立有一座建於民國48年的「顏思齊先生開拓台灣登

陸紀念碑」，據信是當年北港溪尚具有通航之利時，

顏思齊等人上岸的地點，惟亦有專家經由另番考證認

為顏思齊等人係先在昔時稱「魍港」、今為嘉義縣布

袋鎮好美里之處登岸停留，卻因認為並不適合開墾久

居，遂再逐段遷徙而至今之雲林北港、嘉義新港一

帶，但是顏思齊於晚明年代率眾抵台開拓之事，則是

眾所共認無爭者。從北港、新港兩地之地名暨相關史

實以探究，兩城在三、四百年前應可行船並讓船隻停

靠，極具舟楫通航之便，至於源發自阿里山山脈西麓

拓台志士
顏思齊率眾在
       北港開墾之經過

▲ 北港朝天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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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嶺的北港溪，河川全長82公里，流域

面積645.2平方公里，平均比降為1/159，

上游是虎尾溪，從虎尾鎮平和厝以下稱為

北港溪，另有大湖口溪、石龜溪、三疊溪

及石牛溪等支流，今已無法行船並是繞經

北港郊區，從雲林縣口湖鄉和嘉義縣東石

鄉兩鄉交界的海岸邊出海。

抵台初期，正值青壯之年的顏思齊卻

於未久之後，因打獵受傷、併染疾病而過

世，其墳塚極有可能是位於今嘉義縣水上

鄉的荒郊地帶，惟因已被劃入為屬於管制

區的國軍靶場，因此後代族裔必須事先申

請獲准，方得進入管制區內祭拜並清掃墳

塚。

顏思齊浪跡東瀛再移徙台灣

由於浪跡天涯，草莽度日，故顏思

齊的生平並無極為詳盡可靠的記載，頗似

傳奇性之人物，但是在連雅堂撰著之《台

灣通史》中稱其為「手拓台灣之壯士」，

《台灣府志》則載述「顏思齊之所部屬多

中土之人，中土之人入台灣自思齊始」，

另如「台灣人四百年史」書中記載林道

乾、林鳳、顏思齊、李旦及鄭芝龍⋯等

人，係和台灣具密切關連。稗史傳謂出生

於福建海澄、身壯藝高的顏思齊，年輕時

曾因路見不平、行俠仗義而誤殺權豪，只

得渡海避逃至日本，在華人聚集的長崎平

戶地方經營裁縫服飾生意兼作通譯(日語稱

「甲螺」)，並因「發跡」致富躍為當地僑

領。後因第二代的德川幕府將軍─德川忠

秀(1579-1632)掃蕩海盜，顏思齊等人受波

及才思忖避往一海之隔的台灣去。

1624年(時值明朝天啟4年)，顏思齊

諸人於避開日本官府、倭寇和荷蘭等多方

的海上勢力，並歷經八個晝夜的海上航行

和溯溪上行後抵達今之北港，發現宜於開

墾遂擇當地紮營設寨、拓土墾田，初定後

陸續至福建沿海的漳、泉兩州招募百姓入

墾。一年之內即有3,000餘名原在福建地

區不易營生的「羅漢腳」聞聲依附，冀盼

能在隔海之地另創新運，此為漢人大規模

移徙台灣之起源，而北港乃漢人規模性開

發台灣之發祥地，與之前的荷蘭殖民政權

於今台南一帶之開發台灣分頭並進。又據

《諸羅縣誌》記載，顏思齊於天啟年間

率眾在笨港設置十寨以屯墾，當初的笨港

所及於之範圍，顯較今之北港為大，得涵

蓋現在北港之周邊鄉鎮如水林、新港⋯等

鄉，故以上之十寨便有包括以顏姓為稱呼

之「顏厝寮」等五個寨，實際上係落址於

今之水林鄉境內。

因河港通行之便，而奠建拓

墾基業的經過

顏思齊諸人之登陸、拓墾北港，免不

了必會和原住民發生衝突，此際顏思齊力

展其領導群眾之長才，乃得順利度過初抵

北港時之狼狽疲累和躊躇困頓，逐漸以篳

路藍縷之辛勤，開啟山林為營寨良田，顏

思齊也愈益獲得眾人信賴。但在抵臨台灣

北港之翌年(1625年)9月，顏思齊偕眾前往

諸羅山打獵時卻遭逢意外而致身故，容有

可能是負傷或染恙(即民間盛傳的瘴氣)，

乃致猶處青壯之齡便倏然過世，據清初江

日昇撰著之《台灣外記》所載，係由顏思

齊部屬兼好友的楊天生等人，將其葬於諸

羅東南域的三界埔，即現今嘉義水上鄉靠

近中埔鄉的尖山一帶。

三百餘年來，幾皆掩於荒煙蔓草之中

的顏思齊墓塚，係在1953年由歷史學者周

冠華以白紙、鉛筆拓印一具字體已告模糊

難辨之墓碑時，發現「顏思」二字並參酌

史事推論應為顏思齊之墓，之後墓旁另植

設有「顏思齊墓考」之撰銘，以供為後人

追悼。至於政府部門因為必須有極為嚴謹

之實證方可予以確認，故文建會迄今仍未

▲ 北港溪河景及跨越北港溪的新建斜張式大橋

▲ 北港朝天宮前方，跨越北港溪的觀光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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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採認上述墓塚為顏思齊之墓，爰未授予古蹟認證，惟民間幾皆認其

為真。此外，傳謂顏思齊墓碑上有一道刻痕，是鄭成功前去祭悼時所

留的下劍痕，但此正如同台灣各地所流傳的各種有關鄭成功之故事一

般，難以信其為真。

顏思齊卒世後，鄭芝龍接替為墾眾之首，但心嚮大海、無心農務

的鄭芝龍重再招眾啟帆，縱橫台灣和福建、廣東之海域從事劫掠，連

帶使荷蘭政權在台灣之貿易大受挫擾。1628年，中土崇禎皇帝即位後

敕令招撫鄭芝龍並授其為武將，嗣後鄭芝龍施展「以盜尅盜」之術，

致力掃除「通夷海寇」，反逐漸將海盜擊離，成為鎮守福建仙霞關之

大將，漢人渡海至北港一帶開墾台灣者又日漸增多，其中自然亦有部

分漢人轉而徙往地形平坦寬濶、易於耕植，但則屬於荷人勢力範圍的

府城去。直至1662年(明永曆16年、清順治19年)，鄭成功始驅逐在南

台灣殖民的荷蘭人，且以台灣作為反清復明的基地。

笨港以南為荷蘭占領

分治而不相犯

就大多數的國人而言，過去對於顏思

齊拓台一事並不熟悉，但則都知道台灣曾

經遭到荷蘭占領這段史實，就荷蘭占領台

灣長達38年的歲月以論之，尚明顯多於自

1661~1683年間延平郡王鄭成功暨鄭經、

鄭克塽三代所統治台灣的23個年頭；而

若不論及澎湖，荷蘭人登占台灣本島、建

立殖民政權的年分，竟然和顏思齊率眾航

抵北港的時間同為1624年。另就後來顏

思齊、鄭芝龍等人之所為，與荷蘭政權所

從事的組織布建和企圖心作一

比較，顯然是荷蘭人成

效較為「具體」，

蓋荷人據台未久即已於安平建有「熱蘭

遮城」(Zeelandia , 荷語意為瀕臨海岸之

城，城址在今安平古堡)和「普羅民遮城」

(Provintia , 荷語意為省城，城址為今之台

南赤崁樓)等城址，充分顯現其帝國推展商

貿，從事殖民乃至黷武掠奪的雄心。

接受顏思齊之號召前來台灣，在北

港、水林和新港等地開墾的漢民，無需向

以嘉南地區為統轄範圍的荷蘭殖民政權繳

納稅賦，而是另一擁有較大自由度的自治

政體。在鄭芝龍繼顏思齊成為墾民之首，▲ 北港溪河道和跨溪的台19號公路橋樑

▲ 北港溪觀光大橋之美麗橋形

思
齊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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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屢屢於海上劫掠之期間，荷方部隊曾欲於海上緝逮鄭芝龍但是皆遭脫

逃，後來鄭芝龍受明朝招撫，搖身為將領，海事貿易則因盜風趨止而較過

往平靜了好一陣子。詎料竟因明朝潰亡，鄭芝龍轉而降清遭禁，而使荷蘭

政權後來於1662年，被國姓爺鄭為功擊退，只得撤走台灣。

荷蘭政權逐走西班牙部隊  終被鄭成功擊退

實際上，在荷蘭政權統治南台灣時期，西班牙部隊亦曾於1626~1642

年期間，在北台灣進行過為期16年的殖民統治。西班牙部隊是於1626年為

了確保今菲律賓群島的貿易利益，而與荷蘭之方發生衝突，為思報復並擴

大其利益領域乃出兵台灣的北海岸，占領了若干處的岸帶區，如現今位處

台灣東北角的「三貂角」(西班牙人在此建有San Diego城)、基隆的「和平

島」(西人在此建有San Salvador城)以及淡水的「紅毛城」(即西人在此建

立的San Domingo城)，與南部的荷蘭政權各自瓜占寶島。然而西班牙政權

並未在占領區內獲致實益遂年裁減駐軍，

荷蘭人見機不可失乃於1642年出兵攻占北

海岸各個由西班牙部隊占守的城址，西班

牙勢力遂全部退出台灣，誠乃「荷夷驅西

夷，台灣趨平夷」。

荷人占領台灣期間，漢裔民眾並非俱

是景然順從，如1652年便曾因為稅賦爭議

而爆發了由郭懷一領導的抗荷武裝起義(郭

懷一曾是鄭芝龍舊部)，但迅被平息；之後

荷蘭商船暨人員，曾數度與據守於浙閩粵

的鄭成功部隊發生衝突，鄭成功爰於1655

年下令禁止和荷蘭通商，並埋下來台驅荷

的先機。1661年，在敕令其長子鄭經固守

廈門以防止清軍乘虛而入後，鄭成功親率

戰艦軍士與荷軍激戰，並於4月1日大潮之

際自鹿耳門登陸台灣，海陸之戰均次第告

捷；接著，在近約10個月的圍攻Zeelandia

城後，終於在1662年2月1日逼令指揮荷

軍的將領─揆一(Frederick Coyet)簽書投

降，結束荷蘭在台灣長達38年之久的統

治。當初向鄭成功獻降的荷蘭守將揆一，

後來還遭荷蘭駐巴達維亞(今為印尼的雅加

達)政權解送返荷審判，判處終身監禁、入

獄服刑，晚年始獲荷王特赦出獄，其子裔

則有不少人於後來遷往比利時居住，數年

前並曾有揆一之子裔專程前往台南尋訪先

人遺跡。

荷蘭人在被鄭成功驅離後，其實是甚

不甘願並亟思重再奪取台灣，荷方便曾經

轉與清廷合作聯手攻伐鄭軍，例如1663年

荷蘭部隊協助清軍攻占金門、廈門，鄭軍

退守銅山，但清軍卻不樂見荷軍再度攻占

台灣，荷蘭乃獨自於1664占據鄭軍僅部署

薄弱兵力的雞籠，考量擇此新地重新發展

商貿易。鄭軍旋於翌(1665)年，遣軍進駐

滬尾(淡水)，與荷軍對峙並圍逼雞籠，斷

絕荷軍食糧和補給。迄1667年，荷蘭東印

度公司召集會議，認為荷方於2年餘的期間

內平白損失了荷幣8萬盾，確已不符效益

爰決議將荷蘭部隊撤出雞籠，不再駐留台

灣。經與鄭軍協議後於翌年7月，將所有人

員接運至巴達維亞，此後荷蘭勢力方全數

撤離台灣。

北港地理形勢的演變和今昔

風情

源出於原住民語“Poonkan”，昔

稱笨港、位處台灣西部平原的北港，是由

同名之笨港溪(北港溪)及其支流沖積形成

的平地，因為具通航河運之利乃能糾聚移

民，並經由農耕拓墾以啟山林，使得原本

榛狉未啟之地成為人煙聚集的市鎮。從編

▲ 放養於北港溪河岸之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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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於清初康熙年間的《臺灣輿圖》內，即

可見到笨港溪流穿經過斯時的城鎮村落，

並按笨港溪流過的位置將其分隔為北街(今

北港)和南街(今新港鄉南港村)。在三、

四百年前，其地理位置離海岸頗近，且和

海岸線之間錯落有諸多潟湖，當時的笨港

是靠近海岸的河口港，後因河口淤積使得

海岸線逐漸往西趨移，距海日遠的笨港遂

先轉變為河岸港，通行之舟楫船舶亦愈趨

小型，最後則連河港的功能亦皆失去而不

復存在了！ 

北港因依畔北港溪而興盛擴展，早

自鄭成功治台和清朝將台灣納入版圖起，

土質肥腴、物產豐饒的北港，便為該時諸

羅縣境著名的農產品集散中心，而以福建

漳、泉兩州移民為主的先民，更已將北港

拓墾成人煙稠集、農商熱絡的港埠城鎮。

清代時，除了屬主要農作物的稻米之外，

並盛產有榨製食油之豆類、花生和胡麻等

雜糧，所以在原料既告足備的環境下，北

港已有近約300年的歲月，一直是遠近馳

名的榨油重鎮，復因從事農作必須購養耕

牛，遂在北港發展出有一處得供農民集中

挑選、交易耕牛的牛市─「北港牛墟」，

迄今已有將近200餘年的歷史，但從數十

年前社會型態逐漸轉變且耕耘機足可取代

牛隻起，位在今日北港大橋西側的牛墟幾

已難再運作，已轉成民眾追憶過往生活足

迹的文化景點。

《諸羅縣志》即對康熙年間之北港，

記稱「笨港街、臺屬街市，此為最大」；

《乾隆年府志》則記稱「笨港街、俗稱小

臺灣」。但在滿清治台時期，多次的事變

如乾隆時之林爽文事件與同治時之戴潮春

事件皆曾波及至北港，當地民眾因響應朝

廷抵禦盜寇、緝捕反徒和平定亂事，而有

多位義民殉難，故建有「旌義亭」，後再

改稱「義民廟」。康熙33年(1694年)，法

號「樹璧」之宗師自福建湄洲奉迎媽祖神

像駕臨當地傳香，北港民眾在其引領暨紳

商捐地下，募款建成「天妃廟」，乃現今

已逾300年歷史之「北港朝天宮」，早先

便有「北港靈祠冠闔臺」的美譽。自多年

前起，每年的媽祖聖誕節慶和鑾駕遶境之

舉，係北港最盛大、亦是信眾匯聚參仰的

宗教祭儀活動。

結語

大家都知悉，港埠得因客、貨之運輸

而帶動城市的發展與工商的繁榮，早期猶

未開發的地區更需由港口引進移民，透過

大量的勞動力以建設新社會，在16~20世

紀的多個國家或地區皆不乏有此等現象，

尤以美利堅新大陸最為典型。當時為求快

速開發，富有的地主階級遂與人口販賣業

者勾結，引入大批移民，惟在未有人權保

障和亟欲壓榨人力資源的情形下，外來移

民經常慘遭剝削迫害。而經由船舶載運，

移民所出走和進入的港埠大門，更留下了

無以數計令人悲痛哀悽的人權血淚章篇。

回觀溯自顏思齊拓台之初的台灣早期

開發歷史，大量的移民亦是找尋河港、海

岸登陸拓墾，來自大陸的先民亦屢有離鄉

背井、博命渡海的悲愴，甚或賣身為奴、

備受欺凌的無奈，幸經不同族裔長期的融

合教化和弱勢階級不懈的挺身抗衡，台灣

終能在歷經近乎400年的拓墾建設，異族

的數度進據撤離和政權的數次更迭變易

之後，轉而成為多項建設已經領先世界各

國，且在各處領域皆得享譽全球的寶島。

長久以來，台灣幾乎均是移入人口多於移

出人口的社會，而整體人口數已是387年

前，顏思齊等人乘船行抵台灣開拓早期時

的300倍左右了，社會型態之變遷更遠非

當年所可想像。為維持安定繁榮的景況，

無分原先、後至之住民或早期、遲晚移徙

來台之民眾，皆應和衷戮力，攜手共同建

設更進步的台灣。

▲ 顏思齊先生開拓臺灣登陸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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