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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移入及社會參與：一個客家二次移民的歷史 

研 究 生：張民依           指導教授：張維安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班 

摘要 

張氏家族對於自己家族的歷史留下的訊息，「來臺祖自廣東省鎮平縣渡海

來臺，落腳鶯歌墾成面積一甲多的田地；來臺祖夫婦葬在鶯歌，掛紙日為每年

農曆八月初一日」，「赤牛不閤水牛陣」，「百餘年來都住在石頭坑山南側的

山窩」，「有參與中元會及阿公會的會仔」除此之外別無一物，唯有「集體性

失憶」足以形容家族歷史的散失。 

張氏家族的後代，面對家族歷史走向光陰，消失於記憶洪流，成員無從得

知，後代也就不知族人從何而來？何以落腳於這塊土地。為了解開這個超過兩

百年的謎，筆者報考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研所，期以學術考究的方

式，在歷史洪流中淘金，在現世空間裡採礦。淘金夢想淘的「金」就是張氏家

族於大歷史中遺留下的「結晶」，待勘的「礦」則是散落各地的荒山枯塚，遷葬

後的古墓碑，也許仍留著重建家族歷史的線索。 

2014 年春天的某日發現，不同時期、不同路徑渡海來臺的家族其他支系於

1916 年回原鄉抄寫的族譜，提示了重建家族史的方向，輔以(1)前述僅存的家族

記憶，(2)地方志書，(3)清朝時期的淡新檔案、古契約、輿圖，(4)日治時期的戶

政除戶簿、地政土地申告書、台灣堡圖，(5)中華民國的戶政、地政資料，(6)各

數位典藏單位的藏品，(7)田野調查、訪談；再與學術論文、專書等文獻做比對

分析，把研究的線索放進大歷史的社會脈絡裡，重建家族的歷史，試圖對長時

段內的相同事件提出意義的說明與解釋，為張氏家族的歷史除霧，並浮現其輪

廓與意義。 

關鍵詞：客家二次移民、分類械鬥、調適的宗族、嘗會、鑲嵌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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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Resettling and Involvement: 

the Secondary Migration of Hakkas in Hsinchu 

Student：Min-Yi Chang          Advisor：Wei-An Chang, Ph.D 

Degree Program of Hakka Society and Culture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Chang’s family left some messages for describing their history, (1) immigrant 

ancestors are three brothers, from Zhenping County, Guangdong Province, came to 

Taiwan, (2) settled Yingge, (3) there are some fields; (4) immigrant ancestors buried 

in Yingge , Decoration Day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eighth lunar month every year, (5) 

can not intermarriage between Holo and Hakka, (6) lived in the valley of Shitoukeng 

mountain(石頭坑山) more than a century, (7) Participate in some organizations 

named “share-holding worship associations”(changhui 嘗會). They are breaking 

with their history. 

Chang's descendants, the family history to face time, disappeared in the torrent 

of memories, members will not know, I wonder if future generations will come from? 

Why settled in here. To unravel this mystery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we apply 

for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Hakka culture, the way of academic 

elegant, gold in the tide of history, in this life space mining. I look forward to unearth 

clues to reconstruct the family history. 

Keywords: Hakka secondary migration, classification battle, adjustment of the clan, 

“share-holding worship associations”(changhui 嘗會) , embedded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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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哥張裕宗、二哥張明暘及小弟張昶君，尤其是爸爸、媽媽、哥哥、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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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張仲英夫婦的已遷離之古墓所在位置，就此確認了他們的初墾地是位於鶯歌

石南方的橋仔頭庄。在此感謝曾在 Facebook「我是鶯歌人」社團幫助過我的每

一個人。 

有一個地方或稱隘邊草地、或稱九芎林下山，也就是今日新竹縣芎林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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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海陸客庄內四縣家族的謎 

兒少時期我已發現家裡溝通的語言與鄰里的不同，家族四週的共通語言是

海陸腔客語，而家族卻使用四縣腔客語，為了溝通必須學會海陸腔，這個疑惑

長繞我心，不得其解，經詢問長輩得知「渡臺祖先的初墾居地是在桃園、鶯

歌」、「來臺祖夫婦死後葬於鶯歌，每年農曆八月初一日前往掃墓」，對於子女婚

嫁也有一條潛規則「赤牛不閤水牛陣」（客家與閩南不得通婚）。這些訊息有如

藏寶地圖中的通關密語，飄渺的連繫著渡台後的第一個「家」。然而，家族記憶

的下一幕卻是落腳芎林鄉下山村幾十年後與現況相近似的家族人口、財產分布

印象，這兩個相差百年的歷史卻走向了光陰，消失在記憶的洪流裡，作為家族

後代的我有如活在迷霧之中，不知族人從何而來？如何而來？ 

再者，世居石頭坑山三角點前方山窩的家族，為何入墾山坡丘陵地而非頭

前溪流域的平原田野，出生在山窩裡的我，山居歲月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上

下石階陡坡的疲累，而是別人對我們的稱呼：「山頂人、山裡人」。這是一種種

帶有歧視意味的「他稱」。這些稱呼在時空裡醞釀、轉換，四十多年過去了，卻

成為驅動我研究家族史的動力。 

「會仔」也是從小聽聞、經歷的「過去完成式」、「現在進行式」。過去完成

式指的是祖先參加了幾個「會仔」，如中元會、阿公會；祖先們參與、創始了這

些會的組織，卻未曾過問其運作，其參與會仔之目的為何？現在進行式指的是

每年兩次的「分會仔錢」；父親領到的錢雖不多，但重要的是「會仔」背後蘊藏

什麼特別的意義？ 

一個伯父說「不知道哪個祖先這麼行，能在石頭坑山窩佔到二十幾甲地開

墾？」家族的山窩土地怎麼來的？真的是比誰拳頭大小，圈地佔耕而來的嗎？

田地又是怎麼來的呢？祖先們在鶯歌棄地他遷的土地又是怎麼來的呢？為何棄

地？這類賴以維生的墾殖地的來去源由、人群關係，是否與國家統治者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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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政策改革有關呢？日治時期家族除戶簿記載，由佃農、半自耕農、自耕農

的身份變動是否隱約的透露著家族的發展與變遷動態呢？ 

某日，帶著兒子到芎林鄉文昌街的中小學制服店購買中學制服褲，孩子以

國語與店家女主人溝通，而我使用四縣腔客語（四縣話）詢問孩子是否適合？

出現了以下對話： 

店家的男主人說了一句話：「你講四縣話，你是哪裡人？」 

我回：「下山村人」，他又說：「是下山村張家嗎？」 

我回：「是」，我也回問：「你怎麼能夠識別出我們？」 

他說：「在芎林鄉說四縣話的人極少，大部份都是你們家族的，我來自龍

潭，也說四縣話，但到了芎林卻都說海陸腔了，....」 

這麼簡短的談話，述說著我的家族在這個鄉鎮的特殊之處，也就是一個

「四縣腔客語方言島」，它督促著我將自己的家族——18 世祖張尚貴的三個兒

子張俊英、張倫英、張仲英渡臺後的家族當作研究對象，以下簡稱張氏家族。

本文通過一個家族個案的探討，希望能補充客家族群在臺灣的移入、再遷徙與

發展的歷史。 

  



 

3 

 

 

第二節 道光年間退出新莊平原的客家移民 

關於粵籍移民來臺及其島內遷徙與發展。臺灣在清康熙年間二十三年納入中

國版圖，成為福健省的一部份開始，「閩主粵佃」成為了粵籍人士渡臺墾不可避

免的宿命；乾隆中葉，張氏家族的來臺祖可能與一群粵籍移民在船停靠大嵙崁溪

擺渡口時下了船，入墾鶯歌，成為閩籍人士的勞動力。其後，閩籍、粵籍在地廣

人稀、資源豐沛的新莊平原開墾、發展，相安無事，然而，隨著時間軸的邁進，

不同籍貫的人群持續積累，劉家圳、新莊三山國王廟的興建，種下了族群械鬥的

遠因（尹章義 1989：372）。 

道光六年（1826）五月發生於中港（今苗栗縣竹南鎮）一帶的閩粵分類械鬥，

閩籍建立的中港慈裕宮在械鬥中被焚毀（陳培桂，1963：364）。械鬥由南向北持

續擴散、積累。終於，在道光十四年（1834）於新莊平原觸動了閩粵械鬥的地雷

（尹章義 1989：372），大決鬥成了無可避免的悲劇，啟動了粵籍移民二次移民

的命運。 

家族從渡海來臺，經歷了閩主粵佃、閩粵械鬥，二次移民到咸菜甕隘墾庄落

腳贌耕，休養生息，累積社會資本。在墾戶首姜殿邦於芎林庄、上山庄、下山庄、

水坑口庄的社會網絡裡，經由參與九芎林廣合祀，得以進入芎林開發始祖姜勝智

的地域社會，在水坑口庄之隘邊草地搭寮居住，贌耕姜勝智家族所有的平原荒埔

開荒成水田以種稻，山窩土地以種茶（附件 21）。 

一、新莊平原的閩粵械鬥與人口移動 

尹章義（1989：376）指出「道光十四年（1834 年）閩粵械鬥由苗栗漫延到

了新莊平原，閩粵展開了連續六年的纏鬥，加上英鴉片戰爭，英艦進窺臺北，情

況危急，粵人他遷當今桃、竹、苗的粵人區之後閩粵械鬥才停止」。鶯歌位於新

莊平原最南端，分類械鬥的高峰期，張氏家族也如尹氏所述般棄地他遷，留下了

來臺祖夫妻墳墓於初墾地，械鬥趨緩後每年農曆八月初一日的掃墓，成為後代對

此初墾地的唯一連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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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敏麟（1983：104）指出「龍潭三坑仔的永福宮建廟初期主祀三山國王，

位於舊名淮仔埔在清代為平埔族的養贍埔地，居民中客家人占了 95%，他們多數

是清代中葉閩粵械鬥失敗後遷徙定居至此，擔任平埔族的漢佃，從事墾耕的工作」。

韋煙灶（2011：52）利用語言與地理分布的研究指出，「根據多年的田野調查與

文獻彙整，認為臺北閩粵械鬥導許多祖籍為嘉應州的世居宗族，南遷到所謂的『隘

墾區』，主要分佈在關西、橫山與寶山等地」。洪氏與韋氏的研究都可看出因為臺

北平原分類械鬥而退出的粵籍移民沿著大嵙崁溪而上，前往內陸的隘墾區尋求發

展。 

淡水廳志記載（陳培桂，1963：69-70），「擺接渡：……有上下渡，往來新莊；

上通大姑崁三坑仔、下達淡水港」，大嵙崁溪的航運因為 1924 年完工的桃園大圳

通水使大嵙崁溪水驟減，河道無法再航行，三坑仔渡口因而失去了河運的功能，

也走向了沒落一途。在張氏家族們的遷移史中，擺接渡提供了較快速抵達安全區

域的交通方式，但也從開始了他們再次移民的顛沛流離。 

二、咸菜甕隘墾庄的多元人群 

李宗信（2011：10）、黃富三（1995：8-9）指出「林平侯（板橋林家）在道

光 8 年（1828 年）鑑於當時漳泉械鬥激烈與安全考量，加上新莊在嘉慶中葉以

後已逐漸喪失河港功能，並著眼於大嵙崁的交通優勢與周邊山區的利源，而決定

從新莊遷入大嵙崁」。韋煙灶（2011：52）利用語言與地理分布的研究，「根據多

年的田野調查與文獻彙整，認為臺北閩粵械鬥導許多祖籍為嘉應州的世居宗族，

南遷到所謂的『隘墾區』」。洪敏麟（1983：104）指出「龍潭三坑仔的永福宮位

於舊名淮仔埔在清代為平埔族的養贍埔地，居民中客家人占了 95%，他們多數是

清代中葉閩粵械鬥失敗後遷徙定居至此」。由李宗信、黃富三、韋煙灶及洪敏麟

的研究可以理解離開新莊平原的移民可能有粵籍、漳籍；移往地有大嵙崁、三坑

仔、隘墾區；移居後謀生則有山區利源、務農種稻等不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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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學明（2000a：131）指出「新墾戶透過將隘移出（抱隘）而獲得墾地，墾

成之時，原墾戶根據按甲科租取得「大租權」，又可藉新隘防番出擾，而減少番

害。新墾戶甘冒生命危險自備資金、抱隘，除了為了取得墾地之外，亦在於山場

籐、什木、樟腦等山利，尤其臺灣開港之後內山樟腦的大量開發，有厚利可圖」。

隘墾區的墾戶也有可能經由將隘由新墾戶移出的外包方式，一方面減輕隘防壓力，

一方面又可取得大租權增加收入，讓晚進入者有機會，而業戶輕鬆收租金的運作

方式。 

賴玉玲（2012：50）「清嘉慶年間以後，茶、樟腦業逐步開發，鳳山溪和頭

前溪中上游流域所生產的茶葉和樟腦，集中由新埔運往淡水及艋舺出口，再經大

湖口溝通南北交通，促成山區城鎮的新埔發展，也成為竹塹地區的次核心」。賴

氏的研究描述著一條將頭前溪、鳳山溪的商品，如茶、樟腦等，經由新埔陸運中

轉經由大嵙崁溪三坑仔渡口轉河運出口的貨運路線，一條帶給內山墾民發展及勇

氣的活路。 

吳學明、黃富三、賴玉玲等都指出樟腦的開採，對沿山地區帶來了山林經濟

的利因。賴玉玲也說樟腦、茶葉等經濟串起了鄰近鄉街，例如鳳山溪、頭前溪流

域，都經由途經新埔及咸菜甕的陸運，與當時的經濟動脈大嵙崁溪連成一氣。吳

學明也說部份有力之家願意抱隘而出，除了取得新墾地之外，其實也是看在樟腦

等山林利益，乘著直達大嵙崁的國際商船的交易便利，內山的產業與國際經濟開

啟了「握手」的歲月。 

在此得以窺見因為分類械鬥而離開新莊平原粵籍移民或漳州移民都沿河溯

源而上以求生存及發展，尤其具備山林墾殖經驗粵籍人士，在沿山丘陵倚賴山林

資源及種茶維生，離開械鬥熱區的新莊平原，在隘勇線沿線區域休養生息、等待

機會，或種植或掠取山林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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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芎林屯埔的移民人群 

（一）由海向山移民 

施添福（2001：81-89）臺灣納入清代版圖為求治理之便，依土地開墾進程畫

設土牛溝或土牛紅線作為人文界線區隔內外。施氏將竹塹地區依乾隆十五年

（1750）的番界政策（土牛界）與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屯番制（屯界），將

竹塹地區由西向東劃分為漢墾區、熟番保留區、隘墾區三個人文地理區。 

廖志軒（2012，38-41)對於竹塹地區拓墾進程的描述，「閩人拓墾以泉州同安

的王世傑為最早，他於康熙中葉來臺，最初拓墾東門街至暗街仔一帶地區，續墾

於西門大街一帶。後回鄉招親開墾竹塹城一帶周邊的土地。自王世傑以降，閩人

開墾的區域主要集中在竹塹城、竹北、新豐沿海一帶的荒埔；少部分則沿著頭前

溪、鳳山溪兩溪中上游，從事開墾工作，時間大抵在乾嘉年間。粵人粵人拓墾竹

塹地區，以雍正三年（1725）陸豐人徐立鵬為最早，最先同樣從沿海一帶的土地

開墾，之後溯溪而上，往芎林、橫山、關西、新埔、竹東的內山從事拓墾工作」。 

杜立偉（2012：74-75）的研究指出：「下山地區的鄭家，嘉慶十六至十七年

間（1811-1812），鄭振先三十八歲時同妻劉氏攜當時年僅六歲的長男鄭家茂，『決

意往臺，謀子孫衣食之所』，定居於九芎林下山水尾，初從事養鴨，兼以土地租

佃維生，『至道光年間遂成家業』」。 

竹塹地區拓墾進程裡，初墾移民的大都在雍正、乾隆年間，為為新豐紅毛港

陸，先在竹塹城、竹北、新豐沿海開墾，新的移民持續移入，在無地可墾之下，

漸次沿著鳳山溪、頭前溪溯流而上開發，止於新埔、關西、竹東。 

（二）臺北平原分類械鬥引發客家二次移民 

劉還月（2000：317-326）以「二次移民」指涉日治時期由北部移民花東初墾

移民及六堆移往後山的客家人，二次移民乃因種種生活上的無奈而往東部後山進

行第二次、第三次遷徙的客家人。劉還月（2001）於《臺灣客家族群史——移墾

篇（上）臺灣客家的初墾與二次移民》一書中說明「客家族群因無法面對福佬人

強大的壓力，因此從北部快速退離台北盆地，轉向桃竹苗地區的丘陵地」（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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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黃衍明 2009：4）。劉氏指出來自臺北盆地退離的客家族群，經由再移民而遷到

了桃、竹、苗。劉氏說二次移民乃離開初墾地，經過不拘遷徙次數的再移民，也

說不少桃竹苗的客家人是來自臺北盆地退離的再移民。 

黃衍明（2009：16)指出，「客家二次移民的原因包含原居地的生活困頓、人

口激增、工作短缺、天然災害、躲避爭戰等推力；加上新居地的工作需求（地主

招墾）、親戚邀集等拉力，推拉相互作用之下，形成了客家的二次移民」，張氏家

族提供了一種實例，證明二次移民除了往山區移動之外，也可能藉由社會資本的

累積及社會網絡的建立，而移往早已墾熟的地域社會發展，雖然居所四週均為強

勢的初次移民及平埔族原住民。 

美國難民署研究報告 UNHCR（2011：1）對「Secondary migration」（二次移

民）的定義為： 

The International Thesaurus of Refugee Terminology defines secondary 

migration as: ‘The voluntary movement of migrants or refugees within their 

receiving country away from the community which they originally resided’ 

(UNHCR 2011). 

難民術語的國際詞庫對「二次移民」的定義為「在移入國內，出於自願移

民或難民移動，而遠離他們原本居住的社會」。（聯合國難民署 2011） 

張氏家族由初墾地的新莊平原南端的鶯歌，身處一個閩南語言區中的四縣腔

客語方言島聚落，因新莊平原的分類械鬥而再次移民，輾轉移入九芎林屯埔的海

陸腔客語區，成為四縣腔客語方言島家戶。這個因分類械鬥逃離的再次移民行動

即是聯合國難民署所謂「Secondary migration」（二次移民），也符合劉還月、黃衍

明所說的客家二次移民的內涵。 

四、社會資本、社會網絡建構起來的地域社會 

新莊平原漳、泉、粵的分類械鬥促成了粵籍退出新莊平原的移民整合運動，

他們如何「流動」以求生？如何再成群體以「適應」？如何「謀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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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會發生嗎？如何預防？經濟發展促進了「地域社會」的氣氛轉變，呈現在什麼

地方？ 

在新莊平原裡，張氏家族居住於鶯歌石南側的橋仔頭庄，它是個地緣、血緣

聚合的聚落，社會網絡是原鄉內地的延伸。退出之後抵達咸菜甕隘墾庄，地緣、

血緣都無法再聚合人群，有的只是契約關係如租佃、僱傭、抱隘等等，空間規則

由墾戶首訂定，社會網絡則是庄內墾佃及隘防，偶有官方要求的對外武力弭平紛

亂，但墾庄週遭若有官方所謂的細事糾紛也得以墾庄的威信進行調處，公親便是

進行實際調解爭議者。 

陳寶良（1996：442）說「社的活動經費，則由社人交納攤派，即所謂的『醵

會』」；「對於社會、廟會的宗教功能，....，有事則告：....，凡是流民從他境來到

本地，初次參與本地鄉約、保甲，也算『入社』，社祝須告知社神。告畢，就將

姓名登入籍冊」。張氏家族的家族長輩在咸菜甕隘墾庄隘墾，在姜殿邦充任墾首

時，九芎林三山國王廟於咸豐五年（1855）建立中元，為慶讚中元而成立神明會

（以下簡稱「中元會」）的廣合祀於咸豐七年（1857）成立，張氏家族即為其創

始會員。廣合祀成員間以陳氏所謂的「醵會」行為，成員共同出資購置田產，出

租收取租穀維持中元會的運作。張氏家族在咸菜甕墾庄墾戶首的社會網絡裡進入

九芎林庄、水坑口庄，並向姜勝智的後代贌租其竹北一堡水坑口庄之隘邊草地及

石頭坑山窩土地開荒耕作，此乃吻合陳寶良的由他境進入本地的「醵會仔以入社、

入籍」的觀點；在臺灣的學術研究裡，將這種「醵會入社」組織人群成為一個社

會網絡的行為稱為「成立一個嘗會」。 

何謂「嘗會」？原來客家社會中為祭祀祖先而保留的財產稱為「蒸嘗」。如

果以財產持有的角度觀察，這是一種公同共有資產的型態，所以後來的客家人就

把類似的、屬於公同共有資產型態的團體稱為「嘗會」（林桂玲 2013：4）。嘗會

的聚合型式眾多，有血緣關係聚合的血食嘗，有財產股份共有的合約字嘗會，也

有以共同祭祀神明作為聚合的神明嘗，更有以橋樑、道路興建為目的之義渡會、

車路會，資助科舉為目的而成立之科舉會等等（李文良 2011：248-249），符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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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描述的社會網絡所需，因此在本論文中將以「嘗會的聚合」、「成立一個嘗會」

稱之，也就是以「嘗會」稱呼張氏家族參與的各種「會仔」。 

光緒元年（1875）張氏家族又與下山庄、水坑口庄的同姓氏粵籍移民於下山

庄成立合約字嘗會「張九寧公嘗」1，組織下山庄的地域社會，於光緒三年（1877）

在上山庄柵門口萬善廟成立的神明會「福隆祀」（全名為河溝外有應諸公福隆祀）

2，將地域社會擴展進入上山庄。福隆祀屬於九芎林六神祀神明嘗之一，六神祀3 

成員經由共同出資購買一份嘗田又組織成立了一個「嘗會」，藉嘗田出租的租金

維持六神祀的運作。而六神祀疊起的六重社會空間，其空間範圍包含了九芎林庄、

上山庄及下山庄的全部範圍，家族的社會網絡至此已算完備。 

參與中元會後的例行慶讚中元祭祀儀式，人們藉由進行神聖的祭祀活動，再

次的宣示「我們」的強固情誼及地域空間的疆域，進而維持此地域空間的社會功

能，凝聚成員成為一個小型社會的整體。「我」在成立嘗會之後成為「我們」，經

由例行祭祀的舉辦及嘉年華式的祀典活動，「我們」擴大而成「我群」。經由社會

祭祀活動讓參與者心理層面上信心大增，在群體上則因情感的表達再次增強群體

的團結（陳寶良 1996：444）。在生活地域仍屬移墾時期，對失去了血緣、地緣

依靠的張氏家族而言，經由異姓結盟神明會的方式凝聚而成為擬宗族，成了最大

的屏障，就像日本學者稻葉君山（1981：35）曾說：「保護中國民族的唯一障壁，

是其宗族制度，這制度支持力之堅固，恐怕萬里長城也比不上」。藉由定期的祭

祀活動，「我群」一再的被確認，有效的在國家統治力量薄弱的地區建立秩序，

回應安居的願望 

神明會、合約字嘗會裡層層交疊的社會網絡，就是為了在沒有秩序的移墾社

會中，訂定這個社會網絡涵蓋範圍內的規矩，會員則在這個空間裡找到生存地點，

進而尋求發展，在這個空間裡他們不需要擔心外部的壓力，誠如羅烈師（2001：

123-125）所說「十九世紀的大湖口居民唯有與他人共同生活在宗族中，才能擁有

                                                      
1 張九寧公嘗，於日治時期改稱「祭祀公業張九寧」，沿用迄今。 
2 福隆祀：全名為河溝外有應諸公福隆祀。 
3 六神祀：六個神明會分別為春和祀、元昌祀、顯湄祀、應善祀、福隆祀及成福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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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他也必須參加各層級的廟會，成為『廟會社區（Community）』的成員，藉

以疏解可能加諸在他身上的族群壓力；如此才能成為『有產階級』」。 

宗族、社與會、廟會是結合人們面對外部壓力的適當方式，藉由人群的結合

也造就了一片片地域社會，人們在複雜的社會網絡裡組成了成複數層的地域社會，

這也創造了社會空間，讓人群得以流動與發展，於是乎試圖理解張氏家族的社會

資本、社會網絡、業佃關係、族群關係、國家介入的情況，取徑區域史做為家族

史研究的方法。 

 

第三節 張氏家族 

本研究以古文書為主、家族訪談為輔，時間斷限的設定上，以張氏家族渡海

來臺的乾隆二十五年（1760）起，至日治時期結束後的 1960 年為止，研究其在

大嵙崁溪至頭前溪之間，流離與定住的移民過程。 

大抵來說，竹塹地區的開墾係由海而山的方向拓墾，即便是由大嵙崁溪溯源

而上者，也是往竹塹東南區域的金廣福隘墾庄的沿山地帶邁進；張氏家族則是由

新莊平原的橋仔頭庄溯源而上至咸菜甕庄的隘墾庄，再經由社會資本的累積及社

會網絡的建構，進入早已開墾殆盡的九芎林屯埔。因此地理空間設定為鶯歌石南

側的橋仔頭庄、咸菜甕隘墾庄及九芎林屯埔。 

本研究所稱張氏家族為「18 世祖張尚貴的三個兒子張俊英、張倫英、張仲英

渡臺後的家族」，他們渡臺初墾於新莊平原鶯歌石南側的橋仔頭庄，因為閩粵械

鬥而兄弟各奔東西，張俊英攜家帶眷返回原鄉，張倫英夫婦不知去向，而張仲英

夫婦死後葬於橋仔頭庄，由其子張顯樑攜家帶眷棄土他遷，搭乘大嵙崁溪的擺接

渡來到咸菜甕隘墾庄，歷經了幾年短暫中繼的隘墾歲月，累積社會資本後遷居九

芎林下山。九芎林三山國王廟於咸豐七年（1857）成立「廣合祀」，其成員涵蓋

交椅框、下山、五座屋、溪灞水尾等庄，張氏家族成員張廷慶（即張陳生、張澄

生）是其創始會員之一。咸豐十一年（1861），成員涵蓋九芎林庄、中坑庄、五

股林庄、王爺庄的復興嘗也成立了，姜家（姜殿邦、姜殿斌、姜義豐）及劉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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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其創始會員。在姜家的社會網絡及廣合祀結合的社會資本，離開咸菜甕隘墾

庄，走進下山庄，贌耕姜勝智後繼者的土地居往及種植茶葉維生。 

 

 
資料來源：張盛芳（2013）、張慶祿（1916）。 
圖 1 張氏家族系譜 

 
有了這個經由參與創始神明會而進入地域社會的經驗，張氏家族於光緒元年

（1875），在水尾庄及下山庄，與同姓氏的粵籍移民，組織成立了名為「張九寧

公嘗」之嘗會，光緒三年（1877）在上山庄柵門口萬善爺廟，組織成立了「福隆

祀」神明會，福隆祀與春和祀、元昌祀、顯湄祀、應善祀、成福祀合稱六神祀（六

個神明會共享一份田產）。一個個嘗會、神明會分別代表了一個人群團體的結合，

成員的社會資本積累加上社會網絡的聯合，就造就了一片片的地域社會；藉由這

些堆疊成為立體的片狀地域社會創造了社會空間，張氏家族在此得到了活動的保

障及發展的機會，家族因而得以壯大。 

在甲午戰爭後，清政府將臺灣割日以後，根據《馬關條約》〈第五款〉有兩

年期間的島民國籍選擇自由，在這兩年中，一些地主選擇抛售土地，內渡清國回

到原鄉去，新的一批人以較低價格購得土地，但無力耕種，於是招佃成為必然。

張氏家族在良好的社會網絡中，得到了閩粵籍合購田地新地主的的青睞，由畑佃

成為了田畑佃，經濟也漸漸步上發展之途，其他鄰近粵籍新／舊地主也願意將田

地讓張氏家族贌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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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十四年（1888）劉銘傳的土地清賦陞科、明治三十六年（1903）的收購

大租權政策，民國三十八年（1949 年）國民政府的三七五減租、公地方放領及耕

者有其田政策等等的土地改革，土地成為流動的商品，隨著政策的推動，也推動

著張氏張氏家族身份上的變動，由佃農、半自耕農到自耕農，真正擁有土地。 

 
表 1 張氏家族參與的嘗會、神明會 

時間 嘗會名 入會名 嘗會屬性 嘗田 

咸豐七年 
（1857） 

廣合祀 張陳生 
芎林鄉廣福宮的中元

慶典的神明嘗 
有 

光緒元年 
（1875） 

張九寧公嘗 
（祭祀公業張九寧） 

張澄生 下山莊的合約字嘗會 有 

光緒三年八月

初四（1877） 
福隆祀 
 

張廷慶 上山莊的福隆祀  
六神祀公同共

有 

資料來源：杜立偉（2012：151-165）、張正堂（2012：1）、呂順安（1995：

336-347）。本研究繪製4。 
 

表 1 則是張氏家族參與的嘗會清單。希望藉著系譜圖、神明會及嘗會的整

理，描繪出張氏家族的生活布置。他們落腳初墾地之後，藉由堪輿師之執業之需，

他們乘著大嵙崁溪航運之便，行腳遍及大峰崁之源頭，也就是後來的咸菜甕庄，

在堪察地理多年之下，張氏家族成員張顯樑與咸菜甕墾戶首衛阿貴交好；當新莊

平原閩粵械鬥愈演之際，張顯樑攜家帶眷棄土他遷到達他熟識的咸菜甕庄，在充

滿危機但可生存的隘墾莊中繼，一方面思量如何因應可能再發生的械鬥事件，一

方面也努力經營社會網絡以累積社會資本，在種稻、堪察地理之餘，也積極參與

莊內事務，在得人賞試之後，也得以參與莊外事務的協調。之後，獲得參與中元

會的機會而入了九芎林的社，贌耕而居，也把組織嘗會的經驗再複製，藉以凝聚

更多的人群，撐起更大的空間，使（擬似）宗族的功效最大化，進而達成安身立

命的移民夢。 

 

                                                      
4 張廷慶又名張陳生、張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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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張氏家族在遷徙至九芎林下山之前的史料，除了來臺祖張仲英夫婦座落於所

謂「鶯歌」的墳墓之外，就剩下了口耳相傳流傳至今的家族記憶、家規而別無一

物；本研究在此史料缺乏或不足的情況下展開，在文獻爬梳時，採取了尹章義臺

北平原的客家人是因為閩粵械鬥而南遷桃竹苗等地的論說，因為它與張氏家族的

家族記憶、家規最吻合；古文書查找時，也因為張氏家族記憶、家規的片段不全，

而無法完整驗證。 

換句話說，本研究在為張氏家族歷史「補空格」時，是研究者以大歷史脈絡

及其他研究者的相關研究嘗試將張氏家族片段不全的記憶放回大歷史脈絡中，期

能進行詮釋與補遺，然而，這也說明了本研究是基於某些假設、研究者的推論、

判斷而成，其中仍有許多可供討論的空間存在，待未來的研究者突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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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進入、退出新莊平原的個案 

第一節 從原鄉出發 

原鄉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神崗社烏泥河（即今之廣東省梅州市蕉嶺縣文福鎮

烏土溪），河邊有個小村落名喚「張屋」。鎮平縣開基始祖小八郎自其祖居地汀州

寧化縣遷居惠州長樂縣，後落腳於嘉應州程鄉縣懷仁鄉石窟都神崗社，在譜諜上

改稱一世祖，而鎮平縣乃明代崇禎六年（1633）析出自程鄉縣、平遠縣。至此「鎮

平縣、神崗、烏泥河」便成了自宋代以至今日不變的記憶連結，即便渡臺後的顛

沛流離也沒有忘記。 

烏泥河5位於鎮平縣，東北向西南流向，流入高陂河、石窟河，匯聚眾溪流進

入梅江，及至大埔縣三河鎮，與汀江匯合後改稱韓江，整個韓江流域都具有航運

功能，張氏家族從村落張屋沿著烏泥河步行約莫四公里路程，便是具有航運功能

的石窟河，搭船約莫二百六十公里便可直到潮州汕頭海岸出海。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瑯打敗南明鄭氏政權後，二十三年（1684）將臺

灣納入清廷版圖開始，將臺灣歸於福建省管轄，臺灣對於閩籍人士而言就像是他

們隔海的海角樂園，只要向官方請墾通常可請得佔地阡陌的「四至」之地可供開

墾，而粵籍則是因省籍之故被排除在請墾資格之外，於是以私墾、贌耕居多。 

誠如尹章義（1983：15）研究中指出「閩、粵人士之所以大量東移，乃是因

為康熙中葉，大陸大亂方正，傷夷未起，有待修養生息；而臺灣卻富足繁榮，充

滿發展的機運」，於是乎對於粵籍移民而言，有地可墾、有田可種稻，在繳完租

穀之後，還能有剩餘稻穀可供積累成為財產，即使暫時無法擁有自己的土地，但

他們心中有個美好的願景，他們相信隨著時光的流逝及資金的積累，有一天他們

可以購得自有土地。 

康熙二十三年（1684）施瑯向清廷建議而頒布了渡台禁令三條，（1）欲渡船

臺灣者，先給原籍地方照單，經分巡臺廈兵備道稽查，依臺灣海防同知審驗批准，

                                                      
5 烏泥河即烏土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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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渡者嚴處；（2）渡臺者不准攜帶家眷，業經渡臺者，亦不得招致。（3）粵地屢

為海盜淵藪，以積習未脫，禁其民渡臺。基於粵籍移民不得攜伴移民臺灣的限制

及官渡手續繁多、資費頗高，即使原鄉土地耕作收獲早已無法滿足對人們供養，

但也迫於無奈，家族內眾多支系為求生存，遷往四川省，江西省新昌、寧州、安

遠、廣東省連州、雲都等鄰近省份圖生存發展。 

雖然清廷對於臺灣的消極管理，期以渡臺禁令限制移民及限制攜眷，讓臺灣

的社會不致於呈現紛亂局面，而能以最少的官府資源統治管理之。然而，渡臺禁

令從頒布的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廢止的同治十三年（1874）的一百九十年間

也有短暫的十年開放時期，分別是雍正十年（1732）到乾隆五年（1740）的八年、

乾隆十三年（1748）的一年及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一年；在這允許移民攜眷

入臺的期間，形成一波波的移民熱潮。 

黃釗在《石窟一徵》記載「往臺灣者，例由本籍縣官給照至泉州、廈門、海

防同知驗收，方准渡海，人盤費過多，貧不能措者，往往在潮州樟林徑渡臺灣」

（黃釗 1970：113-118）。張俊英、張倫英、張仲英三兄弟各自攜眷一共六人同行，

他們就在原鄉生養日益艱困、臺灣卻是富庶、充滿移墾機會及雍正年間開放粵籍

移民攜眷渡臺的三種因素，在清廷允許攜眷入臺的最後一年裡，於乾隆二十五年

（1760）選擇「私渡」，乘著石窟河、梅江、韓江的河運之便，在潮州府港汕頭

樟林港，往東到饒平縣柘林港換大船渡海遷居臺灣。張氏家族成員隨身攜帶的行

李除了生活必須品及衣物之外，尚有他們作為「堪輿師」6的需用物品，如堪輿之

地理書、羅盤，擇日之通書，家禮之書冊等7，以便移民臺灣後仍可續操此業。 

明代以至清代，渡海來臺的船隻都是仰賴風力的帆船，船家透過風向及操帆

的技巧而航行，不同的季節風及降雨條件決定了船隻上岸的地點。臺灣的冬天吹

的是東北季風，北部降雨、南部是乾燥有風的時節；而夏天吹的西南季風，北部

不會下雨，而南部卻是雨季。同祖宗的眾多不同支系移民臺灣的上岸地點透露了

                                                      
6 「堪輿師」即《石窟一徵》所說之「堪輿家」（黃釗 1970：216-217） 
7 地理書、羅盤等物一直與祖先牌位一起擺放於神龕。然而，地理書在不知何時的某次機會中

有人來借，迄今未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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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季節的訊息，在彰化鹿港及南至屏東登陸者，皆可看做是冬天移民，而張氏

家族卻是在淡水港入臺，因而可以推論，他們選擇了夏天乘著西南風到了沒下雨

的北部。 

 

第二節 移入新莊平原 

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將臺灣納入清廷版圖，設立臺灣府，隷屬於福建省，

一直到光緒十一年（1885）臺灣建省為止的二百零一年間，臺灣都是福建省的一

部份，粵籍渡海來臺者，均因隔省流寓，被視為外省人、流民，具有農耕技術的

打工仔。「康熙中葉，大陸大亂方正，傷夷未起，有待休養生息；而臺灣卻是富

庶繁榮，充滿發展的機運」（尹章義 1983：16），清廷為了管理、通商之便，陸

續開放了安平港、鹿港、八里坌港（大嵙崁溪的河口港）為與兩岸對渡的正口，

開啟了臺灣與大陸東南沿海的繁榮貿易，也開啟了大移民潮，大量的閩、粵二省

移民渡海來臺。閩籍人士因為省籍上的方便進行墾權的取得，在臺漢人中佔多數，

而隔省流寓的粵人則佔少數。 

北臺灣拓墾之初，墾權的取得由於治安、賦稅諸般因素以及原住民土

地所有權的認定，除了一般「先占」原則外，必須由足資信賴的縉紳之

士，向政府請得墾照，再與原所有權之先住平平埔族人洽商，取得墾單，

然後籌資、備器招佃開墾。（尹章義 1989：125） 

申請墾照的縉紳之士，往往以「四至」標示請墾土地的範圍，然而這四至之內可

能已是千甲之境。 

康熙三十一年（1692）任臺廈道之高拱乾嘗謂：臺灣地經初闢，田盡

荒蕪，一紙執照，便可耕耘；既非祖父之遺，復無交易之價，開墾止於一

方，而霸佔逐乎四至，動連阡陌，遂及方圓。（尹章義 19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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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戶、業戶們在請得墾照之後，向番社取得允許的墾字進行墾殖，再招佃開墾，

並於墾熟之後陞科繳納正供，成為地主階級； 

拓墾者不僅依賴「通事」取得荒埔情報，更仰賴各社「通事」奔走交

涉，取得番社的允諾，代輸番餉、納磧地銀、納番租，取得番社或番人的

「墾字」，自然可避免番、漢衝突，和平從事開墾事業。（尹章義 1983：

28） 

而隔省流寓的粵人則被閩籍人士以省籍之別而排擠在請墾之門外，於是乎擁有農

耕技術的粵人，便向閩籍地主贌耕他們廣大「佔而未墾」之地，形成了「閩主粵

佃」的社會事實。雖然粵人在此社會環境裡必須以贌耕務農的耕佃形式存在，但

開荒種地仍較原鄉具有前景之下，粵籍移民持續湧入新莊平原，成為了閩籍地主

的耕佃。 

 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夏季的某一天，張氏家族潮州府饒平縣柘林港換

搭仰賴風力航行的大型帆船乘著西南風，航往東北方的淡水港，踏上了臺灣的

土地。在海上航行時，同船有一名乘客名喚張丙逢，與張氏家族張俊英、張倫

英、張仲英一行六人頗為投緣，相談甚多，在抵達淡水港之際，張丙逢選擇與

張氏家族同行成為七人同行的移民隊伍，入墾「閩、粵聯莊，民番雜處，物產

富饒，人稱樂土」（陳培貴 1963：388）的新莊平原。 

對於一個原鄉具有單姓村落「張屋」的大家族而言，已有眾多支系渡海遷臺，

移民對他們一行六人而言，不會有多少恐懼，也有「客頭」8在原鄉經營收 

                                                      
8 客頭＝是指帶路人作響導之人，通常是指專門賺取帶人私渡費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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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灣堡圖》，本研究改繪 
圖 2 張氏家族移墾鶯歌的第一個家、田、墓 

 

費帶路移民者。再者，《石窟一徵》的「地狹人稠，故赴臺灣耕佃者十之二三」

（黃釗 1970：113）述說著大量鎮平縣民或打工式耕佃或移民到臺灣者，因此在

抵達淡水港之後，就在淡水港等候航行於淡水與大姑崁三坑仔的擺接渡，一行七

人搭乘渡船於二甲九渡口下船進入淡水廳淡水保海山庄，入墾一個以廣東省鎮平

縣地緣聚居的粵籍村落；座落大嵙崁溪以西，鶯歌石南方近淡水廳竹塹保大溪墘

莊9的大嵙崁溪支流河濱荒埔，開荒種稻維生（圖 2 的紅色圈住區域）。張氏家族

臨溪結草蘆而居，建立了移民後的第一個家。只是這個草蘆結構的家和開荒後種

稻的水田在大嵙崁溪洪水泛濫時期會淹水，這個可怕的記憶至今仍未退祛，「鶯

歌一甲多的田會『上水』10，『上水』上到那邊來」的話語仍在後代耳邊迴盪。 

在勞動力短缺的開墾初期，閩主粵佃的環境下，閩、粵籍倒也相安而未因籍

貫而排擠，身為勘輿師的張氏家族在田地墾熟之際，開始了風水地理的勘察，便

                                                      
9  乾隆五年（1740）設立的淡水海防廳下轄淡水保、竹塹保二保，管三十五莊。 
10  上水：臨溪水田在發生水災時，因為洪水渲洩不利而造成水位上升，水田為洪水所淹沒，

是為「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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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河運使其行履遍及大嵙崁溪之源美里庄（後來改稱新興庄、咸菜甕庄），對

於這樣的社會象，猶如他們在原鄉的生活景象，他們也視這個落腳墾地為原鄉的

延伸。但是，隨著移民漸增，群體意識漸次形成，加上可供開墾的土地漸少及水

源的爭奪，爭端還是層出不窮，衝突漸次升高。 

移民漸多，土地資源分配漸趨穩定，彼此相處日久而逐漸形成「群體

意識」，競築水圳，搶奪水資源，同籍之間的「群體意識」高漲而更形團

結，昇高了不同籍貫之間的對立形勢。乾隆四十五年新莊三山國王廟的建

立，一方面顯示了不同祖籍移民間從容忍相安以至矛盾、衝突、對立的過

程，一方面也加強了不同祖籍移民的「群體意識」，昇高了對立的局勢，種

下了閩粵移民分類械鬥的遠因。（尹章義 1989：372） 

「臺灣之民不以族分，而以府分氣類；漳人黨漳，泉人黨泉，粵人黨粵，潮

雖粵亦黨漳，眾輒不下數十萬計」（陳其南 1995：77）。當粵籍移民人口數及財

力達到一定程度時，也想藉由建立三山國王廟凝聚粵籍移民，遂行族群力量的標

示，然而這卻觸發了道光十四年（1834）在新莊平原連續六年的閩粵械鬥，催生

北臺灣的社會整合運合運動，粵籍移民變賣土地或是棄土他遷，退出了新莊平原。

張氏家族在離開之前，將田地託給近鄰佃農，只留下張仲英夫婦造於緊臨水田又

能避水患的土坡上的墳墓（圖 2 的藍色圈住區域），這也就是張氏家族每年農曆

八月初一日到鶯歌所掃的墓。 

這個渡臺後建於河濱的第一個「家」，其行政區劃上在張氏家族離開後的同

治十年（1871 年）改為淡水廳海山堡二甲九庄；光緒二十年（1894）劃歸南雅廳

橋仔頭庄。日治時期 1920 年，隸屬台北州海山郡鶯歌庄。從此，張氏家族便以

「鶯歌」為名稱呼這個其來臺祖居住過而且至死未曾離開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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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連串在新莊平原發生的主佃關係與族群關係，主導了新莊平原粵籍初墾

移民的進入與退出。如同米德對行動所做的說明，「他將刺激視為一種提供行動

的場合或機會，而非一種驅使或指令」（1982：28）。他把行動分成了驅力、知覺、

操作及完成四個階段。對於退出新莊平原的粵籍移民而言，應該也經歷了行動四

階段，遭受了長期閩粵分類械鬥的驅力；對粵籍移民的我群感知而言，離開戰場

可能較好；在移出的操作上，運氣較好的可能變賣土地退出，較晚做決定的可能

只好棄土他遷，不管早晚退出，他們都選擇搭乘了大嵙崁溪的擺接渡溯溪而上，

直至大溪墘下船，有些粵籍移民往大溪墘方向追逐山林經濟，有些則往咸菜甕隘

墾庄前進，而完成了粵籍移民退出新莊平原的行動。 

 

第三節 遷出新莊平原 

新莊平原的分類械鬥觸發了社會整合運動期，期間粵籍移民間流傳了眾多耳

語，諸如：移回原鄉易地而居、噶瑪蘭新闢天地較安全、桃澗堡中壢庄是粵籍新

聚居地、大嵙崁溪源頭有隘墾庄、官方在嵙崁溪源頭內山取樟造戰船、焗製樟腦、、、

等等；大家根據這些耳語、械鬥範圍及激烈程度，判斷退出臺北平原路線的可能

性。他們之中大多數移往了粵籍新聚居地桃澗堡中壢庄，有些則沿著大嵙崁溪的

源頭方向移民，期望往山裡還有土地以供開墾；也有一些人放棄移民臺灣的念頭，

沿著渡海來臺的路返回原鄉或是前往家族其他成員在原鄉其他省份的移民目的

地；也有遷往嘉慶十七年（1812）八月才納入清廷版圖的噶瑪蘭，繼續他們的移

民夢者。 

張氏家族的墾地位於鶯歌石南方的橋仔頭庄，是新莊平原最南側的空間，由

於清廷為圖統治之便，藉由操作族群意識鮮明移民群體，以遂其統治目的，族群

的分類便被強調，族群之間劃清了界限，乾隆中後期的臺灣移墾社會，分類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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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生是時而有之，偶有械鬥家戶可能不遠，張氏家族渡臺的大兒子張俊英已感

覺生命安全受到威脅，於乾隆末年決定攜家帶眷一家五口11，沿著移民臺灣的來

時路，返回原鄉謀生。 

二兒子張倫英一家四口，並未返回原鄉。二兒子張倫英離開時已是嘉慶中葉，

分籍械鬥已是常態，漳泉鬥、閩粵鬥時有發生，械鬥範圍漸次擴散趨近，對於退

去之路他有兩個考量：一則因為往北退出返回原鄉，因械鬥而略顯困難；二則是

向東前移墾新天地「噶瑪蘭」。推估他選擇向東渡河至艋狎，徒步循著嘉慶十二

年臺灣知府楊廷理修建的「淡蘭道」，也就是吳沙帶領三籍移民開蘭行經之道路，

去了嘉慶一朝完成墾拓的噶瑪蘭。 

三兒子的張仲英夫婦則是繼續守著墾地，嘉慶末年張仲英的妻子羅氏過世了，

土葬後經六年撿骨，造墓時墓碑刻上按原鄉郡望「鎮邑」，張仲英則是在道光初

年過世，土葬後經六年撿骨時卻是在閩粵分類械鬥正夯時，於是乎其子張顯樑決

定撿骨造墓時，墓碑留白、不予刻字，以期墳墓能不被破壞。道光十四年（1834）

閩粵械鬥的演變成為大決鬥，張顯樑夫掃盤算著逃離方式，向北退去，渡河東遷

已不太可能，於是他們留下兩座墳墓，隨身攜帶細軟，攜子張廷慶及與宗叔張丙

逢（與張氏家族同船渡海共居之單身移民）搭乘擺接渡向南往大嵙崁溪的源頭避

禍去也。 

作為新莊平原最後一批的粵籍移民已別無選擇，只能向南遷，能夠即時將田

產變賣者遷往了桃澗堡中壢庄一帶（陳其南 1987：108）、隘墾區（韋煙灶 2011：

52）、三坑仔（洪敏麟 1983：104），至於不及變賣田產者，如張顯樑一行人，將

土地託付近鄰佃農，越過大溪墘，前往咸菜甕隘墾庄求生。對於閩粵分類械鬥的

歷史，張氏家族內仍留存當年的應對之道，例如：(1)對於子女婚嫁的潛規則「赤

                                                      
11 張俊英夫婦、兒子張顯達夫婦、孫子張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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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不閤水牛陣」（客家與閩南不得通婚），(2)在山林間行進間的安全守則「人未到、

聲不可先到」，(3)練拳防身，也成為閩粵分類械鬥留傳至今的遺跡。 

  



 

23 

 

第三章 生存的機會：可能與不可能 

第一節 決定再遷之路 

對於土地納入清廷版圖與否最大的差異乃「設官定地、以綏海彊」（陳淑均

1852/1963：331），漢人移墾也由「私墾」邁向了「墾戶制」經由請得墾照後的官

民合作模式。「設官經理」帶來了「章法」，創立了有形、無形的「邊界」，人口

數量及族群的清查，農林礦產資源等的調查，土地面積的清丈、陞科及稅賦。為

了駐兵設了屯，為滿足屯之糧食所需，劃設了屯田。《宋史》有云： 

古者兵與農一，官無供億之煩，國有備禦之責。後者兵與農二，竭國

力以養兵，奉之若驕子，用之若傭人。今守邊急務，非兵農合一不可。其

說法有二：曰屯田、曰民兵。此足食足兵之良策也（許喜璐 2004，744） 

乾隆五十三年（1788），欽差大臣福康安在平定林爽文事變後，仿效四川屯

練兵丁，建立了從平埔族番社挑選狀丁成為屯丁，授予屯丁田畒，屯丁在平和時

期務農，事件發生時則聽命出征的「番屯制度」，即《宋史》所說的兵農合一之

武力部隊，一支足食足兵、不需糧秣補給、不需設置屯所、在本社防守地方的完

美部隊。 

吾人可以理解，福氏之設屯、授屯丁埔地，都是為了避免由清廷自內地派軍

防衛及加速開荒以豐國庫之打算，並非施惠於社番。再加上「過重、長時的公差

勤務造成屯丁無暇開荒務農，危險的貼近生番的隘防導致屯丁折損眾多」（施添

福 2001：131-136），養贍埔地因墾荒期限而急需耕佃，具備農耕技術的新莊平原

粵籍二次移民便是的優質勞動力來源，對照今日桃園之中壢、平鎮、龍潭之人口

分布可以見證為數眾多之粵人聚居桃澗堡養贍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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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七年（1827）以始，官方因為船政所需，而淡水內山番地裡有製造戰

船所需要的樟樹，同意匠師們收售樟栳（腦）斧鋸運料之資，由造船之需啟動了

向番地進墾，以樟樹、樟腦及抽籘為目標的經濟列車」（陳培桂 1963：188）。除

了有亡命之徒進山私煎、私售樟腦賺取森林利益之外，善於經商的漳籍移民也嗅

到了這個巨大的商機。林本源家族即是一個追逐林產利益代表性的案例，「在道

光 8 年（1828），他們一方面為避漳泉分類械鬥，另一方面為追內山之樟、籐等

林產利益，而由新莊平原遷居到了大嵙崁」（李宗信 2011：10；黃富三 1995：8-

9）。 

大嵙坎的樟腦交易的「厚利可圖」吸引了更多善於經商的漳籍移民移入，「追

逐山林利益的方式是年復一年，一山過一山」（林滿紅 1997：13），是故，由官

方船政肇始的按造船數量伐樟，到亡命之徒及漳籍移民的「掠奪式」採樟焗腦經

營方式，演變成「彩和山：所產滿山皆樟樹；不數年間而已濯濯矣」（陳朝龍，

2011：57）。隨著漳籍移民的聚集，土地的開墾、移民的定居，大科崁便成了漳

籍優勢區域。 

道光二十二年（1842）結束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清廷強大的假面具被英國打

破以後，歐美列強紛紛想要獲得好處，於咸豐六年（1856）第二次鴉片戰爭再起，

戰事持續了四年有餘，清廷於咸豐十年（1860）戰敗，期間簽下了天津條約、北

京條約兩個不平等條約，除了給與列強最惠待遇及割地、賠款之外，列強還想要

跟清廷做貿易，獲取經濟利益，於是他們要求開放眾多港口為通商口岸，其中咸

豐八年（1858）簽署的天津條約，要求淡水、台灣（今安平）、打狗（今高雄）

三個港口成為通商口岸；列強的目的自然便是產量龐大的樟腦。至此，臺灣不再

只是做兩岸對口貿易的傳統社會，轉型成了工業化國家的原料生產地，歐美列強

變成「看不見的黑手」在操縱臺灣經濟。 



 

25 

 

相對於漳州人在大嵙崁的榮景，同樣遷離臺北平原的粵籍移民，則以祖籍地

緣靠攏的方式，聚居於桃澗堡熟番養贍埔地的中壢庄（陳其南 1987：108）、淮

仔埔（洪敏麟 1983：104）及咸菜甕隘墾庄（韋煙灶 2011：52）。然而，淡水廳

屬之養贍埔地有武陵埔、馬陵埔、四方林、黃泥塘、三坑子、大姑陷（即大嵙崁）、

楊梅埔，仍無法滿足為數眾多退出新莊平原的粵籍移民之所需，於是他們跨越了

養贍埔地，進入了因早年勘察風水地理而熟稔的隘墾區，張氏家族就在此種情境

下，成為咸菜甕隘墾庄的通庄眾耕佃之一。 

 

第二節 踏入隘墾莊 

竹塹地區依構築於乾隆二十六年的番界「土牛溝」及乾隆五十五年因設屯而

定出的新番界，區隔成三個人文地理區，即漢墾區、保留區及隘墾區。其中隘墾

區之土地拓墾與經營方式為「墾戶制」，社會組織為「既非血緣亦非地緣，而是

聚散無常；流離顛沛的浮動社會」。隘墾區內第一個墾區莊是乾隆末年咸菜硼設

隘建立的美里庄（施添福 1996：177、183-186、198、211）。 

隘墾區是一個由漢墾區、保留區的客籍移民和在上述兩區內逐漸客家化的熟

番所建立起來純客移墾社會（施添福 1996：207）。說明人群移民方向是由海而

山、由西向東（廖志軒 2012：38-41）及由北向南而來的移民拓墾潮，這其中也

包含了臺北平原因閩粵分類械鬥而逸出南遷的的粵籍移民（韋煙灶 2011：52），

張氏家族便跟隨這南遷的移民潮進入隘墾莊，唯一不同的是，早年是勘察風水地

理的勘輿家，此時卻是因閩粵分類械鬥轉進的再移民。 

社番在保留區的土地頻遭「社棍」騙奪，又因清廷的過重的公差及防衛勤務，

造成屯丁無力務農，以繳納官方要求的重餉課租，於是社番或典或賣給漢人以應

之，然而此乃非長之計，到後來土地售完，陷入無處容身的冏境。不過，也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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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衛氏一族在咸熟防隘勤務之餘，搭上了隘墾區的開墾列車，成為新興庄的墾戶

首，歷經數代，直至咸菜甕墾庄。衛家接收了泉籍墾戶連際盛因生番為害嚴重而

棄墾之土地美里庄，並改名為新興庄，成功的為社番在屯界之外爭得一個重新立

足的墾區（表 2）。一方面吾人可以理解此乃社番漢化的表現，二來乃社番被騙

怕了而長了智慧，是文武兼備的一個經典呈現。退出新莊平原的張氏家族進入隘

墾區時就是向墾戶首衛氏（表 2）贌耕土地，雖成為社番的佃農；一個急需安頓

生活的家庭，初期贌租墾熟水田種稻維生，水田農耕技術維持了他們在原鄉及渡

臺初墾地新莊平原，進而到墾墾莊的生活所需。 

 

第三節 立足與發展 

施添福（1996：200-201）指出隘墾區的土地經營方式（圖 3）為「墾戶因設

隘防番得向墾佃抽收隘租並勻給隘丁口糧。若因遭遇強番為害或是另有人願意將

隘出抱，擔任抱隘首以取得墾區內某處山場，抱隘首也可收取隘租招墾佃開墾。

墾佃在取得墾戶的佃批之後，可進行開墾，也可將墾熟之地以小租的方式租由耕

佃代耕」。 

衛氏開墾進程順利，於道光十年（1830）提陞隘大租，然而隨著拓墾的進程，

番害日益嚴重，也打斷了衛氏父子衛阿貴、衛壽宗的墾戶首身份，彭玉卿取而代

之（李明賢 1999：18-21）。道光三十年（1850）衛榮宗拿回墾權擔任墾戶首（表 

2），咸豐二年至五年（1852-1855）連年的大水災（陳培桂 1963：347-350）、狂

風暴雨，隘寮倒塌，又積久公項無可填實之下，呈請退辦墾戶（附件 9）。 

〈咸豐六年七月咸菜甕庄墾戶姜殿邦佃戶鄭吉忍眾佃等同立合約字〉（圖 4）

呈現的就是墾戶首、佃戶（即墾佃）及通庄眾佃（即耕佃）共百餘人一起進行莊

務會議，他們經由利益條件的交換進而共同承擔隘大租不足導致隘防運作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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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使隘墾莊得以維持運作繼續向生番地進墾；其中張陳生（見圖 1）12即是

進入咸菜甕隘墾庄成為耕佃的張氏家族成員之一。 

 

 

資料來源：施添福 （1996：200） 
圖 3 隘墾區的土地經營方式 

 

新竹文獻委員會主編之《新竹文獻通訊》（1985：3），其中關於〈關西鎮文

獻採訪錄〉指出「咸菜咸菜甕庄始墾於乾隆五十八年，由泉州人陳智仁主持『連

際盛』墾號，他們由淡水河進入臺灣，由北而南進入隘墾區，開墾上南片庄一帶

土地，並將莊名命名為『美里庄』。墾區在更換墾戶便更名的原則下，歷經了「新

興庄」、「咸菜甕」（表 2），然，因隘大租不足以支付隘丁口糧，墾戶首衛榮宗盤

算著三年內二階段每甲水田大租調升五石以填滿不足額之隘丁口糧，然而這次引

起佃戶與通庄佃戶的抗租拒繳行動，衛氏為平衡收支，裁掉部份隘寮、隘丁似乎

是可行之道，然這也是為他因而遭羅登壽、彭讚龍出面控訴而被查報廢隘害人遭

遇番害而失去墾戶資格（附件 10），而這報官查核之舉可能出金廣福墾戶姜家之

手，因為接手的墾戶即為姜殿邦。 

 

                                                      
12 張陳生即張廷慶、張澄生，為張氏家族張尚貴之曾孫，也是來臺祖張仲英之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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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家文化資料庫古文書，編號 bk_isbn9576711428_t035_523_3_29_4-
0001。 
圖 4 〈咸豐六年七月咸菜甕庄墾戶姜殿邦佃戶鄭吉忍眾佃等同立合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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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清代咸菜甕莊名、墾戶與隘大租額度的更迭 

莊名 墾戶 已知充當墾戶年代 
水田每甲 

隘大租額 
資料來源 

美里庄 

連際盛

（墾

號） 

乾隆五十八年-五十九

年（1793-1794） 
6 石 

王世慶，台灣公司蔵古文書彚

編 

新興庄 

衛阿貴 

（隘

首） 

嘉慶五年-嘉慶二十五

年（1800-1820） 
6 石 

王世慶，台灣公司蔵古文書彚

編 

衛壽宗

（墾

號） 

嘉慶二十五年-道光十

六年（1820-1836） 

6 石。道光十

年改 8 石。 

台灣私法物權篇，頁 467-

470；清代大租調查書，頁

841-842 

彭玉卿

（墾

號） 

道光二十五年-道光三

十年（1845-1850） 
8 石 

李明賢私蔵古文書；咸菜硼地

方研革史 

咸菜甕 

即鹹菜

甕、鹹

菜硼 

衛榮宗

（墾

號） 

道光三十年-咸豐五年

（1850-1855） 
9 石。 

圖 4 〈咸豐六年七月咸菜甕

庄墾戶姜殿邦佃戶鄭吉忍眾佃

等同立合約字〉 

姜殿邦 
咸豐五年-同治七年

（1855-1868） 
10 石 

圖 4 〈咸豐六年七月咸菜甕

庄墾戶姜殿邦佃戶鄭吉忍眾佃

等同立合約字〉 

衛國賢

（墾

號） 

同治七年-同治九年

（1868-1870） 
14 石 

中央研究院台灣田野研究室檔

案 

徐樹芳 
僅同治十三年

（1874） 
14 石 淡新檔案 17318 

鄭國樑 
同治十三年-光緒四年

（1874-1878） 
14 石 淡新檔案 12301-16、17318 

連日昌

（墾

號） 

光緒四年-光緒十二年

（1878-1886） 
14 石 

淡新檔案 17103、17309、

17321-15 

資料來源：李明賢（1999：21-28）、陳志豪（2010：5），本研究整理修改。 

 

姜殿邦接任墾戶之後，也面對了隘大租不足的難題。為此，他於豐六年七月

召集了墾佃與耕佃們（圖 4），希望佃戶們均勻攤分不足部份，以解決正供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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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足，但也不希望發生前墾戶首衛榮宗時代的抗租事年。姜氏以務實理隘、放

縱墾佃超越界開墾成為「隱田」13、若有違背可被換下墾首的「三大保證」來換

取信任，並在協調過後，經由「再批明」紀錄「通庄田業每甲加納大租壹石，所

有大租作兩季，每租拾石，早季供納捌石，晚季供納貳石」，將每甲水田隘大租

由九石提高到十石，解決了隘大租不足的難題，可以維持隘的防衛功能，保有墾

庄開墾的成果。張氏家族以「張陳生」之名與姜氏共同面對了隘大租的危機（表 

2）。姜殿邦游走於法治灰色地帶，允許眾佃越界開墾成為隱田乃是建構在官方「欲

治之而難為力」（陳培桂 1963：18-19）消極治理之上。張陳生作為通庄眾佃的一

員，對於允許隱田的協議之下，張氏家族自然不會放過這個越界開墾的機會，越

界開墾荒埔掠奪山林利益。 

從這次通莊會議的名單中，吾人得以理解成員組合中，墾戶首為姜殿邦，佃

戶（即耕佃）有 12 人，分別為鄭吉忍、黃台貴、陳山茂、金和號、杜阿滿、陳

盛元、范嘉鳴、羅登壽、彭阿應、彭廣福、羅傳鳳、徐瑞全；耕佃則有鄭氏 1 人，

羅氏 17 人，陳氏 10 人，杜氏 1 人，范氏 6 人，彭氏 10 人，徐氏 4 人，劉氏 3

人，鍾氏 2 人，詹氏 3 人，張氏 4 人，楊氏 3 人，蘇氏 1 人，余氏 2 人，宋氏 1

人，邱氏 4 人，李氏 4 人，葉氏 5 人，江氏 2 人，涂氏 1 人，王氏 3 人，溫氏 2

人，黃氏 6 人，林氏 4 人，賴氏 1 人，謝氏 1 人，廖氏 1 人，吳氏 4 人，郭氏 1

人，陸氏 1 人，計 108 人及公號蔡致記、周科會、萬泉號，計 3 個，合計 124 人。 

陳山茂即陳朝網（何明興 2007：40），也是咸菜甕墾戶首姜殿邦長子姜榮華

的妹婿，姜榮華乃金廣福墾戶首也（何明興 2007：51）。鄭氏、杜氏、黃氏、陳

氏、徐氏、彭氏、羅氏、鍾氏、溫氏、范氏、葉氏、王氏、宋氏、吳氏、蔡氏、

劉氏及退辦墾務的前墾戶首衛氏皆為咸菜甕新街「蒼聖嘗」的成員（李明賢 1999：

                                                      
13 「隱田」乃是未經官方登記、產權仰賴民間私人力量確保的土地，其目的是逃漏稅賦。（黃

富三 1981：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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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4），而黃氏、陳氏、羅氏、溫氏、彭氏、王氏、張氏、李氏、宋氏、范氏、

鄭氏、陸氏皆為開庄伯公「店仔崗福德嘗」成員，而開庄伯公的興建則更早於連

際盛設隘入墾之美里庄（李明賢 1999：52-55）；藉由這兩個嘗會之凝聚人群成為

社區，也就聚合鳳山溪兩岸的人群成為一個整體。 

據道光十五年置《金廣福給墾號簿》14 頁 128 之羅秀栢（即羅秀柏）向金廣

福請墾山林埔地永為己業，頁 35 之邱阿福承頂金源發土地，頁 106 之林阿旺給

墾批字，頁 17 之蔡致記請墾壹甲肆，頁 16 之萬泉號請墾參分壹等等紀錄，可以看

出在即使在咸菜甕為耕佃身份，當他們累積到足夠資本時，會試著往金廣福尋求更

好的發展機會；透過通莊會議中 111 人的耕佃，其中 5 人再移民金廣福的案例可以

推估移民由咸菜甕向金廣福流動的方向，也呈現隘墾莊墾民之暫棲特性及社會流動

特質。張氏家族因堪輿師執業之需，藉踏查地理風水的機會而在莊內各地多所行走，

加上閩粵械鬥導到撤離新莊平原的惡夢廻旋不已，促使張氏的家族個性上養成了積

極參與莊務以求保障與發展的主動性，因而能夠在道光末年時，即向姜氏贌得九芎

林下山姜家的隘邊草地及山窩土地而遷居15；姜殿邦接任墾戶首召開通莊會議時，

眾墾佃與包括張氏家族成員張陳生之耕佃們又再次齊聚議決面對困境。 

金和號則是新埔街鋪戶潘金和號（賴玉玲 2012：50-56），涂日奎、余阿明既

是耕佃，也是道光二十二年咸菜甕庄墾戶衛壽宗之委任處理鳳山溪北岸高橋坑深

坑仔庄土地之公親也，而適時咸菜甕等庄之總理乃楊英華，也代表了耕佃之中的

                                                      
14 《道光十五年置金廣福給墾號簿》，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實體典藏編號：et2682。 

15  移居九芎林下山之時間係根據「張廷慶於咸豐三年（1853），新埔枋寮義民廟中元由九芎林

輪值時，以張五和為名領調獻祭神豬」推估得知。而 1853 年由九芎林輪值則由羅列師

（2006：98-103）處得知。再者，在那個營養普遍不足的時代裡，能夠把豬養大獻祭，至少需

要畜養一年半以上，再加上遷居落腳至能夠養豬可能也需半年以上，因此據此合理推估遷居九

芎林下山時間為道光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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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氏可能也是有力人士也16 。在新埔街與咸菜甕之間則有五分埔之陳山茂（即陳

朝網）填補空隙，至此連結了由新埔街往連際盛時期美里庄之社會網絡。 

連年的強風暴雨吹垮了衛氏的墾戶首地位，械鬥也未遠颺，緊貼姜氏的社會

空間，「咸豐三年，漳泉分類械鬥，三角湧之匪徒趁機倡亂，此時板橋之業戶漳

人林本源與泉人之間發生嫌隙，……。塹南、塹城因漳泉械鬥亦開衅端，大有動

搖之勢。咸豐四年，六張犁、斗崙等地陷入閩粵械鬥漩渦之中，閩焚粵庄，粵亦

蹂躪閩庄作為報復」(波越重之 2015：479-480)。姜氏經由這雄厚的社會資本試

圖解決天災人禍造成困境，展開新局。檢視通莊會議之人群組合係鳳山溪自新埔

街向上游源頭方向直到大嵙崁溪為界之人民，部份成員與金廣福也請墾、贌耕之

關係，可說是姜氏家族社會網絡最大化的呈現案例。通庄會議的集結與協議，一

來新官上任以昭公信，二來樹立規範公告周知，三者則是收前墾戶首衛氏之社群

納為己用，藉由此次通莊會議再次凝結成為一個整體，成就一個更大且以姜氏為

首的新社群，張氏家族就在這個社群之中，與眾人共同應對墾莊的內憂外患及天

災人禍。 

 

第四節 成為調解「細事」的公親 

對於清代的審判，「依據糾紛性質與訴訟程序的差異，分為戶婚田土錢債細

事與命盜重案兩類」（戴炎輝 1955：15-36），所謂「細事」則出自保甲制「如十

家為一甲，有甲長以領之。十甲為一保，有保長以領之。其十家、十甲內，有戶

婚、田土細事興訟到，即差本甲長、本保長勾攝對質，省差人下鄉之擾」（施添

福 2007：9）」，保甲除了治安與戶口之外，也要兼辦細事的民案及輕微刑案的調

                                                      
16  張炎憲、王世慶、李季樺主編，《台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社》（上）。台北：中央研

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1993，pp.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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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調解之後經由兩造事主在保甲見證之下訂立契約，以確認其調處成立，達到

維持社會秩序的功能。調解不成，才會鬧上公堂，告官調解。 

保甲制對於墾戶變動頻仍的咸菜甕隘墾莊而言，似乎並未在此時派上用場，

仍得依賴其武力以安內攘外、以領導墾莊。「姜殿邦的影響力並不僅限於他的墾

區內，更甚而地方政府得藉助其協助才能處理抗繳、賊寇逮捕等情事；地方政府

對於紛爭則希望在事主對簿公堂之前，能由這些地方菁英來解決紛爭。顯示出沿

山隘墾社會，具有相當的自治權力」（陳志豪 2006：45-47）。隘墾莊內的細事悉

聽莊規之規範，對於眾多莊外的待調解細事而言，派任公親協調是為息頌止爭的

省力辦法，藉由金廣福及咸菜甕墾戶首姜氏父子的威信作為協調公信力，派任的

公親大多能完成交付的調解任務。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ntul-od-

bk_isbn9789570000001_138138.txt〉 

圖 5 〈同治三年九月仝立合約字人陳佐卿、謝阿番等〉 
 

同治三年（1864 年）的細事調解成立合約（如圖 5），張氏家族成員張陳生

為陳佐卿、謝阿番等做公親，調處互控在案的田土糾紛的證據。調解互控的雙方

對靈活的「堪輿師」而言沒有造成太大的困難，因為他們除了地理、擇日之外，

最擅長的就是家禮了，只因萬曆以來的中國社會「以禮俗代法律」（梁漱溟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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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給了張氏家族莫大的可動性及發揮空間。當然，有這份合約的簽訂，代表

互控雙方在公親調解之下，達成了協議，為官府減少了一件對簿公堂的細事案件。

張氏家族張陳生就是在場公親，換句話說，他就是陳志豪口中的「地方菁英」。

而陳佐卿即新埔士紳、大墾戶、四品貢生之陳朝綱，也就是圖 4 中之佃戶陳山

茂，這兩份古文書述說著張氏家族成員與陳朝綱之關係匪淺。 

 

第五節 保護廊道：以姜家為首的社會空間 

自乾隆二年（1737）年姜朝鳳渡臺開始，隨著姜家人口的繁衍，部份遷徙，

部份溢出原居地，漸漸的姜家的社會網絡跟隨著地理空間的擴張而擴大了，社會

資本也累積日多；部份姜家成員的積極進取、勇於挑戰，在官府取得墾照成為業

戶，有以個人武藝而考取武生員，亦有納貢捐監成為生員者，也有協助官府平亂

而獲得軍功者，也有與閩籍竹塹殷戶共創金廣福墾號者。是故姜家一族在廣大地

理空間裡，撐起了一定高度且閩粵關係良好的社會空間；對於晚進的、弱勢的或

企圖尋求更好發展機會的移民而言，這個社會空間有如動物保育之「生態廊道」，

保護著流離的移民，張氏家族也是在這個「生態廊道」中獲得立足、發展的機會，

在某次機遇中踏竹九芎林庄的現居地。接下來就是描述姜家的社會空間如何隨著

播遷的過程被創造出來。 

 

一、紅毛港的漢墾區 

    姜鏡泉（2003：211）有云「朝鳳公，祖籍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大安墟方角

都鹽墩鄉人，清乾隆二年（1737），於新竹紅毛港樹林仔一帶墾殖」。當姜朝鳳登

陸時，紅毛港一帶早已劃入由陸豐縣人組成的墾號「汪仰詹」於雍正十三年（1735）

經由呈請標示「四至範圍的墾單」而設立的「萃豐莊」墾區之中（施添福 2001：

40-46），姜氏只能成為汪仰詹的佃農，姜朝鳳的父親、伯、叔及堂兄弟們，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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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之後相繼渡臺開墾，形成了一個勞動力充沛的移墾家族，這是姜家在「漢墾區」

的墾拓的時期。 

 

二、九芎林的保留區 

 姜朝鳳生七子勝捷、勝賢、勝韜、勝畧、勝智、勝萬及勝美（附件 20），勝

智於父親晚年時即當家作主，於乾隆四十年（1775）結束紅毛港的墾業，遷居九

芎林（姜鏡泉 2003：211-212）。姜勝智前往向內山開墾第一線位於「保留區」的

九芎林尋求發展的機會。乾隆五十年，「姜勝智、劉承豪等人向竹塹社通事什班、

斗限比抵給出墾批開拓九芎林山林埔地，建立村莊，當時漢人僅有十八戶。又根

據佃批所載埔地在『員山溪北犁頭山隘邊草地』，觀其地當在竹東員山里東北、

頭前溪對岸之芎林鄉下山村附近一帶」（吳學明 1998：29-30）。 

因泉州府徐知府推舉，「九芎林庄田園于乾隆五十三年經蒙泉州府憲徐 奉 

文 勘丈歸屯舉智充當佃首按年催收屯租完繳」，姜勝智從此成了佃首代收屯租

及對於未墾荒地進行招墾。而劉承豪為九芎林首任總理、長子劉里益為九芎林官

隘的隘首，此時九芎林乃是設屯之後，熟番屯丁之充公屯埔，姜勝智、劉承豪於

是展開了保留區內的墾業。除了催收屯租序外，姜勝智更進一步身份變動則見於

《臺灣私法人事編（上）》之紀載「選充之佃首，……，每名給辛勞穀六十石，

以資辦公」（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94：428），身份由佃首轉變為墾戶。 

漸次依地勢及開墾進程招佃開墾（附件 1、附件 2）灌溉水渠也就漸次現形

了，至嘉慶年間招佃方向則往九芎林上游方向進行（附件 3、附件 4、附件 5）。

姜勝智任墾戶之際多是安排姜家親族進墾九芎林、五股林以利家族的擴展。 

張氏家族現居地就是姜氏家族成員姜勝智充任佃首、督收屯租時所開墾的的

隘邊草地，也就是乾隆五十三年地名於墾批、佃批契約中首次出現的「九芎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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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在姜氏有計畫性的招佃開墾之下，灌溉水渠漸次形成，讓隘邊草地得開荒

成水田以種稻。張氏家族播遷此地時，土地仍為荒埔，他們隘邊草地臨溪結草為

寮居住，在荒埔水田化之後，繼續了種水稻的生活，也贌耕姜氏的山窩土地開荒

種茶維生。 

 

三、九芎林的隘墾庄 

至嘉慶年間，九芎林的墾拓，業已由下山、上山，以至五股林漸進行，建立

了以粵籍佔多數的漢移民社會，再沿頭前溪上游方向是生番出沒，番害嚴重的荒

埔，這些處所在保留區之外，也就是所謂的隘墾區。 

嘉慶十二年（1807）原屬竹塹社、岸裡大社之麻薯舊社之屯租埔地的橫山、

猴洞山林埔地，因社番無力開墾，為補屯租缺額，委由素與岸里社交好之佃首姜

勝智招墾，給與劉引源、劉可富，建隘賭禦，招佃開墾成業（附件 6）。此劉氏

家族於是在山豬湖（今芎林鄉石潭村、秀湖村）建立了隘墾庄「中興庄」。 

嘉慶二十五年（1820）泉籍陳長順請墾前來設隘開墾，成立合興庄隘墾莊。

由〈嘉慶二十五年十月九鑽頭庄山猪湖猴洞墾戶劉引源新興庄墾戶衛壽宗等同力

總契字〉（附件 7）可以理解番害之熾，新興庄（即咸菜甕）墾戶衛榮宗、合興

庄墾戶陳長順、中興庄墾戶劉引源與眾佃戶共同商討面對強番之首道並籌資建隘，

以確保拓墾的可能性，然而直至道光四年（1824）仍是番害侵擾嚴重，只能另建

新隘，就地開墾取糧，招來新佃彭阿義、庚妹、黃戊龍、陳旺自備工本前來開墾

（附件 8），以期補償累虧的屯租。 

至此，因為岸裡大社之麻薯舊社委由姜勝智招墾成立中興庄，而合興庄與咸

菜甕庄之合議共同應對番害的關係，使佃首姜勝智之影響力涵蓋範由五股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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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沿河而上直到山猪湖、猴洞直至橫山九讚碩、沙坑。九芎林隘墾區納入姜家

勢力範圍之後，姜家的社會空間才能建構成連續的「生態廊道」。 

 

四、姜秀鑾之金廣福 

道光十三年（1833），粵籍林垂裕、姜秀鑾等人開墾員山南重埔（今竹東鎮二

重里）。道光十四年（1834）冬，淡水同知李嗣諭粵人姜秀鑾、閩人周邦正二人

成立金廣福拓墾組織；並委請他們代管鹽水港、南隘、茄冬湖、雙坑、大崎、金

山面、圓山仔等隘及石碎輪官隘。金廣福在周姜二人各募資本，新設隘寮、與生

番爭地，招佃墾成田畝。（吳學明 2000a：30-38） 

較晚進入頭前溪流域的移民或是因墾地太小無法滿足移民家庭人口時，為求

更好的發展機會，移民們相繼經由九芎林前往竹塹東南方的金廣福尋求發展的機

會，隨著人口增加，開墾線愈是迫近生番生存空間，也就需要愈多的隘丁，以武

力確保佃農的安全開墾，誠如林百川、林露結（2011：469）於《樹杞林志．志

餘》所載「眾股津募隘招佃，由內面橫截，建設銃櫃，與番血戰數十陣，隘丁戰

沒無數，費資億萬，股內傾囊，此乃大隘之所名也」。在金廣福的有力、有計畫

的武力進墾之後，大隘三鄉遂成金廣福隘墾庄的涵蓋範圍之內，也就是以姜家為

首的勢力範圍。 

光緒八年，〈杜賣盡根水田山林埔地契字〉（附件 11），廖阿信與張賢彩先年

合夥承買彭捷桐坐落土名北埔角下大坪庄水田山林埔地壹所，坑水通流灌溉充足，

遞年配納金廣福大租榖叁石零壹升，玆因別創乏銀應用而一起杜賣。張賢彩何許

人也？他與張氏家族張陳生共同於咸豐七年（1857）於九芎林醵了會創立了廣合

祀神明會。在光緒元年（1875）他們再次醵了會成立張九寧公嘗，張賢彩是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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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而張澄生17則為第二大股東。而且張賢彩原本是金廣福隘墾庄姜秀巒的佃

農，而張陳生則為咸菜甕隘墾庄姜殿邦的佃農，而姜秀巒與姜殿邦乃父子也。 

 

五、姜家如生態廊道般的空間 

從乾隆四十年（1775）姜勝智遷九芎林拓墾開始，成為原本代收屯租的佃首、

在有計畫的招佃開墾、開築水圳及安頓親族，安排於紅毛港的家族成員入墾九芎

林，因佃首職務獲得「辛勞穀六十石，以資辦公」成為業戶。又因與竹塹社、岸

裡社交好，而擴大勢力範圍至隘墾區的中興庄、合興庄。道光十年（1833）姜秀

鑾與周邦正拓墾團體墾殖員山南重埔（今竹東鎮二重里）。道光十四年（1834）

金廣福隘墾庄，涵蓋的大隘三鄉，到後來姜殿邦於咸豐五年至同治七年（1855-

1868）的充任咸菜甕隘墾庄墾戶為止，姜家的拓墾勢力已包涵了當今新竹縣的中

央地帶（圖 6），為眾多漢移民們提供了一個生存與發展的社會空間，有如現代

社會對於野生動物保育而設置之「生態廊道」一般，提供了遊移的空間與發展的

機會。 

張氏家族也在這個社會空間中經由「堪輿師」的靈活與積極參與咸菜甕墾隘

莊內、外事務，累積社會資本，促成移居姜家勢力建構而成的生態廊道最西北側

之九芎林下山，也就是在所謂的隘邊草地。他們結草成寮而居，分別贌耕姜勝智

派下所擁有的石頭坑山窩土地及隘邊草地荒埔，就地墾荒取糧為生，於咸豐七年

（1857）與早已移居九芎林下山之金廣福隘墾庄之耕佃張賢彩，共同參與創設九

芎林以慶贊中元為目標之神明會「廣合祀」，在姜家社會空間的生態廊道內組織

了新的一片網絡。 

                                                      
17 張陳生即張澄生，即張廷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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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姜鏡泉（2003：211）、吳學明（1998：29-30，2000a：30-38）、附件 

1、附件 2、附件 3、附件 4、附件 5、附件 6、附件 7、附件 8、林百川、林

露結（2011：469）。本研究整理及繪製。 

圖 6 姜家拓墾勢力涵蓋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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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空間上的移入 

第一節 經由義民廟中元的領調成為廟會社區的一員 

道光末年移居九芎林下山隘邊草地的張氏家族，除了維持生存所需之耕佃身

份之外，在面對分類械鬥的陰影之下，主動參與隘邊草地事務，雖已遷離咸菜甕

隘墾庄，因勘輿師勘察地理風水之便，而多有參與隘墾莊內外之糾紛調處事務。

誠如羅烈師（2001：123-125）所言「成為『廟會社區』的成員，以疏解可能加諸

在他身上的族群壓力」，張氏家族成員張陳生於咸豐三年（1853）藉由新埔枋寮

義民廟之領調獻祭神豬成為「義民廟轄區內九芎林廟會社區的一員」。及至咸豐

五年（1855）九芎林三山國王廟建立了中元，但缺少了慶讚中元的活動，建立以

慶贊中元為目標的神明會便在此時萌了芽。 

「社會分為上層代表市場的經濟文明及居於底層之物物交換、自給自足的物

質文明」（Braudel 2012：XIV）。張氏家族成員張陳生因常接觸經濟生活的人群、

見多識廣、應對也佳，較能面對挑戰，封閉生活的底層維持渡臺前原鄉般的生活，

自然而然，也不太會有改變的機會，即便有改變的機遇出現，也躊躇而猶豫不前。

當咸豐七年（1857），九芎林創設以慶贊中元為目標的「廣合祀」時，張氏家族

成員張陳生義無反顧的出資兩股份，共同參與創設廣合祀神明會，在九芎林再次

凝聚一個密度更高的廟會社區，藉著積極參與的態度編織著社會網絡並累積社會

資本。 

 

第二節 九芎林的興衰 

九芎林在約乾隆四十年在隘邊草地（乾隆五十三年（1788）始稱「九芎林下

山」）的始墾，佃首姜勝智的招佃築圳，劉承豪墾殖九芎林街沿的荒埔，姜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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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及耕佃在五股林的墾荒，在嘉慶年間屬於保留區的九芎林大抵開墾而水田化，

屬於隘墾區山猪湖也在麻薯舊社委由姜勝智招墾而成立中興庄；猴洞在泉籍墾戶

陳長順設隘成立的合興庄的進墾。至此，九芎林的開墾業已全面展開，建立了一

個以九芎林公館為中心的市街，隨著移民進入隘墾區開墾，而成為繁榮的市街「九

芎林街」。 

對於國王宮18最早的記載見諸於《芎林莊誌》「至道光元年，有經理人黃克昌、

何俊享、徐元華、劉維翰、劉嵩山、姜殿魁、林賢德、葉林恩、鄭家寶、劉珍亮

等，即將錢十般所施山場公館之位置及劉長亮加施地基六尺湊成建築為國王宮」，

亦即國王宮之首建為道光元年。 

《新竹縣采訪冊．卷四．祠廟》對於九芎林地區的紀載有 

國王宮：一在縣東二十二里九芎林街。香燈租穀每年五石。咸豐二

年，劉維翰倡捐建。文昌祠：一在縣東二十二里九芎林莊。祀文昌帝君。

香燭祠租計五十八石。咸豐間，劉維翰等倡捐建。天后宮：一在縣東二十

九里鹿寮坑庄，名『五和宮』。道光間，莊民捐建（陳朝龍、鄭雲鵬 

2011：227、223、224）。 

又，《新竹縣采訪冊．卷五．碑碣》有云，咸豐五年十月梯雲社勒立之《捐

充文昌帝君永租並會課田租碑》紀載著九芎林文昌帝君及國王宮之香燭資金來源： 

里人鍾寶順施出會課田租六石。溫新來施中元田租四石。郡庠劉維翰

施出會課田租八石。貢生張云龍施出會課田租二石。 

郡庠加六品軍功宗卿劉維翰接辦大約三十六佃人等遺下三、四重埔等

處埔園，被人爭奪年久，經翰出身極力吊回管耕，贌定租額二十餘石；分

                                                      
18九芎林街國王宮即九芎林廣福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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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十四石以為文昌帝君祭祀之用，又撥六石以為中元普度之資，又撥五石

以為國王宮首油之需（陳朝龍、鄭雲鵬 2011：258）。 

再者，《芎林莊誌》有云「至咸豐五年，有先人黃克昌、劉維翰、劉嵩山、

開設中元，施主姜義豐、鄭振先，各施柯仔林田租谷，每年以增中元之光榮也」，

此即九芎林廣福宮〈中元祿位〉（附件 13）所示之「由鄭振先、劉嵩山、黃克昌、

劉維翰及姜義豐之開設中元」。廣福宮自咸豐二年（1852）建廟，直到咸豐五年

（1855）始有中元，而中元普渡之資則為六石。羅烈師（2007：191）指出「地

方公廟的運作依靠兩種組織，即廟務組織與祭典組織。廟務組織即經理廟務的管

理委員會；祭典組織則由祭祀圈內各庄輪值擔任爐主與首事（頭家），以承辦祭

典」。此時的廣福宮只是一座有廟務組織，但尚沒有祭典組織的祠廟。 

九芎林的發展自乾隆末年開始發展，至嘉慶年間興起成九芎林街，極盛於道

光年間，除了粵籍移民的由原鄉渡海移民隨行的三山國王、天后媽祖之外，還多

了文昌帝君，為武鬥的社會帶來了一些文風，為九芎林的社會轉型由武轉文種下

了種子，靜待萌芽。在墾戶、佃戶及鄉紳捐施的香燭租穀數量來看，祀文昌帝君

的五十八石，遠較三山國王的五石為多，更勝天后媽祖的無定額之莊民捐施，吾

人可以由此看出興盛的九芎林對文風、教育的重視程度。 

何以眾多墾戶在其墾區都建立廟宇？「大業戶實際握有宗教團體之領導權。

他們往往是提倡建廟之人，擔任廟宇的董事，『一如其以業戶領有力墾戶佃，而

領導一般莊民信徒』。在籍墾戶則是離不開土鄉村社會的，他們構成村落中的領

導階層，是維持社會的中堅」（陳其南 1987：84-85）。因此，吾人得以理解屬於

統治力量邊區的墾區莊，因官方的消極治理，秩序無以維持，於是墾戶們皆為他

們渡臺攜帶之原鄉神祇建立廟宇，廟宇成為墾區莊的政經中心、儀式舉辦的場所，

藉由宗教信仰的推動教化民風，維持社會的平和。九芎林在邁向繁榮之際建了一

個供奉文昌帝君的文林閣，在墾戶及有力人士的出資邀請秀才設學堂，為九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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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增加考取功名的機會，提升九芎林的社會質量，培育了眾多秀才，文風因而

興盛，社會也漸漸地由武鬥社會邁向文質社會。 

 

表 3 九芎林地區水災紀錄（1804-1895） 

年份 災害紀錄 

嘉慶九年（1804） 暴雨竟日，漥地水深七尺深，沖壞民居無數 

嘉慶二十五年（1820） 大雨成災，沖毁田園 

道光元年（1821） 夏六月颶風大雨水禾損 

道光六年（1826） 大風雨成災，田園沖壓，晚期田禾損 

道光十二年（1832） 
大水沖樹杞林，大河沖毁田園無數，八月大雨成災。《淡水廳志》〈祥

異考〉秋八月大風雨大水，田園損，人口淹沒。 

道光二十五年（1845） 大雨連霄，颶風間作，淹沒民宅，賑濟災民 

道光三十年（1850） 夏六月大雨水，山頽水溢，淹壞民居，多溺死者，六月大雨成災 

咸豐二年（1852） 大水沖毁田數百甲、宅數十家 

咸豐三年（1853） 夏六月大風雨，民居傾沒 

同治元年（1862） 九芎林商街遭受嚴重水患 

同治五年（1866） 大水沖毁石碧潭鋪戶數十家、田宅亦無數 

同治十年（1871） 竹塹地區洪水沖壞田園，九芎林庄田業被水油毁 

資料來源：楊秋賢（2014：176-177）。 

 

然而在頭前溪北岸未築河堤的情況下，連年的水患（表 3）沖擊著於道光年

間才達到極盛榮景的九芎林街，其中，同治元年（1862）的那一場大水災沖毁了

九芎林街的榮景，起而代之的是頭前溪南岸、進入金廣福內山隘墾孔道的的樹杞

林庄，也就是後來的樹杞林街。移民有如拔蘿蔔一般，蘿蔔拔出後，就會留下一

個洞；蘿蔔有如流徙的移民，留下的洞就是一個空缺，在移墾的社會裡就可容納

新的移民，新的移民爭取的就是蘿蔔拔出後剩下的洞，以得到生存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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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每年「中元」嘉年華之確立「我群」 

羅烈師（2001：123-125）的研究認為「土地和整個社會結構緊緊扣連在一起，

十九世紀的大湖口居民唯有與他人共同生活在宗族中，才能擁有土地；他也必須

參加各層級的廟會，成為『廟會社區』的成員，藉以疏解可能加諸在他身上的族

群壓力；如此才能成為『有產階級』」。 

張氏家族居住於咸菜甕隘墾庄時，藉由積極參與墾務、累積社會資本、經濟

資本，當九芎林街由興盛時期，因水患而走向衰敗的遷動的移民拔蘿蔔效應下，

掌握到這個機遇，誠如陳寶良（1996：442）所述「對於社會、廟會的宗教功能，....，

有事則告：....，凡是流民從他境來到本地，初次參與本地鄉約、保甲，也算『入

社』，社祝須告知社神。告畢，就將姓名登入籍冊」，張氏家族藉由參與廣合祀、

進入九芎林的社。而廣合祀簿首序（杜立偉 2012：150-151）有云： 

繄彼太極既分陰陽以呈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有時合神而言鬼，亦有

時尊鬼以贊神。故先鬼則本殷之俗，敬鬼亦遵聖之訓，氣魄以分、功用以

徧，游魂之為游魂，雖視不見，聽不聞，實則體物而靡遺，人依彼乎，彼

依人耳。倘不思所以薦食將若敖之餒而伯有之為厲，在所不免，我九芎林

墾闢五十餘載，於咸豐乙卯年初，倡中元之舉，以薦游魂，而祈免厲，陸

續津斂祀典以垂久遠在善哉美舉。信等插居交椅框、下山、五座屋、溪灞

水尾等莊界屬斯區，人咸感激，方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爰集閭里各津

出穀壹石，每石即為壹份祀底，集腋成裘，以為中元祀典，隨將穀石分交

殷實放息，立簿四本，以登祀底芳名，永記出入數目，以垂不朽，庶乎年

深月久，子母相權，將穀出售置產收租，俾祀典永久薦食常新，又何慮若

敖之餒而伯有之為厲哉，將見功用以□福有攸歸一皆津斂中元祀典所致，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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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柒年歲次丁巳夏四月望六日 東園里人 鄧觀奇 敬譔 

 

由簿首序看到鄧觀奇先分別人鬼，鬼乃體魄分離後之靡遺，再說開莊五十餘

年未曾薦食，難保遊魂不會變成厲鬼，對於咸豐五年（1855）的開設中元，以薦

遊魂，以免受厲。鄧氏陳述了這個遊魂無人祭拜的社會事實，再說經廣合祀創始

會員集資募股，將股本外借滋息，以供慶贊中元，在過去兩年的中元祀典儀式讓

人免於受厲之害，於是乎廣合祀於廣福宮舉辦的中元慶典似乎成了自成一格的民

間信仰，藉由儀式的每年有如嘉年華一樣的被籌辦，又一次加深了記憶，長期的

記憶內化成為文化，中元昇華成為一種象徵、成為一種圖騰。「活動為群體提供

了一種表達情感的方式，而這種情感表達又增強了群體的團結；儀式參與者會因

此信心大增」（陳寶良 1996：444），藉由每年例行的慶贊中元活動，象徵我群勢

力的宣示，藉由祀典區域的輪值，擴大我群的勢力範圍，由點狀分布變成了地域

社會；最後，慶贊中元民間信仰，兌變成為兼具傳說、社會事實、定期舉辦的儀

式及信仰圈而成為一種宗教信仰。 

鄧氏又用「信等插居交椅框、下山、五座屋、溪灞水尾等莊界屬斯區」，標

示了廣合祀創始會員居住的區域，也就標示了我群的地域空間，再以「人咸感激，

方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將他們的祀典之舉神聖化。廣和祀的成員藉由儀式化、

神聖化，而形成一個既封閉又特殊的一個階層，也就是地方精英。中國與西方對

於宗教與法律的內涵有所同， 

西洋中古社會靠宗教、近代社會靠法律。中國社會卻是以道德代宗

教，以禮俗代法律。宗教自來為集團形式之本，而集團內部組織秩序之釐

定，即是法律。所以宗教與法律是相聯的。道德之異乎宗教者，在以自覺

自律為本，而非秉受誡於神。禮俗之異於法律者，亦在其慢慢由社會自然

演成，而非強加制定於國家（梁漱溟 1988：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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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芎林位於約一半位於保留區，一半位於隘墾區，是官方統治力量的邊區，

是邊界不斷隨移民進墾移動的前緣地帶，在中國自古以道德禮俗代替宗教法律原

則下，九芎林眾莊之武鬥及生番為害層出不窮；包含張氏家族成員張陳生之地方

精英們，為了九芎林眾莊的穩定與未來發展的可能，於是乎他們以組織神明會籌

辦慶贊中元的方式，建立了信仰區，也創設了以這個信仰為中心的宗教，由「難

保不會變成厲鬼的遊魂」成為這個宗教的神，讓信仰區內的住民秉受誡於神，進

而達成化暴厲為祥和的功效。 

廣合祀自咸豐七年（1757）成立，其創始會員有 62 人，累積了 101 份股份

放款滋息以薦中元，後來也購買了下山庄田業，招佃贌耕以挹注中元確保中元之

持續；然而光緒二十一年（1895）的乙未改隷，日本時代的開始，日本為了穩固

其帝國統治，《芎林莊誌》有云「明治廿八年乙未六月十六日被值兵燹」，也就是

說日軍於明治廿八年六月十六日（1895）放火燒毁國王宮，廟毁之後，廣合祀的

也無從籌辦慶贙中元的儀式，中元儀式因而停辦，廣合祀也因此結束了慶贊中元

主辦單位的角色。 

接下來，《芎林莊誌》指出「至明治三十一年（1898）間，有經理人林學源、

劉如棟、劉仕確、陳貴進、林文勝、劉仁超、徐宏春、劉朝品、姜紹清、劉世祥

等，不辭跋涉辛苦外出，捐圓重建國王宮，廟宇指揮督造人劉仕兼後因中元落舊

矣」，眾經理人不辭辛勞，四處奔波，籌資重建國王宮；然而廟雖建妥，卻也無

力再薦中元，只因從咸豐七年（1757）到明治廿八年（1895）的三十八年慶贊中

元儀式，因為「社經關係建構的構築過程就是土著化的過程」（羅烈師 2001：136），

已經足夠讓一個整體的廣合祀成員階層安身立命、地域化、土著化，啟始了他們

自己在本地的宗族。中元在停辦三年之後，眾人皆已覺得「落舊」了，也就是認

為中元已不符時代潮流所需了，廣合祀之續辦意願已然全無。之後，《芎林莊誌》

指出「至明治三十二年（1899），有殷紳劉如棟、林學源、彭殿華、劉仕確、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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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瑞為首，爰請殷戶施出銀元曰為贊元社，生放利息以應中元之用，乃復興中元

之盛況也」，殷戶們受到出面復興中元之彭殿華、劉如棟、林學源、鄭獻瑞及黃

坤南（見附件 13）五位殷紳之請託而捐銀成立贊元社。贊元社藉由放款滋息以

應中元之用，此後的中元祀典改由贊元社主辦。 

不管咸豐七年（1757）開始的三十八年籌辦期間或是復興中元由贊社籌辦中

元之後，廣合祀陸續有人因乏銀使用而退股，到大正七年（1918）僅剩 84 股維

持營運，於是乎會務運作改變了，如後所議 

窃思不創於前雖美不著無繼於後縱傳弗盛，蓋神因人而顯，人賴神而

安。緣我上山庄先年創有廣合祀一班，計八拾四份，共置田畑壹處，悉載

保存內註明每年計贌台斗壹百叁拾石，茲因本年度舊曆四月十七日當眾協

議，將八拾四份分作叁班，每班貳十八份，之內舉出數人管理，並配租谷

台斗四拾貳石。至六月收成之日，由本班管理人向現佃人收租納課，仍長

以為祭典之用，其叁班共分租谷壹百貳拾六石，其餘四石，係作每年眾管

理人會算帳目之用，即日設立新簿叁本將各班芳名列明，每年輪流祭典，

經交各班人員收執。其昔日原有老簿叁本亦經交各班嘗內人存，以為創立

證據，永遠不宜廢除，此係當眾協議，俱各歡允，秉公而行，其管理人勿

貪利而忘義，毋假公而濟私，庶幾嘗內和睦，永遠熾昌，伏望幽魂庇佑信

等能不拱手而待也乎，爰是為序。 

即日批明：其上山庄田畑原有兩契，老契存在鄭利湧收執，又新契及保存

證，存在林阿來收執，倘嘗內人等有要閱覽，務要取出，不得隱匿，

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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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批明：左記每班每年分有租谷四拾貳石，至期依時值價結算，其辦祭

費用按定每班六拾元以內，不得加開祭費，尚有餘長金額除納地租以

外，作為貳拾八份均分清楚，批照。 

即日批明：前記田畑至若招佃之時，要耕作者多數投票須從多點而行，其

管理人不宜擅行自專等情，如有此情，任從會內人向官稟消管理權

利，另舉他人是寔，批照。 

即日批明：本會每年要出枋寮義民廟普施粽棧守看金壹円，經已議定要於

每年輪及九芎林普施粽棧下調爐主支出，不干別班之事，批照。 

即日批明：每年祭典之時，要本班管理人前到爐主家中，指揮祭典物品等

項，若有來者每人給與豬肉貳斤，無來者豬肉無之，此係會內和氣，

批照。 

即日批明：每年輪著義民首加貼金拾円，主普加貼金五円，粽棧下加貼金

叁円，此係貼其各調（首）概行福食費用等項，批照。 

大正七年戊午舊曆四月十七日 

廣合祀會內芳名臚列于左 

管理人鄭昌統、劉坤秀、劉河水、詹萱茂 

（杜立偉 2012：153-155） 

 

這三個班會內人分別稱為雜姓班（表 4）、林家班（表 5）及鄭家班（表 6），

廣合祀於每年的中元祭典領取每年的廣福宮中元祭典，固定領調義民首、正主普、

粽棧下三項。（杜立偉 2012：153-155）。在這次的會員組織重整之後，廣合祀由

「一個整體的我群」分解成了「三個有了分別之嘗會」；領調義民首的雜姓班是

異姓結合的神明會，會員大多居住於九芎林、下山、上山三庄；領調正主普的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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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班則像是個同姓氏之合約字嘗會的團體；全員全居住於上山庄；領調粽棧下的

鄭家班是個以鄭姓佔多數的異姓結合神明會，成員廣佈的由上山庄、下山庄、東

海窟庄、六張犁庄、隘口庄、石頭坑庄的包含石頭坑山的連成一片。 

來自咸菜甕隘墾區的張氏家族成員張陳生在這個時候被分配為雜姓班成員，

而來自金廣福隘墾庄的張賢彩則進入了鄭家班，他們兩人雖比鄰而居分配卻不同

班，推測可能有三：一是因為鄭振先兄弟於交椅框庄、下山庄的勢力，而促使部

份非鄭姓成員依附於鄭家班；二是廣合祀此時會底僅剩 84 股份而且要分拆成三

份，但鄭姓股權僅 8 股不足以成立一個班，於是剩餘 20 股由其他姓氏成員補齊，

然而，回顧鄭家班成員仍是較強勢力的趨附，如鄭振先的義民廟十五聯庄的總爐

主身份、張賢彩的結首身份及何俊享的護助隘首身份等等；三是大正七年的會議

期間，張氏家族因張陳生早已登仙，其子、孫二代多名男丁的早逝而未積極參與

會務，導致成為剩餘的分配而進入了雜姓班。 

 

表 4 廣合祀雜姓班會員表 

會員 股份 居住地 會員 股份 居住地 

陳瑞清 1 上山庄 劉春桂 2 枋寮庄 

陳統娘 2 枋寮庄下枋寮 林源興 1 上山庄 

張啟桂 2 九芎林庄 陳瑞文 1 上山庄 

劉阿廷 1 崙仔庄 羅添福 2 北門崙仔庄 

田阿強 1 東海窟庄 詹國和 1 下山庄 

李琪裕 1 內立庄 張陳生 2 下山庄 

張阿才 1 月眉庄糞簧窩 劉阿載 1 上山庄、崁下庄 

陳貴梅 1 上山庄 梁隔水 1 上山庄 

鄭松吏 2 上山庄 陳瑞榮 1 犂頭山下庄 

魏慶通 2 
原屬下山庄，明治三

十六年改隷上山庄19 
范阿金 1 二重埔庄 

溫阿古 1 樹杞林庄  

                                                      
19 研究者據〈明治三十六年（廣合祀）立組合憑約管理字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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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計 21 名會員，股份共 28 份 

資料來源：杜立偉（2012：153-155）。本研究繪製。 

 

 

表 5 廣合祀林家班會員表 

會員 
股

份 
居住地 說明 會員 

股

份 
居住地 說明 

林賢德 2 上山庄 林勉之派下 林呂韓妹 1 上山庄 林勉之派下 

林查某 1 上山庄 林勉之派下 林其奢 3 上山庄 林勉之派下 

林忠賢 1 上山庄 林彭城派下 林礽喜 1 上山庄 林勉之派下 

林甘露 1 上山庄 林彭城派下 林礽城 1 上山庄 林勉之派下 

林美福 1 上山庄 
林彭城派下

（忠賢四子） 
林延佐 2 上山庄 林孫峯派下 

林陳娘

（繩明） 
2 上山庄 林魯北派下 

林源興（公

號） 
6 上山庄 林彭城派下 

林餘慶

（公號） 
1 上山庄 林彭城派下 

林秀任（重

光） 
1 上山庄 林魯北派下 

林繩長 1 上山庄  林其新 1 上山庄 林魯北派下 

林繩編 1 上山庄  
林阿意（其

意） 
1 上山庄  

總計 計 18 名會員，股份共 28 份 

資料來源：杜立偉（2012：153-155）。本研究繪製。 

 

表 6 廣合祀鄭家班會員表 

會員 股份 居住地 會員 股份 居住地 

鄭獻瑞 1 下山庄 楊觀祿 1 隘口庄 

詹延裕 1 上山庄 陳阿三（昌元） 2 田寮坑庄 

郭阿祿 2 東海窟庄 鄭阿旺 1 石碧潭庄 

何俊享 2 下山庄 張祿進 2 橫山庄 

黃福秀 2 柯仔湖庄 鄭阿生 1 東海窟庄、下山庄 

陳阿七 1 大平窩庄 邱阿德 1 上山庄 

鄭阿義 1 六張犁庄 何仁生 1 上山庄 

鄭家茂 2 下山庄 鄭家春 1 下山庄 

古欽朋 1 石頭坑庄 鄭天來 1 柯仔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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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三元 1 
東海窟庄、下山

庄、金山面庄 
張賢彩 1 下山庄 

總計 計 22 名會員，股份共 28 份 

資料來源：杜立偉（2012：153-155）。本研究繪製。 

 

這三個以共有財產做為連結的擬宗族團體，在中元祀典中，已由籌辦單位轉

變成參與者的角色，各自領不同的調單，甚至在「再批明」的議定中可見到「本

會每年要出枋寮義民廟普施粽棧守看金壹円，經已議定要於每年輪及九芎林普施

粽棧下調爐主支出，不干別班之事」、「每年輪著義民首加貼金拾円，主普加貼金

五円，粽棧下加貼金叁円，此係貼其各調（首）概行福食費用等項」等三個班之

間不同的規約，形似每班獨立運作之勢，為鼓勵每班管理員出席祀典領調協調之

事，還出現了「每年祭典之時，要本班管理人前到爐主家中，指揮祭典物品等項，

若有來者每人給與豬肉貳斤，無來者豬肉無之，此係會內和氣」之議，隨著每一

次的「再批明」議定內容看出成員對的參與度已大不如前了，而三個班能共同執

行的唯一事項就是起佃換耕之新佃議決，其餘事項則在為防弊端之下一一明訂了。

就現在看到「三個班」這個事實發生之後的「後事實追尋」（after the fact）（轉引

自洪馨蘭 2014：2）來觀察嘗田管理可以發現，廣合祀嘗田從大正七年以後都是

在林家班的運籌之下運作，嘗田的起佃換耕充其量只是林家班成員的輪流種植；

會造成這種現象的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嘗田就在交椅框庄（上山庄）及下山庄交

界處，原屬下山庄，日治時期改隷上山庄，而會股份最多的林姓成員都是交椅框

庄的居民，於是他們有地緣上的優勢；二是林家藉股份充足自成一班，而且積極

參與會務主導了會內事務的規章訂定。 

張氏家族張陳生的於廣合祀的兩份股權，由其孫張發達與張發進各自承接一

股份，每年的會員「算會、食福」將投資收益扣除必須成本以外的利潤按股份分

配給會員，有來者領金和肉，沒來者寄存管理員處。在張發達、張發進仍在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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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會務參與如常，每年仍藉由儀式的舉辦而持續沐浴在我群的歡騰之中，直到

他們兩人登仙之時。之後，張陳生原始的兩股份參與程度便像崖邊跳水的幾無參

與了，張發達承接的一股份就曾因張發達早逝，其子張雲元九歲時喪父，對於會

務不熟悉也少有參與，直至其孫張炳榮時才循著模糊的記憶前往廣合祀管理員處

提領「所持股份寄存之分配會金，一共寄存了二十餘年之久」；張發進承接的一

股份在其亡後的參與情形也相去無多。接下來的章節將以廣合祀三班會員資料

（表 4、表 5 及表 6）做為分析的核心，於後續篇幅做更深入的探討。 

 

第四節 隘邊草地的鄰居 

 「隘邊草地」在乾隆五十三年的一些墾批、佃批之中，開始使用「九芎林下

山」稱之，在乾隆四十年始墾至今已然十餘年，但都是散佃式的移墾，俱係小戶

而無莊名。隘口即圖 7 左半部紫色圈住的區域，它就座落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

畫設之土牛溝上，土牛溝區隔著界內與界外土地。隘邊草地就是隘口附近未經開

墾的荒埔，是一個水患頻仍、河道（圖 7 淡藍色即河道水域）變換流竄的無常處

所。 

同治十年夏五月的（1871）完稿的《淡水廳志．街里》紀錄著現今新竹縣芎

林鄉所屬的莊有「五塊厝莊（十五里）、九芎林莊（二十里）、頂下嵌莊（二十里）、

鹿寮坑莊（三十里）、十股林莊（二十三里）、五股林莊（二十三里）、石碧潭莊

（二十四里）、山豬湖莊（二十五里）、猴洞莊（二十五里）」（陳培桂 1963：57-

58）等九莊，已有五塊厝莊的莊名，但沒有下山相關的莊名出現。 

同治十三年（1874）淡水同知陳星聚編查淡屬各庄人丁戶口清冊20中屬於現今新

竹縣芎林鄉所屬的莊及莊民籍貫為有「五塊厝莊：閩籍 22 戶、九芎林莊：粵籍

                                                      
20  《淡新檔案》編號：12403.49， 〔清冊〕（同治十三年分淡屬各庄人丁戶口清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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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戶、頂下嵌莊：閩籍 25 戶、鹿寮坑莊：粵籍 29 戶、十股林莊：粵籍 30 戶、

五股林莊：閩籍 41 戶、石碧潭莊：閩籍 42 戶、山豬湖莊：閩籍 30 戶、猴洞莊：

閩籍 28 戶」，在這九個莊之中粵籍佔了三個莊，在總共 284 戶中只有 96 戶，是

一以閩籍莊民佔多數的社會環境。來自咸菜甕隘墾庄的張氏家族及來自金廣福隘

墾庄張賢彩都居住或稱隘邊草地、或稱九芎林下山的荒埔；為了墾殖之便 於同

治七年八月監生、甲首、結首、鄉紳共同薦舉徐安邦為九芎林眾庄總理的事件裡

（見附件 50、附件 51）；張賢彩以「結首」身份，張氏家族則以「九芎林下山

莊眾佃戶公記」（圖 8）成員共同參與推舉自己的頭人。然而，《淡屬各庄人丁戶

口清冊》裡只記錄著「已經成庄」的人口清查資料，那些尚未成莊區域的散居者，

如張氏家族者，就是因懈怠之官吏造冊作業而成為被遺漏的一群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臺灣堡圖，土地申告書繪製。 
圖 7 隘邊草地地形、隘口與張氏家族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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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始於光緒十八年（1892）九月，完稿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的《新

竹縣采訪冊．卷二．莊社》紀載錄著「五座屋莊：在縣東十五里，戶九，丁口五

十五；九芎林下山莊：在縣東十六里，戶五十七，丁口三百一十一；下山水尾莊：

在縣東十四里，戶一十六，丁口一百八十五」（陳朝龍、鄭雲鵬 2011：94）。至

此，五塊屋莊更改名稱為五座屋莊：戶數由 22 戶降為 9 戶，與下山有關的莊名

出現了，分別為九芎林下山莊：戶數為 57 戶，下山水尾莊：戶數為 16 戶；張氏

家族也就居住在這七十三戶之中，其實際位置即位於圖 7 之紅色線條標示之處。

日本政府設立之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於明治三十四年一月一日（1901）進行的

土地調查結果的土地申告書（附件 21），土地申告之業主為張添、張達及張進，

繳交大租予姜山（表 8）；讓張氏家族長久以來直到光緒年間仍沒有住址的家，

在乙未改隷之後有了如表 7 所示的地址。 

 
表 7 張氏家族的茶園申告資料21 

台北縣竹北一堡水坑仔庄四番戶 亡父張廷慶繼承人 張  添 

台北縣竹北一堡水坑仔庄五番戶 亡祖父張廷慶繼承人 張  達 

台北縣竹北一堡水坑仔六番戶 亡祖父張廷慶繼承人 張  進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本研

究繪製。 

 
表 8 由姜山22收取大租  

大租品種 數量 住所 氏名 

口糧 壹元 台北縣竹北一堡九芎林街五十番戶 姜山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本研

究繪製。 

                                                      
21 張氏家族人名對照張廷慶即張澄生、張陳生；張達即張發達，為張玉讚之子；張進即張發

進，為張玉來之子。張盛芳（2013）、張慶祿（1916）。 
、附件 21） 
22 姜山即姜阿山、姜業山，是姜勝智之玄孫（見附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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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咸豐七年（1757）廣合祀會份簿及明治三十四年（1901）土地申告書的

住址的呈現，可以合理估計，咸豐七年（1857）時他們就住在一個《淡屬各庄人

丁戶口清冊》遺漏的區域，這個地域就是李恭忠（2011：30）所謂的「江湖」。 

「江湖」是熟人社會以外混沌、非透明、乏規則的互動空間。在這種互動

空間裡，形成了歷時性的「江湖」傳統。它在組織模式上體現為類比血緣

關係的異姓結拜和結盟拜會，在價值模式上體現為等差有序、內外有別的

「義氣」。「江湖」傳統表面上看主要存在於下層群體當中，實際上深嵌于

常態文化體系之內。（李恭忠 2011：30）。 

 

表 9 張氏家族於九芎林下山莊及下山水尾莊的住所 

莊名 住所 資料來源 

下山水尾莊 

台北縣竹北一堡水坑仔庄四番戶 
附件 21 內之土地申

告之業主欄 
台北縣竹北一堡水坑仔庄五番戶 

台北縣竹北一堡水坑仔庄六番戶 

九芎林下山莊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1 番戶（地） 附件 26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55 番戶（地） 附件 22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73 番戶（地） 附件 23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74 番戶（地） 附件 24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75 番戶（地） 附件 25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139 番戶（地） 附件 27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本研

究繪製。 

 

對於一個混沌的官方統治力量的化外之區，廣合祀的神明會似乎呼應了李恭

忠的江湖傳統；藉由組織模式上的異姓結合、會員間差序的位階及形成內外有別

的「義氣」以落腳、進而達成定居的願望。廣合祀於三山國王廟籌辦的慶讚中元

的確也成為持續到今日、鑲嵌於常民生活的文化，或許，吾人可以將慶讚中元理

解為江湖傳統的遺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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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廣合祀於大正七年之後的三個會班可以得知，雜姓班（表 4）中居住

地為下山庄的僅有詹國和、魏慶通和及張張氏家族張陳生，東海窟庄的有田阿

強；鄭家班（表 6）居住地為下山庄的有鄭獻瑞、鄭家茂、鄭阿生、鄭家春、

張賢彩、何俊享、莊三元，東海窟庄的有郭阿祿；林家班（表 5）則全部居住

在上山庄，而較少接觸。 

 何俊享何許人也？《何家宗譜》（何信近 1991：2-3）紀載著「廣東省惠州府

陸豐縣竹坑人」。《芎林莊誌》有云「於乾隆四拾年，有墾戶錢十般公館、墾首姜

勝智、隘首劉里益，至乾隆四拾八年，在坡塘窩把守北方，護助隘首何俊長、何

俊享同心協力，開闢成功」，他在坡塘窩把守北方，協助墾首姜勝智、官隘隘首

劉里益拓墾九芎林成功的護助隘首23。何謂隘首呢？就是一個武力把守的隘防組

織的領導者，他們用隘標示出開墾範圍的邊界，也用隘來確保開墾成果。身為護

助隘首的何俊享其後代居所（表 10）與張氏家族乃比鄰而居焉。 

 

表 10 何俊享後人的住所 

莊名 住所 參考 

九芎林下山莊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45 番戶（地） 附件 31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46 番戶（地） 附件 31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59 番戶（地） 附件 31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50 番戶（地） 附件 31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70 番戶（地） 附件 31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本研

究繪製。 

 

鄭獻瑞、鄭家茂、鄭阿生、鄭家春乃鄭振先之後人。鄭振先何許人也？鄭振

先祖籍廣東省潮州府揭陽縣霖田都河婆象門約埔尾寨（杜立偉 2012：74-75）。他

是下山的墾戶，也是廣福宮開設中元五人：鄭振先、劉嵩山、黃克昌、劉維翰、

                                                      
23 何俊享，見芎林莊誌，如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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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義豐之一，也是新埔枋寮義民廟所屬十五聯庄的下山大庄的總爐主，在鄭振先

死後，總爐主仍以「鄭振先之公號」為名續任總爐主。鄭獻瑞乃光緒年間九芎林

下山庄監生也，也是廣福宫復興中元五人：彭殿華、劉如棟、林學源、鄭獻瑞、

黃坤南之一。從鄭振先到鄭獻瑞對於慶讚中元之貢獻，直到中元又再次落舊為止，

由咸豐五年（1855）至大正八年（1919）達六十四年之久，鄭家勢力不可謂不大，

是既廣大又深遠也。鄭氏後代繁衍茂盛居所多處（表 11），鄭氏與張氏家族更在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1 番戶（地）」同址共居（表 9、表 11），關

係之密切，不言而諭。 

 

表 11 鄭振先後人的住所 

莊名 住所 參考 

九芎林下山莊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1 番戶（地） 附件 28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2 番戶（地） 附件 30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3 番戶（地） 附件 30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6 番戶（地） 附件 30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19 番戶（地） 附件 29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41 番戶（地） 附件 28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44 番戶（地） 附件 28、附件 30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51 番戶（地） 附件 29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54 番戶（地） 附件 28 

東海窟莊 台北縣竹北一堡東海窟庄 8 番戶（地） 附件 28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冊

號：11704，新竹廳竹北一堡三崁店庄土名水坑口。本研究繪製。 

 

 詹國和何許人也？祖籍為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是九芎林等庄的監生是也。

立於九芎林廣福宮前廣場左側的奉憲示禁碑記載著同治六年（1867）他與竹北一

保九芎林莊生員魏纘唐、墾戶金廣福（即姜榮華）、職員劉嵩山、吳殿華、莊耆

鄭家茂、吳金準暨殷舖戶人等稟稱後而設立的公告，其內容為嚴禁斬鑿龍脈。其

碑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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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憲示禁碑 

署台灣北路淡水總捕分府、加五級、記錄十次嚴，為曉諭嚴禁事。 

本年五月二十五日，據竹北一保九芎林莊生員魏纘唐、墾戶金廣福（即姜

榮華）、職員劉嵩山、吳殿華、監生詹國和、莊耆鄭家茂、吳金準暨殷舖戶

人等稟稱：「一保九芎林等莊自開以來，時近百年。其來龍發祖，原由麻竹

窩至赤柯寮岡過一小脈，由是層巒疊嶂，始分枝幹。先年擇於公館街崇祀

文昌帝君及國王聖母，所以一保地方聚而居者不下數千家，葬為墳者不僅

幾千穴。前嘉慶二十餘年，有棍徒將赤柯寮龍脈欲為斬鑿，時幸姜秀鑾、

錢茂祖阻止。不料本年五月間，突有豪強又將赤柯寮龍脈擅行斬鑿，經該

莊紳耆人等踴躍力阻，始行停止。生等即將斬破處所僱工修補，備禮祭

賽，安鎮龍神。誠恐日後又被穿斬，則神明之宮壇廟宇被其害者難言，民

間之家口墳墓受其傷者莫測。自此龍脈分出，該地並金廣福等處，無論大

小龍脈以及砂手關闌等處，每多射利之徒，在人屋場風水架斬索銀。非蒙

嚴禁，貽害匪輕。」等情。 

據此，除批示外，合行出示嚴禁。為此，示仰閤保紳耆、總董，居民諸邑

人等知悉：汝等須知地脈有關，凡有附近居民不許私行開闢掘毀，斬鑿龍

脈，至有貽害。自是之後，倘敢故違，定即嚴拏究辦，絕不姑寬。各宜懍

遵毋違！特示。遵。 

同治陸年柒月廿九日給。承鄭璧。 

 

九芎林莊生員魏纘唐、墾戶金廣福（即姜榮華）、職員劉嵩山、吳殿華、監

生詹國和、莊耆鄭家茂、吳金準暨殷舖戶等人在「龍脈被擅行斬鑿，神明之宮壇

廟宇被其害者難言，民間之家口墳墓受其傷者莫測。自此龍脈分出，該地並金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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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等處」穿斬龍脈金廣福也受害情況下共同稟報官方，請求官方出示禁令，力圖

阻止棍徒、強豪及射利之徒，以架斬破壞龍脈地理，毁人風水，而遂行勒索銀兩

之事；期能藉示禁碑的設立，為此混沌的江湖所在地設立一個規矩，進而導正社

會風氣。至於，為何在官方統治力量的邊區稟請官方出示禁令、設禁碑，應該是

秉受教於神這個規約已約束不了那些棍徒、強豪及設利之徒，而不得不的無奈之

舉吧。 

詹氏後代繁衍茂盛居所多處（表 12），詹氏後代更在「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

庄土名下山 1 番戶（地）」與鄭振先後代與張氏家族後代三個家族同址共居（表 

9、表 11、表 12），不僅關係密切，更可得知此處乃聚落的核心也。 

 

表 12 詹國和後人的居所  

莊名 住所 參考 

九芎林下

山莊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1 番戶（地） 附件 38、附件 28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3 番戶（地） 附件 38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4 番戶（地） 附件 36、附件 38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7 番戶（地） 附件 36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8 番戶（地） 附件 36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10 番戶（地） 附件 39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11 番戶（地） 附件 36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24 番戶（地） 附件 37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25 番戶（地） 附件 37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26 番戶（地） 
附件 37、附件 40、附件 
41 

五座屋莊  

（即五塊

厝莊） 

台北縣竹北一堡五座屋庄 10 番戶（地） 
附件 36、附件 39、附件 

40 

台北縣竹北一堡五座屋庄 11 番戶（地） 附件 40 

台北縣竹北一堡五座屋庄 12 番戶（地） 附件 40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冊

號：11704，新竹廳竹北一堡三崁店庄土名水坑口。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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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三元何許人也？莊三元應該是一個公號，公號下包涵了住在水坑口庄、

下山庄（表 13）的莊姓住民，以現況來看他們是一個大家族，在咸豐年元年

（1851）有能力捐款「中元」24籌建有應公祠（見附件 14），至少是個莊耆、

鄉紳等級粵籍移民；再由茶亭由他們「莊壽記」管理（附件 42、附件 43），這

茶亭所在地之前係屬新埔五分埔之陳朝綱，這也代表了他們的地位與眾之不

同，而且可以推測莊三元就是一經商的鋪戶。莊三元的參與的可能性有三：一

是換帖結拜、結社聚義以面對混沌的江湖；二是鋪戶的本質，也許圖的是生

意、資金的方便；三則可能由莊氏出面代表新埔街陳朝綱對廣合祀的支持，畢

竟九芎林下山庄與新埔街、石頭坑庄比鄰，實乃唇齒相依的關係，九芎林的平

和安居，也讓新埔街得以安穩的發展。 

 

表 13 莊三元的後代居所 

莊名 住所 參考 

九芎林下山莊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14 番戶（地） 附件 42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16 番戶（地） 附件 35 

水坑仔莊 

台北縣竹北一堡水坑仔庄 1 番戶（地） 附件 34 

台北縣竹北一堡水坑仔庄 3 番戶（地） 附件 34 

台北縣竹北一堡水坑仔庄 4 番戶（地） 附件 34 

台北縣竹北一堡水坑仔庄 5 番戶（地） 附件 34 

台北縣竹北一堡水坑仔庄 16 番戶（地） 附件 35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本研

究繪製。 

 

表 14 張賢彩的後代居所 

莊名 住所 參考 

九芎林下山莊 台北縣竹北一堡下山庄 22 番戶（地） 附件 47 

                                                      
24 在《建造有應公祠碑記》中的捐款有元、大元、中元之分，按其捐款款項的刻字順序推估，

價值上應該是「元＞大元＞中元」。 



 

61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冊

號：11704，新竹廳竹北一堡三崁店庄土名水坑口。本研究繪製。 

 

張賢彩則是結首。其祖先於亁隆三十九年（1774）由潮州府饒平縣渡海來臺。

同治七年八月廿八日他就以「結首」身份與監生陳鴻書、金和興墾戶劉子謙、職

員魏祥衢、職員賴舉義、童生黃雲升、林冠英、甲首、結首、莊耆等稟舉徐安邦

充任九芎林庄總理（如附件 50、附件 48）25。張賢彩落戶於單一住所（表 14），

他由一純粹從事農墾的移民家庭，經由隘墾庄隘墾的歷練，九芎林廣合祀神明會

經驗，使其意識到獲取官方力量帶來的方便性，而積極取得身份上的爬升，結首

可視為由佃農爬升的成果，與人合舉九芎林等庄的總理則是展現了更大、更廣的

企圖心。 

郭阿祿何許人也？據《郭氏手抄本族譜》記載：廣東省饒平西埔領脚下源高

都人也。郭氏渡臺祖是十四世祖郭承玉，順治甲午年生（1654），渡臺後居淡水

港，於康熙辛巳年（1701）生子郭興廣，其曾孫十七世郭秀武，生於乾隆丙戌年

（1766），於嘉慶初年遷居九芎林水尾庄，嘉慶癸亥年（1803）生子郭天送及郭

觀祿，此郭觀祿即郭阿祿也。郭氏與張氏家族有著類似的遷徙路徑及原因，只是

郭氏是在頭前溪南岸盡是荒埔、需要大量勞動力進墾的年代移入，而張氏家族移

入時卻幾乎開墾殆盡了。郭氏後人中大部份居住於東海窟庄，但仍有一戶與張氏

家族墾比鄰而居（表 15、表 9），雖然他們的語言是饒平腔客話與四縣腔客話的

不同，卻也可以經由強勢語言的海陸腔客話來進行溝通。當廣合祀成立的機會出

現時，他們都做了相同的選擇，經由共同參與成為一個整體以面對江湖的社會。 

 

表 15 郭阿祿後人的居所 

莊名 住所 參考 

                                                      
25 結首張賢彩之父為張永昌，張賢彩有四個兒子張開榜、張双任、張成和、張名標。資料來源

為張正堂（20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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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坑口莊 台北縣竹北一堡水坑口庄 2 番戶（地） 附件 32、附件 33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704，新竹廳竹北一堡三崁店庄土名水坑口。

本研究繪製。 

 

檢視廣合祀居於九芎林下山莊及鄰近地區者監生、結首、墾戶、隘首、莊耆

有之，住所也是集居式社區，住所比鄰，甚至住所是相同番戶（地）者，按照日

本戶政、地政編號統一的情況來看，番地即番戶，但是，同一塊番地（地籍）之

上可以有好幾戶番戶（戶籍）。張氏家族與廣合祀成員一起聚居，與官紳、墾戶、

鄉耆同在一起，他們不只是形式、儀式、共有資產之股份上的凝聚，他們是連居

住地的生活場域也相同，墾地也比鄰，形成一個緊密的人群，演變成為一個社區

（Community、社群、共同體），也許，「九芎林下山莊眾佃戶公記」（圖 8）就是

這個團體在監生、墾戶、鄉耆之外的另一種展示影響力的形式，張氏家族則是其

成員之一。 

 
資料來源：戴炎輝整理，《淡新檔案》，編號 12209-024（附件 50） 

圖 8 「九芎林下山莊眾佃戶公記」印 

 

眾多由惠州府出發的移民因為沿海萃豐莊粵籍墾戶的招墾，在紅毛港、舊港

（即南竹塹地區的南寮港）登陸，成為耕佃贌耕維生，然隨著移民的大量湧入，

九芎林下山庄便是他們在保留區內的首選移墾區域。而竹塹地區的兩大河流頭前

溪、鳳山溪在出海口於舊港交會在一起，對於較晚渡海來臺的移民及萃豐莊溢出

的耕佃來說，兩大河流域的河階平原對他們充滿了吸引力而促使移民沿河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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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乎，頭前溪、鳳山溪兩河流域成為惠州府移民的優勢區域，惠州府海豐縣、

陸豐縣的語言，也就是海陸腔客語成為強勢語言，變成兩河流域人群共通的語言。 

張氏家族的祖籍為廣東省鎮平縣神崗社烏泥河（即烏土溪），作為溝通工具

的語言為四縣腔客語，環顧整個社區，四週皆無使用同語者，社區成員多半以來

自海豐縣縣、陸豐縣的海陸腔客語、饒平縣的饒平腔客語、長樂縣長樂腔客語26。

因此，張氏家族成員為了融入社區學習強勢語言的海陸腔客語，家族成員也將遷

葬的墳石碑上的郡望由原來的「鎮邑」改為「陸邑」，後來新造的墳也以「陸邑」

為郡望了。語言的使用上則演變成為家族內部以母語的四縣腔客語溝通，對外社

交則使用海陸腔客語，從此在客語的使用上變成了雙語模式，九芎林下山庄就這

個家族在操四縣腔客語。 

 

第五節 墾首、結首一起推舉自己的頭人 

吳學明（2007：58）指出「姜勝智在清政府設置番屯之後，擔任『九芎林庄

佃首』，初負責督收屯租，後來成為負有招佃開墾以供佃租的墾戶。為了確保屯

租穩定，他又從事『開圳引灌』的水利工程。可見姜家在當時的活躍，且與地方

官方員關係密切」。由此可以確認九芎林的開墾是一典型的墾首、佃首、佃戶的

拓墾體制，在姜勝智築圳完成之後，水利工程使得開發面積更加拓展，收取水租

以維護水圳的使用與管理，水圳的開築使庄內的墾首、佃首與佃戶之間的關係更

加緊密；因為大家都是依附同一條水生活的人。 

 

                                                      
26 長樂腔客語：與四縣腔，饒平腔、海陸腔三種客語及北京話的混合體。操長樂腔客語者，必

須將長樂腔講話速度放慢才能與操他種客語者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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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王世慶（1999：476-495），本研究繪製。 

圖 9 拓墾組織的不同型態 

 

對於結首制，王世慶（1999：474）指出「台灣之結首制是起自嘉慶年間，

噶瑪蘭移民所獨創的、共存共榮的、均田自衛自治的民間拓墾組織，而非起自荷

蘭人」。他對於「結」的解釋： 

所謂結者，乃是具結於官，約束眾佃，從事拓墾。結是一種拓墾組織

的單位，同時也是具有界址的空間單位。結分為小結和大結，大結又稱為

總結。結的頭人，稱為小結首、大結首。小結首負責的區域稱為結，大結

首負責的區域稱為圍。在結首制拓墾的地區，如有田地要出賣時，需經結

內眾佃商議始得出賣給他人。而佃戶所承墾之埔地，如自己無法拓墾而欲

讓他人承買拓墾時，有的需先問結內人等不欲承受，才能由他人出首承買

拓墾。（王世慶 1999：476） 

蘭陽平原的拓墾，「在嘉慶一朝的 25 年間，即完成了蘭陽平原大部分適耕地

區的拓墾事業，是相當嚴密的結首組織下進行拓墾所致」（王世慶 1999：482），

而此發跡於噶瑪蘭的結首制也隨築圳人員向外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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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瑪蘭的結首制，在嘉慶十五年（1810）流傳到淡水廳新竹縣竹北

一、二保及竹南一保，由在噶瑪蘭開築水圳的林國寶、林秀春所引進。設

有結首佃人從事拓墾，維護治安及參與處理庄內事務。但是淡水廳新竹縣

所引進的結首制，乃是由墾戶、結首、佃人所構成，不同於噶瑪蘭由大結

首、結首、佃人所構成」（王世慶 1999：494-495） 

 讓我們就前一節隘邊草地（即九芎林下山庄）的粵籍鄰居們給合社群的力量，

《淡新檔案》〈12209.024 案〉（附件 50）裡，監生、職員、墾系、甲首、結首及

張氏家族所參與的九芎林下山庄眾佃戶公記等等，眾人共同僉稟徐安邦充任九芎

林等庄的總理，淡水同知批示帶徐安邦前來評估堪否充當九芎林等庄總理候驗奪

認充。 

竹北一保九芎林等庄監生陳鴻書等為相率僉舉懇恩准充給發諭戳地方有賴

事（竹北一保九芎林等庄監生等課舉徐安邦為總理）具僉稟。 

竹北一保九芎等庄監生陳鴻書職員魏祥衢、墾戶劉子謙金和興等，為相率

僉舉，懇恩准充，給發諭戳，地方有賴事。稿謂周禮有黨正里胥酇長里宰

之徒，迄至於今，由朝廷以及鄉里，無不法上古之治，所以鄉舉總理，以

調息庄民爭端，督理鄉中事務。然則總理之舉，固不可廢也。茲九芎林等

庄，人煙稠密，公事浩繁，若無舉一公正之人，排難而解紛，每因鼠牙雀

角之爭，釀成大案，或因蠅頭小利，二比互控；或挾微隙私仇，以致械鬥

種種弊端，難以枚舉。皆由無正直之人以理之，今以聯庄合議，眾佃戶相

商，公舉徐安邦為人誠篤，公事諳練，正直無私，兼有家室，堪以充當總

理，似可邀恩准充，俾眾墾佃等惟地方起見，亟應將舉充形情僉懇，伏

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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陞憲大老爺新政廉明，保民如赤，恩准徐安邦總理一名，發給諭戳，以便

奉公，則地方幸甚，仝庄均感，萬民戴德。切叩。 

同治柒年八月廿八日具僉稟 

監生陳鴻書♁墾戶劉子謙♁職員魏祥衢♁金和興 

經承糧總 

抱呈工人林喜 
甲首 林許本

立 
♁  庄耆 鄒來茂 ♁ 

結首 范阿富 ♁   楊陳養 ♁ 
 張賢彩 ♁   邱丙生 ♁ 
 莊阿生 ♁   鄭儒義 ♁ 
 李阿寶 ♁   楊阿德 ♁ 
 謝阿奇 ♁   劉麗水 ♁ 
結首 傅德華 ♁  庄耆 彭阿生 ♁ 
 古阿金 ♁   姜林祿 ♁ 
 陳阿運 ♁   黃阿統 ♁ 
職員 賴舉義 ♁   涂觀佑 ♁ 
童生 黃雲升 ♁   范娘德 ♁ 
童生 林冠英 ♁   溫捷科 ♁ 
    佃戶 林天來 ♁ 
     陳瑞榮 ♁ 
     姜阿賢 ♁ 
     范娘愛 ♁ 
     田阿強 ♁ 
     林阿苟 ♁ 

  

《淡新檔案》〈12209.025 案〉（附件 52）則是徐案邦到了淡水同知官衙候驗

的認充狀，他表明凡遇公事隨喚隨到，不敢誤公，合具認充。《淡新檔案》

〈12209.026 案〉（附件 53）則是監生陳鴻書職員魏祥衢，墾戶劉子謙金和興等

具狀保結徐安邦充竹北一保九芎林等庄總理。〈12209.027 案〉（附件 54）署淡水

總捕分府富單仰對役湯才到九芎林庄對徐安邦正身剋日隨單稟帶赴轅以憑驗充。



 

67 

 

驗充結果同意充任。眾人由同治柒年（1868）二月開始推舉自己的頭人，到同治

七年（1868）十月，一共花了八個月的時間，終於達成課舉徐安邦為九芎林總理

（圖 10）的目標。 

由社區共同體推舉自己的頭人做為九芎林等庄的總理的案件經過歷程，可以

看出同治七年（1868）之前已是墾首、結首、佃戶的結首制拓墾組織型態。在時

間點上也大致符合王世慶（1999：494-495）的「流傳於淡水廳新竹縣竹北一、二

保及竹南一保之結首制，當是由嘉慶十五年（1810），即到噶瑪蘭開築水圳的林

國寶、林秀春所引進」說法。 

 

 
資料來源：淡新檔案27 

圖 10 淡水分府向、給竹北一保九芎林庄總理徐安邦戳記 

 

「佃首」就像中世紀的「包稅制」裡的稅務員，經由承領稅額，爭取到徵稅

稅的合法權利，於是，他們就會出現「收多繳少」的繳稅（正供）的情形，例如，

九芎林佃首就出現放墾超過墾單同意的範圍，不少已墾熟的田業卻未陞科繳稅，

最後，導致眾人不滿，六張犂林家率眾告官舉發，而失去了佃首的地位。拓墾組

織不管是墾首、佃首、佃戶制或是大結首、結首、佃戶制，他們都是具有界址的

空間單位，在這個移民墾殖的空間裡，他們也會想要推舉自己的官方代理人，九

                                                      
27《淡新檔案》編號：12403.10，竹北一保樹杞林等庄總理徐安邦墾戶金惠成為奉諭飭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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芎林庄眾結首推薦的徐安邦即是。張氏家族雖隱身於「九芎林下山庄眾佃戶公記」

之下，但也沒有缺席，藉著將散佃組織成為一個團體，參與眾甲首、結首、生員

等人的共同行動，證明自己存在與在乎。 

韋伯主張，當符合下列三個條件時，「階級狀況」便會存在：(1)一群

人在他們的生活機會上有著共通的特定因素成分，而且(2)這個成份是由對

物品或收入機會的占有此種排除性的經濟利益來加以體現，以及(3)要商品

與勞動市場的情境下來呈現。這就是「階級狀況」。（Weber，1921/1968：

927） 

「階級」的概念就是指任何人群團體發現到相同的階層狀況。所以，階級並

不是共同體，它僅是有著相同經濟或市場狀況的人群團體。相較於階級，身分通

常指的正是共同體；而身分團體往往是共同體。韋伯將「身份狀況」定義為「人

們生活的每一個典型成分，都是由一種特定的、對榮譽的社會評價來決定」。

（Weber 1921/1968：932）。 

墾首、結首等拓墾組織除了組織內和組織間因為在土地上的墾殖勞動、農業

耕作、農作收益及平安生活等等因素，感受到相同的階級狀況之外，為了獲得更

多與官方溝通的方便，也為了確保組織內部的階層化穩固，九芎林庄內的監生、

墾戶、眾結首、眾佃戶、鄉耆們就推舉了猶如現代選舉制度裡的候選人一般的推

舉了自己的徐安邦，成為九芎林總理，取得了具有支配能力的權力，這些運作機

制就與現代的政黨無異。而水圳的開築給了墾首、佃首更多的權利，藉由水圳的

管理、收水租，使得拓墾組織在國家統治力薄弱的邊陲地帶建立規則，藉由規條

及約定，以確保拓墾組織界址空間內約束力的有效性。當人群共享這個有效性的

約束（規則）之後，它將深植人心，再透過社會交往而融入文化，而這共享的文

化將內化成為我們人格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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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變動的土地邊界：與新埔潘家為鄰 

一位家族內的長者28聽其長輩說過：「我們的園29與潘屋人交界，潘屋人常常

要霸佔，常常拿刀打架。潘屋較霸，我們跟他們粘著30，他們要霸過來啊」。 

另一位長輩31也說：「崗頂茶園和潘屋交界，他們會拿小銃砰人32」。 

張氏家族33向姜勝智家族34贌耕茶園（如附件 21）之標示範圍的「四至」為

「東至崗眉、南至崗眉、西至莊阿保山、北至范孔及梅源嘗山」。此梅源嘗之管

理人即是住所為台北縣竹北二堡新埔街 267 番地的潘成鑑。梅源嘗在下山庄擁有

五筆土地，面積 2.9225 甲（附件 44、附件 45、附件 46）。 

緣於道光中葉的閩粵械鬥及持續到咸豐初年的咸菜甕隘墾經驗，使得張氏家

族在咸豐、同治年間面對強大的土地鄰居也不畏懼，他們深知習武才是自保之道，

在姜勝智家族贌耕的山窩土地裡持續的開墾著荒埔，團進團出的工作方式也好有

個照應。 

為了確保山居的生活，他們在荒埔裡尋找蘆葦、茅草，在竹木架椼之下，草

寮被搭建，解決了居住的問題。開墾方面，他們在較平緩處種下柑橘，在柑橘樹

間的空隙裡種些粗放的青菜、地瓜做為糧食，在邊坡種下葛鬱金（即粉薯）、樹

薯以製做太白粉、澱粉，山溝處種植芋頭可做為主食、也可做菜；短期、長期作

物兼有種植的情況下開墾得以維持下去。漸漸的往山嶺的方向持續墾荒，這時他

                                                      
28 這位長輩出生於 1926 年。 
29 園即旱園，也就是山窩丘陵地上的果園、茶園。 
30 粘著：即土地比鄰、交壤之意。 
31 這位長輩出生於 1932 年。 
32 小銃：小型槍枝。砰人：即殺人之意。 
33 土地申告書呈現的業戶為張添、張達、張進（如表 7） 
34 土地申告書呈現的收租對象為姜勝智的玄孫姜山、即姜阿山、姜業山。（如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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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種下的都是茶葉，而砍下來的樹也沒有浪費，他們建造了個可以容納三萬臺斤

的碳窯，開始燒炭的生活，隨著森林墾荒的進行，木炭也一窯、一窯的燒，賣炭

也改善了家族的生活。 

然而，土地邊界被入侵的問題仍持續著，雙方組隊式的武力對抗也沒有停歇。

在「保護中國民族的唯一障壁，是其宗族制度」（稻葉君山 1981：35）及「參加

各層級的廟會，成為『廟會社區（Community）』的成員，藉以疏解可能加諸在他

身上的族群壓就在這種情況之下」的思維之下，光緒元年（1875），下山庄粵籍

張姓居民們聚合成為一個宗族、Community（即社區、社群、共同體），他們創設

了「張九寧公嘗」，是九芎林下山莊粵籍移民在同一的認同（Identify）基礎上結

合成為一個整體，這個宗族、社群也因而畫出了邊界（Boundary），包含了空間

上有形的邊界及社會網絡上無形的邊界。嘗會而由點狀而成為整個面，不再人單

勢孤，邊界糾紛也不再艱苦面對，而形成武力相當的局面，在此之後，雙方形成

了一個默契，保持一個緩衝帶種植相思樹、竹林作為間隔。 

此外，緩衝帶造墳似乎也是一個使潘家停止繼續入侵邊界的作法，因此，研

對象就將家族長輩位於他處的墳墓，全部遷至與潘家土地接壤的山頂臺地邊緣 ，

山頂臺地雖遭入侵少許，但位於山眉不動的墳墓就是形式上不動的邊界了。隨著

移民社會的邁向土著化，潘家的梅源嘗的招佃耕作，而使得與潘家的邊界紛爭畫

下了句點，與潘家的邊界紛爭畫下了句點，漂移多年的邊界線也終於回到地籍資

料上它本來應該在的位置上。把纏鬥多年的械鬥糾紛對照著張氏家族連續兩代人

的多名男丁早逝，似乎有某種關連性存在。而兩代多名男丁的早逝也斷送了家傳

「堪輿師」的本職學能，地理、擇日及家禮三項之中僅剩擇日流傳至今。張氏家

族也如附件 18、附件 19 所呈現的以抽豬母子、過房與接技，試圖延續部部份支

系斷掉的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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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社會的參與 

第一節 爺們的會：九芎林下山之阿公會 

械鬥就像一個幽靈，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徘徊在移墾社會裡。張氏家族在

九芎林下山庄面臨強大地鄰35的霸佔土地，猶如新莊平原閩粵械鬥及隘墾時期面

對生番出草經驗的復甦。 

 

資料來源：張正堂（2012：1） 

圖 11 張九寧公嘗（即祭祀公業張九寧）系統表 

 

                                                      
35 地鄰：即土地比鄰、接壤之土地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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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芎林下山莊的部份粵籍移民基於原鄉住屋是「圍攏屋」型式、加上「宗族

聚居」成為一個具有防禦功能的社區，在面對紛擾的社會及不休的械鬥，於是他

們回想祖先們在原鄉如何面對，並於本地複製以對抗侵擾，於是，他們選擇在九

芎林下山庄結合成為一個宗族，將這些不同祖籍來源的二十六人經由凝聚成一個

擬宗族36，名之「張九寧公嘗」，會內派下員稱之「阿公會」。 

基於他們不同的原鄉（包括前次移民地）環境及面臨的問題，以及當時在九

芎林下山庄面臨的困境，本節嘗試以「兩地社會」的概念思考，也許因為不同來

源之族群關係的多元形態，可以看出在原鄉社會或前次移民地和九芎林下山庄的

兩地社會情境下各自之為或不為（概念引用自洪馨蘭 2014：1）。 

光緒元年（1875）張九寧公嘗成立，嘗田原本由阿公會成員贌耕，光緒二十

一年（1895）乙未改隷，由清治走向了日治時代，日本政府不准人民結黨結社，

於是張九寧公嘗只好改以祭祀公業的形式存在，名之「祭祀公業張九寧」，也才

避免了被肅清的命運，嘗田則由龍錦勝贌耕，出租嘗田作為會員投資利益的原則

並未改變，直到昭和二十年（1945）乙酉改隷，由中華國的國民政府接收臺灣。

國民政府反思其在大陸敗北的緣由，在獲得臺灣這個反攻基地時，他們先是在民

國三十六年（1947）進行土地重新登記，為了避免重蹈覆轍進而討好農民，尤其

是數量最為龐大的佃農，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實施了土地改革，從此之後，

嘗田就被上了「三七五減租」的鎖，直至今日。 

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2007）〈祭祀公業條例〉實施。其第一條說明

「為祭祀祖先發揚孝道，延續宗族傳統及健全祭祀公業土地地籍管理，促進土地

利用，增進公共利益，特制定本條例」。藉由本條例的實施，希望解決地籍資料

中眾多神明、嘗會、祭祀公業所擁有的土地，對於土地利用及開發充滿了「土地

                                                      
36擬宗族：即 Community、社群、社區、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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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可處理性」，只因人世間查無此人，例如：地主為觀世音菩薩；因此，政府

期許透過法律的制定，限期將這些歷史上曾經實體化過的團體法人化，經由該條

例規定的程序進行登記以祭祀公業為名之祭祀團體，並設管理員，列明財產清單，

當地政單位需要該土地進行丈量或政府單位都市開發之所需時，他們可以找管理

人協調、處理。祭祀公業張九寧公嘗也就必須面對〈祭祀公業條例〉的限期法人

化作業的要求。以下的沿革資料及圖 11 的系統表都是這次管理員張正堂37為符

合〈祭祀公業條例〉而進行法人化的申報資料。 

祭祀公業張九寧沿革 

一. 祭犯公業張九寧創立於清朝光緒 1 年（民前 37 年），發起人張賢彩召

集新竹廳張姓同宗，張澄生、張阿娘、張阿河、張興發、張林福、張

鳳連、張鳳奇、張開泰、張阿任、張國祥、張若發、張阿財、張阿

四、張庚桂、張娘生、張阿壽、張祿進、張連貴、張阿生、張時麟、

張阿群、張天生、張阿承、張阿連、張傳魁等 26 名，以招股方式募錢

作為基金購買竹北市三次店水坑口田地。 

二. 該田地於日據時代出租給承租個人龍錦勝耕作，其後政府實行三七五

減租政策一直承耕到今，是時命名「祭犯公業張九寧」取得土地權

狀。 

三. 祭祀地點及供奉所在地為新竹縣芎林鄉下山村五鄰下山 40 號金鑑堂

內，於每年之農曆 11 月 2 日為祭拜日。所有投資者集餐後分配各投資

股份之比例取得分配錢，以飲水思源、聯絡同宗感情迄今 

申報人：張正堂 申報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6 日 

                                                      
37 張正堂為張賢彩的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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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公會是一個以結首張賢彩為號召的嘗會，既是一個部份成員仿照原鄉保護

我族不受侵擾的有效方式，也是部份成員前次移民地對付分類械鬥的自保之道，

於是乎在九芎林下山庄無法以血緣、地緣為聚合人群方式的情況下，他們以同姓

出資、共購共有財產的方式，以虛幻、遙遠的張九寧為對象當作唐山祖以祭拜，

進而成為一個 Community（社群、社區、共同體）。 

會員中同時也是廣合祀成員的有張賢彩、張陳生38、張祿進三人；福隆祀成

員的有張廷慶39、張鳳連；應善祀會員的有張鳳連；其餘的成員則未參與其他的

神明會或嘗會。而張國祥則是光緒十年（1884）重修石壁潭萬善祠的總經理（杜

立偉 2012：163-164），張娘生嘉慶十七年（1812）向番社請墾「屯界外山林」之

九芎林水坑內一帶的墾戶（吳學明，1998：157）。阿公會的成員除張娘生認墾九

芎林水坑庄之外，其餘大多為「九芎林山下莊眾佃戶公記」的佃戶；就九芎林水

坑之位置而言，是與九芎林下山庄、交椅框庄（即後來的上山庄）接壤，在地理

空間及社會網絡裡仍可視為是九芎林下山庄、交椅框庄的延伸。  

從咸豐七年（1757）廣合祀以九芎林街、交椅框庄、崁下庄、九芎林下山莊、

下山水尾庄開始建立的社會網絡空間裡，光緒元年（1875）成員以九芎林下山庄、

下山水尾庄為主體成立的張九寧公嘗、光緒三年（1877）成立的福隆祀涵蓋區幾

乎涵蓋了廣合祀的範圍；經由部份成員的多重參與其他神明會，使得神明會的成

員在參與一個之後，效力等同於參加多個會；然而促使移民離開原鄉的困境言尤

在耳，前個移居地之械鬥幽靈揮之不去，阿公會的成員們為讓自己的安全得到多

一點屏障，盡己之力，能參加幾個就幾個，尤其其中有監生、總理、墾戶、結首

同在的會，這種現象尤其明顯。由此，我們可以經由會份重疊程度來判斷該移民

                                                      
38  張陳生即張廷慶、張澄生。 
39  張廷慶即張澄生、張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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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腳所在地之混亂、不安全的程度；藉由參與爺們同在的會，似乎可以提高自己

的階級狀況，進而成為一個爺。 

 

第二節 結社聚義：柵門口神明會 

咸豐七年（1857）的參與廣合祀神明會，讓張氏家族能夠向姜勝智後代贌耕

山窩土地，進而移居九芎林下山莊；光緒元年（1875）年的爺們聚氣的張九寧公

嘗成為面對了強大地鄰的後盾；然而張氏家族較少經營的交椅框莊（即上山庄），

也是排除外患之後必須面對的社交圈，張氏家族於光緒三年（1877）參與了在上

山庄柵門口萬善爺廟成立的異姓莊民聚合的神明會，名曰「福隆祀」；張氏家族

張廷慶40卻在這次神明會籌組之後、成立之前的光緒二年（1876）過世了，他的

兒子們仍決定以父之名登錄於會份簿（表 16）上，至今（2015）未改。 

如表 1 所見，張氏家族參與創設了三個「會」，每一次經由成立嘗會結合人

群成為一個團體以累積社會資本，藉此將其社會網絡擴大，以面對加諸在他們身

上不同的難題，並卸除外界給予的壓力；經由嘗會以共有財產凝聚人群，進而讓

「我」成為「我群」。在官方統治力量薄弱的江湖，「我群」的突顯可以換得「我」

的安全保障及獲得發展的機會。 

由福隆祀的會份簿（表 16）可以看出有一部份成員是廣合祀的成員，如張賢彩、

張廷慶（即廣合祀內的張陳生）、魏慶通、詹國和等；有一些是張九寧公嘗的成

員，如張廷慶（即張九寧公嘗的張澄生）、張鳳蓮、張賢彩；有一些是姜勝智的

後代，有一些是劉承豪的後代；有些是鄭振先的後代，也有「芎林地區人稱黃家

長」（杜立偉 2012：165）的黃坤南及其家族成員，更有「金廣福」墾戶首姜榮

                                                      
40 張廷慶即張澄生、即張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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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姜秀鑾之孫，即姜義豐公號），監生詹國和；將這些會員名字與廣福宮〈中

元祿位〉（附件 13）做一對照，將會發現這個神明會連結了廣合祀之開設中元、

復興中元之有力人士、監生、聯庄總理、墾戶首、結首、鄉紳、富豪、莊耆，更

有新埔枋寮義民廟十五個輪值地區之大隘、下山兩個輪值總爐主姜義豐、鄭振先

都醵了這個異姓結合的神明會。 

 

表 16 光緒三年八月河溝外有應諸公福隆祀會員名單  

會員姓名 

黃坤南 胡錦茂 彭天寶 劉麟發 魏阿蘭 黃宗縉 

曾清蘭 張鳳蓮 劉仕權 劉世旺 鄭家春 魏慶通 

楊新旺 劉世漢 楊阿水 鄭家茂 林阿日 林來旺 

姜榮華 朱雲勝 彭再立 劉世儀 劉世春 黃記隆41 

邱振發 張廷慶 黃傳茂42 劉瓊廷43 陳德元 劉長茂 

劉興傳 彭振盛44 劉仕樑 林開英 姜居錦45 傳陳龍 

黃清河 黃阿梅 陳恒生 鄭昌良 吳福壽 范捷佱 

劉耀鳳 姚楝龍 賴燮和 張賢彩 詹國和  

總計：共 47 份 

資料來源：杜立偉（2012：161-162） 

 

張氏家族每個參與的嘗會都有或多或少的交疊情況存在，也就為每一片人群

團體結合成更大的人群團體，至此，他們在芎林地區具備了全面涵蓋的社會網絡，

官紳士豪兼具，對於家族的生根立基與發展壯大提供了巨大的助益，那個徘徊在

移墾社會、揮之不去的械鬥幽靈，遭遇這種綿密交織的社會網絡系統，也會起了

「不如歸去」的念頭。 

 

                                                      
41 黃祥琳承頂 
42 黃傳芳承頂 
43 光緒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劉仁富將祀底退于黃記隆（黃傳苑）承頂。 
44 明治四十年五月 
45 光緒十九年正月十九日姜立旺姜會份抽回，祀底歸眾承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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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疊起具有厚度的社會空間 

張氏家族之 21 世張廷慶使用的多個名字（表 17），其背後是否藏有什麼樣

的故事性呢？在他出生之地鶯歌石南方的橋仔頭庄使用什麼名字已不可考，閩粵

械鬥離開之後，到進入咸菜甕隘墾庄時開始使用張陳生為名，進入九芎林下山庄

時仍延用之，自從光緒元年共同創設張九寧公嘗之後，自信心增強，開始使用官

方版本的名字張澄生，在光緒二年壽盡登仙之後，以諡為名至今。 

張氏家族之個人名緯使用係對應於移居地之人身安危及面對危險的自信程

度。在安全考量上似乎就是為了避禍，尤其在官方統治力量邊區的江湖不容易得

到保障；他經由廣合祀、張九寧公嘗及福隆祀三個張氏家族參與的會，經由人群

及其社會網絡的集合、交織而展開更大的網絡，再加上春和祀、元昌祀、顯湄祀、

福隆祀、應善祀及成福祀以共購田地的方式醵成更大的六神祀（表 18），使得這

個社交網絡由一個平面變成了立體的一座山，以三度空間的社會網絡型式存在著、

也撐起了由從廣合祀開始到六神祀的保護傘；這座山及保護傘下就是粵籍移民們

的生存空間，也就是安全得以保障的生活場域；在這場域中可以接收更多流通在

九芎林及其鄰近街庄的訊息，協助排解更多清治時代所謂的細事，做更多的服務；

張發進身為張廷慶的孫子，就是個明顯的案例，身為地方精英家族成員，他一直

以甲首身份服務鄰里到終老、曾孫張阿述、玄孫張盛芳一代接一代的甲首（即今

日的鄰長）傳承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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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張廷慶名緯使用年表 

年代 記事 性質 名字 出處 

咸豐六年七

月（1756） 
咸菜甕莊墾戶、佃戶、通庄

眾佃的協調隘大租不足事項 
莊務會議 張陳生 圖 4 

咸豐七年夏

四月

（1757） 
廣合祀 人群結合 張陳生 表 1 

同治三年九

月（1864） 
為陳佐卿（即陳朝綱）、謝

阿番等調處土地糾紛 
做公親息訟止爭 張陳生 圖 5 

光緒元年

（1875） 
張九寧公嘗 人群結合 張澄生 圖 11 

光緒三年

（1877） 
福隆祀 人群結合 張廷慶 表 1 

明治三十四

年九月七日

（1901） 

日本政府臺灣土地臨時調查

局之土地清查作業，張添

（即張玉添）對土地清查人

員表示他是「亡父張廷慶繼

承人」 

土地申告 張廷慶 

表 7、 
附件 21、

附件 22、 
附件 23、

附件 24、 
附件 25  

明治三十九

年（1906） 

日本政府第一次戶口調查，

張阿添（即張玉添）對戶口

調查人員說 1876 年過世父

親的名字 

戶口普查 張澄生 附件 27 

大正乙丑年

冬（1925） 
碑文「鎮邑，顯祖考諡廷慶

張公一位之墳」 
再遷之後的墓碑 張廷慶 附件 55 

2015 年 祖先牌位 家族祭祀 張廷慶 附件 56 

資料來源：見「出處」欄位的說明，本研究者繪製。 

 

表 18 六神祀基本資料表  
名稱 祭祀對象 祭祀對象 創設時間 會員人數 

春和祀 天官大帝 王爺廟（廣福宮) 同治八年（1869）元月十五日 27 

元昌祀 北帝爺 當空時請 光緒元年（1875）三月初三日 16 

顯湄祀 天上聖母 王爺廟（廣福宮) 光緒二年（1876）三月二十三日 16 

應善祀 有應公 石碧潭萬善爺廟 光緒二年（1876）七月十五日 17 

福隆祀 有應公 柵門口萬善爺廟 光緒三年（1877）八月初四日 47 

成福祀 有應公 柵門口萬善爺廟 光緒四年（1878）八月初一日 17 

資料來源：杜立偉（201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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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移民的各種結果：生根、移出、枯骨 

 在移墾社會的竹塹地區，移墾者如過江之鯽；自沿海一帶登陸後，一路沿著

鳳山溪、頭前溪溯源而上，由漢墾區、保留區、再到隘墾區，九芎林曾經是追逐

開墾機會的前緣，眾多移民依序在漢墾區及保留區中得到了安身立命的土地，進

而開墾定居，如姜勝智家族、劉承豪家族、九芎林下山庄的鄭振先、鄭振科家族，

何俊享家族；也有以富豪殷戶之姿朝向隘墾區進取土地資源者，如合興庄墾戶陳

長順、中興庄墾戶劉引源，金廣福墾戶姜秀鑾等，他們開墾的目的是為了定居，

積極在開墾線前緣只為了獲取更多的土地及利益。在定居為前題下，墾戶的努力

追求開墾先機，佃耕者也是如此，張氏家族以贌耕荒埔開始了他們安居的夢想，

最終也在乙未改隸後，日本政府收購大租權下，價購取得石頭坑山窩土地，安居

夢幾乎篤定落實了；在民國三十四年（1945）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起的土地改革「耕

者有其田」政策下分十年價購了田地，定居之夢在此落實，家族也早已生根茁壯

了。 

 在張氏家族光緒三年（1877）參與的福隆祀，它是以柵門口萬善祠為祭祀對

象的神明會，其〈簿首、規條〉有云：「祀內日後年老移居回唐、別處，祀典昌

盛，祀內之人如要拆，公議祀內之人承頂亦不得外人承頂」（附件 15）（以下簡

稱會份屬地條款），它似乎說明了三件事：一是有人會在年邁時回唐（即返回原

鄉），二是有人會移居他處，三是神明會的本質乃屬地主義的組織，要退出時，

只能取回原投資股本，盈虧留給祀內，限祀內人員承頂股份。再檢視以相同祭祀

對象「柵門口萬善祠」之成福祀，於光緒四年（1878）成立，其〈簿首、規條〉

有云：「祀內人等無論何人年邁回唐、移居外境，要拆祀底，只收原額母銀應歸

祀內之人承頂，亦不得另退外人」（附件 16），它也強調了與福隆祀相同的三件

事。換句話說，以供奉枯骨的柵門口萬善爺廟為祭祀對象的神明會，都有人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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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唐返回原鄉者，或是追尋更好機會移居他處者，神明會限祀內承頂股份以維持

其屬地特性；而年邁返唐似乎是漢人傳統價值觀落葉歸根之遺留。 

 對於「柵門口萬善爺廟」供奉的骨骸來源，神明會也有交待，如福隆祀的「文

王枯骨，收歛同葬」及成福祀「士子豪傑亡世故鄉，四方收歛骸骨」，其中大多

為開墾夢碎者，如遭遇番害者、亡故的單身羅漢腳、隘防陣亡者、無主骨骸、、。

落腳定居的移民們，在經濟稍稍改善之際，將流落各處的枯骨收歛集中，建造集

體的大墳，是萬善同歸之塚，名之萬善諸公塚，也就是現在的萬善祠。定居者為

枯骨在九芎林街尾「街庄同人易於集腋祀裘」原則下，選取「萬載福地，山環水

繞，九曲朝堂」的風水地理建塚廟，以祭「生則天道，歸則同鄉」的移民夢未竟

者。 

 再比對「慶讚中元」為目標的神明會，復興中元之贊元社，於明治三十一年

（1898）成立 ，其〈社序、規條〉（附件 17）有云「社員日後回唐或移居外境，

社典銀只認回額，頂讓要社內人承項，年老後就其子孫一人繼承」，也是規列了

「會份屬地條款」。而開設中元之後於咸豐七年（1857）成立，張氏家族是創設

會員的廣合祀則無此條款，即使大正七年（1918）廣合祀會務運作改變之後的簿

序中也無此條款。廣合祀、贊元社兩神明會慶讚中元的地點在九芎林三山國王廟

（廣福宮）前廣場，檢視以三山國王為祭祀對象之神明會昌盛祠，於光緒三年

（1877）創設，其〈規條〉有「會員日後回唐或遷居外境，祠典銀只認拆回原額，

年老後就其子孫一人繼承」（杜立偉 2012：157-158），其光緒四年（1878）重立

時的〈規條〉則有「倘日後久遠，祀內人等子孫或要移居他處或要回唐，祀底不

得抽回，倘要抽回，要在國王慶壽之日要向當眾，只可抽回原額銀母壹員，其餘

加減應歸祀底，要公眾承頂，名字注銷公議」（呂順安 1995：341）的「會份屬

地條款」存在。因此「會份屬地條款」是否存在與祭祀對象或舉辦地點是無關的，

卻與時間關係密切，隨著愈晚近的時間，移出條件愈見嚴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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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六神祀的六個神明會的成立時間（表 18），同治八年（1869）成立的春

和祀（呂順安 1995：339）無前述之「會份屬地條款」；光緒元年（1875）成立

元昌祀（呂順安 1995：336、339），光緒二年（1876）成立的顯湄祀（呂順安 1995：

340）、應善祀（呂順安 1995：343），光緒三年（1877）成立的福隆祀（呂順安 

1995：342）及光緒四年（1878）成福祀（呂順安 1995：346）均有「會份屬地條

款」存在。相同的神明會性質，再比對咸豐十一年（1861）「復興嘗」，祭祀對象

為高梘頭土地公，〈簿首、規條〉中則無「會份屬地條款」（杜立偉 2012：155-

157）。眾多神明會裡，相同的則是日升月恆的借貸生息、經營規範與祭祀條款，

意圖維持神明會的永遠存在，也反應了神明會成員對維持「我群」功能性的期望；

不同的則是有無「會份屬地條款」的存在，並與神明會成立的時間有正相關性存

在。 

藉由神明會成立時間與有無「會份屬地條款」的存在，吾人似可意識到一條

「移民的退路」確實在某個時段出現，在同治八年（1869）之前仍是移入為主，

未曾言退；在光緒元年（1875）以降，到《馬關條約》日本給予臺灣島民之二年

自由退去界外的限滿（1897 年）為止的二十二年間，新成立的神明會都設下了

「會份屬地條款」，這可以理解為對當時社會事實的表述，因為不少移民返回唐

山或遷往他處而影響會務運作，只好加上會份屬地限制，而且隨著時間的過去及

人口移出數量走升而愈加嚴苛的限制。至於為何從咸豐七年（1857）的廣合祀、

咸豐十一年（1861）的復興嘗及同治八年（1869）的春和祀仍以移入及經營為主，

在光緒元年（1875）年以後成立的神明會卻都為移出設立了「會份屬地條款」，

應該與同治十年（1871）那場沖毁九芎林庄田業的大水災脫離不了關係。接連的

水患（表 3），流竄的河道（圖 7），不只沖毁田業、街庄，甚至淹沒、溺斃人口

無數；移民們在拓墾前緣面對生番的隘墾，在保留區又面臨水患的包夾，呈現了

九芎林拓墾的不易，移出因而成為移民求生的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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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芎林地區的萬善爺祠 

名稱 興建年代 出處 

王爺坑萬善祠 

（即石碧潭庄有應諸公） 

道光元年

（1821） 

杜立偉（2012：164）、呂順安（1995：

343） 

九芎林街尾有應諸公 

（即九芎林街尾打磚窩口有應諸

公，即柵門口萬善祠） 

咸豐元年

（1851） 

呂順安（1995：342、346）、杜立偉

（2012：164） 

月桃窩崎萬善祠 

（即下山庄萬善祠） 

光緒三年

（1877） 

陳乙華（2005：59）、杜立偉（2012：

164） 

燥坑口萬善祠 明治三十二

年（1899） 

杜立偉（2012：164） 

資料來源：詳如「出處」欄位說明。本研究整理繪製。 

 

 再比對現今新竹縣芎林鄉行政區域內供奉枯骨之萬善諸公塚（表 19），可以

發現自道光元年開始，陸續建造了四座墳塚，吾人將九芎林保留區與隘墾區的開

墾時間與萬善祠的建祠時間做一比對後發現，王爺坑萬善祠乃與在山猪湖於嘉慶

十二年（1807）成立中興庄及在猴洞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成立的合興庄的隘

墾區進墾有關連，九芎林街尾萬善祠及月桃窩崎萬善祠與連年水患關係密切的，

存活者在安頓之後，收歛無主的枯骨建祠共葬，這些枯骨見證了移墾夢碎者不在

少數，尤其明治三十二年（1899）因原有三座萬善祠已經無法容納持續增加的枯

骨，只好再新建的燥坑口萬善祠收歛之。因此，天災水患、萬善祠的建立及移出

會份屬地條款的增設及變苛，再再的述說著了九芎林眾庄之發展困境。 

落地生根的定居者，為了凝聚社群力量，使散落各處的移民成為一個整體，

藉由成立嘗會的資本讓殷戶出借生息，設計了約定日期的祭祀活動如嘉年華會般

的舉辦，設計了會份屬地條款，期望不因會員移出而影響運作，在這個每年例行

舉辦的祭祀嘉年華會中，落地生根的生者與枯骨經由祭祀活動而再次浸營在我群

的歡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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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以上論說可知，移民在或稱隘邊草地、或稱九芎林下山的水域洲渚灘地

墾荒，面對的不單是莫測的江湖社會，更有流竄的頭前溪河道，讓洲渚土地時有

時無。張氏家族一方面於洲渚墾荒種稻取糧，另一方面贌耕山窩開荒種茶、柑橘

以獲利，種植樹薯、地瓜、葛鬱金以確保糧食充足；以分散風險的墾殖操作策略

面對水患的無常，試圖漸進又安全的達成空間移入的願望，進而定居發展。 

 

第五節 嘗會就是成就一個社會互助體：廣合祀的例子 

 張氏家族在顛沛的遷徙轉進歲月中，他們吸取了移民之應對經驗，進而促成

家族個性的轉變，在渡臺初墾地之橋仔頭庄，對於分類械鬥未有準備，也期望分

類械鬥就像一陣暴雨般的下完就沒了，隔天仍是晴天，可惜這場械鬥的暴雨下得

很久，愈下愈大，似未有停歇的跡象，他們無以面對只好逃離。在隘墾庄的短暫

中繼時段裡，他們自省並改變了家族性格，讓早年即因勘察地理而熟識的社會網

絡，藉由勘輿師的專業，積極參與莊務，終獲墾戶青睞成為核心成員，贌得姜家

社會空間裡的九芎林下山土地，然而移居過程並非順暢，他們遭遇了各種的阻力，

但這次他們與橋仔頭庄的逃離應對方式不同了，他們以組織人群成立嘗會以應對

之，期望生根落戶夢圓。 

 接著，就以張氏家族參與的廣合祀神明會為例，說明嘗會的各種變通乃是因

為成員同質性的多寡不同而有所調適，而嘗會成員間則有各種的互助方便及社會

空間存在。本節分成兩個部份來作說明：第一個部份就是信賴空間。廣合祀成員

間，成員新地主招贌，由成員作為認租人當保證人，新佃才能贌得田地耕種案例，

也就是成員間的信賴空間是存在的。 

 第二部份則是互相照顧。張氏家族移墾九芎林下山之後，家族面對了連年的

天災及不死的械鬥，使得家族面臨存續危機，大環境如此，張氏家族並不是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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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存續危機者，廣合祀成員間亦遭遇到相同問題，於是身為甲長的張氏家族成

員，就照顧家族內旁系的孤兒與廣合祀成員的孤苦後裔，一來為了延續家族，二

來也許這是履行當時會內的規約：照顧孤苦之後。在努力延續家族香火之際，他

們選擇性的對後代隱藏了分類械鬥的過去，後代也在遺忘歷史的情況下，繁衍生

根狀大發展，而後遺症就是造成了家族歷史的失憶。 

 

一、社會空間：新佃人自備押金並請求會員當保證人才得以贌耕 

時間由咸豐七年（1857）邁入日治時期，廣合祀創始成員多已登仙，有些成

員後代繼續沿用創始會員的姓名，如：張賢彩；有些則依會內規條「會份就其子

孫一人繼承」進行會份相續，也就是會員的一份股份僅能由其子孫中的一人繼承，

如張氏家族成員的張陳生，其兩股分別由孫子張德華46及張發進各繼承一股；何

俊享的兩股則全由其子何旭光繼承；莊三元的一股則由莊阿理繼承；楊觀祿的一

股由其後代楊阿水繼承；劉春桂的兩股則由劉河水、劉阿番繼承。鄭氏的多份股

份則分別由鄭阿榜、魏茂祖、鄭昌統鄭利湧、鄭利滿、鄭紹井、鄭阿生、鄭阿恭、

鄭木生繼承。民國一百年（2011）的會份簿名冊已是以六十一大房的方式呈現（如

表 20），接著將針對這份現況會份簿及佃權安排做社會空間、信任關係的分析。 

「日治時期的租約有口頭及書面兩種方式，日治初期以口頭租約居多，只有

容易發生租額或納租方法等糾紛的場合才立契字。直到 1920 年前後，書面租約

才逐漸增加，但面積小、租期只有一、二年者仍以口頭租約行之」（葉淑貞 2013：），

明治三十年（1897）〈立招耕水田贌約字人鄭利湧等〉的贌約就耐人尋味了，因

為 1897 年仍是日治初期，而且贌約效期也才只有兩年，一年租穀也才 160 碩（早

季 130 碩，晚季 30 碩，合計 160 碩，即 1.6 石）是屬於面積不大的土地，在地

                                                      
46 張德華即張氏家族二十三世成員張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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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預收磧地銀（即押金）三百大元的情況下，是不易發生通業佃糾紛的，以口頭

租約就可完成佃權的安排，即使當真糾紛發生了，握有大筆押金的地主仍可由押

金扣抵，再經由「中途解約」、「起佃換耕」解決爭端。 

 

表 20 民國一百年之祭祀公業廣合祀派下全員系統表。 

會員姓名 

陳坤元 劉河水 鄭昌統 古榮連 黃枝富 林榮興 

陳石水 劉阿番 劉坤秀 莊阿理 林繩編 林陳俊 

張阿生 羅阿富 鄭紹榮 楊阿水 林其彬 林文勝 

劉石水 羅阿寬 詹新華 鄭紹井 林礽喜 林阿來 

田阿強 詹萱茂 何義明 鄭阿生 林礽彬 林珠恩 

張金應 張德華 陳順發 邱石養 林礽城 林其新 

陳乾元 張發進 鄭進福 何旭光 林礽東 合計 61 房份 

鄭阿榜 劉阿茂 何義漢 鄭阿恭 林雲樓  

魏茂祖 梁來有 張輝水 黃枝業 林雲遠  

魏阿振 陳阿文 鄭利湧 張賢彩 林源石  

范阿祥 陳貴秀 鄭利滿 鄭木生 林水生  

資料來源：《祭祀公業廣合祀派下全員系統表》，張永金（2011）。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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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招耕水田贌約字47 

立招耕水田贌約字人鄭利湧、鄭昌玉、鄭江潭等因叁股合夥承買有水田壹

處，坐落九芎林校椅框莊，今因自己乏力耕作前來，招贌佃人羅阿華承

贌，自備工本前去耕作，當日三面言定佃人備出無利磧地銀叁佰大員正，

即日色現交于業主鄭利湧、鄭昌玉、鄭江潭等親收足訖，其田業四至界址

併田寮壹座間數不計，每年早季應納租谷壹佰叁捨碩正、晚季應納租谷叁

捨碩正，俱付業主運回，其谷務要扇淨精燥，不得濕右抵塞，亦不得拖欠

升合等情，如有拖欠即將磧地銀扣抵清楚，倘若扣抵不敷，即向認耕人賠

足，不得異言。其田自丁酉年冬贌起至己亥年冬止弐年為期，限滿之日將

田業交還業主另招別佃，其磧地銀交還佃人收回，各不得異言等情，此係

仁義相交各無反悔，恐口無憑，立招耕水田贌約字壹紙付執為照。 

即日批明：鄭利湧、鄭昌玉、鄭江潭親收到佃人無利磧地銀叁伯大員正，

足訖。批照。 

再批明：田寮壹座門窗戶扇（按：原字為[木扇]）間數不計，至限之日交

還業主，不得異言生端。批照。 

代筆人范兆春（押） 

認租人劉河水（押） 

明治叁拾年丁酉歲十一月  日立    立招耕水田贌約字人鄭利湧

（押） 

鄭昌玉（蓋「菖瑜」章） 

鄭江潭（押） 

                                                      
47 資料來源：〈鄭利湧等立招耕水田贌約字〉，國家圖書館特藏組，藏品編號：2590215。網

址：

http://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document_contract_detail.hpg&subject_nam
e=%E5%8F%A4%E6%9B%B8%E5%A5%91&subject_url=document_contract_category.hpg&project_id=
HR&dtd_id=52&xml_id=0000426819。取用日期：2015/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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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鄭利湧、鄭昌玉、鄭江潭等三人捨方便的口頭租約而就書面租約，可能

原因有三：一是 1895 年的乙未改隷，有部份土地抛售土地，返回大陸，這份土

地可能就是鄭氏三人購自前地主的抛售返鄉；二是馬關條約賦予臺灣島內人民二

年身份決定時間，1897 年就是期限屆滿之際，人心浮動；三是久佃成業造成緊張

的租佃關係，尤其面對的是一個不認識但企圖空間移入的新進耕佃，除了三百大

元的押金之外，仍要耕佃提供保證人畫押於租約，以資公信。在這份租約之中，

新進耕佃羅阿華就找來廣合祀成員劉河水（圖 13）擔任保證人，畫押於「認租

人」處，形成了廣合祀成員新購的土地招佃，由廣合祀成員充當保證人，讓有能

力提供押金之新進耕佃贌得耕地的情況；由此可以證明廣合祀會員間有「信賴」

的社會空間存在，這個信賴空間呼應了梁漱溟（1988：305）所說的「宗教自來

為集團形式之本，而集團內部組織秩序之釐定，即是法律，所以宗教與法律相聯

的」，是平民百姓對混沌江湖的一種面對，由此份贌耕合約可以看到廣合祀的法

律功能，此法律功能作用涵蓋區即是該信任社會空間存在的地域，由此證明了參

與廣合祀的嘗會對張氏家族的移入與發展具有十足的影響力。 

 

二、互助、照顧的案例：慈悲的甲長 

「保甲制度」是中國封建時期的使用於社會基層之以「戶」為單位的鄉村政

治制度，直到乙未改隷，臺灣邁入日治時期才告終止；然而，島內住民的抗日行

動又再度讓日本政府於一八九七年設保甲總局恢復了保甲組織，在保甲內實施連

坐法及組織壯丁團弭平抗日行動，至於其中的「保」與「甲」的內涵則仍與清朝

時相同，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甲設甲長，由甲內各戶推派；保設保正，由

保內各戶推派，再經官方認可後出任。甲長、保正皆為無給職，任期一任為兩年，

但無連任限制，處理著清朝時所謂的「細事」。張氏家族成員 23 世張發進經人推



 

88 

 

舉成為甲長，成為鄉村基層行政輔助單位，而這卻是移民生根之後的張氏家族世

襲甲長的開始。 

張氏家族自從播遷九芎林下山就向姜勝智後繼者姜山（即姜業山、姜阿山）

贌耕山窩土地，加上廣合祀神明會的參與開始累積了社會資本，開闢原始森林以

種茶累積了經濟資本，再經由這些經濟能力參與更多的嘗會擴展社會網絡，活躍

於會內成員涵蓋的空間，多重網絡的空間也幾乎等於現今新埔枋寮義民廟中元祭

典輪值十五聯庄之九芎林及下山聯庄。這一切的發展都歸功於茶業因國際需求而

產業化的「茶米」所賜。 

茶米名稱的由來，「乃是一斤茶菁（生茶葉）與一斤稻米的價格相當，甚至

更高於稻米，而有了斤茶斤米榮景，水稻的收成物稱為稻米，茶園的收成物因價

與米齊，而稱為茶米」（呂順安 1995：134-135）。相對於農業勞動力的投入而言，

水田的工作量約倍於茶園，因此相同勞動力的狀況下，耕作茶園的面積可倍於水

田；也因此張氏家族倚賴茶園收成的家族經濟收益就優於水田耕作的移墾家族。

然而，張氏家族二十三世的八個男丁發達、發進、發木、發水、發安、發祿、發

葵及發財，於大正二年（1913）時除了發進及發葵之外皆已亡故。孟子有云：「不

孝有三，無後為大」，家族無後的焦慮困擾著身為甲長而且年紀最長的張發進。 

 現將時間回推至明治三十三年（1900），將甲長張發進十三年裡面對的事件

與處理作為整理分述如表 21，一個家族中的某一世代僅剩兩人的情況之下，為

了延續家族的香火不斷嗣，甲長收留撫育年幼無可依靠的家族成員直到他們成年，

光是如此就延續了二十二世二個支系，又經由將自己的三個兒子過房延續了二十

三世三個支系，過房後的結果如附件 18、附件 19 般的結果，幾乎每一支系都成

功的延續香火，再由他願意將嫡傳長子也過房繼承香火，可以看到他宏偉的慈悲

心。接下來，就是廣合祀內成員的後裔的照顧方面，廣合祀的聚合原本就是應對

混沌江湖的結社聚義，對於成員間的後代若生計條件較差而女兒多者，甲長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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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養他們未滿週歲的幼女，或為媳婦仔，或長大後以養女身份出嫁，對於該條件

較差的會內成員而言，已是很大的照顧與幫助；再者，經由照顧式的收養，又再

次加深了會內成員間的結盟關係，這種在既有的聚合結社關係裡經由互助而締結

新的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關係，似有代代友好及安居的期望存在；經由

張氏家族的案例可以深刻的體認到，張發進遭遇事件的應對處理就是一個社會互

助體的具體呈現。 

大正五年（1916）新埔枋寮義民廟中元祭輪值區為下山庄，甲長張發進領調

參與中元，並以提早幾年即開始畜養的山羊獻祭，該神羊以「長度一尺三寸的羊

角」奪得冠軍，獲得 18 石稻米的獎品。藉由這次的中元領調，再次宣示屬於「義

民廟轄區內下山庄廟會社區的一員」，也藉由領調獻祭在儀式中與祖父張陳生在

咸豐三年（1853）之領調獻祭神豬成為「義民廟轄區內九芎林廟會社區的一員」

相呼應；只是義民廟轄區已經由 1853 年的大湖口、石崗子、九芎林、新埔街四

庄輪庄，進入 1916 年的枋寮庄、六張犁庄、下山庄、九芎林庄、北埔庄、新埔

街、伍份埔庄、石崗仔庄、咸菜硼街、大茅埔庄、楊梅壢庄、新屋庄、紅毛港庄、

大湖口庄等十四大庄輪，義民廟的轄區經由廟會社區的增加而變大，「我群」一

再的經由中元祭祀不斷的被強調，廟會社區內的成員自信心也隨著成長。領調參

與中元除了形塑社群的用意之外，也有彰顯家境不差的成分存在，經由獻祭神羊

的事件可以佐證他有能力照顧表 21 所列之家族內孤兒、廣合祀會內孤貧之後代；

神羊獲得第一名更是義民爺眷顧之美，張氏家族在甲首張發進的應對作為處置下，

擺脫兩代男丁早逝之困境，迎向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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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張盛芳（2013）、張慶祿（1916）。張氏家族日治時期《除戶簿》
48。本研究繪製。 

圖 12 張氏家族在大正二年（1913）年的繁衍狀況 

 

 
資料來源：〈光緒拾陸年歲次庚寅拾壹月‧劉茂信等分家鬮書‧1〉、〈光緒拾陸

年歲次庚寅拾壹月‧劉茂信等分家鬮書‧2〉、〈光緒拾陸年歲次庚寅拾壹月‧劉

茂信等分家鬮書‧3〉。本研究整理繪製。 

圖 13 劉德藩系譜 

                                                      
48 除戶簿：民國 98 年，(1)《竹縣芎戶字謄字第(甲)013108 號除戶簿》：戶主張德華、(2) 高縣

仁鄉戶謄字第(甲)013099 號除戶簿》：戶主張成鳳。民國 99 年，(1)《竹縣芎戶字謄字第

(甲)000335 號除戶簿》：戶主張雲元。(2)《竹縣芎戶字謄字第(甲)001435 號除戶簿》：戶主張雲

元。(3)《竹縣芎戶字謄字第(甲)000599 號除戶簿》：戶主張雲元。(4)《竹縣芎戶字謄字第

(甲)000902 號除戶簿》：戶主張發進。民國 102 年，(1)《竹縣芎戶字謄字第(甲)002215 號除戶

簿》：戶主張鄭氏生妹、(2)《竹縣芎戶字謄字第(甲)002214 號除戶簿》：戶主張阿坤、(3)《竹縣

芎戶字謄字第(甲)002217 號除戶簿》：戶主張阿坤。民國 103 年，(1)《竹縣芎戶字謄字第

(甲)005856 號除戶簿》：戶主張阿添、(2)《竹縣芎戶字謄字第(甲)007298 號除戶簿》：戶主張金

生、(3)《竹縣芎戶字謄字第(甲)007297 號除戶簿》：戶主張阿葵、(4)《竹縣芎戶字謄字第

(甲)007302 號除戶簿》：戶主張石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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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1900-1912 年十三年內的事件與作為 

時間 姓名 事件 甲長的作為 

1900 年 張雲元 張發達已婚無子，妹妹張瑕妹

出嫁後抽豬母子張雲元回張家

繼承張發達，張雲元的母親先

行過世，1900 年父親張發達過

世，未滿十一歲無以為靠。 

要張雲元帶著香火籃由田野步入

山窩投靠，上山為任甲長的叔叔

看牛至成年。 

1902/11/04 劉結妹 廣合祀成員劉阿桂的後代、劉

河水同祖父堂兄弟劉阿梅（如

圖 13）的次女（1902/02/15 出

生）。 

收養未滿週歲的劉結妹為媳婦

仔，應該是照顧廣合祀成員後裔

的用意，後來以養女身份出嫁。 

1903/08/16 楊冉妹 廣合祀成員楊觀祿的後代，楊

石龍的次女，未滿五足歲父母

亡故，由未滿四歲的弟弟楊阿

統任戶長。 

收養為媳婦仔，後與過房出養的

次子張阿坤成親。 

楊阿統 在山窩內平坦處搭建草寮讓他居

住，就近照顧，至其成年。 

1905/07/12 張阿增 張發水的獨子，未滿九足歲父

亡，年輕的母親將張阿增帶到

山窩投靠甲長伯公，便行離

去。 

幫忙撫養照顧至其成年。 

1911/06/05 莊雲妹 廣合祀成員莊三元的後代，莊

阿讚（如附件 35）的六女

（1910/10/28 出生）。 

收養未滿週歲的莊雲妹為媳婦

仔，應該是照顧廣合祀成員後裔

的用意，後來以養女身份出嫁。 

1912/01/26 張金生 張發祿於 1905 年之前去世，已

婚無子嗣，弟弟張發葵也才剛

有一個一歲兩個月的兒子張澄

水。 

將當時年紀最小的四子張金生

（1906/11/01 出生）過房繼承張

發祿香火，由張玉添、張發葵撫

育。 

1912/05/01 張阿坤 張發財大概是死於 1893 年，未

婚無子嗣。 

張玉喜的妾請求張發進給出一個

兒子過房繼承張玉喜夫妻、張發

財這一支系，甲長於是將次子張

阿坤（1896/12/15 出生）過房。 

1912 年底 張阿述 張發木死於 1909/06/13，已婚

無子嗣。 

張發木乃甲長的親弟弟也無子

嗣，就將已經成年的長子張阿述

（1892/05/17 出生）過房。 

資料來源：日治時期《除戶簿》及家族記憶。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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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張氏家族的生根與茁壯 

第一節 從對茶陌生到以茶為業 

乾隆五十六年夏四月（1791）成書的《諸羅縣志．卷十．物產志．貨之屬》

（周鍾瑄 1791：194）有云「茶：『茶者，南方嘉木』。北路無種者。水沙連山中

有一種，味別；能消暑瘴。武彞、松蘿諸品，比至自內地」。這時候臺灣尚無作

為飲品之「茶葉」的出現。 

《石窟一徵》49 記載「邑50中產茶惟藍坊之青竹凹，徐溪之鐵山、嶂然亦不

多；今所食者皆巖前茶51，按饒平縣志謂粵中舊無茶，所給皆閩產，稍有賈人大

南都則攜一二松蘿，至然非大姓不敢購」（黃釗 1970：258）。此書記事至道光七

年（1827）為止，據此可以得知道光七年以前，張氏家族的原鄉仍無茶葉的生產，

即使有茶可飲，也是商賈人士自閩攜入，然價格昂貴，若非大姓人家也無福消受。

張氏家族原鄉居地非藍坊、亦非徐溪、嶂然，是故當然地就沒有種茶的經驗；再

者，他們因貧不能湊足人盤費而由樟林私渡臺灣52  可以理解當時他們是沒有經

濟能力可以品飲「茶」之為何也。 

明治三十一年（1898）成書的《樹杞林志．物產考》指出「貨屬：米、茶、

烏龍種茶、黃甘種茶、白心種茶、樟栳、糖、油、炭、豆、酒、灰、菁、薯榔、

籘、白蔴、烏蔴」（林百川、林露結 2011：449-450），羅列了樹杞林堡的所有物

產，其中貨屬的共十七種，茶葉類就佔了四種之多，可以窺見當時茶業種植面積

已頗為廣大，茶之為業由來已久，而且茶葉品質為臺灣最佳，誠如林氏二人所云

                                                      
49 《石窟一徵》是黃釗編纂於道光年間，修訂於同治二年（1863），刻本敘事至道光七年

（1827），由其後人所醵資於光緒六年（1880）刊刻。 
50 邑：指廣東省鎮平縣，1915 年改稱蕉嶺縣。 
51 巖前茶：巖前屬福建武平治。 
52 人盤費過多，貧不能措者，往往在潮州樟林徑渡臺灣（黃釗 1970：11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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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大山背一帶山埔所種之茶，較之全臺為最上品焉。其山多崎少平，土色赤，

亦有黑者，不論何種53，種在此山，即為上茶；惟此土最宜茶故也。而其茶價較

他處之茶價高十圓，遠近馳名」（林百川、林露結 2011：450）；茶葉不僅種植面

積大、產量也大之外，銷售價高才使茶移民們生活改善，競相種茶，以符出口之

需。 

「『兩地社會』的概念使我們得以關注兩個社會之間什是被創造出來的的新

文化」（洪馨蘭 2014：4），在新莊平原鶯歌石南方的橋仔頭庄和九芎林下山庄的

兩個社會中有一個新文化被創造出來，那就是茶產業文化。原本茶葉只在漢移民

間零星種植，因天津條約的開埠，歐美列強直接進入大嵙崁購買的需求，茶產業

因歐美列強之需而被建立起來。 

張氏家族在咸菜甕隘墾庄墾殖經驗，原本以種植水稻做為謀生之道，隨著茶

產業化的種植擴張，原本只在山窩谷地附近種埴柑橘的張氏家族，將原本無法種

植的山眉、山崗、山頂開墾並購買茶苗種植，學習茶葉的種植技術，接近的新埔

茶廠使他們習得製作初製茶的技術，採收的茶菁也可逕行出售給茶廠收購。也不

用擔心茶廠吞吐量不足的問題，因為福建與臺灣的兩岸對口貿易一直都是暢旺的，

「嘉慶年間以後，鳳山溪和頭前溪中上游流域所生產的茶葉和樟腦，集中由新埔

運往淡水及艋舺出口」（賴玉玲 2012：50），在張氏家族道光末年播遷九芎林下

山時，新埔早已是茶枼交易熱絡的市集、繹站所在，茶葉是新埔出口商品的大宗，

茶葉銷售除了福建與臺灣的兩岸對口貿易之外，還多了開港後出口歐美列強之需。 

對於由原本種植水稻，因市場之需而成為有水灌溉的平原種稻，無水灌溉的

丘陵種茶、柑橘，這種演變內化於移民的生活而形成的文化，因歐美列強之需而

進步，茶產業就是一種產業化的結果。茶產業文化具有擴散的特性，由咸菜甕開

                                                      
53 「不論何種」指的是「不論什麼品種的茶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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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一路向銅鑼圈、新埔、大山背、新興庄、金廣福、九芎林擴散，丘陵地被開荒

種茶。張氏家族就是在茶產業形成、傳承、演變及擴散的浪潮裡發展；一方面在

河邊的隘邊草地水田化，一方面在山窩丘陵地開荒，在高地種茶、谷地種柑橘，

近「市」的地域讓這個文化得以發揚，張氏家族得以此文化為業。 

 

第二節 既存的「市」與山林經營策略 

《芎林鄉志》有云「九芎林名稱之由來，蓋因洪荒未闢之時，本地一帶有九

芎樹蒼蔚成林之故」（莊興惠 2004：31）。乾隆五十六年夏四月成書的《諸羅縣

志．卷十．物產志．貨之屬》（周鍾瑄 1791：194、220）有云「炭：以九荊木為

佳，質堅難燼。雜木次之。九荊：樹無皮如紫薇，或呼為九芎。質理甚堅，用為

柱，入土不朽」。述說了九芎林是一個充滿質地堅硬、適合燒製最佳木炭之九芎

樹成林的區域。 

《新竹縣采訪冊．卷二．街市》有云「米市：一在縣東二十里九芎林街。一

在縣東二十二里新埔街。柴市：一在縣東二十里九芎林街。一在縣東二十二里新

埔街。炭市：一在縣東二十里九芎林街。一在縣東二十二里新埔街。果市：一在

縣東二十里九芎林街。一在縣東二十二里新埔街。其他的市，如草市、魚市、菜

市、土豆市、瓜市及苧市則不見於九芎林街於新埔街」（陳朝龍、鄭鵬雲，2011：

126-129），《新竹縣志初稿．建置志．街市》則另有紀載「腦市：一在樹杞林堡樹

杞林街；一在樹杞林堡北埔街」（鄭鵬雲、曾逢辰，2011：51-52）。由《新竹縣采

訪冊》及《新竹縣志》的記載可知九芎林及新埔街的「市」有米市、柴市、炭市

及果市。茶市則是在有航運之便的大嵙崁，「鳳山溪和頭前溪中上游流域所生產

的茶葉和樟腦，集中由新埔運往淡水及艋舺出口」（賴玉玲 2012：50），新埔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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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接近茶區的製造工廠、銷往茶市的中繼站。對於九芎林下山庄的居民而言，可

以說是佔了天時、地利之便，可以將農產、林產及茶業銷就在市裡銷售獲利。 

新埔街石頭坑庄與九芎林下山庄以石頭坑山的崚線為界，石頭坑山北側屬於

石頭坑庄，南側屬於九芎林下山庄。張氏家族向姜勝智後代贌耕的石頭坑山南側

約莫二十幾甲的山窩土地，在咸豐七年（1857）時仍是原始森林及荒埔的狀態，

一直到了明治三十四年（1901）山窩僅有兩筆合計近兩甲的茶園土地申告（見附

件 21），其餘是未申告的狀態，推估仍為原始森林狀態；而隘邊草地此時的土名

為竹北一堡水坑口庄，係與九芎林下山庄接壤的區域，位於石頭坑山南側，是灘

地、荒埔、甚至是河流水域的狀態，張氏家族已將贌耕範圍的一部份開荒成田種

稻取糧，卻在某一年的洪水災情裡歸於荒蕪。原始森林及荒埔給了張氏家族多種

開墾過程中獲利的方式，一切都拜地理位置之賜，就近於新埔街及九芎林街銷售，

但以新埔街為主。 

張氏家族面對未曾開墾的荒原，採取一系列的經營策略以求獲利，確保墾殖

的持久性。開荒需先砍伐竹木，砍伐前先區分價值高低及種類，視需要採伐，是

使獲利最大化的方法，再按照墾植之進程區塊式的砍代，翻墾土地以種植。 

先以相思樹來說，巨大的相思木是竹塹港製造中式帆船及漁船所需的良材，

九芎林下山庄是最接近竹塹港造船卻擁有巨木等級相思樹材的地點，造船商戶會

上山尋找適合的相思巨木，當面與地主議價成交，在這個當下，相思樹將被套下

一塊紅布為記；造船商戶擇日前來備豐厚祭品、經由誠心的祭拜表明相思樹的造

船用途之後砍伐，這顆相思樹經過了這個儀式神格化了，造船商戶紮營請來的伐

木工人經過謹慎小心的程序使神格化的相思樹倒下，根據造船設計圖現場用墨斗

彈線，以兩人對拉手鋸裁切成材，變成製船所需料件的適當尺寸以利運輸。運回

造船地點經特殊工法處理、精製、刻鑿、榫接拼組成船，使原生的相思巨木變成

航海工具，促使利益最大化；對張氏家族而言，也是最省工、價最高的獲利來源。 



 

97 

 

次一級、直徑稍小的大相思木，則是製木板之用，製作家具、床具都是上好

的材料；也是建造房屋的良材，木門、木柱、跳手等等都用之，靠樹皮的外圍則

做成「角子皮」，在建造三合院之屋頂紅瓦鋪設，紅瓦鋪在「角子皮」上方，而

角子皮則釘在木樑之上，成就一完整的瓦屋屋頂。 

再次一級直徑約莫一臺尺的相思木，則用來建造房屋時做木柱、木樑、門框，

做椅子、板凳等等，其他無法被取用成材者，則做為燒製木炭之用；無法燒製木

炭的餘材、枝椏，則做為家用柴薪的來源，也可經鋸短、剖片成為大灶可用之柴

薪，肩挑至柴市出售。 

翻土成園時，土裡的相思樹根則在開墾成園時被挖起，做了家用柴薪燃料，

支持家族的沐浴、煮食之需，讓山窩開荒得以繼續。翻土之後，茶葉、柑橘也隨

著被種植，就在這種一邊開荒、一邊種植的步調下，漸次的完成山窩土地的開墾。 

張氏家族為了開荒，做森林資源的最好運用及獲利，興建了一個炭窯，一次

可入窯三萬臺斤濕的相思木，因天候狀況不同，悶燒約七至十天成炭，出窯時約

莫五千餘臺斤的木炭；經整理分粗細之後，也以肩挑方式運至炭市銷售。 

接著，以森林中種類繁多的竹子做為例子說明，質地細緻的桂竹用來編製籃

子、籮筐、米篩、、、等等，滿足自己生活上對於容器之需要，偶爾也賣出幾個

賺一點錢。泥竹則可編製斗笠，也可製作盛裝木炭的炭籃及盛裝秧苗的秧籃等等

水田旱園炭窯之需用但較易損壞之容器。長枝竹則可編製竹扇及土灶起火用吹風

管等用途。竹筍也成為山窩墾民優秀的菜色。桂竹筍長大後脫落的竹籜則被用來

包粽子、鋪在斗笠表面以遮陽遮雨。山窩的竹子有多種不同的品種，加上快速生

長的的特性，滿足山窩墾民的生活及工作上容器之需，也可做為家用柴薪，更可

以因個人竹編技藝而在經濟上貼補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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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對於樟樹的處理方式則是每個區塊都予以保留，再找來腦寮頭家估價

以一次性獲利了結的方式銷售。在樟樹銷售成交後由買方的焗腦工人砍伐，就近

埋鍋造飯、設寮焗腦。焗腦的腦寮有如長了腳般是會移動的樟腦製造工廠，追逐

樟腦原料而移動；當樟腦由焗腦工採伐殆盡後，也表示土地的墾熟，翻墾成園便

是張氏家族由掠奪林產轉向農耕的階段。 

一邊在隘邊草地開荒進行水田化，種植水稻提供穩定糧食的來源；一邊在山

窩開墾成園，在高處種植茶樹，在低處種植柑橘；在柴市、炭市裡獲利支撐著墾

植的進行之下，漸漸的有了茶葉的採收，張氏家族將採收的茶菁直接肩挑至新埔

製茶廠出售，也有自己製作成「初製茶」後出售者。柑橘的收成亦是如此，初期

種植的柑橘品種為椪柑及製作桔餅之用的酸桔，都是肩挑至新埔的果市出售。 

鑑於果市的銷售暢旺，張氏家族成員習得「柑橘嫁接技術」，以酸桔的種子

播種，待隔年嫁接椪柑、桶柑、年柑及柚子，再隔一年出售柑橘果苗賺錢。開啟

了他們以柑橘苗圃形態的經營模式，一來確保自己的柑橘品種穩定、苗木充足、

二來可對外銷售果苗，開始以技術賺錢的時期。 

以山窩土地茶園、柑橘園比例均等的情況來看，接近的「市」及「茶工廠」

促成這種分布的誘因。誠如賴玉玲（2012：50）所述「清嘉慶年間以後，茶、樟

腦業逐步開發，鳳山溪和頭前溪中上游流域所生產的茶葉和樟腦，集中由新埔運

往淡水及艋舺出口，再經大湖口溝通南北交通，促成山區城鎮的新埔發展，也成

為竹塹地區的次核心」，在新埔街既是聚合眾多「市」的繁榮市街，又是茶、樟

腦等高價商品出口中繼站的拉抬之下，張氏家族的山窩墾殖經營策略就是以市場

需求的商品為目標作物；由購苗種植的買家開始，進而學習育苗、嫁接技術成為

售苗業者的技術進步性，使得在開墾方興未艾之際，仰賴其技藝而能走在時代的

前緣，讓非茶、橘產季時，仍有售苗獲利的能力，填補非產季的金流缺口，對於

改善生活品質而言，提供了更多的保障，安居樂業足以形容當時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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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機會與機遇 

自清領臺灣以後，清廷對邊區統治能力的薄弱、地方官員的方便行事，使得

城居的閩籍人士得以省藉區分排擠粵籍佃農登記成為業戶，代理了地方官員徵稅

配額業額，官方也以墾照作為交換，自此居住城區的閩籍人士開始成為不在地的

大租戶，而墾佃則是兩級制業佃關係中負責實際墾務者，然而墾佃所承租的土地

面積太大，無法全部自耕，於是進行招佃，引進現耕佃進行荒埔開墾耕作，自此

墾佃也成了小租戶，業佃關係也由二級邁向了三級，現耕佃農則要負擔大租、小

租、田賦及水租，隨著水田化的逐漸完成，小租戶的墾佃也藉著換約時調高租額，

現耕佃農只得接受，否則有可能面臨「起佃換耕」無田可耕的慘狀。墾佃藉由漸

次調高的小租額，收入也超過了抽取定額租的大租戶。在日治時期三級制業佃關

係亦未改變，甚至多出現了田頭從中賺取地租的差額，佃農生計更加困冏。而「久

佃成業」始終是業戶的揮之不去的夢魘，於是乎「限定租期的契約」被設計出來，

保障了業戶卻困擾了現耕佃農。因此，由業佃關係窺見當時社會的生存緊張關係。 

中日甲午戰爭滿清戰敗，雙方於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在下關

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其中〈第五款〉的內容「本約批准互換之

後限二年之內，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便變賣所有

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再參照

羅敦曧等人所著之《割台三記》得知內渡者大多為重視自身利益的官、紳、富者

也，變賣財產後離去。張氏家族與其他大部份住民一樣別無選擇的留居台灣。 

新的一批人購得內渡者抛售的土地成為新地主；部份新地主沒有能力耕作而

招佃，擁有農耕技術的移民便有機會成為耕佃。然而，統治者為了增加稅收進而

穩固統治權，就會實施土地改革，例如，明治三十六年（1903）開始的收購大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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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政策，一方面用公債收購大租權，另一方面則慫恿地方人士利用公債經營事業，

大地主們可能選擇變賣土地，也不願所謂的「隱田」變成要陞科繳稅甚至充公。

張氏家族在這個日本政府消滅大租權的作為之下，價金購買了向姜勝智後人贌耕

數十年之山窩土地，從此不再向姜勝智之玄孫姜山繳納大租，終於擁有了屬於自

己的土地。為了人口日漸浩繁糧食之需，張氏家族成員張發進54於是向竹北一堡

下東店庄地主吳心贌耕近二甲田地及竹北一堡水田街地主鄭寶、鄭邦翰贌耕近二

甲一分田地，一共四甲餘的水田在保持良好的租佃關係下，種稻維持家族生計與

獲利。就在此時，粵籍之竹北二堡四座屋庄劉阿春、劉阿秋兄弟與閩籍之竹北一

堡青草湖庄之林吉、林進兄弟出資合購了竹北一堡五座屋庄之十四甲餘田地。 

民國三十四年（1945）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民政府自戰敗國日本手裡接

收了臺灣，土地政策改由日治時期的契約制改成了登記制，一份在日治時期被政

府視為有效的土地買賣契約，換了統治者，便不再有效。有些地主對接收的國民

政府不信任而選擇抛售土地，劉、林二氏地主決定保留土地，並出現於國民政府

民國三十六年（1947）實施土地總登記的地籍總登記謄本。 

劉氏在四座屋庄及林氏在青草湖庄本就已是大地主之家族，對於明治末年新

購的五座屋庄土地也無餘力耕種，招佃成為必然；張氏家族家族在厚築的社會空

間、良好的社會網絡及良好的租佃關係中，得到了閩粵籍合購田地新地主的的青

睞。張氏家族成員張玉添55由山窩到隘邊草地的水田工作路途中，被他們問了一

句話：「阿添伯，這些田給你耕，要嗎？」，想當然爾，對於這難得的機會，張玉

添自然不會放過，贌耕成為劉、林二氏的水田佃農。 

之後，在大陸面對國共內戰的節節敗退，在考量臺灣可能是其最後一個根據

地時，面臨共產黨以土地改革者自居的挑釁，進行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政策，以免

                                                      
54 張發進為張陳生、張澄生、張廷慶之孫。 
55 張玉添為為張陳生（即張澄生即張廷慶）之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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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鬥爭慘狀，進而達成穩固統制基礎的目的。民國四十年

（1951）實施《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部份土地擁有者抛售土地，劉、林二氏

的地主並未抛售土地，反而讓張氏家族繼續贌耕，但田地卻多了一道緊箍咒。民

國四十二年（1953），《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施行，土地由國家向地主以股票徵

收，政府同意佃農以十年為期，每年兩期以繳交農作物支付購地金。十年繳納期

滿，佃農擁有田地；劉、林二氏所擁有的十四甲餘田地便成為張氏家族所有。  

張氏家族在贌耕土地時如何維持良好的租佃關係呢？除了於按時繳繳租額

以外，主要是以「田信雞」及「婚約」來穩固之。每年過年前夕均會派家族成員

用扁擔挑著大閹雞，徒步送到地主家送禮，此大閹雞即黃釗（1863/1970：243）

於《石窟一徵》中提到的田信雞，「五年賃滿其仍佃種者，必送一雞於田主，謂

之田信雞，儉而有禮，寬而有制，尤農俗之古處哉」。至於山窩土地的地主姜勝

智家族及水田地主的劉阿秋家族則採用嫁女兒的婚約方式穩固之。婚約關係對於

張氏家族能夠獲得購買土地的機遇來說，可說幫助極大，即使他們明知三七五減

租土地將受到法律的限制，卻未變賣土地，仍由張氏家族續耕可以看出婚約對於

租佃關係維持的穩固成效。 

從同治十三年（1874）淡水同知陳星聚編查淡屬各庄人丁戶口清冊中，張氏

家族是因懈怠之官吏造冊作業而成為被遺漏的一群人，到日治時期《除戶簿》中

戶主職業的部份成員為苦力業、部份成員為田畑作、其餘則是畑作，可以看出明

治三十九年（1905）的戶口普查已有大部份成員都已務農為生。再由中華民國之

戶籍謄本資料中行業、職位書寫的佃農、半自耕農、自耕農變化可以看出自日治

時期開始；由苦力業開始、佃農、半自耕農、自耕農身份一路往上發展的趨勢。 

「住所」的變化方面，由明治三十四年（1901）《土地申告書》的「番戶」，

到明治三十八年（1905）《除戶簿》所呈現的「番地」，以至中華民國時代的「門

牌號碼」，畫線刪除掉舊住所再寫上新居所的紀錄，都呈現了家族遷徙與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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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過過程，這些過程或可說成是努力經營贌耕關係的成果呈現，起點則是成立

嘗會進入社會的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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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古有遊牧民族放牧牛羊逐水草而居；工業革命之後，工廠興起、農村多餘的

人力離開農村，進入工廠，出賣勞力，做著異化的工作，只為換得一份薪酬，一

種可轉換成任意物資的有價物質；現今社會也是逐工作機會而居焉。對於清代康

熙、乾隆年間勇闖黑水溝移民來臺的漢移民們，也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來理解，雖

然閩籍、粵籍漢人的移民理由不盡相同、籍貫間的移民條件也不同，但都是為了

求得更好的發展機會。 

 張氏家族雖在移民新莊平原時吃了閩粵械鬥的虧，轉進咸菜甕隘墾庄，藉由

「堪輿師」的踏查地理及對閩粵械鬥的自省，進而積極參與莊內外事務，因明朝

萬曆開始的「以禮俗代法律」社會文化，給了擅長家禮的他們莫大的揮灑空間，

終獲墾戶首、墾佃們的認同成為核心成員，在姜氏家族有如生態保育廊道般的社

會空間裡，以繳交大租予姜氏的方式，贌租姜家位於九芎林下山荒埔墾成水田及

居住，石頭坑山窩土地供開荒以種植經濟作物的柑橘，先是經由義民廟中元的領

調成為廟會社區的一員以卸除不同族群、不同方言群加諸在自己身上的壓力，再

獲致共同參與創設九芎林廣合祀的機會，成為九芎林社群的一員。當張氏家族面

對不死的械鬥幽靈時，他們以創設擬宗族的方式組織社會網絡以面對，藉由多次

組織不同地域的社會網絡擴大擬宗族的社會影響力範圍，社會網絡中互相交織的

人群關係，創造了社會厚度，再經由共同推舉自己的頭人獲取官方的權利，提供

了我群的保障，確立了此社會空間內的成員的發展性。張氏家族雖因兩代男丁早

逝而斷送了「堪輿師」的職能，但他們的開荒經營策略吻合市場之需，隨著茶產

業的興起吸納新知而種茶，進而享受茶米榮景，其農業技術的進步性則走在產業

浪潮的尖端，在那個以農立國的時代裡仍引領風騷達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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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堉珊、張維安（2013：3）指出：「嘗會是台灣客家社會發展的特色，是一

種發展自移民社會的經濟活動與文化設計，其在不同的政治經濟脈絡中以不同的

面貌展現，其多樣性與適應彈性，不但能夠讓我們藉此理解台灣客家社會的發展

過程，更是我們理解台灣客家文化特色形成的重要媒介」，張氏家族播遷九芎林

下山庄的發展則倚賴嘗會成就的社會互助體，在政治方面，由隘邊草地到九芎林

下山地名的出現，都是尚未成莊的狀態，因而被遺漏於清廷第一次的人口普查資

料而成為化外之地，面對混屯的社會空間必須以神明會的江湖義氣面對，甚至必

須結合多方勢力推舉自己的頭人以成為官方力量的中介者，為「我群」提供必要

的方便；在經濟方面，因為拓墾之需、生活之需，都有融資的潛在需求存在，有

需要就會有借貸的服務，藉由嘗會的聚合可以得到方便的融資，人與人之間也因

為經濟上的往來而更熾密；在社會方面，由武鬥本質的社會結構，經由農產品的

兩岸貿易，到咸豐八年（1858）敗戰簽署的天津條要求開放港埠，提供了臺灣農

產及林產不同之出口目的地及思維，跟隨茶、樟腦因國際需要的產業化，社會結

構呈現了發育成長的土著化過程，在九芎林文林閣建立及興學之後邁向文質社會；

在文化方面，則因例行慶讚中元儀式之「秉受誡於神」這個江湖傳統的遺留而有

文化的進步性，使人群間增進理解並內化於心，使社會變成可以共同生活的結構，

張氏家族也就在這樣的情形下踏上開港後的產業化浪潮，而邁向了生根、茁壯之

路。 

 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入臺開始，視移墾地為原鄉廣東省鎮平縣的沿伸，

對亡者造墳時便以鎮邑為郡望銘刻於石碑之上永表來處，誠如 Oliver Streiter

（2014）所云「墓碑除代表個人記憶認同，也能顯現社會認同、語言、習俗與工

藝的傳承」。然而更迭的政權、械鬥的幽靈卻改變了這個永表來處的「原則」，變

動的郡望可以反應張氏家族當時面對的社會環境；也就是說，墓碑郡望呈現的意

義由原本的記憶認同轉化為社會認同。在閩粵械鬥最熾時期播遷咸菜甕隘墾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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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求生，在墾戶與莊眾面對番害同生死的特殊情境之下，以墾區莊墾戶首姜殿

邦祖籍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的陸邑為郡望，宣示我們是同籍貫及表達我們是同一

陣線的人，在咸菜甕隘墾庄並未有家族成員過世，但咸豐七年（1857）播遷到九

芎林下山的幾年後，便相繼有家族成員過世，他們的墓碑銘刻郡望即是「陸邑」；

日本時期末年推行皇民化運動，臺灣島內居民第一次團結了起來，以臺灣人與日

本人做了相對於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的區別，昭和二十年（1945）日治時期結束，

在這前後幾年內新造或再遷的墓碑郡望銘刻的已是代表臺灣人的台邑；1945 年

之後國民政府沿用日本人的統治方式，但政績遠不如日本，台邑的臺灣人面對的

不再是日本人，而是外省人，在這段期間新造的墳墓，其墓碑已無郡望，不是郡

望留白就是墓碑無字。直到 1987 年解嚴後，族群關係走向四大族群，族群地位

平起平坐，散落各處的土葬墳墓集中於新興的家族式納骨塔，社會結構的改變，

堂號清河堂便被銘刻，成為最中性的郡望，也是社會進步的象徵，大家的地緣意

識隨著經濟起飛而淡化了，社會也邁向了和諧之道。墓碑採用質地堅硬細緻的大

石板銘刻而成，除了歷時不壞之外，也因郡望而保留了來時路的線索，吾人也可

藉由墓碑郡望的社會認同，驗證大歷史環境下張氏家族的發展。 

張氏家族由廣東鎮平縣神崗社烏泥河原鄉的單姓聚落張屋，渡海來臺，入墾

鶯歌石南方一個鎮平縣人聚居的橋仔頭庄，雖從血緣聚落變成地緣聚落，贌耕開

荒算是順利，然而，慘烈的械鬥迫使他們轉進先年因勘輿師職能勘察地理熟識的

社會網絡，也就是流離顛沛的隘墾莊，人們在此以社會契約結盟而凝聚，當其獲

得播遷隘邊草地的機會便遷離，這卻是由社會資本累積的成果。由此，吾人可以

看到即使輾轉播遷導致同質移民漸少，張氏家族仍能因地制宜的調整，一路由血

緣、地緣、結盟、嘗會聚合的方式維持其宗族的體制，讓該調適後的宗族成為最

強力的防禦屏障，以求移民夢圓。本研究雖以張氏家族為研究對象，研究主軸圍

繞著他們的空間移入與社會網絡即各式嘗會的聚合以尋求發展壯大做分析，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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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對張氏家族的關心，進行歷史採擷與脈絡理解時，發現理解了張氏家族的移

入與發展，也就理解了臺灣北部客家族群之移入臺灣與二次移民之發展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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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古文書 

附件 1 〈乾隆五十七年元月竹塹九芎林庄佃首姜勝智立招佃墾耕字〉 

 
資料來源：張炎憲、王世慶、李季樺主編，《台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

社》（上）。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1993，p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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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乾隆五十八年十月竹塹九芎林庄佃首姜勝智立招佃墾耕字〉 

 

資料來源：〈乾隆伍拾捌年拾月立招佃墾耕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實

體典藏編號：et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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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嘉慶十年二月竹塹九芎林庄佃首姜勝智等立招墾耕字〉 

 
資料來源：張炎憲、王世慶、李季樺主編，《台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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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上）。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1993，pp.108-109。 

  



 

118 

 

附件 5 〈嘉慶十九年立補給墾批〉 

 

資料來源：〈嘉慶十九年立補給墾批〉，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實體典藏編

號：et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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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嘉慶十二年猴洞竹塹社麻薯舊社屯番阿四老衛金生潘文起等立同給墾

批契字〉 

 

資料來源：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上）》。南投：台

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pp.1063-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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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嘉慶二十五年十月九鑽頭庄山猪湖猴洞墾戶劉引源新興庄墾戶衛壽宗

等同力總契字〉 

 

資料來源：張炎憲、王世慶、李季樺主編，《台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集—竹塹

社》（上）。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1993，pp.124-126。 

  



 

121 

 

附件 8 〈道光四年立給墾批字〉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實體典藏編號：et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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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咸豐五年貳月立合同退辦墾戶字〉 

 
資料來源：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實體典藏編號：et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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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咸豐陸年陸月仝立合約字咸菜甕墾戶姜殿邦仝佃羅登壽、彭讚龍、

羅傳鳳、彭其俊二姓人等情因前墾戶衛榮宗廢隘害民經羅彭二姓出首控〉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實體典藏編號：et2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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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光緒八年杜賣盡根水田山林埔地契字〉 

「原書照合濟竹北一堡大坪庄土名外大坪二四八番之一、二四八番之二」 

廖阿信提出 

立杜賣盡根水田山林埔地契字人張賢彩緣先年合夥承買彭捷桐水田山林埔地壹

所坐落土名北埔角下大坪庄其業分為頭尾兩處各處界址悉載股夥內分管合約字

註明玆抽出尾處頭寮壢口水田山林埔地壹所東至頭寮凸與彭家毗連水流落為界

西至大坑為界南至楓樹凸大龍直透伯公為界北至南埔陂頭透上頭寮凸水流內為

界四至界址分明其田原帶頭寮壢坑水通流灌溉充足遞年配納金廣福大租榖叁石

零壹升玆因別創乏銀應用父子商議願將此業出賣與人先問房族親疏人等俱各不

欲外託中引就于廖阿信官出首承買當日憑中叁面言定依時值盡根價佛銀壹佰玖

拾大員正即日仝中銀契兩相交託中間並無債貨準折短少等情隨即仝中沿界面踏

分明即將界內水田山林埔地概行交付買主廖阿信官前來掌管收租納課永為己業

自賣之後一賣千休永斷葛藤界址內無留寸土尺木業明價足日後彩自己及子孫人

等永不得言贖及言贈找洗等情保此物業委係彩自己合夥明買彭家股夥內分管應

得之業與房族親疏人等無涉亦無重張□擋包賣他人物業為礙以及上手交加來歷

不明等弊如有此弊係彩父子一力抵當不干承買人之事此係仁義相關二比甘願各

無反悔口筆有憑立杜賣盡根水田山林埔地契字壹紙并帶上手股夥分管合約字壹

紙計共貳紙付為永照 

批明彩父子即日經中實收到盡根契字內佛銀壹佰玖拾大員正足訖批照 

再批明其上手股夥合買彭捷相大契係在楊賢兄手內收存日後倘要取用不得兜匿

批照 

為中人：高阿五 墾戶印  

在場：男開榜、雙蔭、三品、名標 

代筆人：黃如金 

光緒捌年壬午歲拾壹月 日 立杜賣盡根水田山林埔地契字人張賢彩 

 

 

資料來源：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檔名:〈cca100003-od-

ta_05565_000227-0001-u.xml〉。原文參照: 國立台中圖書館整理，《臺灣總督府

檔案抄錄契約文書‧15 年保存公文類纂》（國家文化資料庫，

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編號 ta_05565_000227-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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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芎林莊誌〉的全文 

芎林莊誌 

古來木之有本、水之有源，竊思茲我芎林聯庄開闢之表記， 

於乾隆四拾年，有墾戶錢十般公館、墾首姜勝智、隘首劉里益。 

至乾隆四拾八年，在坡塘窩把守北方，護助隘首何俊長、何俊享同心協力，開

闢成功。 

至乾隆五拾二年，遵從陳府奉憲清丈以來，至道光元年，有經理人黃克昌、何

俊享、徐元華、劉維翰、劉嵩山、姜殿魁、林賢德、葉林恩、鄭家寶、劉

珍亮等，即將錢十般所施山場公館之位置及劉長亮加施地基六尺湊成建築

為國王宮，斯時每年平安演戲祀典，要到石壁潭庄恭請國王聖像為主，因

道光六年間，突被生番私行將國王聖像盜入深谷，忽然生番肚痛、非常驚

惶莫狀、魂不附體，急將國王聖像請出，在半坑中放置，後眾信人等恭請

至九芎林廟宇安位，人康物阜，所以石壁潭上窩之深谷，改稱王爺坑之名

目者因此所由來也。 

至道光八年，防臺分府李慎彝56公指示姜秀鑾指揮人魏慶通，開鑿河溝、栽種

竹礐，永為九芎林護衛防風之所，永為長存，為公共之物，不能私行砍

伐，皆賴先賢往哲之功也。 

至咸豐五年，有先人黃克昌、劉維翰、劉嵩山、開設中元，施主姜義豐、鄭振

先，各施柯仔林田租谷，每年以增中元之光榮也。 

至光緒丙子年，有經理林學源邀全殷紳建造文昌聖廟曰文林閣，為振地方文風

之盛況也。 

至明治廿八年乙未六月十六日，被值兵燹之後， 

至明治卅一年間，有經理人林學源、劉如棟、劉仕確、陳貴進、林文勝、劉仁

超、徐宏春、劉朝品、姜紹清、劉世祥等，不辭跋涉辛苦外出，捐圓重建

國王宮，廟宇指揮督造人劉仕兼後因中元落舊矣。 

至明治卅二年，有殷紳劉如棟、林學源、彭殿華、劉仕確、鄭獻瑞為首，爰請

殷戶施出銀元曰為贊元社，生放利息以應中元之用，乃復興中元之盛況

也。 

至明治肆拾年，有經理人何旭光、陳貴進、劉仁超、黃枝業、鍾焰山、劉朝

品，邀集各殷紳建造矮規溪萬年積德橋，設樑建渡以便行人之往來也。 

至大正十三年甲子，有經理人劉家水、督造人邱騎鵬，邀全各殷紳人等，在高

梘頭建造呈甘眾善萬年石橋，不辭勞苦、堅心建設，蒙神靈之庇方能成

功，四方人人便以往來，不愧為萬年之盛景也。 

                                                      
56 李慎彝於道光六至九年任淡水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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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大正八年間，中元又至落舊何謂矣，只因貨物騰貴、入則不敷所出，實難料

理，有經理人劉仕確、陳貴進、徐宏春、林玉來等，爰請各位樂施銀圓穀

石，共全交贊元社經理人立業外生放利息，以為中元長存之計曰為重振中

元之祀典也，即日爰請十七庄殷紳公同議定，就將中元於大正九年度起，

輪流各庄九年列明、永為一序；王爺坑、石壁潭聯庄一年，倒別牛、五股

林聯庄一年，中坑、赤柯寮聯庄一年，水坑、沙坑聯庄一年，柯仔林、高

梘頭聯庄一年，芎林上街一年，芎林下街一年，上山、崁下聯庄一年，下

山、五座屋聯庄一年。自輪中元祭典之後，庄庄茂盛、戶戶安康、曰昌曰

盛、福祿壽全。 

昭和二年冬，在中水坑有經理人劉家水、邱騎鵬、劉仁贊為首，不辭勞苦，爰

集眾善人等，一仝建造雙匯橋及樂善橋，以為善信便以往來之功也。 

民國十七年戊辰歲 月 日立 

 

資料來源：《芎林莊誌》，木匾，懸掛於芎林鄉廣福宮廟內右側牆上。本研究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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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九芎林廣福宮之〈中元祿位〉 

 
資料來源：〈中元祿位〉，設於芎林鄉廣福宮廟內左側神龕。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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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同治二年六月建造有應公祠碑記〉 

碑碣說明 

清咸豐元年（西元一八五一年）建造本座有應公祠，澤及枯骨，廣修

陰德。至同治二年（西元一八六三年）始將捐款眾善信的姓名與金額勒石

紀念，即成本件碑記。 

 

碑碣原文 

窃思澤及枯骨，西伯之深仁，廣修陰德，實乃人生之種福。緣于咸豐

辛亥年建立有應公祠，收撿枯骨坟安葬，萬善同歸，香祀不息，靈奕式

憑，永享千秋之福也。今將善信芳名開列于後： 

業主劉朝珍、地師劉達權一元，姜殿邦題銀四元，主事繆來玉大元，

經理林繩長大元，金福茂題銀七元，徐益順題銀伍元，劉嵩山題銀四元，

林上榮題銀三元、姜連水題銀三元，劉維翰題銀二元、鍾枝順題銀二元、

姜中秋題銀二元、林熙賢題銀二元、廣福嘗題銀二元、鄭鼎山題銀二元，

羅尚元題銀六元。 

泉州楊諸司、詹如海、林業現、賴德新、曾清機、吳協源、金協德、

林宝成、劉傳茂、林其強、陳阿三、陳玉成、徐統城、范世魁、溫全貴、

吳楊發、傅德華、邱振發、林阿議、吳定餘、魏承喜、協順號、順和號、

劉世明、魏振利、余玉海、陳兆生、劉統仰、劉對生、張天賜、彭錦昌、

彭月桂、金廣福、劉世秀、徐興生、彭阿峻、彭殿華、金福安、彭朝山、

曾恕儒、陳阿來、陳朝江、張雲龍、葉阿滿、陳四昌、吳阿儉、徐国和、

徐阿連、徐阿萬、溫益春、楊名生、范殿安、向阿生、羅志賢、魏懷吉、

張有慶、謝阿聰、羅阿春、黃雲中、麥接生、李榮傑、楊阿德、吳陸和、

范覌送、姜林通、吳秀林、張陳賜、溫阿古，以上題銀大元。 

連河清、姜懷元、羅勝成、黃文理、姜寿謂、張再來、麥阿畧、古阿

德、許朝旺、彭清泗、張連慶、邱和順、林繩書、呂連生、羅東江、羅阿

秀、羅際清、羅春章、羅華伍、黃現福、葉長青、徐敬維、徐合利、吳陳

德、袁有才、范朝禎、周三合、姜殿科、張鳳連、林其奢、林秀任、曾林

耀、蘇福成、李錦源、邱宝源、劉理廷、何阿湧、余東旺、邱天來、羅登

旺、張振生、胡阿助、蘇永成、彭舜昌、賴辛來、范世榮、邱礼賢、曹阿

進、吳阿相、邱阿福、魏慶成、黃天佑、陳石水、王祝秀、彭陳養、余坤

山、余永興、范阿建、邱新鳳、彭戊秀、魏慶穎、姜首連、賴欽淳、勝和

口、楊旁貴、楊阿旺、楊陳才、官欽華、謝阿奇、林其代、黃寿文、彭已

生、劉振未、邱清喜、彭天進、徐玟長、范阿富、賴統義、邱天送、曾阿

興、萬興口、溫捷鑾、蕭水旺、胡裕衍、劉阿載、田乾能、莊三元、鄭家

春、詹陸和、陳統娘、林自賢、劉阿三、徐世福、徐福成、徐元進、陳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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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吳阿春、朱三娘、劉文彬、彭清賢、彭天祿、蕭旺祿、劉春貴、謝德

澄、謝德清、溫阿古、彭阿統、邱阿德、林富有、林秋華、林雲能、林德

清、劉仙基、劉傳順、劉李恩、楊阿秋、江戊生、彭進旺、張阿娘、陳口

養、范口標、曾口玉、劉口吟、彭口科、田口滿、劉振榮，以上題銀中

元。 

同治癸亥年六月，眾善信仝立。 
資料來源：臺灣記憶

http://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document_ink_detail.hpg&subject_name=%E
8%87%BA%E7%81%A3%E7%A2%91%E7%A2%A3%E6%8B%93%E7%89%87&subject_url=docu
ment_ink_category.hpg&project_id=twrb&dtd_id=12&xml_id=0000000125  

取用日期：2015/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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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福隆祀簿序〉 

 

 

資料來源：呂順安（1995：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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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成福祀簿序〉 

 

 

資料來源：呂順安（199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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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贊元社序〉 

 

 
資料來源：呂順安（1995：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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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譜 

附件 18 張氏家族 24 世原始狀態的系譜 

 
資料來源：張盛芳 （2013)、張慶祿（1916）、日治時期《除戶簿》48。本研究

繪製。 

 

附件 19 張氏家族 24 世抽豬母子、過房接枝後的系譜 

 
資料來源：張盛芳 （2013)、張慶祿（1916）、日治時期《除戶簿》48。本研究

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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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 姜朝鳳派下系譜 

 

資料來源：姜鏡泉（2003），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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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土地申告書 

附件 21 張氏家族之茶園之住所下山庄土名下山 70、71 番地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附件 22 張氏家族之住所「下山庄土名下山 55 番戶」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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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張氏家族之住所「下山庄土名下山 73 番戶」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附件 24 張氏家族之住所「下山庄土名下山 74 番戶」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137 

 

附件 25 張氏家族之住所「下山庄土名下山 75 番戶」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附件 26 除戶簿：張氏家族成員57居住於「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 1 番戶」 

 
資料來源：民國 99 年，《竹縣芎戶字謄字第(甲)000902 號除戶簿》，戶主張發

進。 

  

                                                      
57 張阿增為張廷慶之曾孫、張玉發之孫、張發水之子。張玉山即張發水。「新竹廳竹北一堡下

山庄土名下山 1 番戶 戶主 廢戶止，明治三十八年七月十二日」說明了在張發水過世後，張阿

增年方九歲，投靠張發進之後，下山一番戶的戶籍就被撤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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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7 除戶簿：張氏家族成員居住於「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 139 番戶」 

 

資料來源：民國 103 年，《竹縣芎戶字謄字第(甲)005856 號除戶簿》，戶主張阿

添。 
 

附件 28 鄭振先後代住所-1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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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9 鄭振先後代住所-2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附件 30 鄭振先後代住所-3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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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護助隘首何俊享之後代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附件 32 郭阿祿後代居所-1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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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 郭阿祿後代居所-2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704，新竹廳竹北一堡三崁店庄土名水坑口。 

 

附件 34 莊三元後代之住所-1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704，新竹廳竹北一堡三崁店庄土名水坑口。 



 

142 

 

 

附件 35 莊三元後代之住所-2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附件 36 詹國和後代之居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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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附件 37 詹國和後代居所-2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704，新竹廳竹北一堡三崁店庄土名水坑口。 

 

附件 38 詹國和後代居所-3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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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9 詹國和後代居所-4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附件 40 詹國和後代居所-5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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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詹國和後代居所-6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附件 42 與陳朝綱有關的紛爭地：茶亭解渴、義渡之資都是義行-1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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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 與陳朝綱有關的紛爭地：茶亭解渴、義渡之資都是義行-2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附件 44 梅源嘗土地申告書-1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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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5 梅源嘗土地申告書-2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附件 46 梅源嘗土地申告書-3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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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7 結首張賢彩之後人居所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696，新竹廳竹北一堡下山庄土名下山。 

 

附件 48 張九寧公嘗之嘗田-1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704，新竹廳竹北一堡三崁店庄土名水坑口。 

 



 

149 

 

附件 49 張九寧公嘗之嘗田-2 

 

資料來源：土地申告書，冊號：11704，新竹廳竹北一堡三崁店庄土名水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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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淡新檔案 

附件 50 戴炎輝整理，《淡新檔案》，編號 12209-024，右半部 

 
 

 

附件 51 戴炎輝整理，《淡新檔案》，編號 12209-024，左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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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戴炎輝整理，《淡新檔案》，編號 12209-025 

 

 

附件 53 戴炎輝整理，《淡新檔案》，編號 12209-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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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4 戴炎輝整理，《淡新檔案》，編號 122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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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碑刻 

附件 55 大正乙丑年之張廷慶墓碑 

 
 

附件 56 張氏家族之祖先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