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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旗白旗反─
戴潮春事件義民首羅冠英
▍賴玉玲

清同治元年（1862），臺灣中部發生民間稱「萬生反」的戴潮春事件，地方以戴潮春為首
豎立紅旗，與官方用白旗為標幟的聯盟展開為期三年爭戰，又稱「紅旗白旗反」。在旗幟
飄搖之間，「莊民為自保計，雖非甘心從賊，亦與入會。賊給紅旗，賊來樹之； 賊退官到，
擴展到彰化縣東勢角（今臺中市東勢區），有響應戴潮春高舉紅旗者，另有擁護官方而張
66

紮內山南北要害的翁仔社，接受指派隨軍進剿，成為平定戴潮春事件的重要助力。

清咸豐十一年（1861）冬，原籍福建龍

就在三月初九順道到達彰化，並請出曾任彰

溪，世居彰化四張犁（臺中市北屯區）的戴

化縣令的淡水同知秋曰覲（?-1862）協助處

潮春（?-1864），祖父曾在張丙事件中因軍功

理。 為解決當時官方在臺兵力不足的問題，

獲賞，是地方富豪之家出身，擁有「世為北

聯合阿罩霧地方大族林晟（?-1865）和林奠國

協署稿書」的職務身分，對當時下鄉辦事的

（1814-1880）帶領地方鄉勇，偕同北路協副

彰化知縣高廷鏡（生卒年不詳）有「執莊棍

將林得成（?-1862）、守備游紹芳（生卒年不

以獻」的舉動；在清代臺灣鎮道文武官不合

詳）出兵，共同壓制會黨。 但是官民聯軍進

的政治發展背景下，被臺灣鎮北路協副將夏

兵途中，林晟卻在大墩（臺中市南屯區）倒

汝賢（?-1862）猜疑有貳心，索賄不成而遭到

戈，結果秋曰覲被殺，林得成被俘虜，反助

革退。「北協署稿書」是類似科房文案、胥

長了會黨的勢力。於是由會首戴潮春張舉紅

吏的工作，職位不高，但因業務中包含掌握

旗，就在同年四月率領會眾攻破彰化城，揭

軍餉發放，為避免承辦時的賠累，會在工食

開喧騰三年之久的戴潮春事件；也是繼康熙

3

4

銀之外向在營人員收取規費，成為一項利藪。
戴潮春從公職被革退，不僅戴家世守之業告
終，同時也失去了一個經濟利益。

戴潮春事件義民首羅冠英
—

然而退居鄉里的戴潮春並未從此消聲匿
跡，而是將其兄戴萬桂原本與阿罩霧（臺中
市霧峰區）林家爭田租時，聯合鄉眾自保而
成立的八卦會加以擴充，轉變成官方認可的
團練組織，率地方武力隨軍捕盜。戴潮春組
織的團體，利用「過香上簿」儀式招納地方
民眾，「自潮春擴充斯會，豪右斂手，行旅
便之，愚民安之，無不樂從，有佈賄

始

2

得竄名會中者。」 發揮穩定地方治安作用，
頗受官方倚重，因而迅速累積名氣，吸引地
方望族、富戶加入；卻也因為發展太快速，
成員借勢橫行，讓作為會首的戴潮春無力掌
控，最後在官方查緝會黨的風聲鶴唳中，走
上豎旗相應的道路。

戴潮春起事
同治元年（1862）三月初，臺灣道孔昭
慈（1795-1862）循例進行春季巡察，聽說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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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白旗的一方，號召新社羅冠英、翁仔社廖細元等粵籍人組織一支具傭兵性質的鄉勇，駐

灣北路戴潮春為首的會黨有成員在地方滋事，

特展介紹

又揭白旗；其心亦良苦矣」1 的態度不定，速寫了清代民變中的臺灣眾生像。當戴潮春勢力

前言

圖1

清 曾元福畫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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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1721）朱一貴事件、乾隆五十一年
（1787）林爽文事件之後，清領時期臺灣的
第三次重大民變。
清廷為平定戴潮春事件，陸續在同治元
年調遣臺灣鎮記名總兵曾玉明（1806-1868）、
臺灣鎮掛印總兵林向榮（?-1861）督兵；十二
月福建水師提督吳鴻源（1822-?）到郡城處
置。同治二年（1863）四月底臺灣鎮總兵曾
元福（1810-1878）（圖 1）從鹿港登陸，九
上岸，十月再調動原本在中國征討太平天國
起事的臺籍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1828-1864）
回臺增援。（圖 2）據丁曰健奏報：「伏查該

68

圖2

鎮道大吏暨副將、參、遊、同、通文武員弁

清 陳枚繪 各省沿海口隘全圖 平圖02086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多人，竄擾淡、嘉兩屬，蔓延數百里，脅從
5

案尤甚，實屬罪大惡極。」 （圖 3）戴案成

445

為清代在臺官員殉難最多的一次民變，除了
淡水同知秋曰覲被殺外，還有臺灣道孔昭慈
（卒於彰化）、臺灣鎮林向榮（卒於斗六門）
殉職；此外，從臺灣知府轉任臺灣兵備道的
洪毓琛（1813-1863）在彰化城陷的時候設籌
6

防局，用關稅向洋商借款解決軍隊缺餉， 又
剿滅鳳山縣地方勢力滋事，遏阻動亂蔓延，
最後積勞病故。另一方面，自從戴案開始發
展，就快速向外擴散，在彰化城陷之際，西
部平原除南北兩端外，多有響應的地方滋事：
彰城陷落時，戴潮春陣營圍攻大甲、黃豬羔
（生卒年不詳）等人圍攻嘉義；四月陳弄（?1864）等人圍攻鹿港、林晟與戴潮春等人圍
攻阿罩霧林家；五月陳弄等人因取鹿港不成，
移師進攻斗六門，繼而六月與鳳山縣許夏老
圖3

清 臺灣鎮記名總兵曾玉明、分巡臺灣兵備道丁曰健
故機09426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奏報會師克復彰化縣城並攻克各要隘情形〉

同治2年11月4日

22扣

（生卒年不詳）等人在岡山滋事。至遲同治

戴潮春事件義民首羅冠英
—

二十餘萬之眾，猖狂將近兩年；較之從前逆

69
紅旗白旗反

故宮文物月刊

逆首滋事以來，攻陷彰化、斗六城池，戕官

特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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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介紹

月臺灣兵備道丁曰健（生卒年不詳）由淡水

甲有林占梅（竹塹人，1821-1868）結合神岡

守翁仔社（臺中市豐原區）的羅冠英（1823-

發揮很大的作用之外，四張犁一役採掘毀戴

廳與嘉義縣以南的郡治、鳳山縣，都受到戴

一帶地方家族聯合抵抗，南面嘉義有義民陳

1864）出兵，對大甲城由危轉安居功最大。

潮春祖墳的激烈方式，替殉難官員復仇或為

案波及。

澄清（嘉義塗庫人）、店子口吳志高（臺南白

羅冠英原籍廣東潮州豐順縣，據說羅冠

阿罩霧林家出氣，都表現與官方的緊密關係。

河人）防守，致力協助收復彰化城，讓戴潮

英擅長火器射擊，善於謀略，在鄉間仗義的

在戴潮春率領會黨以紅旗作為標示起事，當

春陣營始終只能盤據中部。嘉義、大甲兩個

行徑，頗受鄉里敬重，因此戴潮春起事之際，

時地方招募義民協助清軍反攻時，則用白旗

清廷在彰化城破一個月後，才經由閩浙

南北扼守之區，又因大甲城僅是一個低而狹

聽聞羅冠英的威名，也曾派人前去網羅，結果

為記互相攻防的「紅旗白旗反」中，羅冠英

總督慶端（生卒年不詳）奏報得知戴潮春事

土堡，居民稀少，經費易匱，水源被阻斷就

遭到拒絕。另一方面，在戴潮春舉事後，羅冠

就以出兵協助清廷維護國家秩序的角色，接

件起事及官員的殉難， 應對戴潮春透過聯庄

民心自亂，並且汛兵不過百餘，尤其困難防

英則是接受地方仕紳的號召，招集一支義民

受官方調遣，也與地方家族連結，大張白旗。

武力和結會起事，官方也與地方家族勢力領

守。大甲城的力守使戰火不蔓延北部，也讓

軍，親身參與戴案中幾個重要戰役。（表一）

導的鄉勇團練合作，重啟官民聯軍：北面大

日後丁曰健可以沿海路解彰化城圍，當中據

羅冠英率領義軍的協防阿罩霧，使阿罩

羅冠英行跡

7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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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潮春事件中羅冠英出兵情況表
時間

同治二年
（1863）

同治三年
（1864）

四月

羅冠英出兵，救援被林晟與戴潮春攻打的阿罩霧
前厝莊。

五月

羅冠英出兵，配合代 理 淡水同知張世英所 率 千
總、把總，聯合竹塹總局林占梅所遣鄉勇、練勇
解城圍。

閏八月

羅冠英出兵克復克藔腳（臺中市東勢區）、葫蘆
墩汛（臺中市豐原區）。

十一月

戴陣營再包圍大甲城， 羅 冠英從翁仔社前往救
援，會合海口莊丁，轉戰至水汴頭（臺中市北屯
區）。

十二月

羅冠英帶生番、鄉勇千餘名救援大甲。

二月

羅冠英出兵，受代理淡水同知張世英派遣攻馬公
厝，克復新廣庄（臺中市神岡區）、壩仔庄（臺
中市大雅區）。
進攻四張犁（臺中市北屯區），毀掘戴潮春祖墳，
拾得偽印、大簿、旗幟。

九月

羅冠英攻破阿罩霧等庄，與阿罩霧林文鳳（18401882）、林文明（1833-1870）共商破敵之策。
奉代 理 淡水同知張世英之 令，隨官兵克 復 棋盤
厝、東大墩，石岡仔、枋藔、土牛，開通由新莊
仔、鳥銃頭、番仔藔至阿罩霧道路。

十月

臺 灣 道 丁 曰 健 由 大 甲 抵 牛 罵 頭（ 臺 中 市 清 水
區），令羅冠英配合代理淡水同知張世英等進攻
林晟巢穴四塊厝（臺中市霧峰區）。

三月

官方進討小埔心（彰化縣埤頭鄉），羅冠英等出
兵在前奮擊，大敗陳弄。

備註

同治三年（1864），羅冠英隨軍作戰，

老家四張犁、屯兵翁仔社等山線一帶。又串

在圍攻小埔心（彰化縣埤頭鄉）陳弄時中伏

連地方，帶領翁仔社、神岡、東勢一帶兵勇

身亡，總兵曾元福在羅氏殉難後呈請敘獎：

保衛大甲城，協助代理淡水同知張世英、總

「查有拟保把總五品軍功羅冠英，籍隸內山，

辦臺北軍務浙江候補道林占梅的軍隊進入彰

素在鄉里為人信服。上年因見軍務起於會香，

化城；在阿罩霧林家出身的參將林文明被調

當賊焰鴟張之時，幾於無人不在會中，於是

派回臺時，協力護送返回阿罩霧。除了接受

倡率義民五百名，幫官助勦，極共出力。迨

丁曰健、張世英等官員的調派，配合林文察、

本年三月，奴才特調來營，屢經打仗，殺賊

林文明進攻四張犁、小埔心，表現出與官方

多名，方冀建立大功。詎三月十九日進攻小

相當的合作，並且在大甲城危而復存的過程，

埔心逆巢，頭頂鎗傷，登時陣亡。伏思該義

獲賞五品翎領

羅冠英中伏，
陣亡

資料來源： 整理自（清）林豪，《東瀛紀事》，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八種；（清）吳德功，《戴施兩案紀
略》，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四七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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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整理自（清）林豪，《東瀛紀事》，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八種；（清）吳德功，《戴施兩案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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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報各軍生挫首逆偽東王戴萬生等出力請獎〉

同治2年12月10日

8扣

故機094785

國立故宮

紅旗白旗反

羅冠英家族系譜
首以一農民，而能深知大義，實堪嘉尚合無，

從羅冠英家族世居地的歷史地理發展來

仰懇天恩，俯賜彰化縣義民首羅冠英建造專

看，家族世居的「橫坪」是位大甲溪縱谷，

8

坊」（圖 4）， 敘明羅冠英英勇果敢的事蹟，

群山環繞的新社（臺中市新社區）。新社因

也標示出羅冠英隸籍內山的義民首身份。

為有平埔巴宰（Pazeh）群遷居得名，但最早

清政權對於協助弭平歷次民變的義首及

是泰雅族活動地域，為避免人群衝突，也就

出力之人，採用比敘軍功，賞給職銜、翎頂、

成為漢人禁入的「內山」：自康熙年間的朱

巴圖魯名號，甚至補給實缺（圖 5）；對鄉里

一貴事件後，人群劃界區隔的政策確立，到

或地方詔封「褒忠」、「忠義」、「懷忠」

乾隆二十六年（1761）臺灣近山區明確豎立

等匾額，給予協力原住民到北京瞻仰天顏的

界碑、堆疊土牛禁止漢人越界。在林爽文事

獎勵辦法。「義民首」或「義民」頭銜成為

件後清釐界線，含新社在內的中部近山區，

一個獲得功名、利祿的捷徑，可以透過官方

大致歸屬屯番的保留區；但仍有不畏番殺害

的表彰提升社會地位，獲得穩定或擴張在地

命，假借僱工代納餉銀名義的界外私墾。此

方社會的勢力和影響力的機會。一方面，依

外，中部山區因雍正三年（1725）獲奏准臺

據清人吳子光徵訪耆舊後，對羅冠英鄉間行

灣設立軍工戰船廠，成為修造船隻所需木料

誼的描述：「內山有某甲者，虎而冠也；頑

的採伐區。即使進山辦料卻被原住民射殺的

嚚比黨，魚肉孱弱，深為編氓害。公令健兒

事件層出不窮，在特許合法越界的軍工匠人

扼險設伏，連兵以決雌雄，賊敗走，捕其尤

到東勢角一帶山場採製木料時，官府仍會以

無 良 者 擊 殺 之， 餘 黨 釋 不 問， 鄉 人 稱 利 賴

辦料為重，不驅趕冒充的匠人，也加速漢人

9

焉。」 又寓意羅冠英是當地重要的地方菁英。

偷越侵墾。從羅氏系譜登載羅冠英祖父應衍

羅應衍
1744-1797

羅天寶
1782-1835

羅興進
1818-1897

羅天順
?-?

羅興來 ( 冠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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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得勝
?-?

馬氏
1744-1797

羅天基
1785-1844

邱氏
1744-1797

羅興英
1827-?

羅興雄
1830-?

林氏
1825-?

羅冠英家族系譜圖

羅興龍
1832-?

羅嗣福
1851-?

說明：實線為承繼關係，虛線為收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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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男性，

代表女性。

作者整理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臺中新社地區羅冠英家族文書》，T0536-D0441-0059-0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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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整理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臺中新社地區羅冠英家族文書》，T0536-D0441-0059-001~011。

臺發展的基業，可能就建立往土牛界東側冒

大勢盛的地方家族，反被請出城，失去全局

險犯難的墾闢。以羅家長期在臺灣中部山區

領導權，最終轉往水沙連及斗六門一帶發展，

經營所累積的資產和社會地位，讓羅冠英在

但戴案起事後可以擴散快速，與地方家族的

發生動亂之際，施展影響力，發揮快速組織

加入有關。用白旗為標幟的官方聯盟需要與

地方武力的動員力及提供糧食、物資供應的

地方家族合作，家族在地方的發展也需要與

經濟實力，成為領導義民團體的義民首。

官方保持良好互動；地方大族在紅旗、白旗

另一方面，由於清代山區人群衝突不斷，

間的選擇與參與，成為戴潮春事件發展的特

居民多力穡尚武，促成羅冠英熟習武術、煉

色。戴案的發生，實質就是從臺灣中部大家

火器極精的背景；又「義民」的組成，向來

族間經濟利益衝突延伸，從而展開的一場社

富含濃厚地緣結合色彩，而東勢角的山間原

會騷動：十九世紀中葉臺灣隨土地開發逐漸

本就有原住民由漢通事、番割帶領，助官追

飽合，社會轉型由士紳、豪族為地方領導階

10

剿乾隆年間林爽文黨夥的舊例， 由羅冠英召

層，以及以家族利益為主的整合衝突。只是

集的鄉勇「素善打鹿、與生番鏖戰、百戰不

林晟的倒戈，一度使官民聯軍策略失敗，卻

11

撓之士」， 以及在戴潮春結會後，羅冠英「連
12

75
紅旗白旗反

也彰顯地方菁英家族在政治變亂、地方騷動

絡各社，立誓有事相援」 的行動，都指向

時刻，以家族利益為前提，保其身家財產原

帶領的可能是：與羅冠英家族同樣越界入山

則下的立場搖擺。

的粵籍客屬，以及原住民為主體的義軍團體，

臺灣家族的對立和聯合過程中，義民首

展現出山居環境因素的特質。於是來自內山

羅冠英，以家族在內山經營所累積的相當資

地方菁英羅冠英，在戴潮春事件中組織一支

產和社會地位，整合山區資源、人力，組織

有別於其他自衛保鄉的義民軍，率領類似傭

成含同樣粵籍移民和山間原住民的義軍，與

兵性質的內山武力，出任接受官方為主聯盟

竹塹林占梅、霧峰林文察合作出兵，也協同

的白旗調派之義民首。與戴潮春紅旗陣營相

官方在戴案諸重要戰役中衝鋒陷陣，讓衝突

對抗過程，除向義之心的表現外，就隱然潛

不致擴散到大甲溪以北、嘉義以南。由於清

藏了內山開發需強化與官方的連繫及土地開

代「義民」的特定身份標誌，協助平亂的行

墾權合法的訴願。在國家秩序維護背後，自身

動成為一個有報酬的投資，羅冠英在戴潮春

利益及拓墾成果維持的考量，也為清代臺灣

事件中表現出與官方積極配合、與地方大族

內山的越界私墾活動及其發展實態做了說明。

密切合作。在官方文獻對羅冠英英勇帶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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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乾隆九年（1744）（圖 6），推測羅家來

書寫之外，積極維護國家秩序表現的背後，

紅旗白旗反—代結論

實質是羅冠英家族在清代臺灣邊界政策下的

同 治 初 年 以 戴 潮 春 為 首 的「 紅 旗 白 旗

經營：內山土地自越界拓墾後，歷經人群衝

反」，一般認知以官方查緝會黨而造成官逼

突和環境險阻，從非法到合法開發途徑，由

民反做為開頭。雖然戴潮春陣營成員，多是

私墾、雇佃到業主、地主身分的發展和轉變。

與阿罩霧林家有田業經營糾葛的地方大族，

向義的舉動，應該還有為在地域社會爭取更
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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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的昭忠祠都已不復存在，但是羅冠英因為在

冊留存； 也透過東勢地方的巧聖先師廟「彰

戴潮春事件中以義民首身份，與林占梅、陳

化褒忠祠義民老爺」神位牌（圖 9），見證了

澄清等地方鄉族力守大甲城的事蹟，及其表

羅冠英的義民行徑，而讓「紅旗白旗反」故

現與土地的深厚關係，連同守禦彰化城和大

事繼續在鄉里間被傳說。

甲城建功，而在生前獲賞給五品把總（圖 8）、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亡故後入昭忠祠並追贈忠信校尉紀錄，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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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等地方鄉族力守大甲城的事蹟，及其表

羅冠英的義民行徑，而讓「紅旗白旗反」故

現與土地的深厚關係，連同守禦彰化城和大

事繼續在鄉里間被傳說。

甲城建功，而在生前獲賞給五品把總（圖 8）、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亡故後入昭忠祠並追贈忠信校尉紀錄，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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