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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第一節  計畫概要 

第二節  計畫期程說明 

 

第一節  計畫概要 

1-1.1  緣起 

臺中市政府指定「臺中市定古蹟外埔劉秀才宅」係因劉宅興建人劉定山（劉

捷三）為武秀才，因征剿大嵙崁（今桃園大溪）番人有功，受軍功五品，在劉銘

傳擔任臺灣巡撫時極受重用。本建物建於清光緒年間，為一進雙橫屋形式，保存

中部客家傳統伙房風貌，其作工精美，充分表現地域風貌及民間藝術特色。其特

色為燕尾、斗砌、雕工精美的斗栱、花筒與雀替。正堂石柱有柱墩，並刻有對聯。

伙房後有莿竹林、前有半月池，埕內以卵石排成八卦圖案為風水重要因素。左右

橫屋之外，亦有日式建築房舍毗鄰於左外橫屋。 

目前建物保存情況良好，所有權人保存意願高，但畢竟建物起造已久，部分

構件須待修繕，應儘速進行調查研究，建立古蹟之調查、研究、保存、維護、修

復及再利用之完整個案資料，以免時程延宕，建物損壞情形嚴重，後續進行調查

費時不易。 

 

1-1.2  工作內容及範圍 

一、工作內容 

本案工作項目主要為調查研究，以做為古蹟修復及再利用之指導原則之上位

計畫。工作內容如下所示，將按實際需要依下列項目進行調查： 

1.文獻史料之蒐集及修復沿革考證。 

2.現況調查，包括環境、結構、構造與設備、損壞狀況等調查及破壞鑑定。 

3.原有工法調查及施工方法研究。 

4.必要之解體調查，其範圍、方法及建議。 

5.必要之考古調查及發掘研究。 

6.傳統匠師技藝及材料分析調查。 

7.文化資產價值與再利用適宜性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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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修復或再利用原則、方法之研擬及初步修復概算預估。 

9.必要之現況測繪及圖說。 

10.修復或再利用所涉建築、土地、消防及其他相關法令之檢討及建議。 

11.依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建築管理土地使用消防安全處理辦

法，所定因應計畫研擬之建議。 

12.必要之緊急搶修建議。 

13.修復或再利用計畫先期規劃，包括再利用必要設施系統及經營管理建議。 

14.古蹟導覽摺頁設計。 

二、工作範圍 

本計畫案以臺中市定古蹟劉秀才宅為主要標的物（圖 1-1.1），包括建築本

體：劉宅正身、內外橫屋、內埕及半月池等。 

 
【圖 1‐1.1】「外埔劉秀才宅」計畫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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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目標 

「臺中市定古蹟外埔劉秀才宅修復及再利用計畫」為未來修復設計與再利用

規劃之上位計劃，其主要之調查工作包含建築物人文歷史發展脈絡、修復沿革考

究、現況測繪、周邊環境、建築構造、現況損壞與結構評估，並透過調查之結果

分析，整合擬定管理人之思考規劃，提出修復方法與再利用方向。透過本計畫之

執行，可為後續修復設計時建立良好之資料依據。鑑於客家伙房均以「屋」稱之，

故以下討論採此用詞。整體而言，本計畫之預期成果如下： 

（一）透過歷史考證建立「臺中市定古蹟外埔劉秀才屋」之發展脈絡與歷史 

本計畫透過歷史調查將完整建立「市定古蹟外埔劉秀才屋」之歷史與發展脈

絡，可清楚呈現其歷史價值與文化保存意涵，體現外埔劉式家族之客家遷移、建

屋與生活連結意涵。調查之成果將彙整成相關之解說資料，可提供建立民眾對本

區現存之建築物、歷史文化及土地所發生之相關知識，深具教育意義。 

（二）詳盡現況圖說建立 

紀錄現階段斷代之建築資訊，提供日後調查、研究、保存、維護、修復及再

利用之完整，以數位化方式建立圖面及影像資訊，產出按比例之建築配置、平面、

立面、剖面、大樣等必要現況測繪圖說及照片紀錄。 

（三）建構詳盡之建築歷史構造資料庫，呈現其建築技術之價值 

本計畫建立現存各構造物詳盡之構件、材料、細部裝飾資料，以及利用口訪、

歷史舊照片、地圖及相關史料建立建築形貌。這些資料不僅為各構造物提供一完

整構造技術紀錄，並依此重現「臺中市定古蹟外埔劉屋」之空間場域，更是後續

修復設計或再利用展示時之重要參考依據。計畫執行過程亦會透過這些調查，探

討建築格局、特色、建築構造技術，這些資料除可歸納整理於相關之解說資料中，

讓民眾更瞭解本歷史建築物之建築構成特色外，這些資料亦可與國內其他相關客

家伙房建築比較，有利對伙房類建築之比較研究。 

（四）透過嚴謹之調查與再利用分析提出後續適宜再利用規劃方案 

「臺中市定古蹟外埔劉秀才屋」應以活化再利用為古蹟歷史建築之修復目

標。因此，除了劉屋本身具文化資產價值外，其與周邊歷史痕跡及發展脈絡更是

息息相關。本計畫將透過嚴謹之歷史考究與都市脈絡發展，參考國內外之再利用

規劃案例，針對「市定古蹟外埔劉屋」之保存提出適宜可行之空間規劃及再利用

方案，以及適切之管理維護方式。經由本計畫之再利用分析，不僅可為修復設計

提供一明確方向，亦有利於修復設計時整合因應計畫之執行，並對整體區域發展

文化資產保存推廣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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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擬相關修復與保存計畫 

本計畫將整合歷史考證、現況構造損壞評估、再利用規劃，研擬修復計畫，

不僅針對構造損壞提出適切之修復或補強工法，並對「臺中市定古蹟外埔劉秀才

屋」保存與歷史場域重現建議適切方案，並概估相關修復經費。修復計畫之研擬

不僅可提供主管機關日後爭取預算進行修復時之依據，所提之修復原則與方案亦

為修復設計時之準則，修復設計者將可參考並採納於設計中。另一方面，透過說

故事方式將「市定古蹟外埔劉屋」保存與歷史場域重現，不僅為修復時之重點精

神外，亦為主管機關再利用展示推廣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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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期程 

1-2.1  計畫期程 

計畫名稱 臺中市定古蹟「外埔劉秀才宅」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實施期程 

簽約日  民國 105 年 07 月 07 日為本案簽約日 

屢約期限 300 日曆天（不含機關審查期間） 

階段 計畫檢核點 階段辦理期限 

1 期初報告書 

簽約日起 60 日曆天內提送期初報告書乙式 10 份至

文資處審查。 
民國 105 年 09 月 02 日提交期初報告書，並於 105
年 10 月 5 日舉行期初報告書審查，10 月 21 日核定

公文。 

2 期中報告書 

期初報告審查通過日起(以文資處發文日為起算

日)90 日曆天內提送期中報告書乙式 10 份至文資處

審查。 
民國 106 年 01 月 18 日提交期中報告書，並於 106
年 3 月 24 日舉行期中報告書審查，04 月 11 日核定

通過。 

3 期末報告書 

期中報告審查通過日起(以文資處發文日為起算

日)90 日曆天內提送期中報告書乙式 10 份至文資處

審查。 
民國 106 年 7 月 9 日提交期末報告書。民國 106 年

9 月 22 日提交修正報告書。民國 106 年 11 月 20 日

提交修正稿。 
民國 107 年 1 月 5 日、3 月 27 日、4 月 9 日提交成

果修正報告書。 

4 結案報告書 
期末報告審查通過日起(以文資處發文日為起算

日)60 日曆天內提送結案報告書 100 本(含 100 份電

子檔光碟：Word、PDF、CAD 檔等) 

 

1-2.2  古蹟基本資料1 

一、等級與類別：市定古蹟 

二、種類：宅第 

三、公告日期：民國 103 年 12 月 4 日、府授文資古字第 1030248112 號 

四、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 

（一）建築本體：劉宅正堂、內外四道橫屋、禾埕及半月池。 

（二）建物定著地號：臺中市外埔區三崁段 1032 地號，佔地共計 5144.60 平方

                                                       
1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網站，

http://www.tchac.taichung.gov.tw/monuments/Details.aspx?Parser=99,5,27,,,,248，2016,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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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 

五、指定理由： 

1.劉屋興建人劉捷三為武秀才，征剿大嵙崁（今桃園大溪）番人有功，受軍

功五品，在劉銘傳擔任臺灣巡撫時極受重用。 

2.本建物保存中部客家傳統民厝風貌，其作工精美，充分表現地域風貌及民

間藝術特色。 

3.劉宅建築特色為燕尾、斗砌、雕工精緻的斗拱、瓜筒與雀替。埕內以卵石

排列八卦圖案最為特殊。 

4.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2、3、4、5 款規定，具

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圖 1‐2.1】外埔劉秀才屋地籍套繪圖 

（本研究套繪 2016 年 12 月地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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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公告資料（出處：臺中市文資處網站，http://www.tchac.taichung.gov.tw） 

 

1-2.3  研究方法 

根據本計畫各項工作內容，歸納出工作內容並依此做為日後報告書之章節，

預定執行工作包括：文獻史料蒐集、歷史發展脈絡及修復沿革、現況測繪與週邊

環境調查、構造調查、現況損壞調查、結構系統調查與耐震評估、再利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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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建議等，前述古蹟建築概要則可做為歷史建築解說內容之研擬。 

一、文獻史料蒐集 

歷史研究的重心聚焦於整個歷史脈絡中的時代意義及歷史價值，強調掌握直

接資料的重要。外埔劉秀才屋為傳統的客家伙房建築，作工精美並充分展現地域

風貌及民間藝術特色，具備代表性，因此，除了文獻史料蒐集，並將藉由日治時

期相關圖面進行大環境之沿革考證，以了解外埔及二崁地區之發展，以及劉家自

中國原鄉遷移至苗栗、再遷移至外埔區之發展過程。同時，再利用日治時期地籍

圖進行大環境之沿革考證，再以地籍圖之地號對照日治時期地籍謄本，清查建築

物更迭情形。此外，日治時期因土地尚未分割，多數地號與戶號為同一號碼，故

可透過戶口調查簿清查建築物戶號，瞭解該建築物使用人寄留與遷移情形。 

二、現況測繪與週邊環境調查 

針對基地內所指定之範圍進行環境調查與分析。包括基地內各建築物之平

面、立面、剖面、營建材料、構造、結構與細部裝飾等，予以詳細測繪及拍照以

作為日後研究之依據，並為該建築物之特殊構造留下記錄。 

三、構造調查 

構造調查之目的在於詳細記錄各構造部位之材料、構法、裝飾細部，並探究

其工法技藝，詳盡之構造調查為後續修復設計時相當重要之依據。本計畫屬磚木

石構造建築，因此本計畫之構造調查主要包含基礎、牆體、木棟架與木構件、屋

頂等主體部分，以及門窗五金、設備、裝飾技法、構材結合部等其他細微之工作，

並與相關之歷史文獻與照片比對，釐清建築物之空間格局、材料、構造系統。 

四、現況損壞調查 

本部分主要係針對建築本體現況損壞進行調查，工作之內容主要針對材料、

構件、以及構造結合部等確切紀錄其現況損壞情形，並研判其損壞原因與損壞層

級。透過嚴謹且完善之損壞調查，可作為後續修復方法研擬與修復經費概估時相

當重要之依據。 

五、結構系統調查與耐震評估 

本部分之工作主要在於確切掌握建築物之結構安全，工作內容包含釐清建築

物之結構系統、構件之傳力機制，執行過程透過現況結構損壞調查與木料現況檢

測，研判損壞原因以及針對構造損壞、劣化及生物性破壞評估結構危害層級。最

後針對古蹟建築物之耐震能力進行評估，並對結構安全與未來修復再利用提出建

議。 

六、再利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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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建築結合了祭祀與居住功能的空間特色、並保留諸多精細的裝飾樣

式，未來如何彰顯中部地區客家文化及建築特色，需透過評估再利用適宜性，與

所有權人或管理人座談討論後，據以擬定整體保存策略與修復計畫，以本計畫成

果為基礎，啟動後續修復及再利用規劃及工程。本建築在文化資產整合中扮演相

當大的場所角色，如空間萬花筒陳述歷史故事。關於本計畫之再利用規劃，應建

立以建築硬體保存及再利用，帶動地區永續發展及文化產業復興，以符合客家文

化永續經營之目標。 

七、修復建議及因應計畫建議 

透過前述之歷史考證、現場調查、結構評估，材料科學檢測等執行所得到之

初步結果，並參考相關保存修復案例與再利用規劃，研擬相關修復計畫，其包含

修護復原準則、修復方法與技術，緊急搶修建議，修復經費預算之概估。另一方

面，依據再利用計畫，參酌現況損壞之原因研判以及結構檢測建議，建議後續再

利用規劃之因應計畫檢討重點與管理維護工作要項。 

1-2.4  工作內容檢核 

項次 項目 對應章節及說明 

1. 文獻史料之蒐集及修復沿革考證。 第二章、第三章 

2. 
現況調查，包括環境、結構、構造與設備、損壞狀況等

調查及破壞鑑定。 
第二章至第五章 

3. 原有工法調查及施工方法研究。 第四章 

4. 必要之解體調查，其範圍、方法及建議。 第三章。 

5. 必要之考古調查及發掘研究。 
非考古遺址，無考古調

查及發掘之必要性。 

6. 傳統匠師技藝及材料分析調查。 第三章、第四章 

7. 文化資產價值與再利用適宜性之評估。 第七章 

8. 修復或再利用原則、方法之研擬及初步修復概算預估。 第六章 

9. 必要之現況測繪及圖說。 測繪圖 

10. 
修復或再利用所涉建築、土地、消防及其他相關法令之

檢討及建議。 
第六章 

11. 
依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建築管理土地使

用消防安全處理辦法，所定因應計畫研擬之建議。 
第六章 

12. 必要之緊急搶修建議。 第六章 

13. 
修復或再利用計畫先期規劃，包括再利用必要設施系統

及經營管理建議。 
第六章第四節 

14. 古蹟導覽摺頁設計。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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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劉家家族遷移過程及發展脈絡 

第一節  外埔區行政變遷及區域發展沿革 

第二節  劉家家族遷徙及發展概況 

第三節  劉家居住生活經歷及土地採購過程 

 

第一節  外埔區行政變遷及區域發展沿革 

外埔區位於臺中市西北方、后里臺地北側，介於大甲溪與大安溪中游之間。

東臨后里區，西連大甲區，南隔大甲溪與清水區相隔，北以大安溪與苗栗縣苑裡

鎮為鄰，顯示外埔區之地理位置重要。外埔地區最早為原住民平埔族部落的活動

場所，後經荷蘭、明鄭、清朝、日本、國民政府之統治與經營，建置及區域沿革

的歷程多經變革，並就清領時期後的行政區域沿革進行概要說明，以作為後續研

究之基礎。 

2-1.1  外埔區的行政區域變遷 

一、清領時期的行政區域變遷 

本區在明鄭時期先後隸屬於天興縣、天與州管轄管轄，大部分為平埔族道卡

斯族（Taokas）大甲東社（Tomel）、小部分為大甲西社生活領域，二者均為清代

文獻中所提之崩山八社社群1。此時漢人仍未入墾，故明鄭初期未設任何行政機

構2。 

清領時期，本區先後隸屬於諸羅縣、淡水廳、新竹縣及苗栗縣所管轄，行政

區劃變化極為複雜。以下並依序分述之。 

（一）諸羅縣轄時期（康熙 23 年（1683 年）〜雍正元年（1723 年）） 

早在諸羅縣時期，仍未見任何坊里記載，為平埔族大甲東社族人在此生活，

並未有漢人聚落存在。清初，臺灣設一府三縣，外埔地區為諸羅縣之轄域，但依

據康熙 39 年（1695 年）《臺灣府志》之記載，本區未見任何坊里記載，僅於〈臺

灣府總圖〉中標示出「大甲社」3（圖 2-1.1）。另透過康熙 56 年（1717 年）《諸

羅縣志》中亦記載有「大甲東社」之社名，可見康熙年間本區主要為平埔族大甲

東社的生活領域（圖 2-1.2）。 

                                                       
1  王志宇撰，2004，〈第三篇漢人開拓〉《外埔鄉志》，P.223。 
2  計文德撰，2004，〈第四篇沿革〉《外埔鄉志》，P.247。 
3  高拱乾，1993，《臺灣府志（1695 年）》，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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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臺灣府志》諸羅縣時期之大甲社（康

熙 34 年，1695 年）4 
【圖 2‐1.2】《諸羅縣志》諸羅縣轄的大甲東社

（康熙 56 年，1717 年）5 

 

（二）淡水廳時期 

1.一府四縣二廳時期（雍正元年（1723 年）〜嘉慶 16 年（1811 年）） 

雍正元年（1723 年），增設彰化廳及淡水廳，即為清初的一府四縣二廳

時期（臺灣府、鳳山縣、臺灣縣、諸羅縣、彰化縣、淡水廳、澎湖廳）。此

時，淡水廳僅任稽查北路；淡水廳下設竹塹堡及淡水堡，本區屬淡水廳、竹

塹堡管轄。 

雍正 9 年（1732 年），將大甲溪以北至雞籠一帶劃歸淡水廳自行掌理，

此時始將竹塹堡以外之地劃分為桃澗、海山、興直、芝蘭、大加臘、石碇、

拳山、擺街、中港、後壟、苑裡、大甲等十二堡，本區劃屬於淡水廳大甲堡

之管轄，6漢人仍少到此開墾（圖 2-1.3）。 

                                                       
4  高拱乾，1993，《臺灣府志（1695 年）》，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P.4。 
5  周鍾瑄，1993，《諸羅縣志（1717 年）》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P.12。 
6  計文德撰，〈第四篇沿革〉《外埔鄉志》，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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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淡水廳時期的大甲東社7 

 

2.一府四縣三廳時期（嘉慶 17 年（1812 年）〜光緒元年（1875 年）） 

嘉慶 15 年（1810 年）4 月，閩浙總督方維甸奏請收噶瑪蘭入版圖，爾

後臺灣知府楊廷理辦理開蘭事宜，嘉慶 17 年（1812 年）8 月劃淡水廳之東

北部增設噶瑪蘭一廳，隸在臺灣府屬管領，此即清初一府四縣三廳時期（臺

灣府、鳳山縣、臺灣縣、諸羅縣、彰化縣、淡水廳、澎湖廳、噶瑪蘭廳）8。 

再依鄭用錫纂輯《淡水廳志稿》卷一「街里」所描述，道光年間（1821-1850

年）淡水廳城南大甲堡共有 30 街庄社，本區所在地有大甲東西社（離城 95

九十五里）、鐵砧山莊（離城七十七里）、六分莊（離城一百里）、馬鳴埔莊

（離城一百里）、磁磘莊（離城一百里）9。由文獻所見，此時已將大甲東、

西社合併記載，而另列出鐵砧山、六分、馬鳴埔、磁磘等四莊，似乎即是本

區最早的漢人聚落。並依同治年間《臺灣府輿圖纂要志稿》中〈淡水廳輿圖

冊〉「坊里」記載：「城南大甲保……大甲東西社、……鐵砧山莊……六份莊…,,,

馬鳴埔莊……磁磘莊……」，註曰「此外零碎小戶，不過二、三家或六、七

                                                       
7  劉良璧，1993，《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P.12‐13。 
8  李汝和主修、張柄楠監修，1970，《臺灣省通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卷一〈土地志〉

疆域篇，P.31。 
9  鄭用錫纂輯，1998，《淡水廳志稿》，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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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名村落，附於四近各村」10。由此可見，道光至同治初年期間，本區

已有四莊、一社。 

同治 10 年（1871 年），淡水廳竹塹堡分為竹北一、二堡，中港堡改為

竹南一堡、後壟堡改稱竹南二堡、苑裡堡改為竹南三堡、大甲堡改稱竹南四

堡，各堡所轄區域仍舊11。其後漢人拓墾日有進展，街庄增加甚為迅速，據

陳培桂《淡水廳志》中所見，淡水廳大甲堡六十三莊之中，本區所在地已有

大甲土城（距城一百里）、東莊（離大甲三里）、六分莊（五里）、磁磘莊（五

里）、馬鳴埔莊（五里）、鐵砧山腳莊（四里）、新厝仔莊（五里）、內水尾莊

（三里）、大甲東番社（三里）等八莊一社行政區的記載12，志中「街里」

同時註出「各莊及番社群萃而處，分別開列。若小莊不過一、二家及搭寮居

住，尚無確名者不載。里數以意逆之，未盡確。13」，可見同治 10 年（1871

年）時，本區至少已有八莊（大甲土城、東莊、六分莊、磁磘莊、馬鳴埔莊、

鐵砧山腳莊、新厝仔莊、內水尾莊）一社（大甲東番社）的行政區域。 

3.新竹縣轄時期（光緒元年（1875 年）〜光緒十三年（1887 年）） 

光緒元年（1875 年），清廷裁撤淡水廳，設臺北府，置新竹、淡水、宜

蘭三縣，是為「淡新分治」，淡新分治後，本區改隸新竹縣竹南四堡（大甲

堡）管轄。 

 
【圖 2‐1.4】新竹縣轄時期的新竹縣圖（光緒 5 年，1879 年）14 

                                                       
10  不著撰者，1996，《臺灣府輿圖纂要》，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P.268。 
11  清、鄭用錫纂輯，1998，《淡水廳志稿》，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P.52。 
12  清、陳培桂，1993，《淡水廳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P.64。 
13  清、陳培桂，1993，《淡水廳志》，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P.65。 
14  計文德撰，2004，〈第四篇沿革〉《外埔鄉志》，P.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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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苗栗縣轄時期（光緒 13 年（1887 年）〜光緒 20 年（1895 年）） 

光緒 11 年（1885 年），臺灣建省，劉銘傳為首任巡撫。光緒 13 年（1887 年）

9 月，重新調整臺灣之行政區域，將全省劃分為三府（臺北、臺灣、臺南）、一

直隸州（臺東）、十一縣（宜蘭、淡水、新竹、苗栗、臺灣、彰化、雲林、嘉義、

安平、鳳山、恆春）、三廳（基隆、埔里社、澎湖），此次實施政域改革，拆新竹

縣域為新竹、苗栗兩縣，即所謂的「新苗分治」（圖 2-1.5）。 

光緒 15 年（1889 年），再以中港溪之南港溪為界，以北屬新竹縣、以南屬

苗栗縣。苗栗縣轄竹南二、三、四堡，其中，竹南四堡又名大甲堡（大甲三堡），

本區則隸屬於苗栗縣大甲堡（圖 2-1.6）。據沈茂蔭《苗栗縣志》所載，大甲堡共

八十三莊，轄域包括大甲、大安二溪下游地域，亦即今日之大甲區、大安區、外

埔區、后里區等四區；其中外埔區已有鐵砧山腳莊（在縣治之西南，距城五十八

里）、六分仔莊（在縣治之西南，距城五十八里）、前湖莊（在縣治之西南，距城

五十九里）、後湖莊（在縣治之西南，距城五十九里）、上高園莊（在縣治之西南，

距城五十九里）、下高園莊（在縣治之西南，距城五十九里）、馬鳴埔莊（在縣治

之西南，距城五十九里）、磁磘莊（在縣治之西南，距城五十八里）、風空吼莊（在

縣治之西南，距城五十九里）等九莊的行政區域15，大甲東社並載於距縣西南五

十五里之處。16 

大抵而言，本區由清初的「不見漢人聚落」情景，逐漸發展成為漢人與平埔

族道卡斯族人共計九莊（鐵砧山腳莊、六分仔莊、前湖莊、後湖莊、上高園莊、

下高園莊、馬鳴埔莊、磁磘莊、風空吼莊）並與一社（大甲東社）的共同生活圈。 

                                                       
15  清、沈茂蔭，1993，《苗栗縣志（1894 年）》，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P.48。 
16  計文德撰，2004，〈第四篇沿革〉《外埔鄉志》，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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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光緒 13 年（1887 年）苗栗縣轄時期的苗栗縣圖 

 
【圖 2‐1.6】苗栗縣轄時期的大甲堡區域圖17 

                                                       
17  沈茂蔭，1993，《苗栗縣志（1894 年）》，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P.9。 

外埔庄 



第二章    劉家家族遷移過程及發展脈絡 

17 

二、日治時期的行政區域變遷 

本區於日治時期歷經縣、廳及州郡時期等多次行政轄區變遷與轉換，並分述

如下： 

（一）縣轄時期（明治 28 年（1895 年）〜明治 34 年（1901 年）） 

日治初期，日方參酌清代舊制，設 3 縣（臺北、臺灣、臺南）、1 廳（澎湖）

及 12 支廳（淡水、宜蘭、基隆、新竹、苗栗、埔里、雲林、嘉義、安平、鳳山、

恆春、臺東），是為「三縣一廳」時期，此時隸屬於臺灣縣苗栗支廳。旋即施行

軍政，並頒佈〈臺灣總督府條例〉改行政區劃為 1 縣（臺北）、2 民政支部（臺

灣、臺南）、1 廳（澎湖島），並於縣及民政支部下分設 4 支廳（淡水、宜蘭、基

隆、新竹）和 8 出張所（鹿港、雲林、苗栗、埔里社、嘉義、安平、鳳山、恆春），

此時本區隸屬於臺灣民政支部苗栗出張所苗栗三堡管轄。明治 29 年（1896 年）

廢除民政支部，改為 3 縣（臺北、臺中、臺南）、1 廳（澎湖島），縣下設支廳；

並廢軍政、恢復民政，此時外埔區隸屬於臺中縣苗栗支廳。明治 30 年（1897 年）

再次修正臺灣地方行政區域，將全臺設為 6 縣（臺北、新竹、臺中、嘉義、臺南、

鳳山）、3 廳（宜蘭、臺東、澎湖島），並於各縣廳之下另設 86 個辦務署，其下

再設街、莊、社等；此時新竹縣下設有新竹、北埔、新埔、頭份、苗栗、苑裡、

大甲等 7 個辦務署，本區則屬新竹縣大甲辦務署第三堡（即苗栗三堡，又名大甲

堡）管轄。明治 31 年（1898 年）再次調整行政區劃，改為 3 縣（臺北、臺中、

臺南）、3 廳（宜蘭、臺東、澎湖島），縣廳之下仍設 44 處辦務署，臺東、澎湖 2

廳之下改設出張所；因廢新竹縣，本區改隸臺中縣大甲辦務署苗栗三堡所轄。殆

至明治 34 年（1901 年），裁撤臺南縣下恆春辦務署改設恆春廳，係屬 3 縣 4 廳

時期，本區行政轄區不變，仍為臺中縣大甲辦務署苗栗三堡所轄18。 

（二）廳轄時期（明治 34 年（1901 年）〜大正 9 年（1920 年）） 

明治 34 年（1901 年）再次針對行政區劃進行改革，將地方行政區改為二級

制，全島設 20 廳（臺北、深坑、基隆、桃園、新竹、苗栗、臺中、南投、彰化、

斗六、嘉義、鹽水港、臺南、鳳山、蕃薯寮、阿猴、恆春、臺東、澎湖），廳下

設支廳，係為「二十廳時期」，此時本區屬於苗栗廳大甲支廳苗栗三堡所轄。明

治 42 年（1905 年），將原本的 20 廳整合為 12 廳，即為臺北、宜蘭、桃園、新

竹、臺中、南投、嘉義、臺南、阿猴、臺東、花蓮港、澎湖等 12 廳，各廳再視

轄區大小、廳治難易度等，再於廳下設支廳、其下再設區；此時，本區改隸臺中

廳苗栗三堡大甲支廳管轄，廳下分溪底、五里牌、大安、十八莊、大甲、內埔、

外埔等七區），轄域內有二區（溪底區、外埔區）、八庄（土城庄、廍子庄、鐵砧

山腳庄、六份庄、磁磘庄、內水尾庄、馬鳴埔庄、大甲東庄）19。 

                                                       
18  計文德撰，2004，〈第四篇沿革〉《外埔鄉志》，P.260〜261。 
19  計文德撰，2004，〈第四篇沿革〉《外埔鄉志》，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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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州郡轄時期（大正 9 年（1920 年）〜民國 34 年（1945 年）） 

大正 9 年（1920 年）開始，第八任總督田健治郎對臺灣採取同化政策，廢

支廳為郡市，首先於大正 9 年重新調整臺灣之行政區劃，廢廳為州、廢支廳設郡、

市、廢區、堡、里、澳、鄉而設街、庄。全臺改為 5 州、2 廳、3 市、47 郡、263

街庄、18 區。此時本區隸屬於臺中州大甲郡外埔庄管轄，轄區內有頂六分、下

六分、三崁、磁磘、內水尾、大甲東、馬鳴埔、鐵砧山腳、土城、廍子、六股。 

從大正 9 年（1920 年）開始，各郡市街庄各有調整，昭和元年（1926 年）

增設澎湖廳，成為 5 州 3 廳 5 市 45 郡。此後歷年地方行政區劃雖多有變更與調

整，本區一直隸屬於臺中州大甲郡外埔庄管轄。（圖 2-1.7〜2-1.11） 

 
【圖 2‐1.7】1932 年臺中州管內圖20 

                                                       
20  來源：

http://www.taiouan.com.tw/catalog/popup_image.php?pID=14302&osCsid=6b4426539f64df5988580
8a88d025f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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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1932 年臺中州管內圖（局部），《臺中州要覽》 

（賴志彰、魏德文，2010，《臺中縣古地圖研究》，P.140。） 

 

 
【圖 2‐1.9】日治昭和 14 年（1939 年）大甲郡役所發行的大甲郡大觀「大甲郡展望」21 

                                                       
21  中華民國地圖學會，http://www.ccartoa.org.tw/news/2015/1502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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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0】大甲郡大觀「大甲郡展望」（局部） 

 
【圖 2‐1.11】昭和 12 年（1937 年）大甲郡工商市街圖 

（出處：賴志彰、魏德文，2010，《臺中縣古地圖研究》，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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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戰後的行政區域變遷 

戰後，原臺中州分為臺中縣、臺中市、彰化市，原臺中縣大甲郡也改名為臺

中縣大甲區，本區則改為臺中縣大甲區外埔鄉，轄 11 村，直至民國 99 年（2010

年），臺中縣合併改制為臺中市，本區亦由臺中縣外埔鄉更名為臺中市外埔區，

轄 11 里（圖 2-1.12）。22 

 

【圖 2‐1.12】外埔區行政區域圖23 

 

2-1.2  外埔地區漢人的入墾 

一、清代的開發 

（一）漢人入墾 

本區原為平埔族大甲東社的活動領域，漢人進入此地後，原住民與漢人的競

爭逐漸居於劣勢，或被同化、或移居他處。根據史料記載，明永曆 23 年（1669

年）右武衛劉國軒鎮守彰化，曾遣軍囤田於大甲一帶以制崩山八社平埔族人，而

明鄭時期，大甲地區亦有來自晉江的漢人李殖春入墾，但大抵而言，於清初時期

漢人在大甲一帶的活動仍相當有限。直至康熙 40〜50 年代，由南往北墾殖的移

民才到大甲一帶；康熙末葉，已有閩南籍林、張二姓墾戶、客籍邱姓墾戶等，率

佃戶墾成大安、三十甲、九張犁、日南、鐵砧山等之荒埔，然受到臺地地形缺乏

水利，故無法全面化。24受到本區地形與河流方面的限制，使得墾民大多從大安

                                                       
22  計文德撰，2004，〈第四篇沿革〉《外埔鄉志》，P.262‐264。 
23  臺中市外埔區公所網站，

http://www.waipu.taichung.gov.tw/ct.asp?xItem=1332680&ctNode=9560&mp=152010 
24  王志宇，2004，〈第三篇漢人開拓〉《外埔鄉志》，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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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登陸，初墾於鐵砧山、崩山以西的大甲清水海岸平原，再溯大安、大甲及水尾

溪抵達外埔地區開墾。另有從豐原、后里等地區北上的漢人25。清代中葉以後，

大批客籍移民，從苗栗地區渡大安溪南下入墾外埔地區26。 

而有關本區漢人的開拓，以伊能嘉矩所編《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臺

灣》，苗栗三堡條所述及：「屬於過去的舊大甲堡，清代光緒元年稱為竹南四堡，

光緒 14 年改稱苗栗三堡，為以大甲皆為主，居於大安、大甲二溪流域間的區域。

大甲附近於明鄭時已經駐兵屯墾，為該地最早開發地區。清康熙四十年左右，由

鹿港地方北進的漢人，以及由大安港上陸的漢人，開始進行拓墾。當時閩人林、

張二姓以及來自廣東的邱姓，率領眾佃開拓今大安庄、三十甲庄、九張犁庄、日

南庄、鐵砧山腳庄等荒埔。康熙四十五年在現在大甲街所在，建立閩粵雜居的小

街肆。當時也在拓殖區到東方土城庄間修築土城，以防番害。」27 

大抵而言，原大甲東社在本區活動時已有農業活動，後來漢人前來開發並建

立了鐵砧山腳庄、土城庄，隨後並陸續建立了磁磘（今大同、三崁）、六分（今

六分、永豐）、內水尾（今水美）、馬鳴埔（今馬鳴、中山）等聚落28。 

 
【圖 2‐1.13】1898 年臺灣堡圖，描繪出日治初期外埔地區主要的漢人聚落分布情形29 

 

                                                       
25  王志宇，2004，〈第三篇漢人開拓〉《外埔鄉志》，P.224。 
26  洪敏麟，1980，《臺灣舊地名之沿革》，P.164。 
27  伊能嘉矩編，1909，《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臺灣》，P.62。 
28  王志宇，2004，〈第三篇漢人開拓〉《外埔鄉志》，P.228。 
29  來源：臺灣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chung.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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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資源的開發 

受到不同族群移民之影響，也產生了閩客族群的衝突，主要在於水資源（灌

溉水源）的取得。受到臺灣地區雨量分布不均之影響，水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往往

成為土地開發的前提。早期以平埔族的耕作仍以旱田為主，並無興築埤圳作為灌

溉之記錄，迄至漢人入墾後，才逐漸以泉水或埤圳進行灌溉。 

早期臺灣地區埤圳的修築係以泉水及井水為主，本區北臨大安溪、南抵大甲

溪，其水利的興築最早在雍正 11 年（1733 年）由墾民相繼開發大甲溪下游之五

福圳，灌溉清水一代沿海平原，並逐漸擴大至大甲、大安、外埔、后里等地30。

乾隆 45 年（1780 年）大甲堡王文清興建虎頭大圳，從外埔水尾庄（今水尾里）

引入大甲溪水灌溉；虎頭大圳於日治時期經過整修後改為虎眼大圳，及虎眼一

圳、虎眼二圳等幹圳，成為自水尾庄引大甲溪水灌溉、並自同堡的崁仔腳庄引金

錠泉連接、本支流合計五里的埤圳。另有同治年間的九張犁圳，從廍子引大安溪

水，灌溉九張犁（今大甲區大白里、孟春里）、樹子腳、刺子埔、下五里牌（今

大甲區融泉里）等地，以及光緒年間興豐疇在內外埔開築的北圳31。此外，另有

兼具排水灌溉的溝渠，如三崁坑溝。而涵蓋本區最大灌溉面積的后里圳及其他小

型灌溉工程，則為日治時期所興修；外埔秀才屋所在地區亦為后里圳灌溉範圍。 

 

【圖 2‐1.14】后里大圳32 

                                                       
30  蔡志展，1987，《明清臺灣水利開發研究》，P.54～83。 
31  王志宇，2004，〈第三篇漢人開拓〉《外埔鄉志》，P.235。 
32  網站：http://enews.url.com.tw/cultivator/7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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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治時期的閩客族群分布 

透過前述對於外埔地區清代漢人之移墾可以得知於康熙末年即有閩籍及客

籍人士入墾，後來客家族群又紛紛遷往東勢、石岡、新社等地區；到了清朝末年，

又有來自苗栗、新竹等地區的客家族群南遷進入本區開墾。 

依據日治昭和元年（1926 年）《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顯示，外埔庄

漢人籍貫比為同安佔 32.8％、三邑 20.5％、潮嘉惠佔 38.7％、安溪佔 2.7％、漳

州佔 2.7％、汀州佔 2.7％。由上述文獻資料可知，日治時期外埔地區以閩南人及

客家人為主33。 

戰後，本區居民閩南籍約佔 70％、粵籍族群則為 30％，並以六分、廍子的

客籍族群人數最多34。 

 

 

                                                       
33  王志宇，2004，〈第三篇漢人開拓〉《外埔鄉志》，P.228。 
34  洪敏麟，1900，《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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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劉家家族遷徙及發展概況 

2-2.1  臺灣客家族群分布概況 

一、臺灣客家族群分布概況 

客家人在臺灣的遷移過程中，一方面由於遷入地人口及經濟發展狀況的不

同，另一方面也由於其大本營向臺灣遷移的路線的差異，從而導致其在臺灣各地

的分布及形成村落的時間也不盡相同。大致而言，客家人在臺灣的分布，係以臺

南為中心，繼續向南開發，然後再向北發展的先南後北的過程。客家族群遷移至

臺灣後，受到環境條件之影響，也有數次的遷移並導致出現南客（以六堆為主）、

北客（以桃竹苗地區為主）等分類；大抵而言，在臺灣地區遷移亦可分為四期，

並說明如下。 

第一期從明鄭時期到康熙 25、26 年間（1686 年〜1687 年）：嘉應州的鎮平

縣（今蕉嶺縣）、興寧、平遠、長樂（今改五華）「四縣」及嘉應州治「梅縣」的

移民，幾乎隨著福佬人渡海來臺。臺灣客家人第一時期的開墾在南臺灣的屏東平

原。 

第二期從清康熙 60 年（1721 年）「朱一貴事件」以後，客家潮州、惠州渡

臺的禁令取消。客家人入墾臺灣漸次移到彰化和雲林。 

第三時期清雍正年間，由客家籍通事張達京組成的六館業戶，興修水利開墾

了臺中地區三千多甲的良田，客家人遂移民至臺中盆地以東的丘陵地，以及大甲

溪上游的東勢、新社、石岡、豐原一帶。 

第四期在雍正以後的乾隆時期，臺灣的開發源係由南而北，客家人開墾北部

也比較晚，至乾隆年間才入墾臺北、桃園、新竹、苗栗。嘉應州的四縣客家主要

開發桃園中壢、苗栗等地。惠州府海豐、陸豐客家主要開發桃園楊梅、新竹縣。

潮州府饒平客家主要開發淡水、臺北，其中又以「四縣客」及「海陸客」為多。

依據邱彥貴、吳中杰所著之《臺灣客家地圖》，大致破除了一般民眾認定來自福

建即為福佬、來自廣東即為客家的觀念，臺灣客家人主要來源如下35： 

                                                       
35  邱彥貴、吳中杰，2001，《臺灣客家地圖》，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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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清代客家移民主要祖籍來源表 

省份 府州 縣份 備註 

廣東省 嘉應州 嘉應（梅縣）、鎮平（蕉嶺）、興寧、長樂

（五華）、平遠 

純客家區域 

潮州府 大埔、豐順 純客家區域 

海陽（潮安）、潮陽、揭陽、普寧、惠來、

饒平 

部分客家區域 

惠州府 海豐、陸豐 部分客家地區 

福建省 汀州府 長汀、上杭、武平、連城、永定 純客家區域 

漳州府 南靖、平和、詔安、雲霄 部分客家地區 

資料來源：邱彥貴、吳中杰，臺灣客家地圖，P.29。括號內為現今地名。 

 

早期的客家人從原鄉來臺，大都在打狗港、下淡水港或東港登陸，然後沿著

下淡水溪入墾屏東竹田、萬巒、高樹、高雄美濃等地區，稍晚之後才有其他的客

家人從鹿港、草港登陸，墾拓彰化、雲林及南投等地，或從崩山港、大安港登陸，

入墾大甲、豐原、東勢；或從房裡溪、吞霄溪上岸，墾拓房裡、通宵、白沙屯等

地區；或從中港、後瀧港登岸，散居在苗栗一帶；或從竹塹港、紅毛港登陸，開

發新竹地區；或從南港、觀音登陸，成為桃園主人的客家人。故以目前的現象來

看，臺灣的客家區可分為北、中、南、東四地區。 

（一）北部地區的客家人 

係指桃、竹、苗三縣的客家人而言。桃園縣南境的龍潭、平鎮、楊梅、觀音、

新屋、八德以及半個中壢市均屬於客家庄；新竹縣除五峰之外，其餘全為客家人

的居地；苗栗則以海山線劃分，海線為福佬人的聚落，山線的頭份、苗栗市、卓

蘭、公館、大湖、銅鑼、三義、頭屋、南庄、西湖、三灣、獅潭、泰安，都是純

客家人居住的地方。 

（二）中部地區的客家人 

初期包括現今的清水、神岡、豐原、潭子、石岡、新社、東勢及臺中南屯一

帶，後來受到閩籍移民的壓力，部分留在原地被同化為福佬客，多數則往內山遷

移，或者落腳在新社、東勢地區，或者翻山越嶺，進入埔里盆地，最後流落至南

投縣的國姓、水里、信義等地區。彰化平原一帶，也曾有過客家人的腳蹤，彰化

的埤頭、員林、和美、田尾、永靖，都是客家人墾拓過的地區，原墾的客家人，

由於人少勢單，大都被同化為福佬客。雲林沿海的崙背、麥寮，還有少數部落仍

保有操客家話的鄉親。 

（三）南部地區的客家人 

一般都稱為六堆客家人，此乃因朱一貴起事時，聚居高屏溪沿岸的客家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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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成鄉勇，以居住地為單位，分成六堆以進行保鄉為里的重任，此組織後來繁衍

為平常的團練組織，六堆乃漸轉化為地域的稱呼。六堆共分為中堆、前堆、後堆、

左堆、右堆以及先鋒堆；中堆位於現今的屏東縣竹田鄉，前堆包含長治、麟洛兩

鄉，後堆則在內埔鄉境，左堆涵括最南的新埤、佳冬，右堆為高樹及高雄縣的美

濃鎮，屏東的萬巒位於這些堆的大後方，鄉勇留在當地無用，大都被徵調為先鋒

部隊，故稱先鋒堆。 

（四）東部地區的客家人 

在本省東部縱谷地帶，也有不少客家人聚居期間，但他們大多數是在後期由

西部「客庄」遷移過去的，很少從大陸原籍直接遷入該地。日治時代，日本人為

了增加種植甘蔗與製造蔗糖的人力，於是從臺灣西部招來漢佃來花蓮從事勞力工

作，其中大部分是來自新竹的客家人。此外，日本人為了擴建花蓮港，也徵招不

少西部的客家人從事勞力的工作，這些都是當時較具規模的族群遷移。移居東部

的客籍先民，也曾在富庶的蘭陽平原近山地區留下痕跡，當地十餘座的三山國王

廟便是證明。六堆地區的客家人，也有不少受迫於生活壓力，移居花東地區，如

今臺東的池上、鹿野、關山以及花蓮的鳳林、瑞穗、吉安、玉里、壽豐、富里、

光復等鄉鎮，有散居人數不少的客家人。 

二、閩客族群之入墾與三崁地區開發 

外埔之名的由來，係因日治時期將今后里區統稱為「內埔」，而將其西側地

區稱為「外口」，本區位於后里的外側、尚未開發的荒埔地，故稱之為「外埔」。 

本區位於臺中縣的西北側，在大安溪與大甲溪之間的后里臺地上，其地形屬

於后里臺地之磁磘隆起沖積扇中的馬鳴埔面、磁磘面、磁磘二崁面、磁磘三崁面

及月眉面，為一階一階由西往東逐漸升起之臺地地形，又因較高崁的地區，如永

豐、六分、三崁、大同、水美等地，早期灌溉不便，人們稱之為埔地。因此，直

至清光緒 19 年（1893 年）方有「內外荒埔」地名方逐漸為人所通用，並經先人

開圳灌溉始逐漸形成聚落，人口一多，便統稱本區域為內外埔，日治時期設街庄

而定「外埔」之名。 

三崁聚落，係因其位於崁磁磘沖積扇的新舊五段河階地形上的三崁面河階

上，因其東北有「三崁」、東方有「崁頂」，本地依次稱為「三崁」。36依據林衡

道在《臺灣省鄉鎮市概況》所述，「本鄉由北大安溪、南大甲溪所狹之中間高嶺，

形成頃北之階段。是以道路多坡，轄內有二崁、三崁之稱，由此故也」37。 

三崁地區之開墾，受到后里圳開鑿影響極大，依據大正 14 年（1925 年）三

崁〈福興宮創建緣起與沿革概略〉提及「我內、外埔、崁頂，蒙后里水圳開鑿以

來，水源充足，凡荒□曠野變更成良田，數年間家屋稠密、人口遽增」，可知后

                                                       
36  洪敏麟，1980，《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P.166。 
37  林衡道，1982，《臺灣省鄉鎮市概況》，P.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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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圳之開鑿帶動了外埔地區之發展38。 

后里圳最早開墾係於清末，當時稱為「欽差圳」，光緒 16 年（1890 年）林

維源將其重修，「凡用林家水者每年需繳納收成量之 40％予林家，或以 40％之田

換取永久之灌溉權」，故有「四六田」之稱39。 

而在水圳開鑿後，陸續有居民遷來三崁地區開墾，依據族譜及訪問耆老得

知，多數為苗栗地區遷來且居住在三崁地區，並以客籍居民居多且較早，之後因

土地開發漸廣，需要更多的人力，故陸續從大安、豐原、后里等地招募閩籍移民，

以及從苗栗、公館、銅鑼等地遷來客籍移民。40大抵而言，三崁地區的閩客族群

呈現同族集居之情形，而三崁、二崁地區閩客族群閩客族群分布相當。 

 

 
【圖 2‐2.1】1921 年地形圖 

（出處：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38  〈福興宮創建緣起與沿革概略〉，轉引自蘇美如，1993，《臺中外埔鄉三崁地區閩、客傳統農

宅空間構成之比較》，中原大學建築所碩論，P.2‐6。 
39  陳炎正主編，1989，《后里鄉志》，P.23。 
40  蘇美如，1993，《臺中外埔鄉三崁地區閩、客傳統農宅空間構成之比較》，中原大學建築所碩

論，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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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三崁地區閩客族群集居圖41 

 

2-2.2  劉氏家族發展與遷移 

一、彭城堂劉氏家族遷移過程 

（一）廣東省嘉應州之劉氏家族 

外埔劉秀才屋之劉氏家族，堂號「彭城堂」，其廣東開基一世祖為劉萬四，

祖籍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苦竹坑田心東坑尾梅子畬（圖 2-2.3〜2-2.6）。待傳至第

十一世祖劉應九，生六子，第六子劉能烳轉往臺灣發展。劉能烳生於康熙 53 年

（甲午，1714 年），歿於乾隆 56 年（1793 年），享壽 79 歲；推論其渡臺時間應

在乾隆年間。當時廣東地區客家族群人口逐漸增多，加上客地山多田少，逐步向

外發展，有許多客家族群分遷至至廣東中部及濱海地區、及四川、廣西、湖南、

臺灣。42 

而遷往臺灣的客家族群在臺的遷徙過程則分為四個時期，由南往北逐漸開

墾，待至劉能烳遷往臺灣時，這些客家族群多數入墾臺北、桃園、新竹、苗栗；

而來自嘉應州的四縣客家主要開發於桃園中壢、苗栗等地。 

 

 

                                                       
41  蘇美如，1993，《臺中外埔鄉三崁地區閩、客傳統農宅空間構成之比較》，中原大學建築所碩

論，P.2‐9。 
42  曾喜城，1999，《臺灣客家文化研究》，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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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彭城劉氏族譜序（手抄本） 

 

 
【圖 2‐2.4】彭城劉氏族譜，廣東開基祖萬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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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二世祖劉文一公及祖籍地說明。 

 

 
【圖 2‐2.6】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彭城堂劉氏世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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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臺地區之開墾 

劉氏家族開臺祖劉能烳，生於清康熙 53 年（1714 年）6 月，歿於清乾隆 58

年 10 月 29 日。劉能烳移墾臺灣時係抵達臺灣府北路淡防廳（臺北府二堡，名蛤

仔市（莊）尖山庄）43，劉能烳抵臺後，即沿著苗栗後龍溪往上游地區抵達近山

區的尖山庄落地生根並定居發展，直至第十六世時，劉定山全家已搬遷至苗栗

街，後再移墾外埔區三崁里44。（圖 2-2.7、2-2.8） 

苗栗縣境丘陵起伏、山多田少，漢人的入墾則從乾隆初年，順著後龍溪沿岸

往上游開發，也間接促使平埔族的內遷；大陸移民入墾苗栗縣地區起步很晚，其

大規模開發更是遲至乾隆年間（1736～1795 年）客家人大批湧至後方才開始45。 

漢人移墾苗栗河谷平原是從海口後龍港、公司寮港等地逐漸內遷，清乾隆 2

年（1737 年）前後從苗栗後龍溪對岸的頭屋開始，並陸續往上游開墾；從清乾

隆初年到嘉慶年間，也陸續往南、山區等地開墾，諸如中心埔、七十份、石圍牆、

公館一帶；從乾隆中葉到咸豐年間，在出礦坑、舊雞隆、新雞隆等地皆有入墾紀

錄46。這個階段，開發已遍及今竹南、後龍、通霄、苑裡、西湖、苗栗等鄉鎮市，

並且大多有市街之形成。嘉慶、道光（1796～1850 年）年間的墾殖狀況，不如

乾隆時期，只是更深入山地而已47。 

劉能烳抵臺定居之處為臺北府二堡之蛤仔市（莊）尖山庄。蛤仔市庄為後壟

堡三十三莊之一，為同治 10 年（1871 年）淡水廳所屬街里（位於今苗栗縣後龍

鎮公館）；公館，於清道光年間，因境內墾民日增，成為貨物交易中心，而變為

市，由於四周山丘環繞，中間低平，形似蛤仔，也稱為「蛤仔市」48。日人治臺

後，於明治 29 年（1896 年），設置公館區役場，轄有附近五庄。大正 9 年（1920

年），改為庄役場，將五鶴山、河頭、硫磺窟等各庄併入，共轄十一庄；麻齊寮、

公館、大圍牆、中小義、枋屋、河頭、硫磺窟、石圍牆（原屬銅鑼鄉老雞籠，因

後龍溪改道西向，劃屬公館），合稱上八庄。尖山、鶴仔岡、五谷岡，稱下三庄。 

儘管早年進入公館開墾，閩粵客籍人皆有，但定居公館鄉之居民大多為客家

人，入墾苗栗之客族人先是製材、製腦、樵採，隨後發現有可耕之平地，即進入

居住開墾，或向貓閣社頭目商領墾區，至乾隆末年，五鶴山地區，已屬於客族墾

耕範圍。 

                                                       
43  資料來源：《彭城劉氏族譜》，手抄本。 
44  資料來源：1.《彭城劉氏族譜》，手抄本。2.《外埔鄉志人物志》，P.825。 
45  黃世明主持，2008，〈後龍溪流域客家族群產業經濟〉，《台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

遷(四溪計畫)》，P.730。 
46  賴志彰，2004，《苗栗縣後龍溪沿岸客家人文地景之歷史變遷》，P.20～21。 
47  黃世明主持，2008，〈後龍溪流域客家族群產業經濟〉《台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

遷(四溪計畫)》，P.733。 
48  後龍鎮志，http://lib.mlc.gov.tw/webmlh/p13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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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1897 年日治臺灣假製二十萬分之一圖，苗栗尖山庄49。 

 
【圖 2‐2.8】尖山庄區位圖，位於後龍溪東側的近山區。50 

 

                                                       
49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 
50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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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民的再移民：移墾外埔 

（一）客家族群再遷徙之背景 

客家族群在臺之發展，由於歷史因素，客家族群常常面臨「遷徙－再遷徙」

之命運，在臺進行一次、二次或再次的遷徙。遷徙是一種人口的流動方式，人類

的生存環境時時刻刻都在改變，有些人為了生存也為了理想或財富，做某些程度

上的人口流動；因此，生存、理想、財富常常成為遷徙的三大因素。51 

從日治時期開始，住在北部桃竹苗的客家人，因為山多田少土地又過度集中

地主手中，佃農人口漸多生計困難，此外，樟樹砍伐殆盡，腦丁開始往南部尋找

事業第二春，天然災害如震災、風災的肆虐，迫使這群人開始了臺灣島內的再次

移民，因而有了北客南遷的稱謂，客家人的全島遷居又有北客、南客、中客、東

客之分。52 

此外，依據陳亦榮〈清代漢人在台灣地區遷徙之研究〉中指出53清代臺灣移

民遷徙型態以四種，包括一為農墾型遷徙；一為商業型遷徙；一為分類械鬥、民

變型遷徙；一為災荒型遷徙。整體而言，客家族群的再遷徙有下列原因54： 

1.人口的壓力：家族人丁興旺，原居地的田產有限，必須擴展生活空間（或

已在他處另置田產）時就會有移居或分家之現象。 

2.地利已盡：田地開墾後，因天災導致土地流失，或因田土瘠薄以致地力喪

失，不得不遷徙他處維生。 

3.民變：分類械鬥、反亂等造成治安、生命受到威脅，臺中地區更常因爭奪

水權產生宿怨，一旦有事則進而相抗，敗者多會遷徙到同類多、市立較強

之處；此外，番害也常常是造成遷徙的主因。 

4.風水：風水觀念影響民居觀念甚重，若家中有人不斷生病、或遭遇不測、

沒有後代，都會認定是風水不佳之故，必定要遷徙。 

5.耕佃關係的移民：如招勇募佃而移民並定居。 

此外，人口壓力常常是造成移民生存空間危機的重要因素，日治時期住在桃

竹苗地區客家人，多屬山區丘陵，可種之地有限，在人口日益增多的情形下，再

次面臨與清初時期閩粵移民移墾臺灣一樣的情況。 

 

                                                       
51  謝惠如，2012，《日據時期北客再次移民之發展歷程研究：以雲林縣林內鄉、莿桐鄉為例》，

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論，P.12～13。 
52  謝惠如，2012，《日據時期北客再次移民之發展歷程研究：以雲林縣林內鄉、莿桐鄉為例》，

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論，P.4。 
53  陳亦榮，1986，《清代漢人在台灣地區遷徙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論，P.81‐164。 
54  許雪姬、賴志彰，1993，《臺中縣民居發展篇，民宅篇》，P.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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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劉家之再遷徙 

劉定山，字捷三，自幼身高體碩，愛好武學，無師自通，16 歲時拜苑裡文

秀才羅秀真為師，文武雙全，於光緒 11 年（1885 年）考取武秀才。光緒 14 年

（1888 年）大科崁地區泰雅族人作亂，殺害漢人，搶奪財物，又霸佔田園，且

聚眾反抗政府，影響社會安定。當時劉定山與其長子劉雲昌受命臺灣巡撫劉銘傳

征剿大嵙崁（今桃園大溪）番人，劉定山擔任統領職位，帶兵征討，前後約一年

多的時間，才把亂事平定。因劉定山平亂有功，於光緒 16 年（1890 年）欽授「五

品軍功」一職。後傳因「捷三」之名和劉銘傳的字號「省三」相剋，故劉改名為

「定山」。光緒 21 年（1895 年）臺灣割讓日本，丘逢甲領導的臺灣義軍抵抗日

本，劉定山義率領鄉勇加入抵抗日軍，後無功返回故里。 

以劉家自清乾隆年間入墾苗栗地區迄至日治初期劉定山再次遷徙到外埔地

區已經歷經逾 150 年之久，劉家人丁興旺且劉定山已有其軍功，雖已符合「北客

再次移民」之前提；所謂「北客再次移民」，係指從日治時期以後受到災變頻仍

加上南北縱貫鐵路的開通之影響，使得原居桃竹苗山區佃田耕作的北客們，為尋

求更好的生活環境，在台灣島內四處尋覓合適的地區再次遷徙。55以劉定山昔日

具備之軍功背景，此次再遷徙時已具備豐厚的勢力與財力，到外埔地區後並參與

后里水圳之開發，迥異於一般的北客遷徙背景。依據劉氏祖譜對於劉定山之記載： 

「定山公我祖也，三十六歲中式武秀才後設館授徒，五十歲受臺灣巡撫劉銘

傳引見授命、領兵征大嵙崁生蕃壹年有餘，平服授返鄉苗栗，欽賞軍功五品。

五十八歲之時，到大甲外埔三崁地方買芒埔數十甲後，疏府開后里水圳變成

良田，民國四年56移居三崁建造大廈祖屋，開基立業…」57。 

再依日治時期戶籍資料可知，劉定山一家人在遷往外埔三崁之前曾在苗栗一

堡，於大正 3 年（1914 年）4 月 23 日自原居地遷移至新竹廳苗栗一堡苗栗街三

百十番地，大正 8 年（1919 年）9 月 21 日再遷移至臺中廳苗栗三堡磁磘庄六百

四十番地。可知劉定山與其子劉雲昌係至外埔三崁先購地後，透過后里圳水圳開

鑿，將荒埔轉變成為良田，再興建宅屋後舉家遷徙。 

 

                                                       
55  謝惠如，2012，《日據時期北客再次移民之發展歷程研究：以雲林縣林內鄉、莿桐鄉為例》，

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論，P.12～13。 
56  此本族譜為日治時期劉家族人親自至中國原鄉祖籍地請人謄寫，故以當時中國年曆紀元方式

於以書寫。 
57  資料來源：《彭城劉氏族譜》，手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