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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一學期「台灣史料專題」期末報告 

田寮「南北」之研究：以 1950年代前後田寮鄉區域整理為例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二 余秉翰 

授課教師：陳文松 教授 

 

壹、緒論 

高雄州岡山郡の行政區域に編入された元旗山郡下の田寮庄は耕地面積三百甲人口九

千人を算し庄豫算は一萬三千圓內外であるが岡山郡としては同庄の發達を期する先

決問題として交通の利便を圖らねばならぬので、昭和九年度には岡山より同庄に至る

道路開鑿を決行する計畫である、因みに豐澤郡首は六日同庄の初巡視をなした1 

觀《臺灣日日新報》，可知 1932 年，原本隸屬於高雄州旗山郡的田寮庄，改隸於

岡山郡之下。同時，報導當中也提到，田寮庄若要蓬勃發展，則須加強其對外的

交通設施。 

  實際上，若翻閱《續修田寮鄉誌》，可以看見李溪泉先生於 1960 年寫成的〈田

寮歌〉，如此敘述上述之行政區域變革：「請問田寮是多遠。就是兩山的中央。原

屬旗山的管內。為著交通中有碍。所以管轄著要改。改隸岡山合應該。卜去田寮

是真遠。」2 由此，可得知李溪泉先生對於 1932 年田寮庄由旗山郡改隸於岡山

郡此一事件，認為與交通便利與否有關。而「交通中有碍」的具體實情為何？目

前未能找到有關此次行政變革的歷史檔案加以解釋。然而上述報導與〈田寮歌〉

當中，都可以看到對外交通對於田寮乃為至關重要的因素，而一地若對於對外交

通存有高度依賴性，該地的發展應該也與外地存有高度連結。換言之，田寮庄的

發展基礎，可視作建立於與外地的連結之上。 

  另一方面，今日的高雄市田寮區，與 1932 年的「田寮庄」並非完全相同的

行政區域。實際上，今日的田寮區，在清代乃分屬於臺灣縣「崇德東里」與鳳山

縣「嘉祥內里」；日治時期 1901 年則隸屬於蕃薯寮廳，分為「古亭坑區」與「田

寮區」；1909 年改隸屬於阿緱廳，同樣分為「古亭坑區」與「田寮區」；直至 1920

年實行州制，兩區才被併高雄州旗山郡為「田寮庄」，今日田寮區的雛形乃得以

出現；戰後 1945 年，「田寮庄」改稱高雄縣田寮鄉，1952 年，尖山村從田寮鄉劃

出，劃入燕巢鄉（今高雄市燕巢區）。3 自此，田寮鄉才與今日田寮區的行政區域

完全吻合。由上述行政變革可知，「田寮」之所以作為「田寮」，並非理所當然之事。 

 
1 〈田寮庄開發は先づ道路から岡山郡で計畫を樹つ〉，《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12 月 7 日，第

3 版。 
2 沈同順總編輯，《續修田寮鄉誌》（高雄縣：高縣田寮鄉公所，2014），頁 333。 
3 沈同順總編輯，《續修田寮鄉誌》，頁 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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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高雄州田寮庄區域範圍（橘色區塊）。紫線為崇德東里、嘉祥內里界線，綠線為尖山村範

圍。（來源：中研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

ca.edu.tw/gis/twhgis/），最後檢索日期：2020 年 12 月 22 日。） 

 

  由此，應該如何看待「田寮」？《高雄市田寮區文史調查報告論文集》當中，

曾子容〈田寮與外地之間的貿易網絡〉一文，藉由口述訪談，曾經點出當地民眾

對於「田寮」有南北之分，並且提到田寮與阿蓮、旗山、岡山之間的密切關係。
4  李怡瑩〈惡地田寮的古今穿越──以田寮的交通初步探索為中心〉，當中提到

高速公路經過田寮以前，184 縣道為重要交通路徑。5 該道為東西向，而在該文

當中，則未見到田寮有重大南北向幹道，亦即田寮南北交流不甚發達，似乎再次

印證田寮有南北之分。不過，現今田寮區一地未有南北二地之行政劃分，那麼田

寮南北二分的範圍、形塑南北田寮的原因，以及南北田寮的「分隔情形」為何？

適逢現存有關 1952 年尖山村由田寮鄉劃為燕巢鄉以前的戰後公文書檔案，以及

1950 年有關田寮鄉分為「田寮鄉」、「崇德鄉」二鄉意見書，本文以此二公文書作

為基礎，試圖釐清以上問題，具體理解田寮「南北」之別為何。 

 

 

 

 
4 曾子容，〈田寮與外地之間的貿易網絡〉，陳文松編，《高雄市田寮區文史調查報告論文集》（未

出版，2020），頁 1-16。 
5 李怡瑩，〈惡地田寮的古今穿越──以田寮的交通初步探索為中心〉，陳文松編，《高雄市田寮區

文史調查報告論文集》（未出版，2020），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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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尖山村劃入燕巢鄉始末 

  1952 年尖山村由田寮鄉劃出，劃入燕巢鄉，其過程由《田寮鄉志》記載如

下： 

舐犢情深、斷腕之痛──憶尖山歸燕往事 

  尖山村位於本鄉正南端，相鄰燕巢鄉，所轄為一七一戶，人口一，〇二五人，於民

國卅八年間台灣省政府 38.8.5 府綱甲字第四五〇九七號代電頒發本省鄉鎮區區域整理辦

法，而尖山村部份村民以繳納田賦（實物）及領配肥料等不便為由連結蓬萊營利糖廠，

向高雄縣議會陳情提起歸屬燕巢鄉之議。 

  民國卅八年九月間朱鄉長天求暨鄉內機關首長、村長、代表等卅餘人向台灣省政府

民政廳陳情反對歸屬燕巢鄉之議，又本鄉第三屆鄉民代表會第三次定期大會，及有關在

尖山村內土地農戶二五七戶積極反對，暨民國四十年五月三日本鄉鄉民代表會主席、鄉

長等再度陳情，其後林代會主席路田、吳暫代鄉長慈、黃大同村長為宗、李鄉民代表聯

標等聯袂參加高雄縣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極力說明不可歸屬之理由，但同意尖山村歸

屬燕巢鄉之議，仍然在該次會議議決通過，致使陳情「功虧一簣」殊屬遺憾！ 

  依高雄縣政府肆零亥感民行字第三二〇二一號代電稱：該鄉尖山村劃歸燕巢鄉轄乙

案，經奉台灣省政府肆拾酉感府綱甲字第九七五六六號代電以「查該縣田寮鄉尖山村暨

經該縣議會議決劃歸燕巢鄉轄准予照辦」，應自民國四十一年一月一日起歸屬燕巢鄉轄。

遂於民國四十一年一月十日正式辦理移接。從此，該村歸屬燕巢鄉統轄矣！6 

由上方引文可知，1949 年尖山村以「繳納田賦（實物）及領配肥料等不便」作為

理由，提出歸屬燕巢鄉之議案，而在若干人的反對之下，經高雄縣議會表決，最

後仍然通過尖山村劃為燕巢鄉之議案，並於 1952 年 1 月 10 日正式劃歸。自 1949

年至 1952 年這段期間，該議案曾由田寮鄉民各持正反意見討論，而如此風波之

源頭，則須回溯戰後初期的鄉鎮行政區域調整一事。 

  1946 年，高雄縣參議會陳崑崙參議員曾提出「請調整鄉鎮改編行政區域」一

案，理由如下： 

現下鄉鎮行政區域乃民國八年日政府時代制定之遺物當時制定區域之要素以人口、面

積、財源為標準以致一鄉有行政上、交通不便之處而且至今已閱二十七年之久人口大有

異動產業大有變化、高雄縣一部份被高雄、屏東兩市劃併隣接鄉鎮感覺過狹以致鄉政推

進困苦殊多為顧全鄉政推行並免受苦、地方民眾請改編鄉鎮區域。7 

從陳崑崙參議員的提案，可看見時人對於當下之行政劃分，有不合時宜，待重新

 
6 李委編，《田寮鄉志》（高雄縣：田寮鄉公所，1986），頁 44-45。 
7 「請調整鄉鎮改編行政區域」，收錄於《臺灣省高雄縣參議會第一屆第三次大會提案彙編》（高

雄縣：臺灣省高雄縣參議會，1946），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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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之意見。該提案「請縣政府建議長官公署調查改編」，也獲得「通過，請縣

政府統籌辦理」之回應。實際上，高雄縣參議會提出重新劃分鄉鎮行政區域一事，

應非個案，而是全臺通有之聲音，因為在 1949 年 8 月 5 日，臺灣省政府便頒發

《臺灣省鄉鎮區區域整理辦法》，條文如下： 

第一條：臺灣省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劃清鄉鎮區界域（山地鄉除外），以利地方自治

實施起見，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鄉鎮區現有區域，除有左列情形之一應即加以整理外，8其界域分明於自治設施

未有不便者，免予變更： 

（一） 界域不清者； 

（二） 區域太不整齊及地形或畸或狹於自治事業之推行甚為不便者； 

（三） 現有區域與天然形勢抵觸過甚，交通困難者； 

（四） 有其他特殊情形者。 

第三條：鄉鎮區域界線，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依左列標準劃分之： 

（一） 山脈之分水線及丘阜之頂點； 

（二） 路巷河溝之中心線； 

（三） 有永久性之關隘堤塘橋梁及其他堅固建築物可為界線者。 

第四條：鄉鎮區域之整理依左列各款之規定： 

（一） 劃界：鄉鎮區劃界有不清者，除有特殊情形外，應照第三條之規定劃分界線； 

（二） 釐正：將毗連各鄉鎮區邊界交錯之地劃歸整齊，勿使參差； 

（三） 互換：為管轄及地形上之便利，將毗連各鄉鎮區地段，互相更換一部分或數部

分； 

（四） 分併：土地遼濶或過狹，人口過多或過少之鄉鎮區，視其情形分列劃分或歸併，

以便管理。 

第五條：各縣市政府應於本辦法頒行後一個月內將所屬各鄉鎮區域切實查明，分別應否

整理、詳細列表呈報本府查核（表式附發），其須整理者，應即擬訂整理方案，徵詢有關

鄉鎮區民意後專案呈報本府核准施行。 

第六條：整無鄉鎮區區域，得由有關鄉鎮區協議決定，如須履勘者，應由該管縣市政府

委派專員會同關係各鄉鎮區公所實地履勘後再設定界限，連同圖說呈請本府核定，無須

履勘者，即由該管縣市政府擬定報請本府核定之。 

第七條：鄉鎮區區域改訂後，應即於主要地點樹立明顯堅固之界線，並繪其區域界詳圖

三份呈送本府備查。 

第八條：鄉鎮區域改定後，原有之戶口賦稅文卷簿冊與官產公產學校局所慈善機關以及

名勝古蹟古物等項，應一併隨地移轉管轄，惟人民之執業權則仍其舊。 

第九條：本辦法自頒發之日施行。9 

 
8 當時法規公告於公報，為由右至左書寫，因此「左列」即為「下列」之意。以下「左列」二字

均為「下列」之意，不再贅述。 
9 臺灣省政府，〈為頒發本省鄉鎮區區域整理辦法暨附表希即遵照辦理〉，《臺灣省政府公報》，卅

八年秋字第三十三期（1949），頁 476-477。 

- 107 -



5 

 

在法規頒發以後，尖山村的居民隨即提出將尖山村劃歸燕巢鄉之議案。此一動作

僅可在《田寮鄉志》記載當中尋得，目前未能找到對應的歷史檔案加以驗證。不

過在 1949 年 10 月臺灣省高雄縣政府與臺灣省政府民政廳之間的公文書當中，可

見反對方於 9 月 26 日的陳情書內容。陳情書當中，除了事主尖山村以及鹿埔村

未連署以外，田寮鄉各村頭人以及鄉長等重要地方人士皆連署反對尖山村居民的

提案。10  

 

表一、1949 年 9 月 26 日田寮鄉反對尖山村劃入燕巢鄉陳情書連署者。 

身份 姓名 

狗氳氤巡邏區監督 何王 

田寮鄉鄉長 朱天求 

田寮鄉代表會主席 包建置 

田寮國民學校校長 潘堯舜 

水蛙潭派出所警員 鍾坤 

崇德國民學校校長 曾天鳳 

崇德村村長 朱喜 

西德村村長 鄭登舜 

田寮鄉代表 吳再慶 

狗氳氤派出所警員 許廣 

南安老派出所警員 蔣順隆 

村幹事 蔡玉麟 

七星村村長 洪春錦 

村幹事 朱連春 

三和村村長 潘子義 

田寮鄉副鄉長 吳慈 

田寮鄉合作社理事主席 丁清奇 

田寮鄉鄉民代表 黃瑞泰 

田寮鄉鄉民代表 李文彬 

村幹事 潘鳳 

新興村村長 包慶義 

田寮村村長 李歹 

大同村村長 黃為宗 

南安村村長 廖逢源 

田寮鄉鄉民代表 柯順和 

 
10 〈電復本縣田寮鄉區域整理報告表〉（1949 年 10 月 17 日），《臺灣省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

檔案管理局藏，A375000000A/0038/0117.2/0016/0002/023。〈電復高雄縣田寮鄉區域整理報告

表由。〉（1949 年 10 月 26 日），《高雄市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A383000000A/0038/a117.2.2/01/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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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參議員 朱萬成 

田寮鄉鄉民代表 林治 

田寮鄉鄉民代表 曾丁成 

田寮鄉鄉民代表 黃禹分 

田寮鄉鄉民代表 朱昆 

來源：〈電復本縣田寮鄉區域整理報告表〉（1949 年 10 月 17 日），《臺灣省政府》，國家發展委員

會檔案管理局藏，A375000000A/0038/0117.2/0016/0002/023。〈電復高雄縣田寮鄉區域整理報告表

由。〉（ 1949 年 10 月 26 日），《高雄市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A383000000A/0038/a117.2.2/01/01/011。。 

 

  該陳情書逐點說明反對意見，共有六點意見： 

  一、田寮四界原本均以自然地理清楚劃分，東有烏山、西有大崗山、北有灣

崎溪、南有阿公店溪，而尖山村與田寮鄉其他村莊則未有明顯天然地理區隔，若

分出田寮，田寮鄉界線將難以分明，無法達及《臺灣省鄉鎮區區域整理辦法》第

七條所提之「鄉鎮區區域改訂後，應即於主要地點樹立明顯堅固之界線，並繪其

區域界詳圖三份呈送本府備查。」 

  二、若尖山村劃出田寮，劃入燕巢，則須經過繁複的地籍簿整理等行政程序，

恐有違背《臺灣省鄉鎮區區域整理辦法》第六條「整無鄉鎮區區域，得由有關鄉

鎮區協議決定，如須履勘者，應由該管縣市政府委派專員會同關係各鄉鎮區公所

實地履勘後再設定界限，連同圖說呈請本府核定，無須履勘者，即由該管縣市政

府擬定報請本府核定之。」之規定。 

  三、（甲）尖山村耕地所有者約有三分之二屬於非尖山村之田寮鄉鄉民，若

尖山村割出，將影響田寮鄉農民之耕地面積。（乙）田寮鄉本無經濟中心點，因

此尖山村以燕巢鄉為經濟市場，亦無需特地分割出去。 

  四、尖山村若劃於燕巢，田寮鄉農民持有尖山村土地者，於賦稅與領取肥料

之時，將要到達燕巢才能辦到。另外，反對者亦以新興村已設有田寮鄉合作社辦

事處為由，認為尖山村村民「繳納田賦（實物）及領配肥料等不便」之理由為無

理。 

  五、反對者認為新興村已初設國民學校，並且皆離尖山村、燕巢鄉不遠，「既

能到燕巢亦無不能到新興之理由」。 

  六、田寮鄉財政困難，若將尖山村劃出，財政恐更為拮据。 

  其中，第三點之乙點，便點出田寮鄉發展對於外地高度依存的事實： 

本鄉內現有経済狀況、是沒有経済中心地点因住家散在交通四至他鄉如新兴大同村属岡

山鎮、崇德、西德、三和、南安等村属阿蓮鄉古亭、鹿埔等村属旗山鎮為経済市場所関

- 109 -



7 

 

尖山村属燕巢鄉為経済市場、亦無奇跡若以経済市場本位劃歸鄉鎮區域者本鄉應以四肢

分散劃歸他鄉鎮陷於廢鄉之境11 

此點意見之陳述，雖認為田寮不應因經濟市場被分割成若干區塊，然而其述說田

寮依賴岡山、旗山、阿蓮、燕巢等地以維持經濟生活，卻也是間接表示田寮鄉於

經濟發展上「四肢分散」之事實。由此，尖山村村民以燕巢作為經濟維生中心，

其實也不難理解其村居民欲劃歸燕巢，「人在田寮心在燕巢」的心態。 

  1949 年 9 月 26 日的反對意見書提交給省政府民政廳，民政廳責成高雄縣辦

理，高雄縣政府則以「田寮鄉原属貧困地區、惟独所轄尖山村稍称富庶、如果劃

歸燕巢鄉轄、則於自治設施固較便利、然对田寮鄉経済不無影响、故權衡利害、

仍以維持現狀為宜」，12 採納田寮鄉反對者的意見，而不採以尖山村村民之提案。

然而，此事並未就此平息，尖山村村民於 1950 年 8 月以〈為重申陳情擬請政府

將尖山村劃帰燕巢鄉治理事〉一紙陳情書，送交給臺灣省參議會，該陳情書再次

以地理交通，陳述尖山村與田寮鄉之疏遠，以及與燕巢鄉之密切關係。13 值得注

意的是，該陳情書連署者為尖山村村長何利、副村長陳王首，以及田寮鄉鄉民代

表郭來成。其中，郭來成為尖山村蓬萊糖廠總經理，14 從此便不難理解為何《田

寮鄉志》以尖山村村民「連結蓬萊營利糖廠」述說此段往事。 

 

 
11 〈電復本縣田寮鄉區域整理報告表〉（1949 年 10 月 17 日），《臺灣省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

檔案管理局藏，A375000000A/0038/0117.2/0016/0002/023。〈電復高雄縣田寮鄉區域整理報告

表由。〉（1949 年 10 月 26 日），《高雄市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A383000000A/0038/a117.2.2/01/01/011。 
12 〈電復本縣田寮鄉區域整理報告表〉（1949 年 10 月 17 日），《臺灣省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

檔案管理局藏，A375000000A/0038/0117.2/0016/0002/023。〈電復高雄縣田寮鄉區域整理報告

表由。〉（1949 年 10 月 26 日），《高雄市政府》，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A383000000A/0038/a117.2.2/01/01/011。 
13 〈高雄縣尖山村村長何利等請將該村劃歸燕巢鄉等相關函件〉，《臺灣省參議會檔案》，中央研

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臺灣省諮議會共有，001_11_200_37066。 

14 吳文興、黃丁榮、謝金波編，《高雄地區大觀》（高雄市，蔣金聰出版，1949），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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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為重申陳情擬請政府將尖山村劃帰燕巢鄉治理事〉陳情書。（來源：〈高雄縣尖山村村長

何利等請將該村劃歸燕巢鄉等相關函件〉，《臺灣省參議會檔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臺

灣省諮議會共有，001_11_200_37066。） 

 

  而〈分割的區域發展──以高雄縣燕巢鄉為例〉一文，除了就以上檔案進行

史料分析，也在地方口述訪談當中，聽到另外兩種說法：一為尖山蓬萊糖廠，為

了獲取燕巢鄉更多的原料採收區域，乃聯合尖山村民提出劃歸燕巢之提案。二為

時任田寮鄉鄉長朱天求、高雄縣參議員朱萬成均出生「北田寮」，為了確保選舉

勝利，乃支持「南田寮」的尖山村被劃出田寮鄉。15 就第一種說法，當時蓬萊糖

廠，於 1949 年《高雄地區大觀》當中，確實留下「交通較為不便的燕巢鄉一帶，

如能割分於該公司則該公司於不久的將來，在工廠設施及生產方面，定有長足的

發展」之紀錄，16顯示該糖廠確實冀望獲得燕巢鄉的原料採收區域。 

  至於對於第二種說法，即便現今訪問田寮地方人士，亦能聽到如此敘述。17 

然而，就以上史料而言，便清楚顯示朱天求、朱萬成兩人，乃反對尖山村劃入燕

巢鄉。田寮鄉前鄉長石天號也曾言：「其實尖山村歸入燕巢並不是南北田寮選舉

競爭上的問題，現在大家都這麼認為，這樣對朱萬成先生實在是天大的冤望。」
18 

  第二種說法儘管看似有誤，然而為何可以流傳至今？以及流傳說法之地域是

 
15 蘇偉晉，〈分割的區域發展──以高雄縣燕巢鄉為例〉（國立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頁 183-184。 
16 吳文興、黃丁榮、謝金波編，《高雄地區大觀》，頁 176-177。 
17 吳修廉、賴羿蓁、謝佩芳、王詳閔、余秉翰採訪，於聖府宮，2020 年 11 月 17 日訪問聖府宮

陳東漢先生紀錄。謝佩芳、余秉翰採訪，於龍鳳寺，2020 年 12 月 17 日訪問田寮國中劉平祥

退休主任。 
18 呂順安主編，《高雄縣鄉土史料》（南投市：省文獻會，1994），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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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分布於「南田寮」，因為「南田寮」的居民對於「北田寮」的朱萬成沒有太多

好感，因而誕生的「栽贓之言」？19 本文之完成囿於時間，未能同時廣泛訪問南

北田寮之耆老，此為將來若要繼續深入研究之一道課題。不過即便上述問題一時

之間無法解答，南北田寮之說仍然值得關注。因為田寮的南、北之分，可以說是

確切存在的，也才能夠讓在地居民可以依此廣傳朱萬成的選舉傳言。 

 

參、田寮鄉二分之議論 

  實際上，田寮南、北之分亦可清楚見於高雄縣議會表決尖山村劃入燕巢鄉之

會議記錄當中。1951 年高雄縣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當中，提出「准高雄縣政府

電送岡山區田寮鄉尖山村分併意見書一份提請審議案」，並以二十六票比十票之

懸殊比例通過尖山村劃歸燕巢鄉一案。20 其中，議事錄留有〈尖山村劃歸燕巢鄉

意見書〉，於第一點第二項當中陳述以下意見： 

在田寮鄉出席人士分為北田寮南田寮及尖山村三方意見（一）北田寮人士主張田寮鄉原

來經濟貧弱將尖山村併入燕巢鄉者田寮鄉經濟絕難維持表示反對。（二）南田寮人士原來

係主張田寮鄉地域遼濶人家散在山川狹疊交通不便影响政令推行至巨應將田寮鄉分為

田寮（所謂南田寮）崇德（所謂北田寮）二鄉（經有陳情在案）尖山村係屬南田寮部份

故南田寮人士為顧及將來達成分相關係反對尖山村併入燕巢鄉主張將田寮鄉分為鄉較

為合理。（三）尖山村人士之意見者係依照陳情書陳情事情極為希望併入燕巢鄉。21 

議事錄的意見當中，可以看見議會將田寮鄉至少分成三派看待：一派是尖山村村

民，亦即欲劃歸燕巢鄉者，另一派則是反對尖山村劃出田寮者，惟可再分為「北

田寮」、「南田寮」兩派。「北田寮」此派的反對理由與 1949 年 9 月 26 日陳情書

第六點意見相仿，容易理解。「南田寮」則因為欲將田寮鄉一分為二，因此不願

割捨屬於「南田寮」的尖山村。關於「南田寮」一派的說法，可在 1950 年 7 月

31 日的〈建議分鄉陳情書〉當中看見。22 

面積迺廣人口漸々集中南北、生產亦分南北發展、使之中部虛微行政上益見困難、尚且

地勢上交通上亦南北各線與中心因山川狹疊漸变阻難、現在雖在図上鄉公所可謂中心但

是實際行政上已失去中心之條件、若是遷在南部者因面積廣大、交通不便使北部鄉民、

極為不便、遷於北部亦感如是、不可左、不可右、遷於崗山頭（西边）不如廢鄉劃分歸

 
19  朱萬成出身於田寮鄉三和村，朱天求出身於田寮鄉崇德村，此二村莊於地理分布偏向田寮北

部。參見：沈同順總編輯，《續修田寮鄉誌》，頁 421。 
20 「准高雄縣政府電送岡山區田寮鄉尖山村分併意見書一份提請審議案」，收錄於《高雄縣議會

第一屆第二次大會議事錄》（高雄縣：高雄縣議會，1951），頁 49。 
21 「准高雄縣政府電送岡山區田寮鄉尖山村分併意見書一份提請審議案」，收錄於《高雄縣議會

第一屆第二次大會議事錄》（高雄縣：高雄縣議會，1951），頁 49-50。 
22 〈高雄縣田寮鄉陳倭、高雄縣參議會議長陳崑崙建議政府將田寮分鄉等函件〉，《臺灣省參議會

檔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臺灣省諮議會共有，001_11_200_3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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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蓮、燕巢、二鄉、在天然地理上亦不可能實無法可施。23 

從陳情書可以知道，田寮鄉因為河川、山丘形成天然地形南北阻隔，致使兩地居

民的生活亦以南北兩端發展為趨勢。而當時鄉公所儘管位於田寮鄉中部，然而正

因為地形隔閡，造成無論是北田寮、南田寮的居民，要到達鄉公所皆有所不便。
24 有鑑於此，陳請者考量各種因素，擬將田寮鄉試圖做均質平等劃分，將其分成

「田寮鄉」與「崇德鄉」，如下表所示。 

 

表二、〈建議分鄉陳情書〉分鄉後預想比較表。 

 田寮鄉 崇德鄉 

面積 41.65 平方公里 42.5096 平方公里 

村別 田寮村、七星村、新興村、尖

山村、大同村、南安村 

崇德村、西德村、三和村、古

亭村、鹿埔村、南安村（一部） 

戶數 1147 戶 935 戶 

人口 7556 人 6319 人 

負擔戶稅半年額 18778.4 元 14753.65 元 

警察 南安老派出所、水蛙潭派出所 狗氳氤派出所、古亭坑派出所 

學校別 田寮國民學校、新興國民學校 崇德國民學校、古亭國民學校 

糖廠 蓬萊糖廠 隆昌糖廠 

來源：〈高雄縣田寮鄉陳倭、高雄縣參議會議長陳崑崙建議政府將田寮分鄉等函件〉，《臺灣省參

議會檔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臺灣省諮議會共有，001_11_200_37073。 

 

 
23 〈高雄縣田寮鄉陳倭、高雄縣參議會議長陳崑崙建議政府將田寮分鄉等函件〉，《臺灣省參議會

檔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臺灣省諮議會共有，001_11_200_37073。 
24 田寮鄉公所的設置，追溯至日治時期，1920 年田寮庄役場設於古亭坑，1926 年遷至外冬羔納，

戰後初期鄉公所位置維持原地，即〈建議分鄉陳情書〉所言之鄉公所位置，直至 1954 年，田

寮鄉公所方才遷移至崗山頭。參見：吳進喜，施添福作，《高雄縣聚落發展史》（高雄鳳山市：

高縣府，1997），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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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建議分鄉陳情書〉。（來源：〈高雄縣田寮鄉陳倭、高雄縣參議會議長陳崑崙建議政府將田

寮分鄉等函件〉，《臺灣省參議會檔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臺灣省諮議會共有，

001_11_200_37073。） 

 

 
圖四、田寮鄉劃分為二之構想圖。（來源：〈高雄縣田寮鄉陳倭、高雄縣參議會議長陳崑崙建議政

府將田寮分鄉等函件〉，《臺灣省參議會檔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臺灣省諮議會共有，

001_11_200_3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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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如高雄縣議會議事錄所示，分鄉乃是「南田寮人士」的意見。不過，若只

看對於田寮南北隔閡之描述，陳情者有可能是北田寮人也可能是南田寮人，並不

足以解釋此份陳情書由南田寮者所為。為此，還需要檢視陳情書為何人所連署。 

 

表三、1949 年〈建議分鄉陳情書〉連署者。 

身份 姓名 

田寮鄉新興村 38 號戶長 陳倭 

田寮鄉新興村 39 號戶長 鄭長 

田寮鄉新興村 39 號戶長 鄭上 

田寮鄉新興村 39 號戶長 包賽 

田寮鄉新興村 45 號戶長 包慈澤 

田寮鄉鄉民代表會主席／45 號戶長 包建置 

新興村村民 包慶義 

田寮鄉新興村 43 號戶長 林清字 

田寮鄉新興村 44 號戶長 董天圳 

田寮鄉新興村 41 號戶長 林江水 

田寮鄉新興村 41 號戶長 林吉文 

田寮鄉新興村 64 號戶長 黃加再 

來源：〈高雄縣田寮鄉陳倭、高雄縣參議會議長陳崑崙建議政府將田寮分鄉等函件〉，《臺灣省參

議會檔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臺灣省諮議會共有，001_11_200_37073。 

 

  檢視該份陳情書連署者，均為新興村人，而新興村位於田寮鄉的南部，屬於

「南田寮」者。此外，陳情書當中，尚有一段敘述：「現任田寮鄉長朱天求田寮

鄉選出縣參議員朱萬成無先見之明屢次無視大多数民意即鄉民利益、劣績不遑枚

舉以經全失民望、不能代表民意希祈不可聽信兩氏之弄舌。」25 從中可看出，陳

情者對於朱天求、朱萬成明顯不滿，然所謂「無視大多數民意」究竟是田寮鄉大

多數鄉民之民意，還是僅是「南田寮人士」之心聲，就現有資料而言，便不得而

知了。 

  田寮鄉一分為二的提議上呈給臺灣省參議會，省參議會再轉交高雄縣參議

會，最終高雄縣參議會於該年回覆並轉告高雄縣政府以「以該鄉人口較少財政困

難應予緩議在案」反駁之。26 有關田寮鄉分鄉之議案，至此不再見於目前所見文

獻記載當中。 

 

 
25 〈高雄縣田寮鄉陳倭、高雄縣參議會議長陳崑崙建議政府將田寮分鄉等函件〉，《臺灣省參議會

檔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臺灣省諮議會共有，001_11_200_37073。 
26 〈高雄縣田寮鄉陳倭、高雄縣參議會議長陳崑崙建議政府將田寮分鄉等函件〉，《臺灣省參議會

檔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臺灣省諮議會共有，001_11_200_3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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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檢視尖山村劃歸燕巢鄉，以及田寮鄉劃為二鄉之公文書，一方面，可以看見

戰後初期臺灣為了實施地方自治，對於鄉鎮行政區域調整的具體實例；另一方面，

則可以從檔案當中瞭解，田寮一地的發展，深切受到天然地理的影響，導致南、

北田寮各自發展，並且深受岡山、阿蓮、旗山、燕巢等地的經濟市場拉力影響，

更使田寮鄉成為非以田寮為發展主體的行政區域。田寮區（鄉）（庄）的存在，

看似是人為刻意湊合的行政產物。 

  尖山村劃為燕巢鄉一案，至今仍然流傳「朱萬成為了選舉考量而贊成」一說，

經由史料的檢視，可證明其應為訛誤之說。然其訛誤之原因，或許與「南田寮人

士」不滿「北田寮」出身的朱家有關，往後或許可以再對此深入研究。而田寮鄉

分為二鄉之議論，當中的「南北」田寮說法，是否為如今地方普遍認知的「南北」

田寮意識之源頭，目前亦未有充足史料可證，或許日後可以藉由口述訪談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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