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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清代的台灣社會中,，因為推力與拉力的因素，加上當時謠傳著一句話「臺

灣好趁吃」，吸引著中國內地人民，並且造成了一股流行趨勢，竟讓台灣這個富

饒之地產生了許多無所事事、游手好閒的游民，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羅漢腳」。 

 

這些羅漢腳來到臺灣之後，對臺灣社會造成許多影響，有開墾荒地所帶來的

開發問題，以及民變、械鬥所造成的社會不安。而羅漢腳在社會上是屬於「下層

階級」的一份子，因此有關羅漢腳的文獻通常不被官方所重視，且文獻中只對他

們的生活做大概性的描述、或者忽略不談。然而，我們還是可以從史料中找尋羅

漢腳當時生活的蛛絲馬跡。羅漢腳在清代臺灣的社會中，引發許多的問題。清代

政府也作了相當程度的措施，有消極的「清莊聯甲」，也有積極的收養成為民兵。

再則民間社會對羅漢腳做了許多救濟事業，而羅漢腳在政府與民間的安頓以及臺

灣的社會城市經濟的好轉下，問題已不再嚴重，到後期已經很少有大批的羅漢腳

出現。 

 

雖然羅漢腳已漸漸消失，但「羅漢腳」這個名稱卻沒有被現在的台灣社會所

遺忘，只不過它的定義卻變得更狹隘而明確，是專指「沒某的男人」，雖然與清

代臺灣社會對羅漢腳的定義有所重疊，不過並非完全是前代所指的羅漢腳，它已

從輕視的意味轉變成有趣的暱稱。 

 

關鍵詞：羅漢腳、游民、械鬥、清莊 

 

ㄧ、羅漢腳對漢人社會的影響： 

（ㄧ）羅漢腳的定義 

 

早在清代的台灣社會當中,，因為當時推力與拉力的因素，使得內地人口向

台灣移動，且造成了一股趨勢，後來竟讓台灣這個富饒之地，成了游民眾多、民

變、械鬥頻仍的地方，而社會上也產生了一些無所事事、遊手好閒的游民，也就

是一般人所謂的「羅漢腳」。 

 

從清代台灣文獻中可以得知，「羅漢腳」最早出現的是在清高宗乾隆三十二

年（西元 1767）八月，時值台灣南部「黃教事件」結束，地方騷動；台灣府知

府鄒應元立告示碑，嚴禁無賴棍徒擾害地方安寧，由此可知，羅漢腳在當時已經

漸漸被官府認為是社會動亂之一，但是「羅漢腳」並不是台灣的產物，而是來自

閩粵的「渡台民人」，這些人通常是在內地犯罪的游棍、無賴，他們來到台灣之



後，有人會認為他們還是本性不改，會在台灣繼續作亂，所謂台灣社會的動亂也

因此而起。但是還有人認為羅漢腳是從內地過來的游民或流民，這些游民或流民

大多都是一些在當地生活不下去的人民，所以我們可看出當時大家所指的游民即

是羅漢腳， 

 

羅漢腳並不是天生的，更不是遺傳，而是後天造成的結果，這也就是說，羅

漢腳並非是階層的概念，或許有朝一日這些無某無猴的羅漢腳找到了工作，存

錢、娶妻、生子，那時他們將會脫離羅漢腳的角色，而不再是羅漢腳了。 

 

（二）羅漢腳與臺灣社會的變亂 

 

清朝在領有臺灣時期的臺灣社會，治安為何會如此動盪不安？其實不只是因

為游民危害台灣的社會，還有兵吏的積蠹與班兵的腐敗，也是讓臺灣社會治安敗

壞的原因之一。但影響最大的原因正是社會上充斥著「羅漢腳」所致，嘉慶 22

年（1817）年，在〈奉憲嚴禁羅漢腳惡習碑記〉當中，有提到「羅漢腳結黨成群，

日為流丐，夜行鼠竊」。由上可知羅漢腳常常呼朋引伴、聚集成群，白天就為流

丐，晚上則去行搶、偷竊，這種行為正是造成臺灣社會不安的結果。 

 

這些所謂的無業游民，指的絕大部分當然是這些不務正業、動輒滋事的羅漢

腳，因此，不論是流丐、游民、羅漢腳等等，或許名稱會有所不同，但本質都是

相同的，他們都嚴重影響到清代臺灣社會秩序，甚至成為臺灣地方的禍害。這些

無業游民本就是會鬧事、滋事之人，再加上臺灣的吏治不佳，雖有政府的律法管

理，但也只有具文的功能而已，很難收到根本的效果。造成這些游民依然是狡猾、

奸詐，甚至在地方生事，就算明文規定犯罪者要送回內地，但還是有許多羅漢腳、

無賴棍徒會為了生計而鋌而走險去偷盜劫掠，或做出不法情事，來擾亂社會治安。 

 

隨著移民的增加，這些族群為了爭奪生活空間，常有互相凌壓的現象。而臺

灣吏治的敗壞更讓人民對政府公權力產生不信任，在這種治安極差的社會當中，

人民必須要自己解決族群間的糾紛，一旦處理不當，就會造成彼此之間尖銳的對

立，而在社會結構不健全，單身男丁的比率居高之下，一遇到衝突，族群之間便

聚眾為亂、互相仇殺，械鬥巨禍也因此而生。此時羅漢腳就成為鄉鄰之間械鬥的

傭兵，因為羅漢腳不管幫那一邊的族群，都是有利可圖的，且還能趁社會動盪不

安之際，到處搶奪財物，坐收漁翁之利，因此臺灣社會治安的問題，實與羅漢腳

有深切的關係。 

 

 

 

（三）羅漢腳與台灣土地開墾 

 

早在康、雍時期，內地人口快速成長，人口壓力也逐漸升高，尤其是閩粵地

區，由於生齒愈繁，需米日殷，再加上臺灣開發已具一定成效，因此閩粵人口便

源源不斷向臺灣湧入，使得清初臺灣人口大量增加。這些移民來到臺灣，以農業

開墾為主要的生產活動，本來臺灣尚屬地廣人稀之地，但是卻因渡臺者漸漸增

多，而土地開墾卻增加緩慢，先到者佔了田地，但是後來者增多之後，趕不上開

墾的速度，造成了無田可耕的現象，當時臺灣社會工商業並不發達，人民在找不

到工作的情況下，因此有部分人民就成為了「羅漢腳」。 

 

他們在平地沒有生存的環境之下，只好往深山中發展。乾隆三十七年臺灣知

府朱景英所著的《海東札記》一書中就有提到：「台灣更有一種無賴之人，出則

持挺，行必佩刀，或藪巨莊，或潛深谷，招呼朋類，煽誘蚩愚。始而伏黨群偷，

繼而攔途橫奪，蓋梗化之尤者。初方目為「羅漢腳」，而治之不早，將有鴟張之

勢。」從此看來正說明著這些遊手好閒的羅漢腳，藏身於深山野谷中，但為了生

計，這些羅漢腳不得不冒險從事開墾的活動，或者是與番人作交易活動，有時甚

至會有漢人侵佔內山的情形，在生界原住民的荒埔鹿場內，即使有地可耕，有泉

可引，也不許漢人越界墾種。同時規定靠近內山生界的荒埔，雖在定界之內，亦

禁止漢人居住耕種。為避免番漢衝突，福建督撫飭令臺灣地方官嚴禁私墾，不過

閩粵移民，與日俱增，雖界內禁墾荒埔，還是多被漢人搭寮居住，漸此墾闢。而

這些漢人也就成了闢墾內山的先驅，而羅漢腳進入內山以後，從事各項活動，促

進了當時漢番關係的互動，也增進彼此之間實質關係的發展。 

 

然羅漢腳之越番墾地，實在是由於生存的壓力所致，因此入墾番地終究是大

勢所趨。畢竟羅漢腳在開墾時，本來就冒著生命的危險，既然性命尚不自惜，那

又怎麼會害怕犯法呢？所以閩浙總督劉韻珂便主張要改善此弊病，應該要積極開

墾番地，妥為經營，方為正本清源之策。劉韻珂是認為開墾番地是有此必要並且

說出無法禁止人民私自越墾的事實。在他的描述當中，也說明了以前臺灣土地開

發與清初差異的情形，因渡臺人口的增加，造成生齒日繁、生產乏術，羅漢腳漸

漸增多，更有部分羅漢腳因生活壓力而淪為盜賊。現定開發的土地已不敷使用，

部分羅漢腳只好一步步向內山侵墾，雖有禁令，但私越之人大有人在，久而久之，

這些往內山侵墾之徒，不但呼朋引伴、聚集成群，也造成了對社會治安嚴重的影

響。 

 

由此得知，羅漢腳在清代台灣的社會中，已經造成了許多影響。這些羅漢腳

在生計困難之下，不得已才會侵墾山地，甚至聚為盜匪，擾亂社會治安。至於羅

漢腳參與民變、械鬥，也是因為他們沒有工作，只好受僱而成為這些村莊的莊丁，



來保護村莊。而這些羅漢腳都是為了討生活，所以才對社會產生有不良影響的行

為。所以在檢視羅漢腳對清代台灣社會的影響之時，還必須考慮到他們行為的動

機與背景。 

二、清代社會變遷下的羅漢腳 

(一)、政府的羅漢腳對策 

 

羅漢腳在清代臺灣社會中造成了許多問題，最讓官府頭痛的就是羅漢腳人數

眾多，一時無法安頓這些游民。社會上容納不下這些遽然增加的人口，結果不但

造成羅漢腳四處游走，有時還會發生聚眾鬧事、偷竊強盜的情形，使得臺灣社會

治安敗壞。根據陳孔立在《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中所述，大體上可以知道游

民約佔台灣人口總數 10－30％，不同時期所佔比重有所不同，在乾隆、嘉慶年

間台灣人口增長率最高，估計這個時期游民的比重也最大，道光中期以後，由於

安頓游民和城市經濟的發展，游民的比重有所減少。 

各年代的游民人數統計表（1764～1840） 

 

從以上的統計數字，可以歸納出當時游民人數消長之趨勢。乾隆年間，游民

人數漸增，而游民人數的增加是有其原因，因為禁渡政策已寬鬆，乾隆二十五年

（1760）清廷下令實行第三次開放，除了親屬可以赴臺，也准許同胞兄弟搬眷。

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更取消臺民搬眷的措施，准許直接攜眷渡臺。清廷一再

放寬搬眷親屬的範圍，最後還准許攜眷渡臺，都是為了不再讓偷渡人潮增加，造

成乾隆年間的游民人數增加十分快速。不過因為內地人民都聽說臺灣「好趁吃」，

所以不管渡臺限制便紛紛渡海來臺，有的人是由政府給照，以合法手續過臺，有

些人沒有持地方照票則是違法偷渡，使得乾隆、嘉慶年間，人口大量增加，社會

在無法負荷如此多的人口之下，四處遊走的羅漢腳也就隨處可見。 

 

無數的羅漢充斥在這個社會上，要如何來安頓這些人就是一大問題。在乾隆

五十三年（1788），因林爽文事件之衝擊，軍機大臣伍拉納等人就有意將羅漢腳

收編入伍，使其成為合法且正式的兵丁，伍氏欲將這些在臺灣四處遊蕩之羅漢腳

年份 人口總數 估計游民所佔百分比 游民人數 

乾隆二十九年（1764） 666210 20－30 13－20 萬 

乾隆四十七年（1782） 912920 20－30 18－27 萬 

嘉慶十六年（1811） 1944737 20－30 38－57 萬 

道光二十年（1840） 2500000 10－20 25－50 萬 

收編，是因為羅漢腳既無恆產又無約束，若不管制便容易鬧事、起事，那何不酌

挑羅漢腳入伍並作訓練，既能安撫、管理羅漢腳，又能夠省去調撥的麻煩以及餉

銀的增加，羅漢腳也就無須再四處遊蕩、滋事，這樣的方式於官於民皆有利，可

謂一舉兩得。 

 

嘉慶年間，羅漢腳的數量明顯增加，且民變、械鬥有愈演愈烈之趨勢，而戍

臺班兵之腐化、廢弛，更是無法維持地方的安寧。清廷在這個變亂與騷動頻繁的

社會當中，便實行清莊聯甲、招募游民為鄉勇等政策，以達到多安頓一遊民，即

少激出一亂民之目的，期能達到維持地方治安的效果。 

 

學者林丁國對清莊聯甲有作一解釋。清莊，是指清查莊內不良之徒，但非建

設性的立制；是以清查內部不良份子為目的，並非是對抗外賊的措施。有時清莊

是單獨實行，但為避免清查甲莊而令清查對象逃至乙莊，又經常聯合數莊之保甲

制同時為之，故清莊有時是指「清莊聯甲」，或簡稱為「聯莊」。清莊聯甲的實行，

只是在清查不良份子，也就是清除這些經常聚眾鬧事的羅漢腳，這種消極的驅逐

羅漢腳使之暫時消失的作法，只是治標不治本，若沒有好好安置這些羅漢腳，他

們依舊會繼續擾亂社會安寧。不如就將這些羅漢腳化莠為良，使無業皆為有業，

這樣方能達到其成效。姚瑩就在〈上督撫請收養游民議狀〉中提及當時羅漢腳的

問題，是由於羅漢腳無業可執，所以才會做出不法的行為，因此便主張要收養羅

漢腳，將其收用並授以正業。他也談到羅漢腳是可良、可賊之輩，若放任其胡作

非為，就會成為地方上的禍害，但若是收養而成為民兵，再加以訓練，必定還可

幫官府平亂，有利而無害。若能先實行清莊，再將羅漢腳收編，這些羅漢腳就不

會再成為匪徒，而政府這種「以民治民」的措施，必定會比「以官治民」的效果

還來的好。雖然當時有人上呈此議狀，但政府並未採用，使此良意形成空談，無

法實行。 

 

清代臺灣社會上的羅漢腳會起而作亂，都是有其原因的，政府並不能一昧的

去壓制，而是必須要去找出根本的原因。或許驅逐這些羅漢腳會有一定的成效，

但是羅漢腳也是社會中的一份子，政府不能選擇性的去幫助有需要的人民，相反

的還需要一視同仁。羅漢腳會四處遊走，也是為了生計所致，只要能讓他們有固

定的職業，並安定他們的生活，有朝一日，羅漢腳也會有安身立命、飛黃騰達的

一天。 

(二)、民間社會對羅漢腳的救濟事業 

 

自從清代渡臺限制弛禁後，造成生齒日繁的景象，而清代臺灣的羅漢腳增加

快速，年輕力壯的羅漢腳可以去謀生，但是還有許多無勞動力、生產力，年老貧

苦的羅漢腳無人照顧，此時就得需要民間社會來救助。若只以開墾土地以及依靠



政府收養為民兵，是無法兼顧全部的羅漢腳，因此清代臺灣社會上依舊有許多羅

漢腳無業可執，連生計都成問題，再加上有許多沒有生活能力的羅漢腳，這些羅

漢腳只能流落四處，甚至是去街上向人乞討為生而成為流丐，而有轉死溝壑之

虞。加上當時臺灣社會中家庭組織尚未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家族系統衍生也未

固定，此種社會型態使得血緣性的社會救濟體系難以形成，只能依賴地緣關係互

相濟助，故有許多民間的社會救助事業產生，羅漢腳隻身來到臺灣之後，他們在

臺無家室親屬，會親近的就只是這些同鄉之人，平時大家互相照應，不論是疾病、

死喪，也都會互相幫助，就算是死後斂棺，也是由鄰里主動來幫忙，若是貧窮無

處可歸，鄉里也會救助，並不擔心會被譏笑。可以看出，歷代中國是以濟貧、安

老等項為傳統賑恤的項目，而對於鰥寡孤獨廢疾者之救恤，更是不遺餘力，極富

有博愛的精神。或許是因為行善之後會得到褒獎，致使這些地方人士樂善好施，

但此行善的行為是不容置疑的。雖然當時有嚴重的人口壓力，且人民的生活都很

困頓，而這些富家仍然會伸出援手，對於孤、貧者能不分彼此，可見其當時行善

風氣極盛。 

 

除了使用村里鄉鄰的相助來進行貧困救濟的問題之外，清代臺灣也有為數甚

多的濟貧機構，不過卻都是由政府來獨攬，一直到了乾隆時期之後，民間社會的

士紳殷商，至此才開始被納入臺灣濟貧事業的機制中，這些濟貧機構除賑恤窮民

之外，實隱含著監控社會流離份子之意義。也就是政府欲將這些羅漢腳、流民等

社會游動份子引導進入濟貧機構中，使之固著化，而達到安定社會秩序之作用。 

 

從濟貧機構的設置時間可觀察出，臺灣的濟貧機構在此時期增加不少，這也

代表著這些移墾社會的流民日漸增多，如收容貧老殘疾為主的養濟院、普濟堂，

在乾隆朝以前就有 5所，而嘉慶朝之後所設置的 9所濟貧機構中，貧老救濟也佔

了 5所，而道光以後更私設了 5所丐院，簡言之，棲流所等救濟機構共佔了 10

所之多，顯示出清代臺灣流民、羅漢腳等問題日益嚴重。而養濟院是貧民救助之

最重要的機構，養濟院所收容的對象為鰥寡孤獨及廢疾、貧窮無依、不能自存之

人，但是也有收養流丐，原住民亦可進入，而且還會發給銀兩、衣物以及糧食。 

 

而濟貧機構的增加，除了要收容移民潮中大批的羅漢腳、游民、流丐等之外，

也是因為乾隆年間不斷發生民變事件與流民騷擾有關，乾隆五十一年（1789）在

台灣府城建立的普濟堂，因為林爽文事件的牽連，致使該堂內的窮民受到滋擾而

四處散離。而當時住在附近的十三名老人，被官府認定是林爽文的黨羽，最後還

被拘禁挖出眼珠，等亂平之後查明冤枉，才得以平反，於是官府就為此十三人另

蓋一間收容所，終生收養，自此收留盲者成為定例。 

 

由此事件可以得知，當時羅漢腳所造成的民變、械鬥，禍及許多人民，甚至

影響到這些收容他們的濟貧機構，但是卻因此而造成這些收容機構的增加，如棲

流所、留養院、孤老院等，這些救助機構本是收留一些流民、殘疾、貧病孤老之

人，卻常因地方騷動或是民亂事件，使得棲流所成為乞食寮，而留養院則是受到

破壞而中斷事業。雖然這些社會救助機構常被破壞，但對清代臺灣的社會事業來

說，卻是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隨著清代臺灣社會大量人口的移入、土地開發

的漸次完成，並逐漸形成一個穩定的社會，在發展的過程中，因為有社會救助機

構相繼設立，才能解決羅漢腳社會問題，雖然無法保證能使這些四處流浪的羅漢

腳有所依歸，但卻也幫助了不少的羅漢腳，這是不能否認的，且清代臺灣的救助

事業也成為日據時期社會事業的前身，並為其打下基礎。 

 

三、羅漢腳的社會生活與形象 

（ㄧ）清代臺灣漢人的日常生活 

 

從許多清代臺灣文獻中可以得知當時社會最底層的羅漢腳，他們常常游手好

閒、居無定所，所描述的都是一些很模糊的影像，其實這是可以從臺人的生活情

況當中去推論羅漢腳當時的生活情景。至於他們日常生活的情況，雖然臺灣文獻

中也有提及當時人民的食、衣、住等民生活動以及娛樂活動，但史料中對於「下

層階級」的羅漢腳而言，並未多加著墨，因此為了讓羅漢腳在當代社會的活動更

鮮明與生動，筆者將以清代文獻中的風俗志與地方志為主，期許能從描述臺人的

文獻中去勾勒出羅漢腳在當地社會生活的面貌與輪廓。 

 

由清代臺灣文獻的資料可以得知，當時人民都是以稻米為主食，因為臺灣產

稻且每年兩次收成，因此不論是城市或村莊的人民，都是一日三餐，而多以一粥

二飯。雖說人民的日常飲食都是每日三餐，但貧富之間仍有距離，富家每日三餐，

是以米炊乾者為飯，有時夜加一餐，也都是以魚、肉、雞、鴨為主。而貧民家就

有所不同了，如貧民者，所食的不是炊米而成的稀粥，不然就是雜以普通、廉價

的地瓜來調合稀飯，有些人家甚至只專食地瓜乾而沒有加入米飯，非常節省，而

配菜則是用青菜、醬品來代替魚肉，三餐多是以此來作為裹腹之物。不過若是村

裡有演戲酬神者，則會煮白米飯，並殺雞鴨來做為牲禮，準備得十分豐盛，近鄉

有親朋好友來者，更是留家款待，成為鄉村之間的習俗。 

 

從上述飲食部分可以得知，當時羅漢腳的生活是很節省、儉樸，其實在衣著

方面亦是如此，台地漢人腳穿的是草鞋、布鞋，冬天衣服穿的是棉襖、毛衣，夏

天則是穿一件單薄的罩衫，因此在當時羅漢腳所穿著的服飾應該與其相差不遠，

而當時並無盛行交通工具，因此文獻大多都是以「赤腳終生」來形容羅漢腳。這

些貧窮的人家都只用粗葛來當衣服的布料，像農家們就會著短衣、短褲來進行耕

種的工作，看來人民穿著都十分簡單，而會有此種穿著應該是為了適應臺灣的氣



候所致。 

 

羅漢腳為了生計在外面辛苦、奔波，當然是希望辛苦過後能有一個可以讓自

己休息、庇護之處，而從文獻中發現，台灣各地的居處的建材、形式都相差不遠，

如《彰化縣志》所述：「築室規模，與泉、漳相似。城市地狹，尤尚層樓，與內

地同。惟村莊貧民，結茅為屋，範士為牆，編竹為垣，則猶存古樸之風。」以上

敘述說明了因內地人民渡海來台的因素，使得台灣建築的規模與泉、漳十分相

似，這些羅漢腳運用他們在家鄉的建築技術，到台灣之後也將此建築方式帶進來。 

 

當時的房屋除了居住的用途之外，其實還需要顧慮到安全的問題，清代台灣

社會的民變、械鬥頻仍，使得人民必須要保護自己的莊園，他們在拓荒開墾之時，

時常會受到番人的騷擾，為了安全之虞，大家便會聚集一處形成村落，來抵擋這

些番人。所以在外環之外用土塊圍成牆，稱做「堡」，而在澎湖此地因為近海，

所用的材料皆是海中鹹氣所結之老古石，又稱做「澳」，這些堡、澳等建築都是

因社會動亂所產生的因應措施。當然上述指的都是一些安分的羅漢腳所居住的房

舍，另外有部分的羅漢腳，不安於己分，到處滋事鬧事，他們所居住的就不是這

些鄉村之屋，有些不安分的羅漢腳平時不工作，不但衣、食成了問題，就連住處

也都是隨處找個地方棲身，例如：早年的仙公廟、福德宮、大眾爺、有應公廟、

萬善祠等，都是羅漢腳的棲身處，有些還窩在一些廟裡的神像腳下，而這也是「羅

漢腳」這個名詞產生的原因之一。 

 

（二）重繪羅漢腳的形象 

「羅漢腳」，每個人對此名詞都有其不同的定義，不論是對官府或對百姓來

說，因為著眼點的不同，兩者的認知就有不同的解釋。在清代臺灣史的文獻中，

記載著許多與羅漢腳相關的紀錄，不過根據這些資料來研究卻可以發現，羅漢腳

在官方的文獻當中，通常都被視為動亂的一份子，甚至與民變、械鬥劃上等號，

治史者有時更誇大了他們在社會安定這一方面的破壞性，但是卻忽略了他們在其

它方面的表現，因此羅漢腳就在這種負面的引導之下，就被塑造成負面的形象。 

 

這些羅漢腳來到臺灣本來是想要找尋工作的機會，沒想到因為人口增加太

快，人民無法維持生計，在吃不飽、穿不暖的情形之下，羅漢腳鋌而走險去為非

作歹就成為必然的結果，從此官方的文獻上就會紀錄羅漢腳的惡行。當時官方所

認為的羅漢腳，都是一些不安本分、武斷一方的游民，甚至還把羅漢腳與四川的

嘓嚕匪犯視為同類型的人，就在清廷的這種負面觀念之下，文獻中的「羅漢腳」

其實已經等同於當時的「亂民」、「匪丐」。因此當時常有人將羅漢腳視為「流丐」，

究其原因就是外在形象的問題。 

 

對於官府來說，羅漢腳是動亂的根源，也是亂民；對百姓而言，羅漢腳更是

騷擾社會的賭蕩之徒、小流氓，因此官府與百姓對羅漢腳是十分反感。不過從清

代臺灣各地方志對羅漢腳的記載上看來，羅漢腳的行為似乎沒有這麼惡劣，有些

地方志甚至還提到羅漢腳的正面貢獻。 

 

像羅漢腳這類的人物，雖然喜好賭博，無所事事、遊手好閒，有時還會參與

民變、械鬥等變亂事件，並且在社會秩序與風氣上產生了不良的影響。但是有部

分的羅漢腳也會參與生產工作，前文有提及這些內地民人之所以來到臺灣，是為

了求生存，所以才渡海來到此地開墾拓荒。可是並非所有的人民都這麼幸運，都

可以加入開墾的行列，部分的人民在找不到工作之後，就成為了沒有固定職業的

游民、羅漢腳，但是他們並不會去為非作歹，有時這些羅漢腳也會擔任臨時性質

的僱傭工作，由此可知羅漢腳是具有從事勞動、生產的能力，並非寄生於社會。 

 

雖然羅漢腳在社會上的刻板印象是負面的，但是卻可以從他們的日常生活當

中發現，羅漢腳也是有其正面貢獻的；例如他們是土地開墾的先鋒，當時的游民，

也就是所謂的「羅漢腳」，他們經由吳沙的募集，進入噶瑪蘭地區開墾，才能使

得宜蘭地區得到相當程度的開發。所以說羅漢腳在清代臺灣社會是當時相當重要

的勞動力來源，若不是有這些羅漢腳來開墾土地，宜蘭地區甚至是臺灣地區的土

地的開發可能會變的十分遲緩。 

 

除了土地開墾之外，羅漢腳也是漢番融合的功臣，當時這些羅漢腳在平地找

不到開墾的土地後，就往深山移動，並時常在漢番之界開墾，與平埔族人為鄰，

因此羅漢腳已成為漢人墾闢內山的先驅，他們因熟悉細耕技術，所以常常在平埔

族人粗耕後所放棄耕種的土地上，引水耕種、耕種水稻，最後這些平埔族還受到

漢人羅漢腳的影響，進而也耕種水稻，但是平埔族人還是無法熟悉耕種水稻的技

術，必須依賴漢人，使得這些平埔族人必須僱用漢人，或者是將番地放租給漢人。

長久之下，這些漢化的平埔族與漢人的接觸愈來愈頻繁，而羅漢腳也將漢人文化

傳入，最後平埔族人還接納羅漢腳並將其招為女婿，因此羅漢腳的加入也加強了

兩者之間的了解與認識。 

 

我們可以從羅漢腳的日常生活中，看出羅漢腳的生活是十分節儉的，也了解

到他們會影響到臺灣社會治安並非蓄意作亂，而是生計受到壓迫不得已。至於他

們的休閒生活，也可以得知因為他們都是臨時工作性質的緣故，使得他們沒有固

定工作，因此沒事賭博，造成好賭成性，才會讓當時社會盛行著賭博之風。不過

了解羅漢腳是如何謀生之後，才能知道他們對社會上的貢獻，像是土地開墾、或

者是提供主要勞動力的來源，這些都是他們對清代臺灣社會的貢獻，實在是不可

忽略，或許我們應該用一種更寬廣的角度來看待才公平。 

 



結語 

羅漢腳會引發社會問題的原因，最重要的是羅漢腳因為無業可執，造成生計

的困難，因此才會四處游走，引發動亂。而政府發現到這個現象後，就實行班兵、

清莊聯甲等政策，不但收養民兵，授以正業，還加以管理；而民間社會也增設了

許多濟貧機構來收容這些羅漢腳，如養濟院、普濟堂等收所，這些措施都是在安

頓游手好閒、無所事事的羅漢腳。 

 

羅漢腳與民變、械鬥的關係十分密切，其實也可從他們的日常生活看出，《噶

瑪蘭廳志》中有敘述：「台灣一種無田宅、無妻子、不士、不衣、不工、不賈、

不負載道路，俗指為羅漢腳。嫖賭、摸竊、械鬥、樹旗、靡所不為。曷言乎羅漢

腳也？謂其單身，遊食四方，隨處結黨，且衫褲不全，赤腳終生也。」 

當中描述羅漢腳衣著破爛、衣衫不整、赤腳行走，這些都可看出羅漢腳在清代臺

灣社會當中是過著貧民階層的生活，因此可以從臺灣地方志與風俗志中找出屬於

羅漢腳的生活情況。從食、衣、住三方面可以得知，羅漢腳過著很儉樸的生活，

吃的不是稀飯，就是地瓜，從衣著來看，也是單薄的衣服、罩衫或者是棉襖，居

住的地方，因為受到內地人民移民來臺的影響，多與漳、泉之地相似。 

 

羅漢腳對臺灣社會秩序產生極大的破壞與影響，是社會上的小流氓，也是動

亂的根源，或許他們對社會秩序的破壞遠大於維持，但是依舊不能否認其貢獻，

或許羅漢腳造成許多民變與械鬥，但是若他們卻是土地開發的先鋒，也是族群融

合的中介者。或許官方與民間對於羅漢腳都有著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但是在論

及功與過的過程中，是否更要去注意其客觀性。不管在看待任何的人、事、物，

都有其正反兩面，對羅漢腳而言亦是如此，若用更客觀的角度來看待他們，其實

視野會更加寬廣。 

 

那羅漢腳到何時才完全的消失，早在清廷在治理臺灣時，本是採取消極的人

口政策，禁止閩粵人民渡海來臺，使得當地的移民必須經由偷渡的方式來臺，縱

使禁令嚴格，但是人民為了生計，還是不畏艱難，所以從清初開始，一直有人民

從內地來到臺灣，從未間斷過。而海禁政策到了 1875 年才被廢止，兩地之間依

然有人口上的流動產生，不過，甲午戰爭後，滿清割讓臺灣給日本，臺灣就在日

本的嚴格管理之下，杜絕了所有內地的移民，此時，才結束了這場延續一、二百

年的「羅漢腳」移民潮。而臺灣的羅漢腳的問題也在此告一段落。 

 

日據時期，羅漢腳是真的消失了，但是「羅漢腳」這個名詞卻還是存留在我

們現在生活的社會中，「羅漢腳」這個特殊歷史現象的發生，與臺灣移墾社會有

極大的關係。那麼當時間已經推移至現在，我們對這個名詞的解讀又是什麼？或

許前一代的羅漢腳已經消失了，但「羅漢腳」的這個名稱卻沒有被現在的台灣社

會所遺忘，只不過它的定義卻變的更狹隘而明確，是專指「沒某的男人」，並非

完全是前代所指的那種無田宅恆產、無固定職業的單丁獨漢。雖然現代的社會與

清代臺灣社會對羅漢腳的定義還是有部分的重疊，但是它已從輕視的意味轉變成

有趣的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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