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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斌考 

 

廖漢臣 

 

一、何斌的功績 

 

何斌和漢堡（Antonius Hambrock）二人，是延平王東征史上最凸出的人物之

一，前者密獻臺江的地圖，幫助延平王收復了臺灣；後者被俘，奉命勸降，反激勵

荷蘭長官揆一抗戰到底，而從容赴死了。這二人的事蹟，都值得我們一提，但是漢

堡一死，荷蘭人都把他視作「民族英雄」，稱譽他為獅子星座中的第二顆巨星

Zweite Regulus。甚至有人把他的英勇的行為編為戲曲（題為「Antonius Hambrock」

一稱：「熱蘭遮城的包圍」，日人山岸祐一曾把它譯為日文，介紹於昭和八年一月

發行的「臺灣時報」。）反此，何斌對延平王的東征，雖有不可磨滅的功績，我國

人士却視之漠然，因此在文獻上，有關何斌的記載，盡管有不少的誤記，也沒有人

予以訂正。這是很遺憾的一件事。荷蘭長官 Coyett為推卸他的責任，有辯解說： 

「從國姓爺到臺灣起，許多人公然地說：國姓爺聽了何斌的獻計和報告而對臺

灣宣戰；假使何斌沒有逃走，他決不會想到這種事情。他們說如此之類的話，好像

在臺灣的能用武器的二五、○○○之多的中國僑民之中，國姓爺不能找到能幹的間

諜能將當時臺灣的內幕奉告知他似的；實際在那些中國僑民中，有許多船長，至少

有可以和何斌相比的關於臺灣的情形的知識和經驗的。恰好相反，假使沒有何斌的

密告，國姓爺也許會更早襲取臺灣的。」 

延平王的東征，是其予定計劃，而為遂行這個計劃，一定有不少船人替他搜集

情報，這是容易想像的事；但是沒有何斌密獻地圖，探測水道等，延平王也不能及

時攻進臺灣，以這一點來說：筆者認為在延平王東征史上，何斌的存在，是不容忽

視的。現在就其一生事蹟，檢討如下。 

 

二、荷人據臺前後的何斌 

 

（一）何斌的簡歷 

何斌對於東征，雖有很大的貢獻，但是他的存在，自始就不受人重視，所以在

永曆十一年以前的他的事蹟，在文獻上多沒有記載。為了解他的事蹟，先來看一看

他的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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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姓名 

他的姓名，有稱為何斌，也有稱為何廷斌，究竟是那一個名稱對呢？因為還找

不到有什麼參考資料，筆者不敢遽作判斷。不過，以我國的習俗來說：昔時的人各

有許多名稱，例如：乳名，字，號，官章，謚等，至少也有二三個名稱。或者斌是

乳名，廷斌是字。按：「幼名冠字」是周朝以來的遺制。取字的方法，往往是取與

名有關的文字佔多。「白虎通」謂：「或旁其名為之字者，聞其名即知其字，聞字

即知其名。」「秦記」亦謂：「名成乎禮，字依乎名，名字之本，字名之末也。」

可見這個推測，並非完全無據。又荷人稱呼何斌，均曰：Pincqua。按：Pin 即斌，

Cqua即何，姓名倒置，這是西人的語言習慣，可見何斌的名比字，通用更廣。 

2.籍貫 

何斌的籍貫，除「賜姓本末」，「小腆紀年」，說是南安人外，日人齊藤正謙

於「海外異傳」，亦謂： 

「……成功自金陵敗，地蹙軍孤……思遷地，謀恢復，適有紅毛通事，南安

人也，與甲必丹歸一有隙，去厦門……」 

所謂「紅毛通事」即指何斌。何斌為南安人，似無疑問。 

3.年齡 

何斌出生於何時，文獻更不可稽，不過，如後所述，有謂是鄭芝龍的舊部，據

江日昇的「臺灣外記」所載，芝龍隨顏思齊自日本入臺，是天啟四年（西曆一六二

四年），至翌年思齊病歿，被衆公推為首，時年至小也有二十一，二歲了。芝龍在

其黨中，年紀最少，何斌的年紀，當比他多，最少也有二十三歲。他自荷人竊據臺

灣，至被驅出海前後住在臺灣三十七年之久，這樣算來，永曆十五年他引導延平王

攻臺時，至少也有五十九歲了。 

4.何斌和芝龍的關係 

日人稻葉君山於「清朝全史」謂：「何斌為海賊，日本甲螺」。何斌為「日本

甲螺」亦散見於他書。王禮於「臺灣縣志」記：「天啟元年，東洋（指日本）甲螺

顏思齊與鄭芝龍引倭據臺」。下註：甲螺是「番所設，以管漢人之稱」，按：甲螺

即日語「カシラ」之音譯，含有「頭人」之意，可見何斌曾到過日本。當時雄飛海

外的人，多半商半盜：稻葉稱他海賊，固不足怪。或者他是顏思齊一黨，和思齊同

時入臺，先擁思齊，後擁芝龍為首，因此有謂：「何斌是芝龍的舊部。」吳梅村於

「鹿樵紀聞」，記述何斌往說延平王取臺亦云： 

「成功在南濠雖勝，自知形勢單弱謀遠徙，適舊部曲有自紅夷者至，說之

曰……」 

所列「舊部曲」即指何斌。那末，崇禎元年（西曆一六二八年）芝龍就撫時，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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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不隨芝龍西渡呢？ 

連雅堂於「臺灣通史」卷二九「顏鄭列傳」，叙述：天啟六年春二月，芝龍謀

出軍金厦。謂： 

「以林翼，楊經，李英，方勝，何斌等數十人留守（臺灣）。」 

江日昇於「臺灣外記」，叙述：崇禎元年，芝龍初就撫時，其黨陳衷紀等不從，竄

回臺灣；及芝龍復叛，統船往會，到了澎湖被李魁奇所害。云： 

「李魁奇……糾合諸漁船，劫掠海上，適會集澎湖，候截呂宋洋船。其陳衷

紀等，自與芝龍分別，復往臺灣。因衆咸沾疫症，及知芝龍逸出，不能前

進。後諸人略痊，方統船過來聚首。不料至澎湖遇李魁奇，奇即揮船圍擊。

陳衷紀，楊天生，陳勳等，原雖猛勇，終是新病纔好，安能敵奇新出之犢，

隨為所傷。僅存李英同通事何斌一船，仍回臺灣。」 

若然，何斌是到澎湖遇難，折回臺灣的了。 

 

三、何斌在臺灣的生活 

 

自此而後，何斌留在臺灣，過着何種生活呢？Camill lmbault-Hault 於「臺灣島

之歷史與地誌」第三章「國姓爺的戰績及荷蘭統治權之終結」記載說： 

「這聰明靈巧的福建人，在一六二四年的時候，正當壯齡，滿懷熱忱與大

志，漸漸地取得了熱蘭遮歷任的總督們的眷顧，因為他熟悉該島情形並通曉

土人言語，他對總督們有過種種重大而實際的貢獻。起初他是言語專家，與

荷蘭人，中國人和島人中不能缺少的通譯。隨後他開始經營商業，他的孜孜

為利以及他的天賦才能使他很快地成為富翁；於是他以巨款貸給荷蘭東印度

公司，並成了它的銀行家和放款人。」可見何斌最初是任通譯，然後兼營商

業而致巨富，而且成為荷蘭人的銀行家和放款人。那末，何斌是兼營何種商

業呢？ 

村上直次郎譯：「長崎荷蘭商館日記」一六五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條，有載： 

「一月廿三日，從這裡開出的何斌船，今天自東京（Tonquen）與國姓爺船

一起入港。」 

按：東京土著稱為北圻，在今越南境內，可見是年（即永曆七年），何斌已有自置

商船，往來於日本，南洋各地。 

不過，荷人入據臺灣，是為壟斷海上之利，何斌居住臺灣，怎樣荷人肯准許他

和日本，南洋等地交易呢？村上直次郎譯：「巴達維亞城日記」一六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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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日條有載： 

「巴達維亞總督以中國人在柬埔寨通商，對於荷蘭毫無利益，而准許在臺中

國商人繳納什一之稅（二百八十八 Real），對柬埔寨販賣和荷人不同的商

品。」 

一六四一年一月十九日，第一艘貿易船由安平啟帆，駛往柬埔寨。這時候，有不少

巴達維亞的僑領和福建巨商遷人臺灣，經營這種生意，何斌身為通譯，已得歷任的

荷蘭長官的重用，自有機會向這有利的事業發展；而他會變為荷人的銀行家或放款

人，似乎也是經營貿易，獲得巨利，纜能造成這種關係的。 

此外，如後引「熱蘭遮的判決書」所列，何斌又向荷蘭長官獲得赤崁

（Saccam）地方的舢板和砍柴的特權，並被任為華人長老—荷稱 Cabessa。有作：

「紅毛甲螺」，實誤。 

 

四、何斌與墾荒 

 

黎仁最近於「臺灣省通志稿」卷九「革命志驅荷篇」，記「郭懷一的革命」，

有謂： 

「郭懷一（荷蘭人稱之為Fayat）者，本鄭芝龍之舊部，芝龍受撫，懷一與何

斌仍留臺灣，各擁有二、三千華人，墾荒於距赤崁南數里之二層行溪兩岸。

何斌耕於溪北，郭懷一耕於溪南一帶；不數年，乃積資致富，衆擁之為甲螺

（即頭目）。所居地方，自成一鄉，勢力及鄰近各社，迨荷人頒王田之制

度，懷一亦被擧為村長。」 

此說，頗有疑問： 

（一）是芝龍就撫後，何斌以外雖有不少舊部留在臺灣，懷一是否確為芝龍的

舊部，書無明徵，如說確為芝龍舊部，懷一起義，何斌為何不與其事？而且王禮於

「臺灣縣志」卷一「輿地志」沿革項下，有謂：「甲螺郭懷一謀叛，事覺被戮，誅

連其黨與，遂以何斌代焉。」此書成於康熙五十九年，距懷一起義，不過七十年，

如所記無誤，則懷一是否也是芝龍舊部，疑問更不易解。 

（二）是當時土地未闢，荷蘭當局正在鼓勵開荒，何斌已致巨富，固然可以雇

人從事開墾，祇是在已發表的文獻之中，還不見有這種資料。按：荷人自一六二五

年，以 Cangan 十五匹向新港社土人換取他們的播居地赤崁，圍墻設堡，名為

Provintia 招集華人移住，不久就獎勵華人開荒。至一六三六年（崇禎九年）赤崁一

帶的墾務，已經相當發達，而有不少巨賈擁有大夥工人，在栽種糖米。前引「巴達

維亞城日記」一六三七年二月十日條，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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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崁及附近各地的栽培，正熱心進行中。有Hambuain，Cambingh，Laumo

和居住於同地的蘇鳴崗（Bencon）等有資格的中國人，各自選定二○ 

Morgen（1 Morgen 是八五一六平方米）的廣大的區域數處，要在那裏開始

種作。往後三四年間，可以期待收獲一○○○ Last 的米，如一 Last 以五○ 

Real 收購，以後就無需向其他國王或領主求取米糧，而不致易於陷於飢饑的

危險了。」 

在這紀錄中，並不見有何斌或郭懷一的名字，可見在這時候二人還沒有從事墾荒，

或已從事墾荒，其規模也不很大。 

（三）是黎仁說：何、郭二人各擁有二、三千人的工人或佃人在二層行溪南北

兩岸從事耕種。懷一起義於一六五二年，自一六三七年起算，已經過了十五年久，

假使二人在這期間有從事於墾荒，也可能成此規模；但是否在二層行溪兩岸耕種，

文獻亦無明徵。F. Valentyn 於「新舊東印度誌」，謂：懷一是住在距離赤崁二哩的

一個小村。辛逕農於「郭懷一抗荷事蹟考略」雖然認定這個小村，當在大湖附近，

仍不能證明二人確實曾在二層行溪兩岸耕種的。 

以上是何斌留在臺灣以後的大概的情形，現在來檢討一下，在這期間何斌和鄭

氏一家，有沒有保持着什麼連繫吧。 

 

五、何、鄭分手後的連繫 

 

據「巴達維亞城日記」所載：在一六四○年以前，芝龍和荷人貿易，往來折

衝，都是利用前引 Hambuan為媒介。同書中卷九葉云： 

「一六四○年十一月二日，有商人 Hambuan，搭坐 Jocksim 的戎克歸國。

Caron（荷蘭長官—筆者註）曾寫信托他送交一官，並添付 Hambuan 代一官

提示於故長官 Johon van der Brugh 的契約草案。該船航至臺灣澎湖間，遇風

觸礁沈沒，三百五人之中，僅中國人十四人，黑奴九人獲救。約有百萬

gulden的貨物及一官一百三十餘箱的 Se-huit-silver沉失……」 

擧一反三，可知大概。唯 Hambuan死後，這個任務，落在誰的肩上。因乏資料，只

好留待後考，祇是黃宗羲於，「賜姓始末」，有記： 

「崇禎間，熊文燦撫閩，值大早，上下無策，文燦向芝龍謀之。芝龍曰：公

第聽其所為。文燦曰：諾。乃招饑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

用海舶載至臺灣，令其爰舍開墾荒土為田。厥田惟上上，秋成所獲，倍於中

土，其人以衣食之餘，納租鄭氏。」 

吳梅村於「鹿樵紀聞」，也有記此。所謂「徏民數萬人給三金一牛」雖嫌言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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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但是芝龍就撫以後，仍有在臺經營拓殖事業，而且有人在臺灣替他管理這些事

業，似不容置疑。何斌如有從事墾荒，這個任務很可能落在他的身上，只是文獻無

徵，筆者不敢逮斷。至於芝龍失節，成功起義以後，筆者認為（一）如上引「長崎

荷蘭商館日記」所載，二者的商船在海上常有接觸的機會，（二）如後述一六五七

年（永曆十一年）何斌為荷使，初往厦門謁見成功，成功即委任他代徵關稅等，直

接間接是有保持着一線的連繫的。 

 

六、東征直前的何斌 

 

我國文獻，凡有記延平王東征者，多有提起何斌獻圖之事，但所記非常籠統，

而且多多少少都有錯誤；就是外國文獻，也有這種遺憾。這看下述，當能明瞭。 

 

（一）丁酉渡厦的任務及其隱密 

1.奉派要求通商 

一六五七年（永曆十一年），何斌奉命渡厦謁見延平王，要求回復中臺之間的貿

易。關此，中外文獻均有記載。C.E.S.於「被遺誤之臺灣」，謂： 

「他（指荷蘭末任長官 Coyett）在一六五六年的下半年，被任命為臺灣長

官……在前長官 Caesar 任內，國姓爺禁止中國船舶與臺灣通商，對於公司在

北方的航路上的商業，甚為不利。Coyett 為了上述的目的而想再和中國通

商，他在一六五七年，得議會的同意……派了一個使者携帶信和禮物去見國

姓爺及其司令官們。做使者的人是一個最能幹的中國長老何斌（Pincqua），

他是公司的通事（即通譯官—譯者）。在同年的八月，他從中國回臺灣，帶

了各種商人的定貨信件以及國姓爺給長官的一封很墾切的信來。國姓爺在信

裏說：他對於鄰人，即荷蘭人的公司也只有友好與親睦的感情，他又為禁止

中國船到臺灣而請求原諒，說他之所以作這種措施，是因為當時很需要這些

船，而現在不再需要了，他將撤消禁令，再許可中國和臺灣的貿易。於是中

國貿易就順利地復活，在一六五二至一六五七年之間曾經很蕭索的臺灣的情

況，又繁盛起來……」 

楊英在「從征實錄」，永曆十一年項下，謂： 

「六月，藩駕駐思明州，臺灣紅夷酋長揆一遣通事何廷斌至思明啟藩，年願

納貢和港通商，並陳外國寶物。許之。因先年我洋船到後，紅夷每多留難，

本藩遂刻示傳令各港澳並東西夷國州府，不准到臺灣通商，繇（由）是禁絕

兩年，船隻不通，貨物湧貴，夷多病疫。至是令廷斌求通，年輸餉五千兩，

箭柸十萬枝，硫磺千擔，遂許通商。」 



《臺南文化》第七卷第二期 

這是何斌第一次往謁延平王的，此行似乎派他一人為使而己。「從征實錄」謂：是

中曆六月中抵達思明—即厦門，「被遺誤之臺灣」謂：是西曆八月回到臺灣，祇是

在厦門滯留了多少日子，書均不載。何斌這次渡厦給荷人帶回了不少的利益，同時

也帶回了很大的毒害。關此，外國文獻已有記載，但是只記何斌在臺代徵關稅一端

而已，其實還有帶回其他秘密任務，這更值得我們注目的。 

2.秘密帶回任務 

前引「被遺誤之臺灣」記載派遣何斌渡厦，有謂：「派了一個使者携帶信和禮

物，去見國姓爺及其司令官們」。這些司令官們是誰，為理解何斌和延平王的關

係，為知道何斌帶回什麼秘密任務，這是不容疏忽的。一六五七年三月五日的

「Zeelandia城的決議錄」有載遣使當時的決議說： 

「吾人一致贊成，在最後的郵件寄往Batavia之後，致信於中國的大官國姓爺

及紳士 Sikokon及 Sauja請後者勸國姓爺聽從我方的意見。」 

據此看來，所諸司令官們實是指 Sikokon和 Sauja Sikohon盛成於「荷蘭據臺時代之

沈光文」，說當是「沈國公」的荷譯，很可能就是沈斯庵的兄弟，是否無誤，因其

存在對本文並非怎樣重要，姑略不提。Sauja，在日文獻如「華夷變態」，作為「祚

爺」或「助爺」。浦廉一的「延平王戶官鄭泰長崎存銀之研究」，有引「唐通事會

所目錄」所收「鄭經使者蔡政口供書」云： 

「祚爺原係太師管家，曾押貨來長崎。後太師見其伶俐隨授以官。至國姓爺

在思明要打南京時，任以戶官之職，兼管仁義禮智信五行，併管杭州金木水

火土五行。凡兵糧銀米出入俱係伊管。別行買賣價聲利銀俱伊察。於後國姓

爺攻取臺灣，令祚爺同洪伯爺居守思明州，百事俱付祚爺管理。」 

可見 Sauja 就是祚爺即鄭泰。如果何斌不是早就和延平王有保持着什麼連繫，就是

在這次出使，由鄭泰的推薦初與延平王取得連繫，又因為他是芝龍的舊部，就秘密

地給他帶回幾個重要任務。 

(1)代徵關稅 

「被遺誤之臺灣」記得頗詳，曰： 

「當何斌調見國姓爺的時候，有個很受國姓爺重視的大官 Suaja 在場，這個

人如其他的中國人一樣，是惟利是圖，不擇手段的。他向國姓爺建議，對於

從臺灣運到國姓爺的領域中去的一切貨物和商品，可以在臺灣的出口港抽

税，必定比在進口港厦門抽稅要簡便而有利得多，而且可以防止貨物的走

私，税款本身的總額也必定會更高。他請國姓爺把這些捐稅交何斌包辦若干

年，他願出相當的錢額以換取這種特權。國姓爺認為何斌很有能力為他在臺

灣徵收這些捐税，就任命他擔任這種職務。允許以用這種辦法所得的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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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給他做酬勞。因此何斌 Pincqua 回臺灣之後，就開始向所有的輸出的

商品抽稅。他把國姓爺的命令給船家看，並且告訴他們：在 Tayouan 付了捐

稅，就不必在厦門再付，同時强迫所有的中國船長繳稅，而出收條給他

們。」 

何斌既由延平王授權，秘密地在臺灣代收關稅，那末這個秘密保持了多久，始被發

覺呢？同書謂： 

「然而這種事情，都是在中國人中間暗做的，長官和稅務署長都不知道。然

而在一六五九年二月終於暴露了。長官知道了之後，就命令稅務署調查事

實，拘捕何斌交 Zeelandia城的法院審理判決，即予免職，褫奪他從公司所享

受的一切的利益，並處以罰鍰……」 

何斌於一六五七年八月回到臺灣，至一六五九年二月，秘密洩露，計共代徵了一年

七個月。關此，一六五九年三月一日的「Tayowan 的決議錄」和同年四月二十一日

的「Zeelandia的判決書」，記得更為詳細。前者謂： 

「昨日發見在 Tayowan 關於通譯官何斌所傳說的謠言，果屬事實。彼在此地

為國姓爺向開征中國之一切船舶徵收本應在中國支付之捐稅。吾人業經查

明：何斌實係這些捐稅之包辦人。有幾個中國長老，曾經時時暗示知道此種

情形，經召來問過，已將所知實情一一說出，彼等一致聲稱：何斌近日代表

國姓爺向開往中國之所有船舶徵收輸出貨物之捐税。又據云何斌如 Sauju，

在厦門所為，已收買徵收此種捐稅之權利，每年以一八、○○○兩純銀為保

證金。彼受命而送信去（最後一次在一六五七年八月起）到現在為止，對一

切輸出品收税，例如鹿肉，魚，蝦，糖等等，如船家不能付錢，則須寫缺款

之字據，船家有因此而借錢繳稅者，彼亦允許若干商人到厦門之後付稅。有

兩隻往厦門之船出示兩張印刷品，由國姓爺簽字，亦有何斌之圖章，表示稅

款已經付清，係交給船家作證明者。此等收據係在約十三個月之前所給……

云云。據此等告發何斌之罪行及以後彼自所供認之情形考察之，彼自己是否

分得甚大之利益，雖不明白，而一般情形，則已甚清楚。又據中國人

Samsiack 云：彼擅自增加稅額；如果屬實，則更為嚴重，必然商船忽然不來

之直接原因，對於印度公司及臺灣之一般居民為害甚大。因此吾人一致議

決，一切情形均須查明，並予依法處置，所有被告發之罪狀，證據以及何斌

之供詞，均交本城之檢察官查閱辦理……云」。 

後者謂： 

「法院已經審理完畢，判決將被告通譯何斌免職，取消其薪俸及其為中國僑

民及其為居民之 Cabesa（長老）之資格，以及在東印度公司任通譯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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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剝奪數年來他從舢板（即 Sa-ccam 地方之渡船）所得之利益及在本地砍柴

之特權；又彼任通譯所得之工資自其拘禁之日，即二月末日起停止，並處以

罰鍰三○○ Real，其三分之一歸公司，三分之二歸原告，訴費亦由被告負

擔……云云。」 

當時，荷人對於臺灣的中國移民，非常横暴，稍有損害他們利益，就毫不寛貸的處

以極刑，所以何斌被判罰鍰，後來 Batavia的檢察官 Lonis Philidert vernatti說： 

「Pincqua 是個十足的流氓，而為被告（指 coyett—筆者）所特別賞識。他得

後者的同意而旅行全中國，在那裏專圖私利，回 Tayouan 之後，公然以國姓

爺的名義向人民及商人徵收捐稅這種苛細的徵稅，一直繼續，甚至於中國人

自己也敢說：若無長官的允諾，他決不能做這種事情，長官因此嚴重拷問這

些直言的異教徒，以維持其尊嚴，免得再為暴露其共犯和無能。他們之所以

被長官這樣懲罰，無非是因為他的弱點為他們所揭露和批評而已。長官不管

有 Pincqua 的同國人做見證，不管有受他欺侮過的人的告發，不管有他親自

簽字過的書信及他自己的口供，而讓他逍遙法外，會使不法之徒，起而效

尤。Pincqua徵收了不正當的捐税，而只被處罰三○○Real的罰鍰，而且被釋

放了。實際他所貪取的當百倍於此，且有許多分給他所庇護的人們。長官既

缺乏為公司謀利的誠意，竟使叛逆者可恥地逃走了。」 

Vernatti攻擊Coyett袒護何斌，甚至說他和何斌互相結托，這是言過其實，不過，量

刑過於寛大，也是事實。怎樣 Coyett對於何斌這樣寛大呢？就是如後所述 Coyett為

增進中荷關係，還要借重何斌之力的。 

(2)供給流人的衣食 

「從征實錄」記何斌這次渡厦，並附言說： 

「嘗（常）六察閒置，至是再啟白寃，仍陳戶官匿嫌無據，亦有指壽寧受略

一二款狀得實，本藩深怒，令議置重典。後念其嵩（嵩應作松，避安宗諱）

江世襲勳功，擧家四十餘口，起義勤王，被虜殺死，鄰其年老，遂（原文誤

植為逐）幽置臺灣，令何廷斌供給衣食開銷。」 

可見何斌這次渡厦，延平王除委任他代徵關稅外，要幽置常壽寧於臺灣，又命令他

供給衣食開銷。延平王自什麼時候起，開始把罪人幽置於臺灣，文獻雖然欠詳，但

是延平王初見何斌就命令他擔任這樣煩瑣的工作，二者的關係，一定不淺的。 

(3)收集情報 

據「被遺誤之臺灣」所載：自西曆一六四六年起，延平王要遠征臺灣的消息，

就不斷地傳入荷蘭長官的耳中，這些消息雖然未必盡實，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早

在永曆五年（西曆一六五一年），清將馬得功偷襲厦門時，延平王就對臺灣開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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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永曆六年（西曆一六五二年）發生的郭懷一事件，很可能就是受這影響。如果

這個看法不錯，延平王既然有意東征，自會派人刺探荷人的軍情，文獻雖然無徵，

筆者以前列延平王和何斌的關係及後述的事實，確信延平王一定也有密令何斌擔負

這種重要的工作的。 

 

（二）庚子再渡厦門密獻地圖 

(1)延平王初議攻臺 

西曆一六六○年（永曆十四年），荷蘭長官又派使節渡厦，往謁延平王。為幫

助讀者的理解，先來檢討一下這次遣使的時代背景吧。 

『從征實錄」永曆十三年條下，有載： 

「十二月，藩駕駐思明州，蔡政自京回，京報和議不成……議遣前提督黃

廷，戶官鄭泰督率援剿前鎮，仁武鎮往平臺灣。安頓將領家眷。」 

這時距離南京敗戰，僅四個多月，因為延平王派遣蔡政到北京議和，清廷不理，而

且已派達素帶滿漢大軍前來剿海。延平王恐勢孤力蹙，而為進守之計，就議進取臺

灣。這個消息亦曾傳到臺灣。一六六○年三月六日的「Tayouan的決議錄」說： 

「……中國人 Zekoy 來見長官，樣子非常慌張，請長官相信他的話，並請勿

轉告別人說是他所說的。他已經聽見好幾個人說……國姓爺將在下次滿月時

實行侵臺，由五個卓越的將領指揮二○﹑○○○名兵，其中的一半將在北

部。其他的一半在南部登陸……敵人已經從 Pehou 群島徵集了四○個漁夫，

作為船舶的領航員，在本月的十四日，國姓爺命令所有的兵準備妥當，待命

出征，先擧行宗教的儀式和慶祝的典禮，祈求神明賜福，助他們的遠征成

功。」 

雖然，這次遠征終未實現，究為何故呢？（一）是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達素的頭

站兵馬已到福州，不敢分散兵力。（二）是東征的準備未周，不敢貿然進兵。這二

個理由之中，尤以後者為最主要。江日昇於「臺灣外記」，有記：順治十七年（永

曆十四年）五月，延平王擊敗清兵，雖喜大勝，終苦彈丸兩島，難以抗天下兵，而

集諸將議取臺灣。吳豪曰：「臺灣前乃曠野，故太師乃寄跡其間。今為紅毛所踞，

現築城二座，一在赤嵌，一在鯤身，臨水設砲臺又打沈夾板數隻，迂迴曲折於內

港。凡船欲入看，必由砲臺前經過；若越出，則船必觸犯夾板而破，堅固周密，將

二十餘載，取之徒費其力」延平王聞言而中止。據諸書所載：延平王要東征，前後

曾擧行二次會議，徵詢諸將的意見，吳豪均持同一理由，反對東征，以此可以認定

是怕荷人的砲臺厲害，不敢由砲臺前衝入臺江而暫緩出兵，並不是完全放棄東征的

計劃的。 

這時候，何斌雖然已被免除了通事等職，但是在荷人之間，還保持著相當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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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這在後述 Coyett 二次遣使再起用何斌，可見一端）於是，延平王就密令他加緊

拉攏在臺的中國移民為內援，並刺探進攻臺江的港路。一六六○年三月六日的

「Tayouan的日記」，有謂： 

「……今日下午四時，Sacko 來報告說；他昨夜從他的在大目降的田莊回家

時，聽到了一種似乎全市的人都知道的可怕的謠言，說國姓爺不久就要對臺

灣宣戰……過了一會，Lacco 和 Tockip 來見長官……遇見 Sacko 問明了他來

訪的理由，說他們也聽到了相似的謠言，大概是何斌在作怪的。」 

是其一例。又江日昇於「臺灣外記」順治十四年丁酉條，謂： 

「時有臺灣通事何斌者，因侵用揆一王銀二十餘萬，恐王清算，謀之小通事

郭平，平曰：不過多開條目而已耳。斌曰：銀至二十萬，亦非多開可以了

當，平曰：不然，是奈何？斌曰：語云：三年水流東，三年水流西，所以有

桑田滄海之語。我想鹿耳門一帶，沈壞夾板，屈曲之處，乃係深港，其赤嵌

郡邊雖沙泥紆淺，寧無衝激更變？汝可密駕小船，作釣魚狀，順鹿耳門至赤

嵌城邊，打探水道，尚如前淺汙，或亦有變更移易，回來再作商量。平即尋

小船，簑衣斗笠，魚餌釣竿，順流蕩漾，至潮漲，又順流而入，暗將竹篙打

探，果於汙泥中冲流一條港路，自赤嵌城直入鹿耳門，有深四尺餘，歸來密

報何斌。斌大喜曰：此乃天助我你其避之。」 

所謂：何斌侵用揆一王銀二十餘萬：待後詳論：至於何斌密囑郭平探測水路，筆者

認為就是在這時候奉到密令而作的。不然的話，何斌逃債，儘管搭坐自己或其他的

船，潛往厦門，何必利用郭平探測水道？還有所製地圖，怎麼會離這時候不久，就

由他秘密地送到延平王手裏呢？ 

(2)荷使渡厦何斌獻圖 

據「被遺誤之臺灣」所載：一六五八、九年，有大批的難民，從大陸逃到臺灣

來，傳說延平王在南京戰敗，將退回厦門，侵入臺灣。一六六○年，有民間著名的

人警告 Coyett 說：延平王己預定於三月中攻進臺灣。於是民心洶洶不安，準備逃

難。Coyett一再飛書向巴達維亞求援，巴達維亞總督派Van der Laan帶十二隻艦隊，

裝載六○○名荷兵於九月開到臺灣。但是看着臺灣平静如常，以為足 Cagett 輕信謠

言而自不安，Van der Laan要把增援艦隊移作進攻西班牙人的根據地澳門之用。因為

不獲Coyett及 Zeelandia的議員們的同意，而把征澳計劃延至一六六一年二月，決定

先派一個能幹可靠的人到厦門去偵察延平王的軍情，再作最後的決定。同書記載此

事說： 

「這種提議為 Van der Laan 所熱烈地贊成，於是在一六六○年十月三十日實

行：派人送信給國姓爺，請他對印度的總督和議會所寄給他的信予以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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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也有對於國姓爺對臺灣的態度的若干怨言，同時囑送信的使者運用才智

以搜集情報，這是遣使送信的真實的底意。」 

並說：「使者到了厦門港口，為國姓爺所懇切地歡迎」。關此，Camille lmboult-

Hault於「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第三章「國姓爺的戰績及荷蘭統治權之終結」記得

更為詳細。同書謂： 

「他（指Van der Laan—筆者註）決定把他的船派了三艘往厦門去明白詢問國

姓爺想要和平還是想要戰爭，如果他並不想要戰爭，便可和他訂立一個通商

條約（譯者有註一六六○年十月，似為多餘。）即三隻船上的指揮官奉令只

能在厦門停留一○天，等候答覆。據 Ricci 說：他們却不得不在該處渡過二

○天。船長中的一個，把他自己在這次出使期中的行為和功績給我們留下了

一篇紀錄，他告訴我們：因為我們限定的時期快到了，我下令我們的船舶加

意警戒而我便乘船登陸。河岸上聚集着那樣多的人，我費盡氣力方能從人中

穿過；我幸運地碰到一個通葡萄牙語的中國人，他頗為殷勤地把我一直送到

我的同僚所居的地方。因為我的同僚已出門去看國姓爺集合他的兵隊，我只

好走上同一條路。我們告訴他因為停留的限期已到，我們希望儘快地得到一

個確實的答復。他回答我們說：因為目前正在集合他的兵力，他明天將在一

封寫給臺灣總督的信中給我們答覆，而他確實做了……」 

本文沒有詳記荷使一行於什麼日子回到臺灣，却有記他們向 Coyett 提出報告是十二

月二十二日。前書說十月三十日遣使渡厦，Luduig Riess的「臺灣島史」所記亦同，

如荷使一行在厦門滯留二十天，當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右左回臺復命，後書謂在十二

月二十二日向 Coyett 提出報告，所謂十二月，疑即十一月之誤。又「被遺誤之臺

灣」有錄延平王的信件，末署永曆十四年十月十九日，幣原垣謂即西曆十一月二十

二日可見荷使是在西曆十一月初抵達厦門。唯這次的使者為誰，二書均無明記。又

我國文獻對於荷蘭這次遣使，也多忽略不載，祇有阮文錫於「海上見聞錄」，楊英

「從征實錄」記述永曆十五年正月，延平王決定東征時，略有提及而已。「海上見

聞錄」辛丑順治十八年條，謂： 

「正月，賜姓議取臺灣……時紅夷亦恐海上動兵，故於庚子春，復遣通事舍

人及其酋長再來議貢。何斌密進地圖，勸賜姓取之。賜姓陳兵自鎮南關至院

東，依山布陣，凡十餘里，甲兵數萬，周全斌統轄戎旗兵七千，皆衣金龍

甲，軍威甚盛，夷人震攝……」 

按：庚子春即順治十七年永曆十四年，西曆一六六○年春，時間雖不吻合，但記延

平王陳兵數萬，以誇示於荷使，和 Hault 所記，若合符節。可見荷使而外，另有何

斌同行，他就是利用此次渡厦，秘密地把所製地圖交給延平王。「從征實錄」記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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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十五年正月，延平王集諸將議取臺灣，亦有謂：「前年何廷斌所進臺灣一圖」，

足見延平王確在永曆十四年九月再度接見何斌，同時得到地圖。 

（三）辛丑三渡厦門，促進東征若然延平王已得地圖，且已知道可由鹿耳門水

道晏然進入臺江，為什麼是年不即進兵攻取臺灣呢？最大的理由，似是要等候 Van 

der Laan撤離臺灣，因為延平王一定接到何斌的報告，知道 Van der Laan所率的增援

部隊，需要繼續在臺灣協防與否，到一六六一年二月，便能作最後的決定，所以一

六六一年二月間，增援部隊撤離臺灣，何斌就飛往厦門送信。「臺灣外記」有記何

斌脫離臺灣的情形，說： 

「順治十八年辛丑附永曆十五季正月……適臺灣通事何斌侵用揆一王庫銀數

十萬，懼王清算，業令將港路密探。於元夕大張花燈，烟火，竹馬戲，綵歌

妓，窮極奇巧，請王與酋長卜夜歡飲，斌密安雙帆竝艍船二隻，泊于附近，

俟夜牛潮將落，斌假不勝酒，又作腹絞狀，出如廝，由後門下船，飛到厦

門，叩見成功。」 

於是，延平王就傳令大修船隻，聽令出征。以上是永曆十一年六月至十五年一月之

間的何斌的活動，我們再來看一看延平王東征以後的何斌的事蹟吧。 

 

七、東征以後的何斌 

 

（一）東征時的活躍 

何斌居住臺灣三四十年之久，精通土語，熟識臺灣情形，在延平王出征之時，

所盡努力及其貢獻，一定不少，但是現有中外文獻所記無幾，這真出乎我們意料之

外，不過，從零零細細的記錄之中我們也不難看到何斌的活躍。 

(1)領港 

「從征實錄」記載：延平王在永曆十五年正月，決定東征，二月提師移紮金

門，候理船隻，進取臺灣，時因船隻修葺未備，將隨征諸鎮，分作二程，自率文武

親軍右武鎮等，刻期先行，「令鎮守澎湖遊擊洪喧前導引港」，但是一到臺灣外沙

線，要進入臺江，似乎也是以何斌為先導。「臺灣外記」記：二月三日由遼羅啟

椗，四日抵澎湖，八日開往臺灣，云： 

「初八早，成功坐駕豎起帥旗，旁列五方，中懸龍纛，發砲三聲，金鼓震

天，令洪喧引港船，先面東而去，諸提鎮照序魚貫。至未刻，遙見鹿耳門，

成功命設香案，冠帶叩祝曰：成功受先帝眷顧恩重，委以征伐。奈寸土未

得，孤島危居，今而移師東征，假此塊地，暫借安身，俾重整甲兵，恢復中

興……望天垂憐……助我潮水，俾鷁首所向，可直入無碍，庶三軍從容登

陸。」祝畢，令人於斗頭將竹篙探水深淺。徐回報曰：是藩主弘福，水比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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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加漲。成功復問曰：加漲有多少？曰：加漲有丈餘。成功大喜，放炮，擂

金鼓，打招旗與後面船隻，好看跟蹤。又密令何斌坐斗頭，按圖紓迴，教探

水者點嵩，徐徐照應，呐喊從赤嵌城而進。」 

本文所記日程，雖與「從征實錄」，「海上見聞錄」等書未合；但是 Hault 也有援

用其說，延平王由鹿耳門開入赤嵌，是以何斌領港，似無疑問。 

(2)徵糧 

「從征實錄」說：這次東征，因何斌說：數日可到臺灣，糧米不竭，官兵多不

帶行糧，因此三月二十四日，各船齊到澎湖，阻風不能東進，至二十七日，即感到

乏糧。因此四月初一日，登陸赤嵌，是晚赤嵌城夷長貓難實町（ Jan van 

Valckensteyn）礮擊營盤，并舵馬廄粟倉。延平王恐怕焚及赤嵌街，命令楊朝棟等防

禦看守，「次日即令戶都事楊英將街中米粟，一盡分發各鎮兵糧，計勻足半個

月」，也是由何斌進言的。「臺灣外記」謂：「成功即整隊登陸。斌請曰：急圍奪

倉廠，然後列陣進兵，恐其焚毁。」何斌熟悉臺灣情形，倉廠設於何處，當明如指

掌。即如以後徵糧，何斌的協力也一定很多。「從征實錄」又載： 

「二十二日，遣楊戎政並戶都事楊英，同通事何延斌，查察各鄉社有紅夷所

積粟石及糖麥等物回報，發給兵糧，計共粟六千石，糖三千餘石。」 

也可以窺見一斑。 

(3)通譯 

延平王圍攻熱蘭遮城，前後九個月久，其間，招降荷人或綏撫土人，隨時隨地

都要重譯，據中外文獻所載，雖有吳邁，李仲，胡興等人，可供差遣；何斌的活

動，尤為廣泛。「從征實錄」記：延平王登陸赤嵌後，遣使招撫荷蘭長官出降，

云： 

「初六日，揆一遣夷長口口口等同實叮口口口見，藩賜宴厚禮之，令何廷斌

問：揆一何日出降？答云：揆一無降，若藩主兵將抽回，年輸口税若干萬併

土產口口貨隨意聽從，年年照例貢納。至此番大師船隻俱納口口口歸官兵，

願送勞師銀十萬兩云云，餘無敢言。藩却之，令發回。」 

按：此次 Coyett所遣荷使是議員 Thomas Van yperen和檢察官 Leonard de Leonardus

二人，「從征實錄」所記略有失實，唯與本文無關，略之：又「臺灣外記」記：

Coyett出降後，延平王自率親軍驍騎鎮等，去巡視四社，安緝土人云： 

「十二月初三日……功以荷蘭去，臺灣平……改臺灣為東都……自領何斌，

馬信，楊祥，蕭拱宸等，帶統手三百，牌手三百，弓手三百，備具口糧十

日，從新港（原文誤植為溝），目加溜灣巡視，見其土地平坦膏沃，土番各

社俱羅列恭迎，成功錫以烟布，慰以好言……由蕭壟，麻豆各處踏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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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唯「從征實錄」記：楊英啟陳農務，有謂：十五年四月，曾「隨駕蛟港，路京

（經）四社」，與此次巡視，有無混誤，雖然尚需待考；不過，據此一端，也可以

知道何斌在翻譯工作上，也是盡了很大的貢獻。 

 

（二）何斌的晚年 

如上所述，在延平王東征前後，何斌的功勞，既然如此其多，為什麼他的晚

年，如何了結，書均不載？筆者以為他一定是不怎樣得意，就結束了他的一生。因

為延平王的急逝，使他勞而不得其酬，還有鄭經繼位不久，即誅鄭泰，很可能被視

作鄭泰之黨，而遭冷遇。何況他這時候，已有六十左右歲，或者在延平王逝世不

久，就已沒故也未可知呢。 

 

八、文獻的失實 

 

最後須要一言的，是何斌脫離臺灣，潛往厦門，密獻地圖，書多說他是為逃

債，有的說他侵用荷人的庫銀，有的說他投機失敗，而侵缺在臺中國人的錢，這點

似乎未必盡實。茲論於下： 

1 外國文獻都說：何斌侵缺中國人的債務，最早記載此事的，是「被遺誤之臺

灣」，同書記：何斌因代延平王在臺徵收關稅，而受處罰說： 

「如是，這個人突然被剝奪了職務和信譽，被所有的債權人激烈地攻擊，他

因此破產了，從 Tayouan逃到上文中說過的 Sauja那裏去……」 

他怎麼會侵缺人家的債務呢？「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說何斌初為通譯，後來經商

而致富，以巨款貸給荷蘭東印度公司，並成了它的銀行家和放款人，已如上引接着

有說： 

「不幸一些輕率的投機事業動搖了他的財富；一些向他借了大筆款項的商人

破產了；總之為着應付一些急迫的需要，他把荷蘭東印度公司寄在他手中的

款項盜用了，這時他感到他在臺灣的地位瀕於危殆，他的舞弊不久必被發

覺，他起了逃走之心……」 

二書所記區區不一，前書是說：他侵缺人家的錢，被剝奪職務及利權後，受人攻擊

而致破產。後書是說：他為投機借給人家一大筆錢，人家破產，他受牽累而侵用了

寄存在他手裏的東印度公司的款項。可是二說，都有商討的餘地。一是何斌經商，

而成巨富，既有餘裕，貸款於東印度公司，那裏會拖欠人家債務？即使負有巨債，

也不至因被剝奪利權及被處三○○ Rcal 的罰鍰，而引起債權人的攻擊，逃往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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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何況他受判刑，是在一六五九年四月（中曆三月），脫離臺灣是在一六六一年

二月（中曆正月），其間一六六○年十月底，他還隨着荷使悠悠往復於厦門一次，

可見 Coyett 於「被遺誤之臺灣」，記述何斌賴債，通往厦門，是要以此為其藉口，

以圖洗脫他的責任。至於「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記何斌侵用東印度公司的存

款，疑問更多。其一，雖然有謂何斌曾為荷人的會計，這是不可想像的事，自不會

侵用荷人的款項。其二，荷人除為獎勵貿易予支貨款外，也不會把錢寄存在何斌之

處。如果真的何斌侵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錢，巴達維亞的檢察長Vernatti控告Coyett

時，也會追究責任，怎麼一六六二年九月二十一日簽字的起訴狀中，一字都不提

起？足見「臺灣島之歷史與地誌」所記，未必盡實。其三何斌侵用荷人多少款項，

書均欠詳，「臺灣外記」雖然有謂「二十餘萬」，很可能是誤把何斌繳交延平王的

稅金，視為侵用的款額。Riess於「臺灣島史」記述何斌代徵關稅被發覺云：「調查

的結果……已經有一八○、○○○兩稅款寄到厦門去了。」「十八萬兩」和「二十

餘萬」數字頗為接近，或者因此以誤傳誤，而說何斌用荷人的錢，遁往厦門，這點

是應加指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