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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9】劉氏祖譜中有關劉定山生平記述。（資料來源：《彭城劉氏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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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0】劉氏家族世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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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1】第 17 世劉雲昌隨父參與親征大嵙崁之役記述。（資料來源：《彭城劉氏祖譜》）

【圖 2‐2.12】祖公像（劉定山）

【圖 2‐2.13】祖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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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代字輩
依據族譜記載，劉家歷代字輩為：
「開廣巨萬、文明先隱、玉緦臺維、象應
能子、喬展鳳翔、宗支啟兆、禎祥護衛、永遠隆昌」。

【圖 2‐2.14】劉氏家族歷代字輩
（資料來源：《彭城劉氏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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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劉家居住生活經歷及土地採購過程

2-3.1 劉家居住生活經歷
劉氏家族十六世劉定山（圖 2-3.1）
，道光 29 年（嘉永 2 年、1849 年）10 月
12 日出生，祖籍廣東嘉應州鎮平縣。清同治 7 年（1868 年）58劉定山值年 19 歲，
1 月 1 日迎娶居住在苗栗廳苗栗一堡苗栗街羅氏石妹為妻（圖 2-3.2）。光緒 12
年（1886 年）臺灣巡府劉銘傳率軍征討龍潭大嵙崁失利，召集各地武人助剿，
劉定山受命統領迎戰建功，於光緒 16 年（1890 年）欽賞軍功五品，夫人劉羅氏
石妹受封為伍品夫人。
劉定山原居苗栗廳後壟堡尖山庄，光緒 21 年（明治 28 年、1895 年）日人
接收臺灣之時，劉捷三響應丘逢甲護臺獨立，率領鄉勇守備苗栗，9 月 24 日因
寡不敵眾而歸隱生活59。日人治臺後，大正 3 年（1914 年）4 月 23 日舉家自遷移
至新竹廳苗栗一堡苗栗街三百十番地，大正 6 年（1917 年）劉定山帶領劉氏家
族四代子孫至外埔開拓荒地致富，以田作及貸地為業（圖 2-3.3～2-3.4）
。劉定山
歿於昭和 7 年（1932 年）9 月 18 日，夫人劉羅氏石妹於兩年後昭和 9 年（1934
年）10 月 17 日逝世。以下由文獻史料補苴劉氏家族在日治至戰後初期生活情形。

58
59

【圖 2‐3.1】劉氏家族十六世劉定山

【圖 2‐3.2】劉定山妻子羅氏石妹

（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據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記載為明治元年（1868 年）。
《客家》2012.02，第 236 期，PP.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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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劉氏家族十六世劉定山日治時期戶籍資料

【圖 2‐3.4】劉氏家族遷居外埔後，再返苗栗尖山（應攝於昭和 8 年）
，劉定山已於昭和 7 年過
世，妻子羅氏石妹（前一中間）仍健在。劉定山長子劉雲昌（第二排左三）
、劉瑞
生（第二排左二）留影。

一、十七世

劉雲昌、劉雲祥

（一）劉雲昌
明治 9 年（1876 年）5 月 11 日長男劉雲昌出生。明治 33 年（1900 年）1 月
7 日長男劉雲昌迎娶苗栗廳苗栗一堡竹圍庄黃家長女黃氏對妹為妻。同年，10 月
5 日劉雲昌喜獲麟兒，取名劉瑞生亦為劉氏家族長孫，明治 35 年（1902 年）1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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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劉雲昌再添長女劉氏興妹。
大正 3 年（1914 年）4 月 23 日劉定山舉家自苗栗廳後壟堡尖山庄60遷移至
新竹廳苗栗一堡苗栗街三百十番地。大正 5 年（1916 年）10 月 8 日劉瑞生娶妻，
隔年（大正 6 年、1917 年）8 月 6 日劉瑞生長男劉錦水出生，亦為劉氏家族劉定
山曾長孫。
劉定山善於騎馬遊歷近郊，大正 6 年（1917 年）10 月如常騎馬外出，因天
色漸晚且駿馬舉步不前只能暫居民家；劉捷三見外埔地帶沙埔地廣闊，認為確是
祥福之地，故於大正 6 年（1917 年）10 月 27 日與地主王氏桃「定頭字」，劉捷
三下訂臺中廳苗栗三堡磁磘庄六四十番地土地，同年 12 月 22 日購置並辦理移
轉，大正 8 年（1919 年）9 月 21 日帶領劉氏家族四代子孫舉家遷居至該處，拓
墾、開水圳、建渠道、致力米粟生產。鑑於劉氏家族遷徙落戶時間，故推測大正
8 年（1919 年）應為劉秀才屋落成時間。大正 9 年（1920 年）10 月 1 日將「臺
中廳苗栗三堡磁磘庄」土地名稱變更為「臺中廳大甲郡外埔庄磁磘」，原六百四
十番地亦改為六九○ノ一番地。劉氏家族子孫滿堂，開枝散葉人丁興旺，在外埔
拓墾有成，奠定了子孫後代在此地長虹發展的基礎。
（二）劉雲祥
明治 11 年（1878 年）6 月 7 日次男劉雲祥出生，與長兄劉雲昌相差 2 歲。
明治 32 年（1899 年）7 月 10 日次男劉雲祥迎娶苗栗廳苗栗一堡銅鑼灣庄林家次
女林氏雙妹為妻，翌年（明治 33 年、1900 年）1 月 2 日劉雲祥長女劉氏新妹出
生，劉雲祥因尚未得子，故於明治 40 年（1907 年）5 月 30 日收養原居住在苗栗
廳苗栗一堡公館庄，未滿周歲（明治 39 年、1906 年 10 月 6 日出生）的蔡家三
男為螟蛉子，取名劉日全。明治 42 年（1909 年）3 月 15 日劉雲祥再獲三女劉氏
玉妹。大正 3 年（1914 年）4 月 23 日劉捷三舉家自苗栗廳後壟堡尖山庄遷移至
新竹廳苗栗一堡苗栗街三百十番地。翌年，大正 4 年（1915 年）3 月 5 日劉雲祥
喜獲長男劉瑞華。
次子劉雲祥在外埔庄致力農業經營，昭和 2 年（1927 年）10 月 2 日大甲郡
外埔庄役場新建舉行落成式，當日舉辦農產品評選會及衛生教育展覽會。會場設
在外埔公學校，自上午八時開場，以兩間教室展示水稻、米粟、落花生、乾藷、
茶類、果物、瓜類、土器、磚瓦、野菜類、工藝品、帽蓆、獸皮類，另架甘蔗在
61
操場。劉雲祥與其他 13 名同獲得米粟褒賞二等獎 （圖 2-3.5）。
劉雲祥於昭和 11 年（1936 年）5 月 7 日過世，由於劉氏家族為外埔鄉望族，
出殯陣頭、送葬者行列綿延里餘，靈柩華麗（圖 2-3.6～2-3.8）
。去程由地理師抬

60
61

清末為「臺灣府北路淡防廳（臺北府二堡，名蛤仔市（莊）尖山庄）」
。
昭和 2 年（1927 年）10 月 3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 4 版〈外浦庄役場落成 竝開農產品評
諸會 開會當日大呈盛況〉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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轎，回程由長孫乘轎，亭子置遺照62。

【圖 2‐3.5】劉雲祥與其他 13 名獲得米粟褒賞二等獎（來源：昭和 2 年（1927 年）10 月 3 日《臺灣
日日新報》日刊 4 版〈外埔庄役場落成 竝開農産品評諸會 開會當日大呈盛況〉報導）

【圖 2‐3.6】劉雲祥於昭和 11 年（1936 年）5 月 7 日過世，送葬者行列綿延里餘，靈柩華麗。
（來源：《外埔情懷—老照片專輯》1998，P.135。）

62

陳玉麟、尤朝恭、柯文成等，1998，
《外埔情懷—老照片專輯》，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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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世

【圖 2‐3.7】劉家弔女喪

【圖 2‐3.8】劉家弔男喪

（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劉瑞生

劉捷三長孫劉瑞生（圖 2-3.9）大正 5 年（1916 年）10 月 8 日劉瑞生迎娶居
住在新竹廳苗栗一堡維祥庄楊家長女楊氏合妹為妻（圖 2-3.9）
，翌年（大正 6 年、
1917 年）8 月弄璋之喜長男劉錦水出生。此年，劉瑞生 17 歲已成家得子，志於
立業並積極參與地方活動。
劉瑞生自小學習漢學，畢業於苗栗公學校，為地方上著名「篤農家」63（示
範農家）的有為人物，從事農業推廣與農事改良。大正 11 年（1922 年）任外埔
庄協議會員（圖 2-3.14）
、
（圖 2-3.15）
。大正 14 年（1925 年）擔任保正，5 月 10
日臺中州大甲郡外埔庄庄長許天明、助役杜傅明、及其他庄中有志者約名 40 名，
集聚一堂倡設「外埔庄講學會」，於外埔公學校操場舉行開幕式。當日由會長推
薦澀谷春太郎、山際熊三郎、劉瑞生、吳淮水為評議員，陳啟明、蔡琢章兩名為
幹事。致力「一、為庄民文化進展計畫，購備新聞雜誌，及其他有益圖書，以供
庄民自由綜覽。二、留意調查社會教化，以研究改進向上之方法。三、對庄民貧
困者之就學兒童，補助學資。四、對於外埔庄出身學力優秀貧困兒童，欲入學於
上及學校者，貸與或給與學資金。」64（圖 2-3.16）
，並著手建設公共圖書館（圖
2-3.17）。

63

「篤農家」係指具實際農業類技術和農場管理學的農民。在傳統的農業社會，地主仕紳的教育
水準較高，對於推動試種新作物與採用新農法的觀念也比較容易接受。因此，過去當選為「篤
農家」的多是農村中的殷實農戶與地主鄉紳，對他們而言，當選「篤農家」更是光榮事蹟。這
也是現今許多地方名人耆老接受口述歷史訪談時，總會將當選「篤農家」列為自身重要學經歷
項目的緣由。選拔「篤農家」不僅是對優秀農民的獎勵，且「篤農家」的親身示範更有風行草
偃之效。因此，篤農家的選拔與設置對農業推廣與農事改良至為重要，日本殖民時期全臺之「篤
農家」共計 1412 名。參閱：農委會 http://theme.coa.gov.tw/100/view.php?issue=23342&id=23355
64
大正 14 年（1925 年）5 月 19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 4 版〈創設獎學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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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 2 年（1927 年）為了經營大里汽車商會「大甲后里間乘合自動車業」
（大
甲至后里間客運、公共汽車），於同年 9 月 8 日遷移至臺中州大甲郡大甲街六十
五番地，昭和 3 年（1928 年）4 月 3 日臺中州大甲郡大甲街五十三番地，昭和 4
年（1929 年）6 月 26 日至 4 年（1929 年）因經營未果，由張泰壽65買下大里汽
車商會的大甲街公共汽車，改為「共榮自動車合資會社」66（圖 2-3.10～2-3.13、
2-3.18）。劉瑞生因而返回臺中廳大甲郡外埔庄磁磘六百九十番地67經營土地租賃
及甘蔗栽培。其他經歷，曾任外埔庄區總代、外埔信用組合監事、外埔信用組合
常務理事。據文獻記載68擁有資產數十萬圓，昭和 7 年（1932 年）於外埔庄役場
倡議貧民救濟、捐資增建外埔公學校理科教室。劉瑞生育有六男69、四女及養女
二名，長男劉錦水就讀臺中一中、長女劉氏貴妹就讀臺北靜修女學校70，六男劉
國雄生於昭和 12 年（1937 年）8 月 26 日曾參加昭和 13 年（1938 年）5 月舉辦
「臺中州大甲郡外埔庄乳幼兒選獎會」獲得五等獎71（圖 2-3.19）。

【圖 2‐3.9】劉瑞生妻劉楊氏合妹手抱長男劉錦
水（應攝於大正 6 年間。）
（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65

66
67
68
69
70
71

張泰壽，明治 32 年（1899 年）9 月 3 日生。大正 7 年（1918 年）臺北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後，
至臺中廳后里公學校擔任訓導，大正 9 年（1920 年）8 月至 12 月擔任臺中廳磁磘公學校教諭，
大正 10 年（1921 年）派任至臺中州東勢角公學校擔任教諭。之後，離開教壇至實業界，於東
勢信用合作社任書記七年；昭和 4 年（1929 年）買下大里汽車商會，改為「共榮自動車合資
會社」經營。參閱《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 7 年度 P.262、大正 8 年度 P.262、大正 9 年 8 月
度 P.292、大正 9 年 12 月 P.196、大正 10 年 P.309；民眾公論社《臺灣官紳年鑑》(臺中) 1932，
頁 155。
民眾公論社，1932，《臺灣官紳年鑑》(臺中)，P.155。
參閱「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及《臺灣官紳年鑑》(臺中) 1932，P.150。
民眾公論社，1932，《臺灣官紳年鑑》(臺中)，P.150。
七男劉細昂於昭和 6 年（1931 年）出生後 2 日死亡。
民眾公論社，1932，《臺灣官紳年鑑》(臺中)，P.151。
昭和 13 年（1938 年）5 月 11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 12 版〈大甲／選獎優良兒〉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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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0】劉瑞生（左）與友人留影

【圖 2‐3.11】劉瑞生

（攝於昭和 3 年 5 月 6 日。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圖 2‐3.13】劉瑞生

【圖 2‐3.12】劉瑞生（右）與張泰壽（左）留
影（應攝於大甲，昭和 4 年 5 月 15 日。
（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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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4】劉瑞生經
歷

【圖 2‐3.15】十八世 劉瑞生
（來源：《臺灣官紳年鑑》（臺中）1932，P.150。）

（《臺灣實業名鑑》
1935，P.135。）

【圖 2‐3.16】劉瑞生為「外埔庄講學會」評議員
（來源：大正 14 年（1925 年）5 月 19 日《臺灣日日新報》
日刊 4 版〈創設獎學會〉報導）

46

【圖 2‐3.17】大正 14 年（1925 年）劉
瑞生擔任保正建設公共圖書館
（來源：大正 14 年（1925 年）11 月 18 日
《臺灣日日新報》夕刊 4 版〈大甲特訊／建
築公館〉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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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3.18】劉瑞生於昭和 2 年
（1927 年）至 4 年（1929 年）
居住臺中州大甲郡大甲街經營
大里汽車商會。

【圖 2‐3.19】十九世劉國雄於昭和 13 年（1938 年）獲「臺中
州大甲郡外埔庄乳幼兒選獎會」五等獎。
（來源：昭和 13 年（1938 年）5 月 11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 12
版〈大甲／選獎優良兒〉報導）

【圖 2‐3.20】劉氏家族於民國 39 年（1950 年）農曆 10 月 5 日劉瑞生做五十大壽闔家留影。
（說
明：前抱嬰兒者為劉瑞生母親、劉雲昌妻，劉黃氏對妹。之右為劉瑞生。之左為劉
瑞生妻劉楊氏合妹。第二排左邊第三位為劉瑞生長男劉錦水。
（來源：《外埔情懷—老照片專輯》1998，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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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世
（一）劉錦水（長房）
劉錦水生於大正 6 年（1917 年）8 月 6 日，為劉瑞生長男，日治時期就讀臺
中一中（圖 2-3.21）
。昭和 15 年（1940 年）2 月 1 日迎娶原居新竹州竹南郡南庄
員林張家長女張氏財妹（圖 2-3.22）
。戰後，劉錦水擔任外埔鄉公所秘書（圖 2-3.23
～2-3.34）。

【圖 2‐3.21】劉錦水（立第一排左二）送別郭君留影（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圖 2‐3.22】劉錦水（立左一）

【圖 2‐3.23】劉錦水

（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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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4】劉錦水與張氏財妹結婚照（昭和
15 年 2 月 1 日結婚。

【圖 2‐3.25】劉錦水
（來源：《外埔情懷—老照片專輯》1998，P.104）

（來源：《外埔情懷—老照片專輯》1998，P.104）

【圖 2‐3.26】劉錦水（左）
、劉張氏財妹（中）抱著女兒劉鳳嬌及五弟劉錦輝（右）合影。
（劉鳳嬌生於昭和 15 年，而劉錦輝昭和 16 年 3 月畢業自臺灣公立臺中州外埔公學校，故應攝
於昭和 16 年。）（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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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7】劉錦水（第一排左五）於民國 40 年（1951 年）9 月臺灣實施地方自治機構改編外
埔鄉公所職員留影
（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圖 2‐3.28】劉錦水（第二排左三）於民國 40 年（1951 年）12 月與后里水利委員會第一屆委員
任期屆滿留影
（來源：《外埔情懷—老照片專輯》1998，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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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9】劉錦水（第一排右五）於民國 41 年（1952 年）7 月慶祝外埔鄉地方自治暨朱鄉長
就任週年紀念留影
（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圖 2‐3.30】民國 42 年（1953 年）6 月 11 日外埔鄉第二期補
充兵入營紀念，鄉長朱進、秘書劉錦水（第二排左一）合影。
（來源：《外埔情懷—老照片專輯》1998，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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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1】劉錦水
（來源：
《外埔情懷—老照片專輯》
1998，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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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2】劉錦水（第一排左七）於民國 42 年（1953 年）12 月與外埔鄉第四期優秀義警訓練
班結訓典禮留影
（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圖 2‐3.33】劉錦水（第二排左四）於民國 50 年（1961 年）12 月與省訓練團第三期普通行政人
員訓練班臺中縣同學留影（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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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劉丁明（二房）
劉丁明生於大正 10 年（1921 年）8 月 15 日，為劉瑞生次男。昭和 17 年（1942
年）臺灣總督府在臺實施志願兵制，當時第一次募集志願兵時有 42 萬人報名募
集。劉丁明於昭和 17 年（1942 年）參加第一回志願兵前期員，出發前官員鄉親
於劉秀才屋高舉次幡旗壯行場面（圖 2-3.34）。戰後返臺，民國 35 年（1946 年）
7 月 9 日迎娶原居臺中市盧家三女盧珠。

【圖 2‐3.34】劉丁明於昭和 17 年（1942 年）參加第一回志願兵前期員，出發前官員鄉親於劉秀
才屋高舉次幡旗壯行場面
（來源：《外埔情懷—老照片專輯》1998，P.12）

（三）劉錦龍（三房）
生於大正 15 年（1926 年）5 月 3 日，為劉瑞生三男。（圖 2-3.35）

【圖 2‐3.35】劉錦龍夫婦合照（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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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劉錦輝（四房）
劉錦輝生於昭和 3 年（1928 年）9 月 24 日，為劉瑞生四男。昭和 16 年（1941
年）3 月 13 日完成修業六年，畢業自臺灣公立臺中州外埔公學校（圖 2-3.36）
。
爾後，至私立臺北中學校就讀，鑑於日人推動皇民化政策，劉錦輝迫於改名為重
光輝政72，昭和 20 年（1945 年）3 月 13 日因戰爭緊張時期，而未完成五年學業，
學校亦提前頒發卒業證書73，卒業證書及書寫日本姓氏（圖 2-3.37～2-3.40）。戰
後，民國 35 年（1946 年）再繼續於原「私立臺北中學校」改名「臺北私立泰北
中學」完成高中三年學業，於民國 38 年（1949 年）7 月畢業。畢業後，同年 10
月迎娶張家長女（畢業於臺中女中）
。曾任外埔鄉農會秘書。
（圖 2-3.41～2-3.46）

【圖 2‐3.36】劉錦輝於昭和 16 年（1941 年）畢業
自臺灣公立臺中州外埔公學校

72

73

【圖 2‐3.37】劉錦輝 13 歲留影
（攝於昭和 16 年。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日本在台灣的皇民化運動開始於昭和 11 年（1936 年）9 月。劉雲昌曾改日本名「重光肇」、
劉錦輝改名為「重光輝政」
。
私立臺北中學校，前身原為「私立曹洞宗臺灣中學林」，昭和 10 年（1935 年）3 月改為「私
立臺北中學」由佛教學林轉型為普通中學。昭和 13 年（1938 年）4 月，遷校至士林並改修業
年限為 5 年；9 月，校名改為「私立臺北中學校」
。戰後，民國 36 年（1947 年）6 月，改稱「臺
北市私立泰北中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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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8】劉錦輝（重光輝政）昭和 20 年
（1945 年）「私立臺北中學校」卒業證書

【圖 2‐3.39】劉錦輝於民國 38 年（1949 年）7
月自「臺北私立泰北中學」畢業

【圖 2‐3.40】劉錦輝 21 歲留影
（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圖 2‐3.41】民國 38 年（1949 年）劉錦輝迎
娶張氏留影
（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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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2】民國 38 年（1949 年）劉錦輝迎娶張氏，與闔家留影。
（合影人：劉錦輝阿婆劉黃氏對妹（左五）、張氏（左六）、劉錦輝（左七）、父親劉瑞山（左八）、母親
劉楊氏合妹（左九）、大哥劉錦水（左十）。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圖 2‐3.43】民國 51 年（1962 年）12 月外埔鄉農會底五屆理監事就職典禮與卸任理監事合影
（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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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4】劉錦輝於癸酉年（民國 82 年、1993 年）桂月（8 月）於外埔鄉農會服務四十年
榮退「錦還光輝」匾額
（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圖 2‐3.45】劉錦輝妻張氏（攝於 2016 年）

【圖 2‐3.46】劉錦輝（攝於 2016 年）

（五）劉錦煌（五房）
劉錦煌生於昭和 7 年（1932 年）10 月 8 日，為劉瑞生五男。畢業於大甲高
工，民國 48 年（1959 年）5 月 12 日迎娶廖宜慎（畢業於臺中商專）。戰後曾任
外埔鄉公所秘書。（圖 2-3.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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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7】劉錦煌童年照片（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圖 2‐3.48】劉錦煌結婚紀念（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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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9】劉錦煌照片（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六）劉國雄（六房）
劉國雄生於昭和 12 年（1937 年）
，為劉瑞生六男（圖 2-3.51〜53）。畢業於
中興大學。

【圖 2‐3.50】劉國雄畢業照

【圖 2‐3.51】劉國雄結婚紀念

（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民國 54 年，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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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52】劉國雄結婚紀念，全體家族合影（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七）其他
劉氏家族後代子孫眾多，18 世、19 世的女性族人遠嫁他處、家庭和睦。茲
羅列其家族照片如下。

【圖 2‐3.53】19 世羅貴美（冠夫姓：羅）結婚照（左）
，18 世姑婆羅興妹娶孫媳婦照片（右），
姑婆為苗栗地區百歲人瑞（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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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54】19 世范劉月娥
（來源：劉氏家族提供）

61

臺中市定古蹟「外埔劉秀才宅」修復及再利用計畫案 成果報告書

62

第二章 劉家家族遷移過程及發展脈絡

【圖 2‐3.55】劉氏家族系譜表（15 世～18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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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瑞生
（長男）
（1900～□）
劉氏楊合妹

18世

劉錦水
（長男）
（1917～□）

19世

劉張氏財妹

20世

劉鳳嬌
（長女）
（1940～□）

劉氏貴妹
（長女）
（1919～□）

劉丁明
（二男）
（1921～□）

劉盧妹

劉氏月梅
（二女）
（1925～□）

劉錦龍
（三男）
（1926～□）

劉氏桂蘭
（養女）
（1923～□）

劉錦輝
（四男）
（1928～□）

劉氏悅

劉嬌容
（長女）
（1945～□）

劉芳枝
（二女）
（1942～□）

【圖 2‐3.56】劉瑞生家族系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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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氏財妹
（養女）
（1928～□）

劉錦煌
（五男）
（1932～□）

劉氏月娥
（三女）
（1935～□）

劉國雄
（六男）
（1937～□）

劉貴美
（四女）
（1940～□）

劉細昂
（五男，出生2日死亡）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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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土地買收過程
市定古蹟「外埔劉秀才宅」位於臺中市外埔區三崁路 73 號，公告定著土地
範圍為臺中市外埔區二崁段 1032 地號（圖 2-3.57）
，5144.60 平方公尺（圖 2-3.58、
2-3.59）。以下概述外埔劉秀才宅自日治時期迄今土地買收過程。

【圖 2‐3.57】臺中市外埔區二崁段 1032 地號地籍圖謄本（民國 105 年 9 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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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治時期
臺中市定古蹟「外埔劉秀才宅」，日治時期原登記為苗栗三堡磁磘庄六九○
ノ一番地。明治 39 年（1906 年）12 月 22 日因杜賣契字74緣故，由居住在臺北廳
大加蚋堡大稻埕芦州腳街七番戶林洽及苗栗三堡大甲街貳百拾貳番地李千畝取
得土地，並在明治 43 年（1910 年）10 月 26 日受付分割。大正 2 年（1913 年）
2 月 28 日該土地又因杜賣契字，由居住在苗栗三堡馬鳴埔庄六百貳拾四番地王
氏桃及新竹廳苗栗二堡郭江全持分各半取得土地。大正 2 年（1913 年）11 月 26
日郭江全將所持分二分之一的土地賣予王氏桃。王氏桃將此地目登記為「畑」的
旱田土地租賃予附近農家拓墾，以每年六月底收取到稻穀作為利息。
大正 6 年（1917 年）10 月 22 日由原居新竹廳苗栗一堡五湖庄壹百九壹番地
張阿貴及苗栗三堡磁磘庄六四○番地劉捷三取得土地，大正 6 年（1917 年）12
月 22 日再因杜賣契字由劉捷三取得所有土地。該區自大正 2 年（1913 年）王氏
桃租賃予附近農家拓墾，迄大正 6 年（1917 年）移轉至劉捷三，土地拓墾已漸
成良田，故地目原登記為「畑」的旱田土地，至大正 6 年（1917 年）亦變更地
目為「田」
，大正 13 年（1924 年）8 月 5 日登記為五分三毛（0.503 甲）。
昭和 7 年（1932 年）9 月 18 日劉捷三過世，由劉雲昌及劉雲祥兩兄弟相續
（繼承）該土地，於昭和 8 年（1933 年）9 月 13 日登記各持分二分之一。昭和
8 年（1933 年）11 月 8 日因地目變更為「建物敷地」
，登記面積五分三厘三毛三
系（0.5333 甲）。昭和 10 年（1935 年）4 月 14 日再次登記土地為五分三厘一毛
三系（0.5313 甲）。
昭和 11 年（1936 年）5 月 7 日 劉雲祥過世，同年 11 月 15 日辦理移轉權相
續（繼承），由劉雲祥大房螟蛉子劉日全、長男劉瑞華、二男劉鏡華，及劉雲祥
二房四男劉清華各持分八分之一。遺腹子劉清華於昭和 12 年（1937 年）2 月 5
日出生，不幸在同年 11 月 25 日死亡，故於昭和 12 年（1937 年）12 月 21 日移
轉權轉由其母親劉張氏緞妹繼承（表 2-3.1）。
日治時期結束前及戰後初期，苗栗三堡磁磘庄六九○ノ一番地共計五分三厘
一毛三系（0.5313 甲），分別由劉家十七世劉雲昌持分八分之四（4/8）、十七世
劉雲祥妻子劉張氏緞妹持分八分之一（1/8），十八世劉日全持分（1/8）、劉瑞華
持分（1/8）、劉鏡華持分（1/8）（表 2-3.2）。

74

為完全賣斷之契約，這類文書包括田地、菓子、地基、相思樹、口糧水租等，買賣關係的文
書契據；通常是在債務人典借之後，無法償還銀主債務所訂立之契字，此外「倒約字」也歸為
杜賣契的一種。詳見：洪麗完，2002，
《臺灣中部平埔族群古文書研究與導讀：道卡斯族崩山八
社與拍瀑拉族四社》
，上冊，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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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58】臺中市外埔區二崁段 1032 地號手繪地籍圖謄本（民國 105 年 9 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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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59】臺中市外埔區二崁段 1032 地號地籍圖謄本（民國 105 年 9 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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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日治時期「苗栗三堡磁磘庄六九○ノ一番地」土地登記歷程

日期
明治 39 年（1906 年）12 月 22 日

地目
畑

明治 43 年（1910 年）10 月 26 日
明治 45 年（1912 年）3 月 6 日
大正元年（1912 年）9 月 27 日

畑
畑
畑

大正 2 年（1913 年）2 月 28 日

畑

大正 2 年（1913 年）2 月 28 日

畑

大正 2 年（1913 年）3 月 15 日

畑

大正 2 年（1913 年）11 月 26 日

畑

大正 2 年（1913 年）12 月 15 日

畑

大正 2 年（1913 年）12 月 15 日

畑

事由
移轉
原因：杜賣契字
取得者：臺北廳大加蚋堡大稻埕芦州腳街七番戶
林洽
苗栗三堡大甲街貳百拾貳番地 李千畝
受付分割。
壹甲八分貳厘六毛九系（1.8269 甲）
分割
壹甲八分壹厘六毛四系（1.8164 甲）
轉居
林洽住所變更。臺北臺北廳大加蚋堡大稻埕北門
外街二丁目九九番戶
移轉
原因：杜賣契字（持分各半）
取得者：苗栗三堡馬鳴埔庄六百貳拾四番地 王
氏桃
新竹廳苗栗二堡 郭江全
持份胎權設定
原因：持份胎借字
債權額：金三百圓
辦濟期：大正 2 年（1913 年）11 月 10 日
利息：（年）穀七石五斗六升
支拂期：（每年）六月末日
出胎主：王氏桃
胎主：苗栗三堡三十甲庄七番地 邵螺
持分移轉
原因：杜賣契字
郭江全賣與王氏桃
胎權設定
原因：胎借字
債權額：金貳千壹百圓
辦濟期：大正 4 年（1915 年）11 月 15 日
利息：年穀五拾貳石九斗貳升
支拂期：每年六月末日
出胎主：王氏桃
胎主：苗栗三堡內水尾庄七拾壹番地（貳拾壹分）
李惡
苗栗三堡內水尾庄壹百參拾番地貳拾壹
分）王岸
苗栗三堡內水尾庄壹百參拾番地貳拾壹
分）蘇簾
胎權設定
原因：胎借字
債權額：金六百圓
辦濟期：大正 3 年（1914 年）11 月 15 日
利息：年穀拾九石八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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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地目

大正 5 年（1916 年）9 月 28 日

田

大正 6 年（1917 年）2 月 7 日

田

大正 6 年（1917 年）10 月 27 日

田

大正 6 年（1917 年）12 月 22 日

田

大正 9 年（1920 年）10 月 1 日

田

大正 13 年（1924 年）8 月 5 日

田

昭和 8 年（1933 年）9 月 13 日

田

昭和 8 年（1933 年）11 月 8 日

昭和 11 年（1936 年）5 月 7 日
昭和 12 年（1937 年）3 月 23 日

建物
敷地
建物
敷地
—
—

昭和 13 年（1938 年）12 月 21 日

—

昭和 18 年（1943 年）6 月 18 日

—

昭和 19 年（1944 年）4 月 27 日

—

昭和 20 年（1945 年）9 月 14 日

—

昭和 10 年（1935 年）4 月 14 日

事由
支拂期：每年六月末日
出胎主：王氏桃
胎主：苗栗三堡大甲街貳百貳拾七番地（六分二）
郭良
苗栗三堡內水尾庄壹百六拾八番地六分
四）傅生
分割
壹甲四分五厘七毛（1.4570 甲）
胎權移轉
苗栗三堡三十甲庄七番地 邵塗（邵螺）
登記
原因：定頭字，因業主權轉移，請求權保全
權利者：新竹廳苗栗一堡五湖庄壹百九壹番地
張阿貴
苗栗三堡磁磘庄六四○番地 劉捷三
移轉
原因：杜賣契字
取得者：苗栗三堡磁磘庄六四○番地 劉捷三
原「臺中廳苗栗三堡磁磘庄」土地名稱變更為「臺
中廳大甲郡外埔庄磁磘」，原六百四十番地亦改
為六九○ノ一番地。
登記
五分三毛（0.503 甲）
原因：昭和 7 年（1932 年）9 月 18 日相續
取得者：苗栗三堡磁磘庄六九○ノ一番地 劉雲
昌
苗栗三堡磁磘庄六九○ノ一番地 劉雲
祥
地目變更
五分三厘三毛三系（0.5333 甲）
地租改正
五分三厘一毛三系（0.5313 甲）
劉雲祥過世
原因：昭和 11 年（1936 年）11 月 15 日相續
移轉劉雲祥持分
劉日全、劉瑞華、劉鏡華、劉清華（各八分之壹
原因：昭和 12 年（1937 年）11 月 25 日相續
移轉劉清華持分
劉張氏緞妹（八分之壹）
原因：昭和 18 年（1943 年）3 月 5 日姓名許可
氏名：重光肇（劉雲昌）
地租改正
五分三厘一毛三系（0.5313 甲）
原因：重光肇更名劉雲昌

說明：參閱「土地臺帳」、「共有人連名簿」、「臺中縣共有人名簿」、「土地登記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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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日治末期及戰後初期「苗栗三堡磁磘庄六九○ノ一番地」土地登記歷程

日期
民國 35 年（1946 年）6 月 29 日

地目

事由
原因：土地申報
臺中大甲外埔磁磘九○ノ一番地
面積：0.5313 甲
持分：劉雲昌，外四名。共五名
（劉雲昌 4/8、劉日全 1/8、劉瑞華 1/8、劉鏡
華 1/8、劉張氏緞妹 1/8）
大房（劉雲昌）1/2
二房（劉雲祥）1/2：分大房（劉日全、劉瑞
華、劉鏡華）
、分二房（劉張氏緞妹）
，各 1/8。
原因：所有權轉移
大房（劉雲昌）1/2：劉錦水、劉丁明、劉錦
輝、劉錦龍、劉錦煌、劉國雄

民國 37 年（1948 年）5 月 31 日

說明：參閱「土地臺帳」
、
「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
、
「臺中縣共有人名簿」
、
「共有人連名簿」、
「土地登記簿」整理

二、戰後
戰後資料計有「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
（圖 2-3.60、2-3.61）
、
「臺
中縣共有人名簿」
、
「土地共有連名單」
、
「土地登記簿」
、
「臺灣省臺中縣土地登記
簿」等，因本研究僅能申請第二類謄本，故上述資料隱匿登記名義人部分姓名，
無法解讀戰後土地持分更迭。
民國 36 年（1947 年）6 月 1 日總登記，改為「臺中縣外埔鄉磁磘段 690-1
地號」
，面積為 5153 ㎡，編定為特定農業區之甲種建築用地。民國 99 年（2010）
外埔鄉地籍圖重測，重新登記為「臺中市外埔區二崁段 1032 地號」
。透過電子化
地籍資料記載，地目為建地，屬甲種建築用地，註記古蹟，使用分區為特定農業
區，土地標示面積紀錄為 5,144.60 ㎡（圖 2-3.61）
。迄至民國 105 年（2016 年）9
月止，共計有 15 位所有權人持分該筆土地（表 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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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60】臺灣省土地關係人繳驗憑證申報書記載由劉雲昌外四名（共五名）持分臺中縣外埔鄉磁磘
段 690-1 地號。

【圖 2‐3.61】臺中市外埔區二崁段 1032 地號土地登記謄本（民國 105 年 9 月申請）

【表 2‐3.3】土地所有權部

編

所有權人

登記原因

權利範圍

權狀字號

1

劉□□

拍賣

72 分之 11

101 字第 003722 號

2

劉□□

買賣

12 分之 1

037 字第 010362 號

3

劉□□

繼承

12 分之 1

072 字第 002871 號

4

劉□□

分割繼承

24 分之 1

080 字第 002575 號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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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民國 87 年查封，登記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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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所有權人

登記原因

權利範圍

權狀字號

備註
人為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

5

劉□□

買賣

4 分之 1

085 字第 000297 號

6

劉□□

買賣

24 分之 1

090 字第 003544 號

7

劉□□

買賣

24 分之 1

090 字第 003545 號

8

劉□□

買賣

24 分之 1

090 字第 003546 號

9

劉□□

分割繼承

72 分之 5

087 字第 006317 號

10

劉□□

分割繼承

24 分之 1

090 字第 003547 號

11

劉□□

買賣

72 分之 5

092 字第 003549 號

12

劉□□

分割繼承

48 分之 1

096 字第 003778 號

13

劉□□

分割繼承

48 分之 1

096 字第 003779 號

14

劉□□

分割繼承

48 分之 1

096 字第 003780 號

15

劉□□

分割繼承

48 分之 1

096 字第 003781 號

【表 2‐3.4】土地他項權部

編號

權利人

登記原因

債權額比例

日期

登記字號

1

林□□

設定

最高限額抵

民國 97 年 4 月 11 日

甲地資字第 021270 號

權利範圍

押權

清償：97 年 7 月 8 日

1/4

1 分之 1

設定

普通抵押權

民國 101 年 11 月 15 日

權利範圍

1 分之 1

清償：102 年 2 月 13 日

2

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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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四時節氣與生活起居
劉家族人共同居住於劉秀才屋內，各房份間平時悠
然各自生活、關係緊密。一年中以清明祭祖為最重要的
節日，清明祭祖之日期為每年元宵節後的第一個星期假
日，當天劉能烳派下的各房宗親會聚集於苗栗縣公館鄉
尖山村的祖屋進行祭祖、掃墓的活動，極為慎重。平時
則由家人輪流祭拜廳下的祖先。
另依據劉家族人表示，劉家祭拜祖先時會使用四個
杯子，根據口述傳說是指劉邦在逃亡時曾受一位女性的
幫忙，後因導致該名女性無法結婚，故其後代子孫會另
增加一個杯子以示感恩。

【相 2‐3.1】劉家祭祖使用四個
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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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劉秀才屋建築特色及構造研究

第一節

第一節

劉秀才屋客家伙房構造特色研究

第二節

劉秀才屋營建設計規範討論

第三節

劉秀才屋構造及細部特色調查

第四節

建築裝飾與文物調查

劉秀才屋客家伙房構造特色研究

3-1.1 傳統客家合院建築空間構成
「屋」，是客家人對於居住的空間的總稱，「伙房」，則是指一群有血緣、宗
親關係之客家人共同聚居生活的合院空間，也是安身立命的重要元素；同時，伙
房既是家族在空間格局上的表現，亦可視為家族的基本單位。雖然在臺灣地區，
北、中、南等各地之客家人對於伙房的稱呼或書寫略有不同，但其內涵卻是相同
的1。劉家彭城堂祖籍為「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苦竹坑田心東坑尾梅子畬」
，依客
委會所公布以語言使用區分的五種客家族群係屬「四縣客」之客家族群。雖然在
漢人社會中，福佬人與客家人兩者在建築文化上面並無太大的差別，但客家建築
中仍有一些代表客家族群的文化象徵，以下將針對傳統客家伙房建築空間提出空
間構成特色研究2，以作為後續擬定修復計畫之參考。此外，鑑於客家族群對於
姓氏堂號之重視，本建築堂號為彭城堂，傳統客家建築較無「宅」之稱謂，當地
居民稱之為「劉秀才屋」，故本文以劉秀才屋為本建築名稱。
一、客家伙房空間構成及其附屬設施
（一）擇址與相地
在臺灣傳統的民間概念中，「風水」一詞多指墳墓，並以勘輿的地相術稱為
地理，故討論伙房之區域格局應以「地理」，負責此項任務的人則稱為「地理先
生」，透過地理先生選寶地、引氣脈、安穴位3。
擇址則是指選擇位置與方向4。地理是興建宅屋的最重要步驟，前有案山、
1

2
3
4

如桃園、新竹一帶的客家地區稱為「大瓦屋」
、南部地區高屏六堆地區，則以「夥房」稱呼之。
中部臺中石岡、東勢、苗栗一帶，則稱為「伙房」
。劉懷仁，2014，
《東勢地區客家伙房空間構
成之研究》
，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論，P.8。鍾永豐，1994，
〈客家人的家族與
婚姻〉
，《中華民國 83 年度全國文藝季系列活動—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
，P.281。
卓雯雯，2016，
〈豐原地區客家伙房空間構成研究〉《2016 客家伙房建築研討會》
，P.44‐49。
徐明福、傅朝卿、張玉璜，2002，
《臺灣之美系列（Ⅲ）—建築》
，P.93。
徐明福等，2002，
《臺灣之美系列（Ⅲ）—建築》，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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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有朝山、左有溪流為最佳的的宅第敷地。傳統的建築擇址，多半會請地理先生
先進行堪輿、決定氣脈之所在後再決定伙房的座落及朝向。
建物朝向是傳統建築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因為建物朝向會影響室內的環境感
受，早期地理先生在擇定建物方位時，亦以自然地貌山勢、屋主生辰八字以及羅
經的定向為主，並反映了建築與附近的山形地勢、溪水、土地及道路等大自然互
動之關係。一般而言，仍以坐北朝南為最佳，但各建築也會因應不同的環境而有
所變化。
（二）伙房建物格局特色
1.堂數、橫屋數
正堂即為正堂，位於正堂中軸的
空間是最為神聖的空間，基於客家人
「神在廟、祖在堂」之文化，正堂明
間多為供奉祖先的神聖空間，並「以
供奉祖宗牌位的廳堂為合院的中心，
嚴格地限制各方各室的位序，斷絕任
何可能混淆的可能」6。若只有一道堂
的伙房稱為「一堂」
、前後兩道則稱為
「兩堂」或「雙堂屋」
。堂是客家合院
建築最重要的建築單元，中央的空間
稱為「廳下」
，是舉行儀式性活動的重
要場所。

【圖 3-1.1】客家合院式建築座落概念圖5

橫屋則為「護龍」
、
「伸手」
、或「廂房」
，位於正堂兩側垂直的建築，其
內部空間會再隔成三至五間不等，因應不同的使用需求，也會設置私廳、房
間等。橫屋若不敷使用之際，會再橫屋旁以左右平行的方式增建，此時為顯
示長幼有序，其屋頂為比原本的橫屋再低一點。同時，外橫屋依序必須長於
內橫屋，也有「伸手」的概念（圖 3-1.1、相 3-1.1）。
2.禾埕
庭院存在於正堂與圍牆之間，係為禾埕（或稻埕），或是各座橫屋之間
的範圍，則為天井，或是內部圍牆到外側山門、院門之間的範圍，則為庭院。
這些空間提供早期係作為晒穀場之用，也可以提供居民休閒、生活或舉行儀
式使用，祖屋的禾埕則是宗親祭祖、聚餐的重要空間；近年來禾埕作為曬穀
5
6

資料來源：黃衍明計畫主持，2007，
《詔安客家文化園區先期基礎調查案期末報告書》
，P.114。
李允斐，1994，
〈由南北產業的差異看客家民居的形式〉
，收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主辦、
客家雜誌社承辦，「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度全國文藝季系列活動－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
，頁
27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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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已經消失，多半作為停車場使用。（相 3-1.2）
3.院門及圍牆
院門係指院子圍牆的門，穿過此一道門，即是進入民宅的內部空間，並
將建物分為內埕與外成。除作為建築的主要通道外，並可作為主人身份地位
的表徵。
4.外門樓、外圍牆、莿竹圍
部分較為大型的伙房，會在禾埕與入口處設置門樓。從風水的角度來
看，前有門樓、後有化胎，也有前後呼應之意。外門樓及外圍牆為界定伙房
敷地範圍的界線，早期的移墾社會，門樓或圍牆會設置槍孔以提供防衛、觀
察及涉及使用，門後也會加強防禦設施，如伏兔，以加強安全，作為過濾陌
生人的第一道防線。除了實體的圍牆牆體，也會在外側設置莿竹林作為保
護，透過多重的保護，即可強化建築的防禦體系。
5.半月池、水圳及洗衫窟
伙房建築前方的水池稱為「半月池」，多半具有風水及防災安全的雙重
意義，在風水意義方面，取其「門前有水、財源廣進」之意，並兼具養魚、
防火、洗衣等功能，形狀以半月型居多，也有方型造型，通常越是建物密度
越高的地方，水池規模也會偏小。最佳的規劃是有水圳從後方流入前方水
池，方可排放出去（相 3-1.3）。
6.其他服務性附屬設施：菜園、豬寮及牛舍
隨著居住的人口增加，原本的正堂、橫屋不再可以滿足基本的生活需
求，便會有相關的服務性設施加入，如洗衣場、菜園及豬寮等。這些服務性
設施多半分布在正屋週邊及後面，屋前空間則會盡量避免設置。

【相 3-1.1】橫屋，越往外側、橫
屋長度越長（豐原區
朴子里金鑑堂）

【相 3-1.2】內埕卵石舖面（豐原
區翁子里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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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家伙房特殊文化象徵
1.雙樑
雙樑為客家民居建築作為祭祀祖先的祖堂（或廳下）空間於屋頂主樑下
方多設置的一根無結構性作用的「棟樑」，廳下的棟樑、燈樑與門楣所連成
的一條隱形界線，恰是分開神鬼兩界的分隔（相 3-1.4、3-1.5）
。對於雙樑的
主從關係認知，多數的匠師指出繪有八卦、龍鳳圖樣者方可稱之為棟樑，因
此位於上方的桁樑並非棟樑，而是做為支撐結構作用的「棟」
，不施作彩繪。
7
雙主樑之施作，亦有一說係與屋主的經濟能力有關，一般祖堂空間的中脊
處常會作雙樑，如僅作為民居使用而為設置祖堂者則不做雙樑。

主樑
棟樑

【相 3‐1.4】雙主樑為重要的客家建築象徵。

2.燈樑
燈樑係為正堂廳下棟樑前下方、與門楣平行之構件，舉凡家族成員結
婚、懷孕生子都會懸掛燈籠，稱為新娘燈或新丁燈8。
3.化胎及祭拜土地龍神
「化胎」是客家建築中明顯而獨特的代表性象徵，亦有「花胎」或「後
龍」等稱呼9，係為祖堂正後方、以土堆所起呈現半圓形隆起的階梯式駁坎，
為風水聚氣之所、化育萬物之意，又因其有如座椅的背靠，意味根基穩固。
「化胎」一詞最早出現於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文中提及「龍廳以下、
祖堂以上，填其地為斜坡型，意味地勢至此，變化而有胎習」
。10而化胎的表
面作為種植花木、或用碎石、卵石舖設，而不採用石塊或三合土，則是為育
7

張孟珠，2007，
《六堆傳統民宅匠師與建築文化－以後堆為例》，P.120～123。
張孟珠，2007，
《六堆傳統民宅匠師與建築文化－以後堆為例》，P.75。
9
劉懷仁，2014，
《東勢地區客家伙房空間構成之研究》
，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
論，P.79。
10
羅香林，1992，
《客家研究導論》
，P.180。另依據劉家所保存之鬮書，則以「花台」表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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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氣不會阻塞而轉化為胎息之氣，是全屋的風水寶地，亦有隱喻子孫滿堂之
意。11同時，化胎的上方或周邊多半會種植莿竹、龍眼、枇杷、芒果等，可
增加屋背的隱蔽性（相 3-1.6）。
土地龍神則又稱為「龍神」或「福德龍神」，是客家地區常見的特殊文
化象徵。通常，客家建築在落成時，會在建物後方的化胎尋找龍脈，再舉行
「安龍謝土」儀式，經過請龍、牽龍、安龍等儀式，將位於化胎的來龍的「氣」
聚集在化胎上，再將龍脈地氣引入廳下，再於分金線上結穴安置，儀式完成
後，則供奉於祖龕神桌下方的牆壁邊上，以磚砌的小高臺，臺上安放茶杯，
牆壁上貼上書寫「土地龍神」香位之紅紙12（相 3-1.7）。

【相 3-1.5】燈樑及主樑（西螺廖家
祠堂）

【相 3-1.6】卵石砌化胎（豐
原金鑑堂）

【相 3-1.7】龍神神位（豐原
區銘鑑堂）

5.轉溝
在正堂與橫屋相連的廊間屋頂構
築的「轉溝」（亦稱「橫溝」），又是一
種特殊建築設計。它是在廊間與橫屋屋
頂上面接合處，從屋脊呈四十五度傾
斜，以承接雨水順屋頂斜坡流下，雨季
發揮排水功能時，先民常用陶缸將雨水
承接備用。13（相 3-1.8）

【相 3‐1.8】屋面轉溝作法。
（豐原區朴子里金鑑堂）

11

張孟珠，2007，
《六堆傳統民宅匠師與建築文化－以後堆為例》，P.75。
劉懷仁，2010，
《東勢地區客家伙房空間構成之研究》
，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碩論，P.121。
13
聞子慶，
〈客家夥房的傳統文化探索〉
，http://subtpg.tpg.gov.tw/web‐life/taiwan/9512/9512‐07.ht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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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見客家文化意涵
1.祖在堂、神在廟
「祖在堂、神在廟」是表現客家信仰行為的宗旨，
「堂」
，指的是祖堂，
祖先在祖堂內安奉，並安置在祖堂的分金線（中軸）上，也就是佔有整個客
家公廳最主要的位置。這應是客家祭祀空間的一個特質14。透過祖堂供奉祖
先牌位，不放置神像祭拜神明的行為來表現客家人崇拜祖先之心意。
祭祖基本上以「開臺祖」後裔子孫及相關眷屬參與，並在家族祠堂內進
行；碰到節慶像元宵、端午、中秋，除正式的祭祀活動外，一定召集各房子
孫返回祭祖，表示後人對祖先的崇敬15。
傳統客家祖屋（或伙房）正廳的擺設，祖先牌位在神龕正座、神龕（或
神桌）下方靠近土地的牆壁上會奉祀土地龍神、燈樑會懸掛新丁燈或三官大
帝香爐，禾埕前方圍牆會設天公爐。祖屋內不再供奉其他神明，使有神明也
在橫屋的偏廳，此即為「祖在堂，神在廟」的表徵。
2.祖龕及客家大牌
客家合院式建築廳下空間為舉行儀式性活動的重要空間，所有定時、定
期舉行的儀式性空間都必須要在正堂中央的「廳下」空間舉行，藉由儀式的
舉行以強化家族的認同並凝聚家族意識，也可藉著家族意識的凝聚向祖公、
祖婆祈求福氣降臨至每一個宗族成員 16 。客家常見的祖先牌位又稱為「大
牌」，有分為一大座者，若有數座者，則依祖公祖婆各世名號依尊卑從中向
外、先左再右、先上後下依序排列。作為最重要的儀式性空間，傳統的廳下
空間並不供奉神明，只設置祖龕及祖先大牌，近年來逐漸有於大牌後方的牆
壁懸掛神明漆仔之作法。
祭祖基本上以「開臺祖」後裔子孫及相關眷屬參與，並在家族祠堂內進
行；碰到節慶像元宵、端午、中秋，除正式的祭祀活動外，一定召集各房子
孫返回祭祖，表示後人對祖先的崇敬17。祖龕設置於建築正堂明間的廳下空
間，依左昭右穆之方式供奉祖先牌位，又稱為「客家大牌」
（相 3-1.9）。基
於神在廟、祖在堂的文化，正堂應是不可供奉神明的，但受到福佬文化影響，
也發現共同供奉神明的作法。此外，於廳下的祖龕後方以隔扇牆再隔出後通
廊，可作為臨時的儲藏空間。

14

15
16
17

客家委員會網站，
〈民俗及有關文物〉
，
http://web3.hakka.gov.tw/ct.asp?xItem=5610&ctNode=1786&mp=1771
黃永達，2004，P.259‐260。
李允斐，2007，〈右堆客家聚落空間構成之研究—以楠梓仙與新民庄為例〉，P.11。
黃永達，2004，
《臺灣客家讀本》
，臺北市：全威創意媒體，P.25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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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3‐1.9】祖龕及祖公婆牌

3.文字書寫：堂號、堂聯及棟對
堂號多取郡號，郡號多以發祥地為根據者為總堂號，寓後人不忘根本，
另有族人遷徙到新地方後成為名門望族後再將該地的郡號作為郡號，統稱為
郡望。18客家人各家姓都有堂號，堂號可分為三類，其一是祖源發祥地（等
同郡號）
，如林姓西河堂、黃姓江夏堂等。其二是祖訓詞句，如黃姓弘農堂、
楊姓四知堂等。其三是另立的堂號，如黃姓千頃堂、張姓萬選居等。堂號必
須高掛於正門門楣之上。
堂號兩側也多半會有堂聯，堂聯同樣具有標示家族姓氏的功能，左聯承
先、右聯啟後，左右對仗，也隱含有家史，並有鼓勵子孫的精神象徵19，因
此，透過堂號及堂聯則更可明確的判別出該家族的姓氏（圖 3-1.2）。
「棟對」係為懸掛於客家正堂廳下棟梁下的聯對，分為上下兩聯書寫或
懸掛於正聽兩側的壁面上，稱為「棟對」，各聯文字多為說明家族歷史、闡
述祖先原鄉來源及遷徙過程等，亦有書寫忠孝節義等祖訓，提醒後世子孫不
要忘祖，為客家廳下空間傳統的裝飾20。（相 3-1.10）

18
19
20

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2009，
《金門傳統聚落形成發展族譜資料彙編》
，P.58
黃永達，2004，
《臺灣客家讀本》
，臺北市：全威創意媒體，P.255。
邱永章，1989，
《五溝水一個六堆客家聚落實質環境之研究》
，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碩論，P120、
李允斐，1997，〈客家夥房的歷史進程與社會基礎〉《高雄縣客家社會與文化》，高雄：高雄縣
政府，P.277、劉秀美，2001，
《日治時期六堆客家祠堂建築之研究》，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
論，P.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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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客家伙房重要文化意涵說明圖

【相 3-1.10】棟對（新埔西河堂）

二、三崁地區客家建築空間構成特色
三崁地區為外埔區重要的閩客聚居區，清代修築后里水圳帶動了外埔地區之
發展，陸續遷移至三崁地區的客籍移民均由苗栗、公館、銅鑼遷徙而來，並在三
崁、二崁等地興建祖屋或伙房，並呈現同族集居之傾向21。以下茲針對三崁地區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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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建築研究
所碩論，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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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伙房之建築空間構成特色提出討論，以作為後續進行劉秀才屋建物特色研究
之參考。
（一）平面格局
組成傳統伙房的建築單元可分為正堂、橫屋、落鵝間、過水間、埕、天井、
附屬建築等，其中正堂多為三開間，包括了廳下及左右房間。落鵝間為正堂與橫
屋交接之處，又稱為攏間。過水間則為聯絡內外橫屋之空間，可分為內過水與外
過水。埕、天井均為建築實體所包圍的外部空間。附屬建築則與主要建築分離，
作為豬（雞）舍、柴房或浴廁空間等（圖 3-1.3）
。透過平面單元的組合，可將伙
房平面格局可分為一槓屋、一堂一橫屋、合院式等22，並說明如下（表 3-1.1）：

右大房間

左大房間

1.正堂，2.橫屋，3.落鵝間，4.過水間
5.埕，6.天井，7.附屬建築
【圖 3‐1.3】伙房建築單元組成示意圖
（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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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
碩論，P.3‐2。）

1.一槓屋23：
由正堂與落鵝間、埕及附屬建築組合而成，此種建築型態因居住空間較
小，僅能提供一戶居住，並無兩戶共同居住之情形。此種平面格局之伙房建
築數量並不多。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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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建築研究
所碩論，P.3‐2。
即一條龍式作法，又稱為一堂屋或一字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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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堂一橫屋（單伸手）式：
由正堂、一道橫屋、落鵝間、埕及附屬建築組成「倒 L」型之平面，此
種平面格局之建築數量亦不多，且多為一戶居住。
3.合院式伙房
合院式伙房係由正堂、兩座以上的橫屋、落鵝間、過水、埕、天井及附
屬建築等單元組合而成，從一堂雙橫屋到一堂六橫屋皆有。另有雙堂屋，但
並不多。
(1)一堂雙橫（三合院）
係指一堂雙橫屋之合院式伙房建築，此類建築平面數量亦不多，且多為
兄弟共同居住使用。
(2)一堂三橫式
由一正堂、三座橫屋、落鵝間、過水間、埕、天井及附屬建築組成。此
種類型之建築數量亦不多。
(3)一堂四橫式
由一正堂、四座橫屋、落鵝間、過水間、埕、天井及附屬建築組成。此
種平面類型之建築數量居多。
(4)一堂五橫式
由一正堂、五座橫屋、落鵝間、過水間、埕、天井及附屬建築組成。此
種平面類型之建築數量亦不多。
(5)一堂六橫式
由一正堂、六座橫屋、落鵝間、過水間、埕、天井及附屬建築組成。此
種平面類型之建築數量亦不多。
大抵而言，三崁地區的客家伙房建築以一橫四堂以上較大型合院式建築為
主，且為多戶共同居住，反應出客家族群重視家族關係、群居之特色，故在住宅
的平面格局上多會出現多戶（同宗）共同居住之情形，並因應居住空間需求而陸
續往兩側增建橫屋而形成大型伙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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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三崁地區客家伙房平面類型分類表

類型

說明

一槓屋（一字屋）

數量較少，且多

平面形式

為一戶住。

一堂一橫式

數量較少，且多
為一戶住。

一堂雙橫式

數量亦少，兩戶

（三合院）

住。

一堂三橫式

數量較少，兩戶
住。

一堂四橫式

數量最多，多戶
共同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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