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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隨著 1990 年代因應國家文化政策推行的「村史運動」所建構出穩定、固著的

地方史，位於台灣南部六堆地區的美濃客家族群，同樣也承繼著這股以紮根地方

意識、重視族群文化為目標的重要趨勢，生產出與主體認同、文化政治緊密相關

的《美濃鎮誌》（1997），以深化有關地方或族群「共同來源」（common origin）

的歷史論述。但是，近年來，透過史料文獻的出土、先行研究的開創，我們不難

發現美濃的開庄或拓墾，其時空背景清楚地呈現出某種「移民社會」（immigrant 

society）狀態，如此一來，重探美濃開庄史的命題，不只呈現出（跨）文化流動

視域下的多重源流、移動路徑與人口遷徙，也重新定義了所謂的聚落「開庄」並

不能夠明確地指涉出其起始／終止的時間象限，而是要換個角度來思考，究竟如

何審視一個聚落從遷徙、始墾到發展的形成過程（the process of becoming），也

就是走向「本地化」（indigenization）的地方社會的定著過程？藉此，本研究將

以「地域化的夥房家族」作為觀察美濃開庄史的切入視角，浮凸出「濟南堂」林

氏家族與地方社會形成、擴展的互動關係，這不只是由時間、空間與家族所共構

而成的立體圖像，這樣的「過去」（the past）更能夠反映出個人的意圖、情感與

行動抉擇的歷史能動性。 

 

關鍵詞：口述歷史、文化流動、地方社會、美濃、歷史能動性、濟南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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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流動視域下的地方史研究 

──濟南堂與美濃開庄史 

溯我前朝賜國姓，延平郡王 鄭，手闢乾坤，大猷聿昭於百世，忠扶日月，流芳

永被乎萬年，神靈永鎮於七鯤。今我廣東粵民嘉應州籍，遷居武洛庄，右營統領

林桂山、林豐山兄弟，統帶同胞萬餘人等，請命天朝，褒忠之譽，賜食，將斧闢

遐荒，剷除蔓莖，承先德澤，就殘山剩水為宗社，願山川幽魂，勿作荒郊之鬼，

生時各為其主，死當配祀社稷，同享春秋，秉佑我等及後裔忠孝為天，智勇護土，

永熾其昌，今晨吉期，開基福神新壇輔竣，我等同心誠意，祭告山川，懇祈上蒼，

佑此土可大，亦因可久，將亦世於瀰濃。 

──〈瀰濃庄開基碑文〉， 

大清皇運乾隆元年仲秋吉旦 右堆統領林桂山、豐山 等同立 

 

乾隆元年（西元一七三六年）。六堆里港武洛庄右堆統領林豐山、林桂山兄弟，

鑑於武洛庄易患水災，又孤立於閩人聚落中，乃以「安置臨危之武洛庄民」為由，

帶領四十餘族人越過荖濃溪入墾美濃山下，日墾瀰濃，夜宿武洛，並於靈山山下

建立開庄伯公壇奉祀，以資紀念與感恩，是客家人移墾美濃之始。 

──〈開庄伯公〉 

第一節 洞見與不見 

  上述文字，分別抄錄於瀰濃庄開基伯公座壇旁的石碑、石柱，內容記述著客

家先民移墾美濃的緣由與過程，並且，明確地標示出歷史年代、空間地名及具體

人物，經常被視為美濃拓墾或開基（開創基業）的重要文本。無論是其後出版的

《美濃鎮誌》（1997）或《右堆美濃的形成與發展》（2009），皆是以此碑文內容

作為展開、探討美濃歷史發展的開端，而這塊碑文遂被定位為美濃開庄的歷史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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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1。然而，隨著相關史料的出土、翻譯，已有研究學者對於這樣的歷史認知，

提出不同的質疑聲音。李文良在〈從「客仔」到「義民」――清初南台灣的移民

開發和社會動亂（1680-1740）〉這篇論文當中，即已清楚地提醒我們按照碑文所

示，立碑的行動不等同於宣示美濃開庄和始墾，這兩者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甚至於我們應該換個角度來思考，「與其說這方石碑表明他們從乾隆元年始墾該

地，毋寧說表明他們早在乾隆之前已經在當地有了一定程度的拓墾活動」2。並

且，透過朱一貴的供詞指稱，也可發現位於下淡水溪（今高屏溪）上游的美濃、

高樹地區，早在康熙 60 年（1721）前就已有漢人進出、居住，所以這裡才會成

為朱一貴事件時，政府軍隊剿伐的一個重點地區3。 

  另一方面，當我們回過頭來，仔細檢視碑文內容的字句時，不難發現裡面特

別強調「請命天朝，褒忠之譽」，而蕭盛和也曾提及林桂山、林豐山兄弟是透過

「安置臨危之武洛庄民，供其墾殖，以酬軍功」為理由，向當時的鳳山縣令申請

開發墾照，時至乾隆元年（1736）春，才准予入殖4。如此凸顯以「義民」身分

申請到墾照的「合法性」事實，不僅具有朝廷認可的背書，極有可能是為了「解

釋他們為何能在當時被列為禁地的界外地開墾和居住」5，用以轉換從備受歧視

的「客仔」變成「義民」的社會身分。尤其，在一份調查瀰濃庄開基伯公歷史源

流的研究當中，則是非常清楚地指出〈瀰濃庄開基碑文〉應為托古偽造之作，認

為「今開基伯公壇與 1736 年間林氏昆仲入墾瀰濃的歷史鏈結，並非那麼絕對，

極可能只是歷史記憶再現與空間創發的刻意接合，而非歷史事實」6。並且，藉

由各種文獻史料的爬梳、比對與詮釋，更進一步提出「新墾瀰濃庄的首批移民應

該是很快就來到瀰濃庄聚落區開墾，待寨仔腳山一帶守隘平埔族退去後，瀰濃庄

                                                       
1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鎮誌》，（高雄：美濃鎮公所，1997 年 4 月），頁 35-39；蕭盛

和，《右堆美濃的形成與發展》，（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9 年 6 月），頁 70-72。 
2 李文良，〈從「客仔」到「義民」――清初南臺灣的移民開發和社會動亂（1680－1740）〉，

《歷史人類學學刊》第 5 卷．第 2 期（2007 年 10 月），頁 11。 
3 李文良，〈從「客仔」到「義民」――清初南臺灣的移民開發和社會動亂（1680－1740）〉，

《歷史人類學學刊》第 5 卷．第 2 期（2007 年 10 月），頁 11。 
4 鍾壬壽，《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常青出版社，1973 年），頁 70-75；蕭盛和，《右堆

美濃的形成與發展》，（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9 年 6 月），頁 70。 
5 李文良，〈從「客仔」到「義民」――清初南臺灣的移民開發和社會動亂（1680－1740）〉，

《歷史人類學學刊》第 5 卷．第 2 期（2007 年 10 月），頁 12。 
6 徐明福、李文環，《瀰濃庄開基伯公調查研究》（高雄：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2014 年 4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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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勢力才得以擴張至靈山下」7，推測出開基伯公約在咸豐 2 年（1852）前後，

由宋乃揚家族所設立的。很明顯地，瀰濃庄開基伯公及其開基碑文，既是當前美

濃開庄史的主流論述基礎，也是一樁充滿斷裂、縫隙的歷史懸案。 

  由此看來，作為美濃開庄史重要文本的〈瀰濃庄開基碑文〉，既是當前美濃

開庄史的主流論述基礎，也是一樁充滿斷裂、縫隙的歷史懸案，當中仍潛藏著許

多有待補充及追索的歷史縫隙，甚至需要進一步考證其真偽。事實上，如果我們

考量從明鄭到清領時期的台灣歷史脈絡，「隔省流寓」的「客民」無法在台擁有

戶籍、登記土地或是參加科舉考試的處境時，便需要更為審慎地使用這些清代殘

存的契約文書、方志所映照出來的史觀及史實。因為這樣的歷史非常有可能是一

種被閩籍士紳所掌握的「合法」歷史，而不是地方社會曾經發生的歷史8。李文

良就強調，我們必須謹慎面對歷史的重層構造性格，才能夠把已經被重製、平面

化的歷史再次立體開來，看清楚其間的連續以及變化關係9。並且，礙於目前根

本沒有直接的史料可以說明客家族群移住台灣的經過，在實際操作上，只能利用

相關史料、研究成果與地方傳說，進行間接的推測10。如此一來，我們應該如何

重新思考美濃開庄史的發展脈絡與文化軌跡？ 

  有鑑於此，本研究在設定上，亟欲希望能夠透過「在地觀點」（native’s point 

of view）的切入視度，重新思考、探究美濃開庄史這個命題當中，有關於美濃的

拓墾起源、遷徙路徑到聚落發展的動態過程，藉以立體化相關論述的時間／空間

樣態，也試圖開展、補遺或新詮先行研究的既有基礎。正如同美國解構主義學者

保羅．德曼（Paul de Man）於 Blindness and Insight 一書中所指出的，只要有洞

見（insight）必然就會有盲點（blindless），特別是在現有的美濃開庄史研究中，

從 1997 年編纂完成的《美濃鎮誌》被視為「鎮誌作為一種社會運動」11開始，歷

經了蕭盛和於 2009 年出版的《右堆美濃的形成與發展》，彌補了「過去尚未出現

                                                       
7 徐明福、李文環，《瀰濃庄開基伯公調查研究》（高雄：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2014 年 4

月），頁 33。 
8 李文良，〈清初台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台大歷史學報》第 31 期（2003 年 6

月），頁 144-150。 
9 李文良，《清代南台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

中心，2011 年 2 月），頁 41。 
10 李文良，《清代南台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

中心，2011 年 2 月），頁 5。 
11 趙剛，〈鎮誌作為一種社會運動――我讀「美濃鎮誌」的感想〉，《客家》第 119 期（1998

年 6 月），頁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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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濃區域史的研究」12，還有林正慧、李文良透過六堆地區客家族群的移民遷

徙來重構清代屏東平原的開發狀態，分別撰述完成《六堆客家與清代屏東平原》

（2008）與《清代南台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2011）這兩本

專書著作，都提供我們一個「六堆」區域概念的歷史視野，得以較為宏觀地審視

美濃開庄史的課題。 

  然而，當我們以比較觀點來梳理、釐清上述幾本著作有關於美濃開庄史的論

述之處時，便不難發現當中對於美濃開庄史的行動者、入墾地、開庄地點、拓墾

過程與路線這幾個部分的史料掌握皆極為相似，但藉由史料文獻所推敲、詮釋出

來的美濃「始墾」或「開庄」的時間切點，卻展現出不同程度的差異： 

表一 美濃開庄史先行研究比較表 

 美濃鎮誌 林正慧 蕭盛和 李文良 

出版年 1997 2008 2009 2011 

行動者 林豐山、林桂山 林豐山、林桂山 林豐山、林桂山 林豐山、林桂山 

入墾地 
靈山、雙峰山、

月光山山麓 

靈山、雙峰山、

月光山山麓 
靈山山麓  

武洛庄的

推力 

武洛庄地區環

境欠佳 

閩南人 

水患 

閩人 

荖濃溪、隘寮溪

氾濫成災 

閩南人威脅（吳

福生殘黨） 

吳福生殘黨 

選定開庄

地點 

於美濃溪、竹仔

門溪、羌仔溪三

河匯流處開庄 

開墾有成後，於

美濃溪、竹仔門

溪、羌仔溪三河

匯流處開庄 

風水考量，於美

濃溪、竹仔門

溪、羌仔溪三河

匯流處開庄 

 

拓墾過程 

每日清晨從武

洛溪北上，黃昏

將農具及耕牛

留在此處，再度

溪南返 

白天往種，黃昏

南返 

每日清晨從武

洛溪北上，黃昏

將農具及耕牛

留在此處，再度

溪南返 

 

                                                       
12 廖經庭，〈建構美濃史――讀《右堆美濃的形成與發展》〉，《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第 137 期

（2010 年 5 月），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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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墾路線 武洛─瀰濃 武洛─瀰濃 武洛─瀰濃 武洛─瀰濃 

始墾與開

庄 

雍正末年，客家

人已可自由進

出荖濃溪與旗

山間的閩南人

村落，也熟悉月

光山與靈山山

麓。 

 

雍正十三年後

獲 取 官 方 墾

照，並入墾。乾

隆元年林氏兄

弟鑑於局面穩

定，籌建開基伯

公壇位。開基與

開墾的時序明

顯。 

與其說他們是

在乾隆元年始

墾該地，毋寧說

他們早在乾隆

之前已經在當

地有了一定程

度的拓墾活動。 

論述立場 以美濃為主體 六堆的發展 以美濃為主體 六堆的發展 

製表／羅景賢 

  透過上表的比較、分析，我們不難發現相關著作在判斷美濃「始墾」或「開

庄」的時間切點上有所差異，主要原因可能在於美濃開庄史本身涉及的「移民社

會」（immigrant society）狀態，以及參與拓墾的先民所具備、展現的「歷史能動

性」（historical agency）――也就是「誰是在歷史中有意識、有目的的行動者，

有主動選擇和自我決定的能力，而非歷史中盲目的追隨者和無助的受害者」13。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變動性因素都迥異於我們普遍認為的「歷史」記憶、敘述

與書寫所具有的穩固結構，不時地呈顯出高度的變易性、不穩定性，甚至於一旦

回歸到美濃開庄史的「在地觀點」時，「不只是涉及歷史資料所代表歷史上活動

的主人是誰及該資料是為誰說話，更重要的是誰是這整個歷史活動『真正』的推

動」14。 

  尤其，前面提到的幾本較具系統性的研究論著的「洞見」，即是在於他們藉

由出土史料與相關文獻的參照、比對，分別提出了「過去的歷史事實」面向（史

料中歷史活動的主人是誰），以及「歷史解釋」面向（詮釋史料者將史料看作是

誰的紀錄、誰的聲音、為誰說話）15。但是，這樣的「洞見」背後所產生出來的

                                                       
13 譚昌國，〈歷史書寫、主體性與權力：對「排灣人寫排灣族歷史」的觀察與反思〉，《台大

文史哲學報》第 59 期（2003 年 11 月），頁 83。 
14 黃應貴，〈歷史學與人類學的會合──一個人類學者的觀點〉，《人類學的評論》，（台北：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11 月），頁 306。 
15 譚昌國，〈歷史書寫、主體性與權力：對「排灣人寫排灣族歷史」的觀察與反思〉，《台大

文史哲學報》第 59 期（2003 年 11 月），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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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亦是在於忽略了「誰是這整個歷史活動『真正』的推動」這個關鍵問

題，也就是上述提出的美濃開庄史本身的「移民社會」狀態，還有參與拓墾的先

民的「歷史能動性」（historical agency）課題。對此，黃應貴提醒我們，「這類問

題的提出，往往得不到最終的解答，反而只是得到多元的了解角度與曖昧性。而

這可能更符合歷史的真實」16。而這樣的反身性（reflexive）思考其實是相當重要

的，特別是在當前的社會文化情境下，「歷史」在保留「真實的過去」的權威性

幾乎無庸置疑，一般大眾也傾向於以「歷史」來遺忘、忽略鄉野傳說與常民記憶。

然而，一旦我們考量到美濃開庄史背後所映照出的「移民社會」狀態，就不得不

去探究那些身處於歷史、社會、空間與權力邊緣情境當中的拓墾先民，與之相應

的多元的「歷史心性」（historicity），而非單一、穩定的「共同來源」。王明珂認

為，這樣多重邊緣（multi-boundaries）的樞紐聯結地帶（conjuncture），正是產生

許多人物、事件、敘事、言行的匯結之處，「探索它們所反映的社會情境，以及

解讀它們在觀察者各種主體偏見下所呈現的模糊、荒謬、斷裂，我們可以嘗試了

解歷史心性如何透過文類造成各種歷史記憶」17。 

  值得注意的是，李文良也曾在《清代南台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

～1790）》一書裡，特別提及當前研究台灣客家族群移墾歷史的困境，關鍵之處

在於「利用文獻復原客家早期移住台灣的經過，無異是緣木求魚，因為目前根本

還沒有直接的史料可供說明；我們只能利用相關史料、研究成果以及地方傳說，

來作些間接的推測」18。因此，對應於這樣的社會文化、族群關係與權力階層的

結構性影響，以及由此產生的歷史文獻、與其再現出來的史實或史觀，有可能是

掌握書寫權力、卻未在文獻中出現的那群人所修纂的「合法」歷史，而不是地方

社會曾經發生過的歷史，藉此不斷地強化結構性的社會現實，也使得社會現實得

以延續。並且，李文良更試圖指出，清初方志文獻中的「客民」書寫所要對照出

來的，可能不是客家人的問題，而是當時「非客家」之人所面對的社會問題19。 

                                                       
16 黃應貴，〈歷史學與人類學的會合──一個人類學者的觀點〉，《人類學的評論》，（台北：

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年 11 月），頁 306。 
17 王明珂，〈瓦寺土司的祖源──一個對歷史、神話與鄉野傳說的邊緣研究〉，《歷史人類學

學刊》第 2 卷．第 1 期（2004 年 4 月），頁 86。 
18 李文良，《清代南台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

心，2011 年 2 月），頁 5。 
19 李文良，《清代南台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

心，2011 年 2 月），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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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禁要追問的是，這些無法納入「合法」歷史的地方社會

曾經發生過的事物，會以什麼樣的方式流傳下來？保存、展現什麼樣的「真實的

過去」？並且，又必須如何才能夠得知、蒐集地方社會的歷史過程（historical 

process）的產物？更重要的是，地方社會曾經發生的種種「過去」，又會呈顯出

什麼樣特殊的在地史觀？開啟我們什麼樣不同的地方想像或歷史認知？一連串

的問題叢結，正是本研究所欲反思的「不見」，亦即回歸地方社會的脈絡來重溯

美濃開庄史的研究課題。 

第二節 歷史能動性：拓墾、流動與常民 

  事實上，英國人類學者 Edward Schieffelin 與 Deborah Gewertz 曾對於「族群

史」（ethnohistory）這個概念提出重要的觀點，頗引人省思： 

   對於那些歷史學家（以及許多人類學家）來說，傳統上「族群史」指的是

替以前沒有文字書寫歷史的族群重建其歷史，……我們發現這種族群史的

觀念是不足的，也不適當。……族群史必須從根本上考慮到當地人自己對

於事件是如何構成的看法，以及他們從文化建構過去的方式。20
 

雖然，Schieffelin 與 Gewertz 在這段引文裡面，是以「口述傳統」（oral tradition）

為其傳統文化基礎的特定族群作為討論對象。但是，倘若我們從當前美濃地區的

整體文化發展脈絡來加以思考的話，便不難發現無論是清代客家族群在歷史掌握、

詮釋或書寫上的弱勢位置，或是在聚落拓墾、移民的社會狀態下，先民可能產生

的「記憶」形式、載體或樣態，都造就出現今美濃地區極為豐富的口傳文化資源

（傳說故事、山歌說唱、地理風水、傳統祭儀）。換言之，重新運用、思考這些

流傳至今的口傳文化資源，其根本意義即是在於它們延續、展現了 Schieffelin 與

Gewertz 所說的「當地人自己對於事件是如何構成的看法，以及他們從文化建構

過去的方式」，或者是王明珂一直強調的「歷史心性」概念，「人們由社會中得到

的一種構組血緣、領域空間及其沿續、變遷『歷史』的文化概念」21，甚至於如

同美國人類學者 Mary M. Steedly 所揭示出的「存在於文化所界定的意義形式之

                                                       
20 Schieffelin, Edward and Deborah Gewertz. 1985. “Introduction.” History and Ethnohistory in Papua 

New Guinea. Eds. Deborah Gewertz and Edward Schieffelin. Sydney: Univ. Sydney. 3. 
21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關於蜀之黃帝後裔的一些討論〉，《文化研究月報》

第 15 期（200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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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並受到地方性的敘事傳統與社會脈絡的規範」22。 

  自 1970 年代開始，便於美濃長期蹲點進行田野踏查、採集的美國人類學者

Myron L. Cohen，就曾在其著作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當中提到，「美濃最重要的單位是地域化的夥房家族」23。並且，在既

有的美濃開庄史論述基礎當中，同樣是以瀰濃庄（亦即「永安聚落」）的 24 座夥

房作為判斷聚落拓墾完成與否的象徵性指標24（可參見「圖一 《美濃鎮誌》開

庄 24 夥房中現存夥房分佈圖」），顯見「地域化的夥房家族」的確是觀察美濃開

庄史的重要切入視角，而濟南堂的林豐山、林桂山家族正是這段歷史的濫觴，亦

為美濃地方社會的重要代表。但是，在這裡，我們首先需要處理一個操作性的定

義問題：所謂「開庄」究竟如何認定？什麼樣的聚落狀態才能夠算是拓墾完成？

顯然，美濃開庄史的起點與終點之間，是一段持續性的動態過程。 

 

圖一 《美濃鎮誌》開庄 24 夥房中現存夥房分佈圖25 

  有意思的是，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一位高齡 95 歲的濟南堂（林豐山、林

                                                       
22 Steedly, Margaret Mary. 1993. Hanging Without a Rope: Narrative Experience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Karola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39. 
23 Myron L. Cohen. 1976.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New York: 

Co1umbia University Press. 46. 
24 可參見李允斐，《清末至日治時期美濃聚落人為環境之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

1989 年），頁 56。 
25 楊宜芬，《風水觀念對早期美濃客家聚落之影響》（台中：朝陽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8），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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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山支系）後裔林享○先生，就約略描述到自己夥房家族的第 15 世來台祖林長

聰、林長旺（林豐山、林桂山為第 13 世）前來開墾時，瀰濃庄「正在開墾」的

自然環境樣貌：「田裡面還有很多蘆葦花，很多雜草植物，就是還沒有開墾完成

的意思，還不成氣候，那時候到處還有很多這種東西。」此外，普遍認為「日墾

美濃、夜宿武洛」的始墾狀態，也分別在不同耆老的口述訪談中，展現出迥異的

歷史情境，像是高齡 98 歲的林仁○先生就如此敘述著：「當時他們來開墾的時候

就在結洋那邊住，……就大概在下溪埔寮那邊，……就大約在吉東國小的位置那

邊了，……當時他們就要到這邊來開墾，然後就從這邊開路要做給下庄（屏東）

的人來，回去的時候就晚了，就在結洋那邊住。」26除此之外，高齡 92 歲的劉雲

○先生也同樣提到瀰濃庄拓墾初期的時空場景，「我們這個劉屋是三組人合在一

起，大陸來一組，來到這裡遇到又是一組，就跟他們一起，我們的就跟劉奉○，

在大陸也是不同祖公。……想說都姓劉，來一起做夥房。……內埔來就在南隆那

裡紮，沒有屋子，就簡單搭個寮子，怕番仔」。 

  由此看來，在不同時空狀態下，自屏東前來美濃拓墾的先民，並非像既有歷

史論述所指出的「日墾美濃、夜宿武洛」，而是以「結洋」（今南隆、吉洋一帶）

作為中繼地點，搭起簡樸的屋寮、帳篷，避開原住民族的威脅。除此之外，多位

受訪者也都提到瀰濃庄在拓墾期間，先民會往返於台灣／中國兩地，形成人口流

動的現象，像是夥房位於瀰濃庄的張鳳○先生就相當清楚地談到自己家族的來台

祖在台灣／中國的往返過程： 

   那時候就說大陸過台灣，說台灣生活很好，來台祖就說要來台灣，但是，

來台祖在大陸已經有老婆，老婆肚子裡也有孩子，過來台灣兩年，生活終

於穩定，就回大陸去要帶小孩老婆過來，結果回去，不知道是餓死還是怎

樣，只剩白骨，所以來台祖一個人回台灣，然後去新民庄娶了一個番人，

番人之後就生了我們公太。 

透過這樣凸顯個人化、情境化的口述記憶所呈現的「過去」，或許可以導引我們

重新看待、認知美濃開庄史的「社會本相」（context），也就是一開始提到的地方

社會曾經發生過的歷史。雖然，這些口述歷史對應出來的「社會本相」，有可能

只是非常基本的資源生態情境，或是資源生態下的政治、社會組織與相關群體認

                                                       
26 根據林仁○先生的說法，「結洋」有可能是「吉洋」的老地名，「吉洋」與「下溪埔寮」是日

治時期出現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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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境，或是群體認同下的我族中心主義情境等27，但這些「過去」終究不會出

現在文字記載的史料文獻，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這些「過去」更反映出個人的意

圖、情感與行動抉擇的能動性。 

  藉此，這些口述歷史呈現的「意義」，不只是清楚展現美濃開庄史本身所具

有的多重源流、移動路徑與人口遷徙，也重新定義了所謂的聚落「開庄」並不能

夠明確地指涉出起始／終止的時間斷代，而是要換個角度來思考，究竟如何審視

一個聚落從遷徙、始墾到擴張、發展的形成過程（the process of becoming）。事

實上，美濃開庄史的詮釋，其實就是建構瀰濃庄社會範疇的過程。從目前出土的

史料文獻與先行研究來看，大多指出瀰濃庄的在地性（locality）範疇的邊界

（boundary）是與所謂的「六堆」組織存在著不可分割的歷史關係――無論是客

家族群、閩南族群、平埔族群、原住民族群（魁儡番）之間的資源爭奪和文化衝

突，或者是清代國家力量與台灣地方社會的治理關係，以及先民移墾階段的拓墾

技術、知識與資源的掌握等等――這些必然或偶然的歷史條件，再再共構、交織

出清代屏東平原的地方社會的獨特性。在這個討論基礎上，瀰濃庄社會範疇的建

立與六堆的關係是必須謹慎思考的課題，也就是說，美濃開庄史究竟該從何談

起？ 

  以先行研究來說，可以發現幾種美濃開庄史的普遍談法：瀰濃庄出現在國家

地理版圖的時間、開庄行動者與參與者的歷史、六堆歷史中右堆瀰濃的出現，還

有〈瀰濃庄開基碑文〉的歷史文本。這幾種談法雖然不盡相同，但大致上都描繪

出一個相似的美濃開庄史的輪廓：自武洛至瀰濃的拓墾路線，並且，都是立基在

開墾的「合法性」與行動者的「義民」身分上。然而，這也遺留下幾個有待解決

的後續問題。首先，是武洛庄（社）與瀰濃庄的拓墾關係，除了時序的漸進外，

行動者或參與者是否具有社會關係？也就是說，在「客家」這個族群身分的範疇

外，前來瀰濃庄拓墾的先民在血緣、地緣上的關係究竟是什麼？還有，他們具有

什麼樣的共同社會條件？更直接地說，排除掉林豐山、林桂山的美濃開庄史，還

會剩下什麼樣的歷史論述？ 

  再者，我們普遍熟知清代屏東平原的拓墾，其實是伴隨著一連串的動亂、戰

爭。而林豐山、林桂山所獲得的軍功，則是目前所能掌握到的得以開啟瀰濃庄拓

                                                       
27 王明珂，〈漢藏歷史關係的新思考：一個反思性歷史研究〉，《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 3 卷．第

2 期（2010 年 9 月），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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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的契機，如此一來，在軍事、族群、移墾與家族之間所構成的社會事實（social 

fact）可能是什麼？並且，無論是官方史料、文獻的詮釋，或者是民間記載、口

述流傳的聚落拓墾傳說，大多高度強調其義民的社會身分，然而，一旦脫離主流

的歷史視角進入常民的在地史觀時，美濃開庄史又會展現什麼樣的歷史樣態？更

重要的是，拓墾、建立瀰濃庄的過程，並不是零碎的個體拓墾戶，或是單以濟南

堂林氏家族所能負擔的龐大工程，而是匯聚著重層、多元和流動的聚落開發，以

及地方社會的形成與擴展。 

  根據田野調查所蒐整的資料顯示，美濃在地耆老有關於美濃開庄史的口述歷

史，與目前流傳的瀰濃庄拓墾傳說或是開基碑文呈現的內容，具有相當的斷裂。

最為明顯的，即是在訪談的過程中，我們鮮少透過受訪對象的家族史間接地獲取

到右堆統領林豐山與副統領林桂山的歷史事蹟；相反地，在受訪對象口述的家族

史中，對於自身家族與瀰濃庄開墾的歷史淵源，經常是以家族親戚、父執輩相約

到此地拓墾為起點，並且，是在來往流動的時空狀態下。其中，劉雲○先生即提

到：「最先到下庄，之後來到美濃開墾，帶工具來做了又要回去，半路遇劫，九

芎林那邊有番仔，有番仔又驚，開墾了又回去，開墾了又回去，半路搭布篷住，

就這樣搞的。」並且，在另一次的訪談當中，他特別詳細地描述了當時的歷史情

境，包括了人物、地點、情節與過程：「我們這個劉屋是叔伯兄弟三組人合在一

起，大陸來的一組，……最早去內埔屏東下庄，之後要來開墾美濃，就帶工具、

竹蓆，接著就煮飯糰來吃，開墾……之後怕九芎林的番仔，那裡有番仔，不敢在

美濃紮……美濃開發就內埔人來開發，我們這裡就祖公一來就來內埔……內埔來

就在南隆那裡紮，沒有屋子，就簡單搭個寮仔，怕番仔。」 

  而另一位林仁○先生，除了敘說著當時以「結洋」作為拓墾過程的暫居住所

外，還特別提到在拓墾情境下，「結洋」這個地理空間內部的成員組成： 

   當時他們來開墾的時候，就在結洋那邊住，……就大概在下溪埔寮那

邊，……就大約在吉東國小的位置那邊了，……當時他們就要到這邊來開

墾，然後就從這邊開路要做給下庄（屏東）的人來，回去的時候就晚了，

就在結洋那邊住。……那時候結洋也有各姓氏，也不是只有林桂山兄弟住

那邊，也有姓李、姓張等各式各樣的人在那邊……我們也是聽人家說的，

當時他們來開墾的時候就在結洋那邊住。 

綜觀來看，這些受訪的地方耆老幾乎都提到一個相似的拓墾路徑：來台祖在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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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隆附近待了一陣子，才來瀰濃庄。若是我們以此對照既有的美濃開庄史論述

「每日清晨從武洛溪北上，黃昏時將農具及耕牛留在此處，再度南返」，或是暫

居於靈山下，就產生某種歷史事實的斷裂或錯位。也就是說，藉由這樣的對比、

參照，與目前普遍認知的「林氏昆仲率領武洛庄民十六姓四十餘人到瀰濃拓墾」

的說法，產生一些出入、落差。 

  倘若以現實情況來加以審思，在進入某個荒草遍佈的自然環境時，照理說應

該存在著更多的先天環境、拓墾技術或族群威脅等限制條件，再進一步地思考，

就會發現這群預計前往美濃平原拓墾的先民到底是如何克服這些限制條件的？

依照常理判斷，或許我們可以這樣推測：這群先民應該早就住在拓墾路線的範圍

內，對於環境熟悉，也了解危險所在，甚至在這塊荒埔地區中尋覓到一個暫時得

以安身庇護的生活空間。換句話說，這群先民在武洛庄、荖濃溪與美濃平原之間，

以漸進式的前進方式，在武洛庄與瀰濃庄之間找到一個折衝、平衡的空間狀態，

也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中繼地點。根據林仁○先生所言，拓墾之初，這

塊區域也有其他姓氏先民，但是，根據文獻資料顯示，當前南隆地區大規模、計

畫性地開墾，卻已遲至日治時期，原因在於南隆地區長年氾濫，地質屬於砂石礫

地。假如考量到先民本身具有的行動抉擇的能動性，前往美濃平原拓墾初期，選

擇在此區域暫居，極有可能是一種策略性的考量。 

  再者，另一個有待解決的美濃開庄史問題是，以清代地權制度的變遷來看，

林豐山、林桂山昆仲取得美濃開發墾照的過程，被解讀為「安置臨危之武洛庄居

民，供其墾殖，以酬軍功」。也就是說，他們藉由剿平發生於雍正 10 年（1732）

的吳福生民變事件的功績，依循康熙 44 年（1706）規定開墾番埔地需向官府申

領墾照，墾竣後報陞成為民地的規定，向鳳山縣令提出申領。並且，在《鳳山縣

誌》的記載裡，我們確實也可以看見林氏昆仲被封為千總，其中還包括帶領開墾

龍肚庄的涂伯清也在內28。不過，在眾多千總當中，為何獨以林氏昆仲得以取得

美濃的開墾墾照？這個問題反映出的是，雖然林豐山、林桂山可能挾軍功之名向

鳳山縣令申領墾照，並引領先民前往美濃拓墾，但是，這些落地生根的先民與林

氏昆仲的「真實關係」究竟為何？是否與康熙 60 年（1721）朱一貴事件的七營

配置、分布有關（可參見「圖二 朱一貴事件的七營空間配置」）？至今，我們

仍然無法推測出確切的答案。 

                                                       
28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年），頁 25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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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朱一貴事件的七營空間配置29 

  不過，根據田野調查的訪談資料，我們可以約略推測的情況是，參與瀰濃庄

拓墾的先民大致分為兩類：其一，是曾經居住於武洛庄的先民，他們的拓墾路徑

可能為「武洛─吉洋─瀰濃」；其二，則是渡海來台後，直接前往美濃平原參與

瀰濃庄拓墾、並落地生根的先民，其移動路徑可能為「某地─瀰濃」。由此初步

推測，在美濃開庄史中，這兩大類拓墾先民的差別主要在於其來台祖（開基祖）

的時序先後，以及參與瀰濃庄拓墾進度的分別。換言之，第一種類型的先民與林

氏昆仲的關係較為密切，也比較早期就先抵達台灣或六堆地區，因而在血緣或地

緣上的社會關係較為緊密；相對地，第二種類型的先民則是來台時間較短，在土

地開墾逐漸飽和的狀況下，接收到瀰濃庄「正在開墾」的訊息，進而直接前往美

濃，在這片原野中找尋耕地。舉例來說，在田野調查的口述訪談過程中，經常可

以聽到受訪對象的一種說法，就是「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一來就來這邊」，如

同徐彩○先生就清楚提到： 

   開墾他們都是來這邊，來開墾的時候，我們姓徐的人可能有經過，有經過

新寮、新威那邊才過來，比較慢。從我們這邊看下去，有八甲多都是我們

姓徐的，那時候開墾呀，都是一整天、一整天。……旁邊姓林的一溝、一

溝，姓吳的、姓林的比較多，因為林豐山他們喔。就開庄的比較多姓林的

在山下，我們姓徐的比較慢來就……，比較慢來就在庄頭內有兩分地，就

今天祖堂下的啊，就兩分多地。田喔，就從這邊都是和幫人家開墾，有的

                                                       
29 轉引自施雅軒，〈是組織？還是區域？一個六堆聚落體系建構的反思〉，「第二屆台灣客家研究

國際研討會」（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2008 年 12 月 20-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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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掉啦，有的賣給別人啦。 

而張鳳○先生也同樣談到自身夥房來台祖的遷徙歷程： 

   以前我的來台祖到我這一代才過五代人，五代差不多就是一百六十、七十

年的時間，那時候就說大陸過台灣，說台灣生活很好，來台祖就說要來台

灣，但是，來台祖在大陸已經有老婆，老婆肚子裡也有孩子，過來台灣兩

年，生活終於穩定，就回大陸去要帶小孩老婆過來，結果回去，不知道是

餓死還是怎樣，只剩白骨，所以開基祖一個人回台灣。 

最後，透過田野調查資料的呈現，可以發現瀰濃庄在開庄初期與武洛庄的關係很

有可能是「藕斷絲連」的狀態。也就是說，部分從武洛庄逐漸遷移至瀰濃庄的先

民，有可能已經在武洛庄興建完成（老）祖堂，以致於他們居住於武洛庄的時空

狀態或人際網絡，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複雜。由此，可以導引出一個重要課題，

亦即美濃在開庄之前，武洛庄的田權問題，甚至可以更往前推演出原本隸屬於馬

卡道族居住的鳳山八社之一的武洛社，如何從指稱原住民部落的「社」發展到漢

族聚落的「庄」？顯然，武洛社的漢化過程，極有可能與清代鳳山八社的地權制

度變遷有關30。 

  值得留意的是，積極蒐集、整理濟南堂林氏家族系譜的黃麗敏女士，在訪談

中，直接提到林豐山、林桂山昆仲於武洛庄的田權是屬於租賃的狀態：「可能在

朱一貴事件以後，因為他們居住的地方閩南人多，怕被報復，所以他們後來就是

跑到武洛這個地方，跑到武洛，這中間應該就林文彥有去把林豐山、林桂山帶過

來，因為那時候林豐山、林桂山大概十多歲，已經青少年，他想也不會要兒子死

守在家鄉，就把他們兩個兒子都帶過來，那武洛的田都是租的。」其實，我們不

難想像以「安居樂業」作為漢人族群文化的核心價值而言，從中國渡海來台，倘

若沒有足夠的資源來積累私人田產，「安居樂業」基本上是遙不可及的目標。除

此之外，也有以地理風水觀來解讀從武洛庄遷移至瀰濃庄的歷史敘述，展現另一

種結合歷史、地理、文化與精神面向的特殊視角。例如，林享○先生就直接以地

理風水的空間觀念來解釋遷徙的原因：「林豐山、林桂山他們可能先在里港武洛

庄，他們來台灣時先在那邊落腳，但是那裡沒有山，我們客家人是要有山、有水

就可以生活，就可以活下來，後來就看到這裡有山就過來這裡這樣。」同樣地，

                                                       
30 可參見楊鴻謙、顏愛靜，〈清代屏東平原鳳山八社地權制度變遷之研究〉，《國史館學術集刊》

第 5 期（2005 年 3 月），頁 3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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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濃地理風水先生張博○先生，在解釋為何沒有選擇在靈山下開庄時，也順帶提

及瀰濃庄其實是禁墾之地：「以前這裡是番仔地，番仔住的地方，我們第一來到

下庄（屏東）沒有哪裡可以隔界、腹地不大，看到美濃的土地，看到山水很好，

水流到很海邊，沒有水的地方不好。那時候來美濃看地來回了一、兩年喔，說有

多好就有多好，就要遷庄到這裡，之後來了耕田要牛啊，全部就集中在那裡山腳

下，伯公就建在鰱鯉吐舌那裡，就是美濃第一個開庄伯公。他們不是在那邊住，

只有人集中在那裡找地，研究要在哪裡住。」 

  由此可見，對於瀰濃庄某些夥房家族而言，特別是移墾路徑為「武洛─吉洋

─瀰濃」的先民，從武洛庄到瀰濃庄的移墾過程，很有可能是分家階段。但是，

目前也缺乏直接的文獻史料，論證這群從武洛庄遷移至瀰濃庄拓墾的先民，在社

會關係上具有什麼樣共同的社會基礎。並且，除了從武洛庄到瀰濃庄的移墾路線

可能不是唯一，伴隨著屏東平原土地資源的佔據與移墾先民的人數增加，從武洛

庄以外的地區前往美濃參與拓墾的先民，亦是大有人在。然而，現階段能夠處理

的就是根據既有的先行研究、史料文獻與口述訪談進行對話或參照，交叉檢視，

期待藉此呈現美濃開庄史的動態視野，有所突破。 

第三節 濟南堂與美濃開庄史 

  在當代歷史研究的領域中，法國年鑑學派歷史學者 Fernand Braudel 就提醒

我們，在面對歷史洪流時，必須理解其深層的結構因素，像是可以借助地理時間

（geographical time）、社會時間（social time）與個體時間（individual time）來觀

察、研究長時段的歷史結構。承此，我們不難發現當前美濃開庄史的先行研究與

文獻資料，大多是以單一歷史起源的敘述軸線來推展，其中包括瀰濃庄的聚落緣

起、姓氏夥房分布或者是瀰濃庄開基伯公等歷史命題，用以作為管窺美濃開庄史

的切入角度。這樣的研究取徑，雖然可以具有美濃開庄史的視野，無論是瀰濃庄

的空間結構、地理知識、人口組成或聚落型態等，甚至是對於美濃開庄史的想像

與驗證，都可以藉此建立起來。但是，目前所遭遇到的問題，亦是由此而生──

在美濃開庄史的整體圖像中，我們難以理解聚落發展的動態樣貌。換句話說，在

時空更迭中的瀰濃庄，先行研究所呈現的多是屬於靜態的聚落型態推斷，並且，

礙於史料的匱乏與各姓氏夥房家族的龐雜體系，只能挑選醒目而明確的歷史起源

作為研究對象，如此一來，往往只能得到斷裂的史觀。長達逾 300 年的美濃開庄



20 

史歷程，從清領時期、日治時期到戰後國民政府來台，以及各種政策因素、土地

規劃、家族開枝散葉的複雜交織，我們並無法細緻地統計、歸納與研究瀰濃庄形

成的動態發展。 

  藉此，在研究策略上，期望透過濟南堂林氏家族在美濃開庄史的參與關係，

進行家族史的系譜考查。並且，藉此建構出美濃開庄的歷史過程中，由時間、空

間與家族所共構而成的立體圖像，進而提出一套嶄新的切入視角與詮釋觀察。從

「圖一 《美濃鎮誌》開庄 24 夥房中現存夥房分佈圖」來看，可以發現早期位

於瀰濃庄內的濟南堂林氏家族大多已經搬遷至其他位置，原因包括道路擴張、政

府徵地、家族拓展等。換句話說，美濃開庄至今，濟南堂林氏家族於瀰濃庄經歷

的歷史變化，間接地呈現了聚落的演變過程。事實上，目前美濃地區內的濟南堂

林氏家族數量眾多，除了瀰濃庄之外，其分布範圍更遍及美濃中壇地區、龍肚地

區、南隆地區。透過先行研究的資料統整與田野訪談，得以初步統整出在美濃開

庄初期的濟南堂林氏家族有：原址於美濃國小的林豐山與林桂山昆仲夥房、原址

於美濃舊鎮公所（現為美濃文創中心）的林朝縉、林朝貴夥房，以及位於中正湖

（埤頭下）的林長萬夥房、柚仔林的林長蒼夥房、美濃上庄的林長旺與林長聰堂

兄弟夥房等。 

一、林豐山與林桂山昆仲夥房 

  林豐山、林桂山於瀰濃庄中庄成立了右堆團練中心，並興建祖堂。在清朝道

光中葉之後，林家失去右堆總理的位置，致使家道中落。明治 35 年（1902）台

灣總督府為了擴張美濃公學校，林豐山、林桂山的夥房被徵收作為學校用地，而

目前林豐山、林桂山昆仲夥房的位置，處於美濃國小東北側（美濃國小後門民生

路）（可參見「圖三 林豐山、林桂山昆仲後裔夥房」），由第 19 世祖林傳盛於大

正 10 年（1921）11 月興建。值得一提的是，從祠堂的對聯「忠旌四代、脈貫三

仁」可以看出家族功名之顯耀，黃麗敏女士即提到：「只要在美濃跟杉林看到門

口有寫（忠旌四代、脈貫三仁），就是林豐山、林桂山的後代才有，其他姓林的

完全沒有。」具體來說，忠旌四代所意指的是清朝取得功名的林文彥、林豐山、

林桂山、林揖芳、林長熾等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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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徐國明 

圖三 林豐山、林桂山昆仲後裔夥房 

  至今，在林豐山、林桂山昆仲的夥房舊址美濃國小，仍然保留其家族功名立

柱，已由美濃國小校方進行拓印，以提高碑文的辨識度。我們可以清楚看見「康

熙六十年功加守備林□彥」，以及「乾隆五十二年功加六品把總現用林□濟」字

樣。誠如前述，我們得以確定朱一貴事件平定之後，林豐山、林桂山的父親林文

彥協助平亂有功，而獲頒守土義民劄付，功加守備。雖然，我們無法確定林文彥

是否有參與瀰濃庄拓墾、開庄的過程，但無可置疑的是，林豐山、林桂山昆仲夥

房之來台祖應為其父親林文彥。除此之外，清朝乾隆 51 年（1787）林爽文事件

期間，林桂山之獨子林楫芳平定有功，透過乾隆 57 年（1792）完成的《邀功紀

略》當中，確定林楫芳於林爽文事件後，擔任右堆總理： 

   眾皆稱善，即議出堆章程，六堆總理中軍主令曾子鶴峰 中軍參謀指畫軍

務黃子補堂、廖子愛春、劉子繼亭也。前堆總理邱俊萬，後堆總理鍾凌江，

中堆總理邱卓瑞，左堆總理張鐸，右堆總理林楫芳，前敵堆總理鍾天峻。

其餘各庒總理共一百七十三人，尅十二月十九日祭旗興師，仿照舊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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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亭，恭俸聖旨牌位，硃書大清義民旗幟，相度八卦方位為中軍主將，中

軍門首則用大旗三靣，中用五色綠旗，左書懷忠慕義四字，右書勦逆安良

四字。31 

事實上，在《瀰濃庄開基伯公調查研究》裡，也注意到石碑左側受乾隆冊封的六

品把總應為林楫芳，但碑文上的名字卻是「林□濟」。除此之外，也提到於清朝

嘉慶 8 年（1803）屏東縣內埔鄉的天后宮創建捐獻名單內，出現「林巨濟」這個

幾乎與瀰濃庄副理何東振、鍾台英同等地位的林氏族人： 

   瀰濃莊副理何東振、鍾台英領簿一本，題銀一百十七元：天后祀典內何東

振、林巨濟、鍾台英銀三十元；內林長寧、林長煥題銀五元。何東振十五

元。林巨濟二十元。鍾台英十二元。吳克俊六元。張清Ｏ四元。黃如珀二

元。涂名遠二元。鍾鳳相……，各出銀一元。32 

藉由《濟南堂林家族譜》的手抄本，我們可以確定第 14 世祖林楫芳之字號即為

「巨濟」33。因此，濟南堂家族功名立柱的完整內容，應為「康熙六十年功加守

備林文彥」與「乾隆五十二年功加六品把總現用林巨濟」。 

  總歸來說，在林楫芳（林巨濟）擔任右堆總理34之前，黃森松透過族譜世代

的推算，推測瀰濃庄第二代管事應為林豐山之獨子林杏芳35。而濟南堂家族功名

立柱的另一側內容「國子監大學生林□□」（參見「圖四 濟南堂家族功名立柱

                                                       
31 可參見黃袞、廖芳，〈邀功紀略〉，《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之研究》（屏東：六堆文化

教育基金會，2001 年），頁 92-106。 
32 黃典權，《台灣南部碑文集成》（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1994 年 7 月），頁 172。 
33 十四世豐山谷，文彥公長子，康熙癸酉（一六九三年）三月初三日卯時生，功加守備；乾隆

甲戌（一七五四年）正月二十三丑時卒，諡劬惠，娶陳氏（中略），男杏芳。 

  十四世杏芳公，號永隆，豐山公子，雍正丙午（一七二六年）二月二十二寅時生，監生，娶左

氏（中略），生二子：長璇、長賓。 

  十三世桂山公，字來山，文彥公次子，康熙丁丑（一六九七）四月二十一未時生，功加千總，

乾隆甲戌（一七五四）六月初六丑時卒，諡侃信，葬野猪坑辰山戌向，娶鄭氏（中略），生一

子楫芳。 

 十四世楫芳公，字巨濟，來山公子，乾隆任戌（一七四二年）二月十七丑時生，娶李氏（中略），

生南長煥、長熾、長煜。 
34 目前得到的歷史資料與《美濃鎮誌》、《六堆客家鄉土誌》的描述不同。《美濃鎮誌》指出林楫 

芳於乾隆 41 年逝世，其長子林長熾繼任六堆總理位置。其次，《六堆客家鄉土誌》則指出繼

林豐山之後的第二代總理為林長熾，乾隆 41 年至 50 年。 
35 黃森松，《美濃鎮百家姓：美濃鎮姓氏源流、老夥房和新廳》（美濃：作者自刊，2006 年 4 月），

頁 201。 



23 

及其拓印」），透過濟南堂林氏祖先牌位與《濟南堂林家族譜》的比對，冊封大學

生的依照世代排序，分別是林楫芳（林巨濟）、林長熾、林長煥與林向元。因此，

我們可以推測碑文中的名字極有可能為四人其中之一。 

 

拍攝／羅景賢 

圖四 濟南堂家族功名立柱及其拓印 

  從上述資料看來，林豐山、林桂山家族在瀰濃庄的地位非常重要，從率領開

墾到擔任右堆統領、瀰濃庄管事、平亂戰事等，顯見在某種程度上，美濃開庄史

的歷史主軸高度依附於濟南堂林氏家族的脈絡裡面。然而，我們卻發現林氏家族

後代對於前人的功名事蹟相當陌生。雖然，普遍認為林豐山與林桂山是美濃開庄

史的濫觴，但其家族後裔卻難以掌握其先人之去向。目前，林氏家族的祖墳墓碑

上，是從 17 世的日字輩開始的，前面輩分的山、芳、長、向等字輩已經不在瀰

濃庄內。身為林桂山後裔的林享○先生於訪談時，特別提到：「林豐山未娶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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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回大陸，但是林桂山有娶，不知道有沒有回去。來台祖墳沒有 13 世林豐山、

林桂山的名字，石碑上是從 17 世開始的。」36
 

  縱使如此，我們仍可以在林氏夥房祖堂的祖先牌位上，清楚看見林豐山、林

桂山的名字銘刻其上，而來台祖林豐山、林桂山昆仲並未安葬於現今的祖墳內，

其中一項普遍的說法是「開墾完之後，兩兄弟就回大陸去了，名字只有大陸那邊

的祖堂才有」。在《濟南堂林家族譜》手抄本當中，明確記載林氏兄弟之父林文

彥與林桂山的埋葬地點，分別是「老北塘」與「野豬坑辰山戌向」，而林豐山則

未記載。簡單來說，林豐山與林桂山的後代――林杏芳、林揖芳、林長熾、林長

賓、林長璇、林向選、林向連等人都不知去向。儘管這樣，黃麗敏女士還是透過

家族史的口述歷史、文史資料等，試圖整合出其家族史年表「濟南堂寧侯派下紀

元年表」，是研究美濃開庄史的重要史料。 

  透過「濟南堂寧侯派下紀元年表」，我們可以發現在向字輩之後，濟南堂林

氏家族便不再擔任右堆總理職務，這個時間點頗為符合李允斐曾提到的「林家於

道光年間家道中落」
37
。事實上，林正慧已提醒我們，從道光 12 年（1832）的張

丙、許成之亂後，下淡水客庄出堆的正當與合法性已遽然降低，而客家人與官府

的關係也已不如過往的助官平亂，而是逐漸演變成報復閩粵私仇、趁機漁利的情

形。當時，擔任右堆總理的濟南堂林氏家族成員，經由黃麗敏女士的推測應該是

林向選。關於這個部分，可以在〈拏獲鳳山縣焚搶番割匪徒姓名事由摘錄清單〉

一窺端倪： 

   當郡城戒嚴之際，請領府諭召募粵莊義勇，並不親身前往，騙用盤費番銀。

迨李受等滋事後，該犯轉為粵籍兇徒辯訴，妄希朦脫多人重罪，具稟赴府

投遞。又復寫稟詞詭言，親身赴莊，糾合義勇殺賊，冀欲張揚閩人賊勢，

掩飾粵莊兇情，兼圖討好見功，未及投遞，即被盤獲。是該犯雖尚無助惡

之事，實陰懷黨惡之心，尤為險毒奸詐，未便以其訊，未同謀攻搶，稍為

寬貸。林綸輝年三十六歲係已革附貢生、李壇年五十二歲係已革生員、林

謙受年三十三歲係已革生員、黎應揚年六十一歲係已革生員、該四犯均係

瀰濃、潮州、海豊、萬巒各莊總理紳士。台灣莊民，向應責成總理管束。

                                                       
36 現今濟南堂林氏夥房的祖堂內，仍記載「豐山公暨列伯叔孺人」，意即林豐山與其後裔沒有留

在美濃，也沒有葬在台灣。 
37 李允斐，《清末至日治時期美濃聚落人為環境之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9 年），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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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犯等雖訊未同謀攻莊，且事後隨同綑交兇匪，惟於李受糾人派穀，守莊

不知慮禍阻止，轉聽從各出莊眾穀石。迨至焚搶事發，既不能以力約束，

又不自行首告，若非嚴懲總理之罪，實無以遏分類之端。以上六犯，均應

於李受，本犯斬罪上減一等，仍請比照台灣無籍游民犯該徒流，以上情罪

較重者，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例，擬發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38
 

然而，如果我們從祖宗牌位進行交叉比對，可以發現具有例貢生功名的家族成員

是林向連（可參見「圖五 濟南堂林氏歷代高曾祖考妣神位」），而非林向選： 

 

拍攝／徐國明 

圖五 濟南堂林氏歷代高曾祖考妣神位 

                                                       
38 《道光朝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 06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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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藉由資料上的比對，不只可以發現一些歷史疑點，甚至可以推測濟南堂的

祖宗牌位可能是在張丙之亂後重新製作。但是，更為重要的是，黃麗敏女士也有

提到「張丙之亂後，林家不再擔任總理等職」，而林家向字輩前人極有可能在軍

事政治局勢驟變的態勢下，被轉派調至「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雖然，罪不

該死，不過，六堆總理與各堆統領在此事件中，皆受到莫大影響。簡單來說，向

字輩之後的林豐山、林桂山家族，在瀰濃庄的地方社會位置已趨於弱化，但這是

否成為濟南堂林氏家族後裔對於家族史感到陌生的原因，還是必須透過更充分的

口述訪談才有辦法論證。至此，我們僅能推測濟南堂林氏家族不再從事右堆統領

的社會位置，是否就是構成其「家道中落」的情形，也必須再嚴謹地思考，反覆

地審視。 

二、林朝縉、林朝貴夥房 

  濟南堂第 14 世祖林朝縉、林朝紳來台後，林朝紳（下夥房）便於美濃舊鎮

公所（現為美濃文創中心）興建祖堂，而林朝縉（上夥房）則在瀰濃庄上庄興建

祖堂。林朝紳祖堂爾後遭到台灣總督府徵收，而搬遷至目前美濃農會的泰安路附

近（可參見「圖六 林朝紳後裔夥房」）。 

 
拍攝／羅景賢 

圖六 林朝紳後裔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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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祖譜具體地提到： 

   吾第十四世祖朝紳、朝縉公於乾隆中末，冒險犯難，渡海來台，卜居瀰濃，

披星戴月，斬荊除棘，務農安頓，後擇瀰濃庄九百九拾壹番地建築夥房，

撫眷育子。至昭和四年八月，日本政府相中夥房址建官衙，經過斡旋，以

高價收購土地並補償地上房屋，逐讓渡遷徙。 

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將林朝紳祖堂徵收，作為美濃庄役場的用地（可參見「圖七 

濟南堂林氏夥房徵收合議書」）。而戰後國民政府來台，則將美濃庄役場改設為美

濃鎮公所，其後改建為美濃故事館，目前已拆除、重修為美濃文創中心。 

 

拍攝／徐國明 

圖七 濟南堂林氏夥房徵收合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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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長萬夥房 

  濟南堂第 15 世祖林長萬，來台後於中正湖（埤頭下）興建祖堂，其原址未

受到徵收，且保留完整（可參見「圖八 林長萬夥房現址」）。並於日治時期引進

紙傘手工業，名為「廣進勝」。值得一提的是，美濃首位街長林恩貴即為埤頭下

濟南堂的後裔，而林恩貴於任內引進菸草種植，使美濃經濟獲得大大改善。 

 
拍攝／羅景賢 

圖八 林長萬夥房現址 

四、林長蒼夥房 

  濟南堂第 15 世祖林長蒼來台之後，於柚仔林興建祖堂（參見「圖九 林長

蒼夥房現址」），其家族耆老林享○先生就有提到：「我們也有祖譜，可以看得出

來我們一來就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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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羅景賢 

圖九 林長蒼夥房現址 

五、林長旺與林長聰堂兄弟夥房 

  濟南堂第 15 世祖林長旺與林長聰堂兄弟渡海來台後，便於瀰濃庄上庄興建

祖堂。事實上，在目前可見的文獻資料中，林長旺與林長聰堂兄弟夥房卻被劃為

「黃屋」夥房（可參見「圖十 《美濃鎮誌》中瀰濃庄夥房分佈圖」）。身為林長

旺與林長聰堂兄弟夥房家族後裔的林享○先生指出：「黃屋人從台灣回大陸之後

又返瀰濃，可是沒有土地，只好跟友好的林屋人借祖堂來一起供奉祖先。」另一

位家族後裔林享○先生，就補充說道：「我們的來台祖跟姓黃的一起來，用同一

個祖堂來服侍祖公，不過地是我們林家的，後來，日本來了要劃地，日本原本從

祖堂正中間劃開一人一半的，但是又想說這樣正中央劃開很難看，所以就劃……，

後來另一半就變黃屋的了。」 

  因此，《美濃鎮誌》內文中的上庄「黃屋」實為濟南堂的「林屋」，其土地為

林屋所有。並且，我們也可以透過「黃屋」的堂號並非江夏堂，也不是濟南堂，

而是餘慶堂來加以判斷（可參見「圖十一 林長旺與林長聰堂兄弟夥房現址」）。

雖然，堂號的由來仍須進行考察39，但其明顯特點是祖堂內同時擁有兩塊祖宗牌

                                                       
39 林享○依據第 10 世祖標禎公統整的濟南堂輩分命名規則：「侯彥山芳長向日，祖德基善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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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可參見「圖十二 林長旺與林長聰堂兄弟夥房內的祖先牌位」），算是相當罕

見的現象，也是呈現美濃開庄史中移墾先民的行動抉擇的歷史事實。 

 
繪製／羅景賢 

圖十 《美濃鎮誌》中瀰濃庄夥房分佈圖 

 
拍攝／羅景賢 

圖十一 林長旺與林長聰堂兄弟夥房現址 

                                                                                                                                                           
慶忠孝傳家永昌榮。」其中，祖德基善有「餘慶」可能就是證明上庄「黃屋」其實應該為林

屋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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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羅景賢 

圖十二 林長旺與林長聰堂兄弟夥房內的祖先牌位 

  值得一提的是，從瀰濃庄的夥房家族來看，兩個姓氏家族共同居住並非一種

普遍的情況。因此，在有限的生活空間中，兩個來自不同中國原鄉、姓氏宗源的

夥房家族必須經常性地進行協商，以避免使用空間時衝突發生。例如，以前曬穀

的時候必須一人用一邊，否則易起爭執： 

   現在不會了，不像以前啦，以前很常相爭喔，曬穀就會爭啊，我要曬怎樣

怎樣，後來就變一邊一半，現在沒有曬穀了就不會啦，現在都直接濕穀拿

去繳了，很少曬穀啦，不想以前都要曬穀，哪有可以烘的呀。 

並且，每逢過年時節，兩個姓氏家族也必須妥協好敬阿公婆的時間點，否則在相

互等待的情況下，也是容易發生嫌隙：「祖公一人一半呀，那有兩個祖牌，那要

做什麼大家一起來呀，敬阿公婆就大家一起來，只要說好時間就會一起來，不然

要等會等到生氣喔。」 

六、濟南堂林氏夥房家族脈絡 

  經過相關文獻史料的比對、田野實地踏查的訪談，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濃開

庄史的研究課題下，作為地域化的夥房家族「濟南堂」林氏家族，皆為相異的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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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堂分支，這也導致了不同分支的來台祖參與美濃開庄史的相對時間，亦是不盡

相同。作為右堆統領、副統領的林豐山、林桂山昆仲，是最早抵達美濃開墾的濟

南堂林氏家族，而其他濟南堂林氏族人可能相對較晚抵達。透過訪談資料與族譜

文獻的比對40，我們也可以大致地梳理出美濃開庄史中濟南堂林氏家族的源流脈

絡與發展歷程（可參見「表二 瀰濃庄濟南堂林氏家族列表」），以此凸顯美濃開

庄史本身，即是一段持續性的動態過程。 

表二 瀰濃庄濟南堂林氏家族列表 

來台祖 來台世代 夥房位置 祖墳41位置 堂號 

林豐山 

林桂山 

第 13 世 

（實為第 12

世林文彥） 

原址：美濃國小 

現址：美濃國小後方 

原址：月光上 

現址：石橋仔 
濟南堂 

林朝縉 

林朝貴 
第 14 世 

原址：美濃舊鎮公所 

現址：美濃農會 
天湖頂 濟南堂 

林長萬 第 15 世 中正湖 不詳 濟南堂 

林長蒼 第 15 世 柚仔林 福安 濟南堂 

林長旺 

林長聰 
第 15 世 上庄 人字山 餘慶堂 

資料整理／羅景賢 

  具體來說，濟南堂林氏家族後裔的林享○、林享○兩位耆老都分別提到，濟

南堂自第 10 世祖林標禎開始，就已設下家族輩分命名規則：（一）林享○先生口

述標禎公的命名規則為「山芳長向日，富貴享榮華」；（二）林享○先生依據資料

統整出「侯彥山芳長向日富貴享榮華，祖德基善有餘慶忠孝傳家永昌榮」；（三）

《廣東蕉嶺南山下渡台族譜》則是記載著「侯梓山芳長向日富貴享榮華」等字。

尤其，從第 11 世祖開始的濟南堂後代命名內，則是「侯彥山芳長向日富貴享榮

華，祖德基善有餘慶忠孝傳家永昌榮」等字，若是搭配上面的「表二 瀰濃庄濟

                                                       
40 在此，特別感謝林享○先生提供家族族譜資料。 
41 此處祖墳的定義有兩點主要標準，一是供奉有來台祖及嫡長子，二是每年固定掛紙、掃墓。

需要補充的是，林豐山、林桂山家族後裔說明其祖墳內最早的祖先是日字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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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堂林氏家族列表」，就可以得知中正湖（埤頭下）、柚仔林與美濃上庄的來台祖

皆為第 15 世長字輩。藉此，我們透過不同濟南堂夥房家族族譜的交叉比對，以

及田野訪談的驗證，可以確定美濃國小、中正湖（埤頭下）、柚仔林與瀰濃庄上

庄等濟南堂林氏家族，皆為第 10 世祖林標禎之後裔。 

第四節 地方社會的形成與擴張 

  透過這一連串的討論，先是重新思考、觀察「日墾瀰濃、夜宿武洛」這個幾

乎已成定論的歷史敘述，並且，借助地方耆老的口述訪談與田野資料，試圖重新

描繪出另一個具有常民觀點的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很明顯地，我們可以

看到裡面具有幾個「易辨識性」（legibility）的空間符號，像是下溪埔寮、南隆或

是結洋（吉洋），藉此形構出一個「在武洛庄與瀰濃庄之間，進可攻、退可守的

空間狀態（中繼地點）」。透過環境心理學（environmental psychology）的角度來

看，這些口述歷史的情境化知識，對於環境認知、覺察與認識所形成的「心象」，

雖然並不是完全精確，是不完整的、簡化的，但其效用在於「找路」，既是具象

的、也是抽象的42。接下來，我們針對普遍被視為美濃開庄史濫觴的林豐山、林

桂山昆仲作為考察對象，嘗試梳理出瀰濃庄內「濟南堂」林氏夥房家族的歷史脈

絡與開枝散葉，以回應美濃開庄史本身具有的多重源流、移動路徑與人口遷徙，

是一段正在拓墾、形成的動態過程，甚至藉由地方耆老的口述記憶，我們也可以

從中窺見拓墾先民的意圖、情感與行動抉擇的能動性，這是史料文獻所欠缺的部

分。 

  由此，以濟南堂的夥房家族史來回應整個美濃開庄史的龐大課題，有其不足

或限制，也仍舊無法確切「復原」瀰濃庄的開庄時間，但無可置疑的是，以濟南

堂的脈絡來看，林豐山、林桂山確實為瀰濃庄開庄的濫觴。透過田野訪談與族譜

文獻，我們發現除了林豐山、林桂山是從武洛庄前往瀰濃庄之外，其他濟南堂的

來台祖，皆為「直接」抵達瀰濃庄。然而，值得注意的，濟南堂林氏夥房家族脈

絡卻也透露出某種歷史訊息，像是林朝紳、林朝縉自「結洋」到達瀰濃庄之後，

即興建夥房，並定居於現今美濃舊鎮公所位址，其夥房鄰近林豐山、林桂山昆仲

的夥房，而他們的夥房位置都處於瀰濃庄的中心點。尤其，到了日治時期，林朝

                                                       
42 Paul A. Bell 等著，聶筱秋、胡中凡譯，《環境心理學》（Environmental Psychology）（台北，桂

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6 月），頁 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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紳、林朝縉與林豐山、林桂山的夥房祖堂，皆被台灣總督府徵收，也分別改建為

美濃庄役場與美濃公學校，作為瀰濃庄的行政中心，而這個過程大致可以推測出

兩項訊息：（一）此處為瀰濃庄的中心點，因而方便進行統治、管理；（二）此處

的地理風水良好，而這兩點似乎又可以彼此參照。 

  在這裡，不妨先以曾經擔任地理風水先生的林享○先生的訪談來看，他有提

到：「後面有雙峰是主山，可以靠，又面向河壩。……因為我研究地理，所以那

邊就是地理好，他們那邊是全美濃鎮地理最好的地方。……日本人也是地理，他

們懂，所以他們就把地買下來。……日本人做派出所、公共場所都是有選擇地理

的。」透過各個濟南堂過往（老）夥房的相對位置來看，我們可以推斷濟南堂第

13 世祖林豐山、林桂山，以及濟南堂第 14 世祖林朝紳、林朝縉，於瀰濃庄的拓

墾時間點應該不會差距太遠。除此之外，興建於瀰濃庄上庄的濟南堂第 15 世祖

林長聰、林長旺堂兄弟所屬的餘慶堂，其後裔林享○先生就提到來台祖林長聰、

林長旺到達瀰濃庄上庄時，是「正在開墾」的狀態，而東門樓下的庄頭伯公則是

人口越來越多時，才興建完成。並且，位於上庄的餘慶堂在拓墾過程時，土地顯

然已經不足，才會導致兩姓人家共起夥房的特殊情況。相對地，位於中正湖（埤

頭下）與柚仔林的濟南堂，則是在瀰濃開庄穩定後才興建祖堂的43，其來台祖分

別是林長萬與林長蒼。就中正湖（埤頭下）與柚仔林的濟南堂夥房位置而言，可

以推論他們抵達瀰濃庄的時間，已較遲上許多。因此，透過夥房位置分布，可以

排序出各個濟南堂抵達瀰濃庄的先後順序，分別為：（一）林豐山、林桂山；（二）

林朝紳、林朝縉；（三）林長聰、林長旺，以及（四）林長萬或林長蒼。 

  最後，透過「濟南堂」作為瀰濃庄地域化的夥房家族與參與式經驗來看，若

是以林豐山、林桂山夥房作為瀰濃庄「中心」，依循瀰濃溪流向與雙峰山位置，

搭配自然環境空間與風水地理觀念考量，以及設置目前位於瀰濃庄下庄的「德勝

爺」公壇44的時間點，我們大膽地推測美濃開庄史的空間發展、擴張過程，極有

可能先以中、下庄方向為主，甚至可以「德勝爺」公壇（1787）的設立作為下庄

拓墾完成的時間點（下庄邊界的形成），原因在於我們發現許多有關於瀰濃庄的

                                                       
43 蕭盛和，《一個客家聚落區的形成及其發展：以高雄縣美濃鎮為例》（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 年 ），頁 63。 
44 因乾隆 51 年（1787）林爽文事件而發生的瀰濃庄戰役，當時天地會部隊圍攻瀰濃庄，在六堆

義民前往守禦台灣府城而守備空虛時，此一戰役六堆義民以少勝多。相傳瀰濃庄正當存亡絕

續之際，貌似關公的德勝公助陣而擊退外敵，後人便於瀰濃庄建德勝公壇，每年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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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契買賣史料，特別集中於下庄（下庄仔），而這樣的地權買賣行為是必須在拓

墾近乎完成的時空狀態下，才可能出現的。同時，瀰濃庄的拓墾也從花樹下轉往

上庄方向發展，並且，可以推論美濃開庄史的動態過程，到了瀰濃庄上庄的林長

聰、林長旺夥房興建前後，仍未完成。 

  承上所述，我們推論美濃開庄的最初樣態，極有可能是先以目前的中、下庄

開始發展。依據濟南堂林氏夥房的空間分布，再對應其來台祖世代的推論，林豐

山、林桂山昆仲的夥房作為瀰濃庄中心應是相對發展起來的；換句話說，瀰濃庄

開庄初期，林豐山、林桂山的濟南堂夥房，以及花樹下一帶以東，直至東門樓一

帶的聚落型態，極有可能是零散的，甚至是開發未完成的地域。以此推論，美濃

開庄史的空間發展，應該是以林豐山、林桂山的濟南堂夥房以西，再往下庄、三

浹水，直至德勝爺一帶。然而，單以現有的史料文獻、採集的口述歷史，作為推

論美濃開庄史的歷史根基，仍舊過於單薄。 

  事實上，地方社會的形成與發展，我們可以依據幾項參數來判斷地方社會的

基本運作情形，以及運作的基本性質。在清代移墾的社會狀態中，聚落的自主性

格相當強烈，無論是拓墾、生產、造路、團練、建廟、法制、田產等，其社會狀

態就是以「庄」作為集體生活的重心，其實這也反映出清代國家治理的弱態。倘

若我們從「地方強、國家弱」的地方社會視角出發，就不難發現一個群體邊界

（boundary）範疇的概念、房屋田地產權的分明、祭祀圈的建立等，皆說明了地

方社會的基本特質，還有它的自主運作樣貌究竟是如何。因此，在下面的討論當

中，我們將透過清代瀰濃庄的地契、房地買賣史料，嘗試描繪出瀰濃庄開庄初期

的輪廓，窺探瀰濃庄的房地產權「最早成熟」的位置，集中分布於何處？並且，

以此來對應瀰濃庄這個地方社會的空間、時間演變及其社會存在，進一步理解瀰

濃庄社群生活的發展歷史階段。在此，透過國立台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

所建置的「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aiwan History Digital Library）數位典藏，挖

掘出數份清代瀰濃庄的古契書，並將相關記載內容，整理如下： 

表三 清代瀰濃庄的房地買賣古契書列表 

基本資料（時間、地

點、賣屋契人） 
地契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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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 13 年 5 月 

（1809.05） 

立杜絕賣契人鍾子珍，先年自己買有屋宇地基水井伙房

壹處，土名瀰濃下庄仔后列，右有車路為界，左有宋姓

□為界，前有楊姓屋后路為界，後有車路柵竹為界，四

趾（址）分明。界內所栽，有竹木、檳榔、果木等項，

俱係自己物業。今因少銀湊用，儘問房親人等，俱各不

愿承領，托中引就，與林春標、春棟、春梅、春松兄弟

出首承領，當日憑中三面言斷，時值屋宇地基等項價銀

壹佰捌拾大員正，即日銀契仝中交訖，中間並無債貨準

拆（折）短少等情。其屋宇地基等項委係自己物業，並

不曾重複典當包賣他人等弊，自賣之後即交與買人居住

架造管業，賣人父子兄弟人等俱各不得異言阻抗，一賣

千休，日後不得言贖，亦不得言贈，此係二比甘愿，兩

無迫勒，恐口無憑，立杜絕字一紙為炤。 

 

即日批明：寔領到契內屋宇地基價銀壹佰捌拾大員正，

批的。中人古乃芹再批明：此屋價銀係胞叔山、縣秀二

人湊出銀捌拾員。在場見弟子瑞屋鄰宋秀伯兄子清在見

蕭友華弟子盛子□男經相正其老屋係歸叔山秀二人，永

遠為業居住，立批再照。代筆男權相縣國相姪□相業管

林其昌甲首陳阿東嘉慶拾參年五月 日 

 

立杜絕賣契人鍾子珍 

鍾子珍 

嘉慶 21 年 6 月 

（1816.06） 

立杜賣屋契人梁連生兄弟，有父遺下瓦屋相連兩間，坐

在瀰濃下莊仔橋頭。東與□鼎劉親屋為界，西與盧姓店

為界，北與盧姓菜園為界，南至車路為界，四止分明。

今因另遷別庄居住，少銀應用，母子兄弟商議，愿將此

屋出賣，因托中人宗叔運伯引□，於宗叔友土出首承買，

三面言定，配還屋宇地基價銀貳拾捌圓正，即日銀契兩

交明白，中間無虛短少，亦無債貨準折等情。此屋委係

承父物業，並無包賣，亦無重復典當，倘有上手來歷不

明，俱不干買人之事，係賣主母子一力抵當。自賣以後

其屋即交于叔友土，任從修整，永遠居住為業，異日不

得言增，亦不得言贖，母子兄弟永不得異言生端。今欲

有憑，立賣契壹張，又上手老契兩張，共付執為炤。在

場叔石妹、兄灣義 僯親邱坤仁 即日批明：寔領到屋價

銀貳拾捌圓正。說合中人叔祖運伯 代筆劉和伯 領銀母

張氏伯兄增乾嘉慶貳拾壹年陸月 日 

 

梁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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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杜賣屋契人連生 

道光 6 年 3 月 

（1826.03） 

立出典屋契字人黃昭因，先年自己遺下屋宇一橫四間，

座落土名瀰濃下莊仔，東至宋家親屋檐為界，西至劉家

親屋牆為界，南至柵門為界，北至宋家園為界，四處界

址分明。今因乏銀應用，儘問至親人等俱各不能承領，

托中引就說以劉仁 兄承典，當日憑中言定價銀二十五

元正。又言定一賃五年：自道光六年三月起，至道光十

一年三月止。賃滿之日，價到屋還。當日憑中三面銀、

契兩交明白。自典之後，任徒承典人長管，出典人不得

異言阻擋；倘有上手來歷不明，不干承典人之事，係出

典人一力抵擋。恐口無憑，立出典屋契字一紙，又帶有

邱家老契一紙，共二紙，付執為炤。即日批明：實領到

價銀二十五元，又帶邱君仕老契銀二元；倘有邱家並黃

家親來贖之日，此二元銀俱要備還，所批是實，批明。

又批明：一賃五年，限滿之日，價到屋還。又中金花押

共銀一元，贖屋之日，要備還交於劉仁收領，批明。道

光六年三月。說合中人 黃添桂 代筆 黃應寶 

 

在場宋水生劉大康 

 

立典屋宇契字人黃昭因 

黃昭因 

同治 2 年 2 月 

（1863.02） 

立杜賣盡根田契字人陳居田全兄弟等，先年承祖父遺

下，分授有單季水田壹處，坐落土石瀰濃下庄仔德勝公

門口北片。其田，東至劉祖當田為界；南至更路邊庄腳

為界；北至劉捷利田為界。又連下片埔頭田兩段，西至

林祖嘗田為界；南至庄腳河為界；北至中圳為界。四至

界址仝中面踏分明。今因乏銀應用，願將此田出賣於人。

先儘問至親人等俱各不能承領，外中引就於宋承爹出首

承買。當日憑中三面言定，依時值價〦〨佛銀壹佰大員

正。即日銀字兩交明白，其田即面踏，交付銀主耕管，

收租納課，永遠為業。此田係自己兄弟承祖父遺下分授

之業，與別房親無干。倘有上手來歷不明，不干承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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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居田 

人事，係出賣人兄弟一力抵當。一賣千休，永斷葛藤，

日後不敢言增言贖。此係二比甘願，兩無逼勤。恐口無

憑，立杜賣盡根田契字一紙，付執為照。即日批明：實

領到契面價銀壹佰大員正。立批。又批：其上手老契，

因此田係承祖父遺下分授之田，未有帶下。立批。說合

中人 李清龍(花押)在場見人 林楹堂(花押)代筆叔 全 

稟(花押)同治貳年貳月 日 

 

立杜賣盡根田契字人 陳居田(花押)全(花押) 

同治 5 年 1 月 

（1866.01） 

立出大賣地基字人，潘海先年承祖父遺下有荒地基壹

所，坐落土名牛埔庄北片，東至蘇姓地基為界，西至蕭

姓地基為界，南至門首車路背貳墩竹頭邊為界，北至庄

背車路邊為界，四址仝中面踏分明。今因移居別處要銀

緊用，儘問房親伯叔俱各不能承買，托中引就于瀰濃庄

芹桂劉兄出首承買，當日三面言定，地基時值價銀壹拾

捌圓正，即日銀契兩交明白，中間並無債貨準折短少等

情，亦無重複典當等弊。其地基委係自己祖父遺下之業，

並無包賣他人物業，自賣之後，任從買人架造屋宇永遠

為業，兄弟叔侄不得異言生端。如有異言，係出賣人一

力抵當，此係二比甘愿，兩無逼勒，今欲有憑，立大賣

地基字壹紙，付執為炤。即日批明：實領到賣地基契內

價銀壹拾捌圓正，立的。叔潘章 業主陳說合中人楊鳥三 

在見陳發賢、陳載添、陳嘉用 依口執筆陳文燿大清同治

伍年正月初九日 

 

立出大賣地基字人潘海 

潘海 

同治 12 年 11 月 

（1874.11） 

立杜賣竹園地基字人，牛埔庄陳□那，於先年承父手與

陳姓承買過竹園地基壹所，坐落土名牛埔庄西北片，東

至鄭家地基為界，西至車路為界，南至車路為界，北至

自己承賣地基為界，四至界址仝中面踏分明。今因乏銀

應用，愿將此業出賣與人，先儘問至親人等俱各不能承

領，外託中引就于瀰濃下庄仔曾連生兄出首承買，當日

憑中三面言定，時值賣價銀壹拾貳大圓正，即日仝中銀

字兩交明白，中間並無短少，亦無債貨準拆（折）重複

典當，以及包賣他人物業等弊。自賣之後，其竹園地基

即面交與銀主掌管，任憑栽種架造，出賣人及房族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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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那 

不敢異言生端之（滋）事，此業委係□自己承先年遺下

之業，與別房至親無干，一賣千休，永斷葛藤，日後不

敢言增（贈）言贖，此係二比甘愿，兩無逼勒，恐口無

憑，立杜賣竹園地基字一紙，又帶上手承賣陳、黃姓契

貳紙，共參紙付為執照。即日批明仝年實領到杜賣竹園

地基價銀壹拾貳大圓正，是實。說合中人林昌那 代筆人

林日鳳 在場見人陳發賢 陳風那 同治拾貳年拾壹月 日 

 

立杜賣竹園地基契字人陳□那 

光緒 14 年 12 月 

（1888.12） 

立杜絕賣埔契字人瀰濃庄劉阿福，先年自己開墾有埔一

塊，在横山尾中坛圳唇，因地瘐瘠作食不得，東至中坛

圳為界，西至鍾大三藔為界，南至黄姓藔為界，北至石

岡為界，四至界址分明。今因乏銀應用，即將此埔出賣

扵劉玉香出首承買，即日仝中三面言定時值賣價銀叁大

元正，即日銀契两交明白，並無短少等情，亦無重複典

擋賣扵他人，自賣於後，即将此埔交扵玉香耕管，日後

子孫不得言増亦不得言贖，此係二比甘愿，两無反悔，

恐口無憑，立此杜絕賣埔契字，付执為照。即日批明：

实領到契內佛銀三元正。又批明：內添一埔字。依口中

人、代筆：林陳福 光緒拾四年拾二月 日 

 

立出杜絕賣埔契人劉阿福 

劉阿福 

光緒 15 年 2 月 

（1889.02） 

立杜絕盡根賣埔契字人劉門鍾氏，因夫劉偉郎生前買有

埔薗在中壇庄北邊中肚尾，自我夫身故後我兒分居時，

將此埔留為我老身飲食之費，後來養飲不及，即此埔出

典於瀰濃庄吳阿銀兄，價銀壹佰壹拾貳員，東至楊家埔

為界，西至河為界，南至溝底為界，北至楊家埔角溝底

為界，原並未帶有甲聲大租，今因乏銀應用，情愿將此

埔向吳家贖回轉出，杜絕於人，托中引就于新庄劉輝山

出首承買，當日仝中三面言定時值杜絕賣埔價銀壹佰貳

拾伍員完正，即日銀契兩交明白，並無短少等情，此埔

實自己承夫遺下物業，與伯叔兄弟人等無干，倘有來歷

不明等情，不干承買人之事，係氏一力抵當，一賣千休，

永斷葛籐，日後不得言贖亦不得言贈，自賣之後即交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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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門鍾氏等 

銀主永遠掌管為業，此乃二比甘愿，兩無反悔，恐口無

憑，立杜絕賣埔契字壹紙，又帶上老契一紙，共并吳家

典契一紙，合叁紙，附執為炤。即日批明：實領到杜絕

契字價□銀壹佰貳拾伍大員正，立批。說合中人：張喜

義 在塲見人：劉福東 秉筆：孫劉清聯 光緒拾伍年己丑

歲貳月十八日 

 

立杜絕賣盡根埔契字人劉門鍾氏協男劉蘭那、孫劉連

那、劉阿興 

光緒 15 年 3 月 

（1889.03） 

立出杜賣絕盡根契字人吳德祥，先年承祖父遺下分有地

基一所，坐落土福安庄，係自己分受之業，東至上巷口

透平為界，西至阿六分地基為界，南至車路為界，北至

車路為界，四至界址仝中面踏分明。儘問房親叔侄人等

俱各不能承領，托中引就于瀰濃中庄錦生邱親出首承

買，當日憑中三面言定，依時值價□佛銀壹拾陸員正，

即日銀字兩交明白，中間並無短少，亦無債貨準拆（折）

等情，亦無貨物典當他人之業，倘手來歷不明，不干承

買人之事，係出賣人一力抵當，後日叔侄兄弟人等不德

(得)生端滋事，一賣千休，永斷葛藤，亦不德(得)言增

言贖，此係二比甘愿，兩無迫勒，恐口無憑，立出杜賣

絕字一紙，立批。又批：此係老契無帶下，係自己六分

收純，批的。即日批明：實領到基價銀□佛壹拾陸員正，

立批。說合中人邱朝興親 在場叔侄吳榮祥 代筆人吳恭

祥 弟在見吳英祥光緒拾伍年參月 日 

 

立出杜賣絕契字人吳德祥 

吳德祥 

光緒 15 年 12 月 

（1889.12） 

立出杜賣絕盡根契字人吳德祥，先年承祖父遺下分有地

基一所，坐落土福安庄，係自己分受之業，東至上巷口

透平為界，西至阿六分地基為界，南至車路為界，北至

車路為界，四至界址仝中面踏分明。儘問房親叔侄人等

俱各不能承領，托中引就于瀰濃中庄錦生邱親出首承

買，當日憑中三面言定，依時值價□佛銀壹拾陸員正，

即日銀字兩交明白，中間並無短少，亦無債貨準拆（折）

等情，亦無貨物典當他人之業，倘手來歷不明，不干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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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友傳 

買人之事，係出賣人一力抵當，後日叔侄兄弟人等不德

(得)生端滋事，一賣千休，永斷葛藤，亦不德(得)言增

言贖，此係二比甘愿，兩無迫勒，恐口無憑，立出杜賣

絕字一紙，立批。又批：此係老契無帶下，係自己六分

收純，批的。即日批明：實領到基價銀□佛壹拾陸員正，

立批。說合中人邱朝興親 在場叔侄吳榮祥 代筆人吳恭

祥 弟在見吳英祥光緒拾伍年參月 日 

 

立出杜賣絕契字人吳德祥 

明治 38 年 12 月 

（1905.12） 

立出典地基契字人曾壽金，先年承父遺下有地基竹園壹

所，坐落土名牛埔庄後，東至李阿金自己地基為界，西

至車路為界，南至陳家地基為界，北至車路為界，四至

界址仝中面踏分明。今因乏銀應用，先儘問房親伯叔人

等俱各不能承領，外托中引就典宇（于）瀰濃下庄仔李

親阿金出首承典，當日憑中三面言定，時值典契價銀□

佛四拾太（大）圓正，即日銀字兩交明白，中間並無短

少，限任（賃）拾年，限滿之日，銀到字還。自典之後，

任從銀主架坐管業。此業係父遺下之業，于（與）別房

無干。倘有上首來力不明，以及租粟不清，不干承典人

之事，係出典人一力抵擋，叔姪人等不得意（異）言生

端茲（滋）事，亦不得重複典擋（當）他人。此係二比

甘愿，兩無反悔，恐口無憑，今欲有憑，立出典契字壹

紙，并藤（謄）本壹紙，又帶老契兩紙，合共肆紙付執

為照，立批。即日批明：實領到契內銀□佛肆拾太（大）

圓正，立批。又批明：中金花押銀□中元正，立批。又

批明：中金花押贖面之日，一足備還，批的。說合中人

曾加禮 在場見人曾桂友 黃鳳興 李華妹 依口代筆人曾

阿桂明治參拾捌年拾貳月日 

 

立出典地基契字人曾壽金 

曾壽金 

資料整理／徐國明 

  藉由「表三 清代瀰濃庄的房地買賣古契書列表」所羅列出來的 11 份古契

書當中，有 6 張契書出現「瀰濃下庄仔」的地點標示，從嘉慶 13 年（1809）至

明治 38 年（1905）都有出現，甚至在嘉慶 13 年到同治 2 年（1863）這段期間，

根據目前出土的清代古契書來看，瀰濃庄所有的房地田產買賣行為都集中於瀰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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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的下庄（仔）。藉此，我們一方面可以判斷瀰濃庄地權最早成熟的區域，極有

可能是集中於下庄一處，這樣的論點也間接地透露出一個線索：瀰濃庄最早開始

系統性、計畫性與社會性發展的區域有可能是「下庄」，這亦是前面提到的地方

社會範疇的形成與擴展之處。但另一方面，就像李文良的提醒，「理應謹慎小心

的是，我們現在對於下淡水粵莊早期開發史的理解，主要來自於清代殘存的契約

文書，這意味著我們所理解的下淡水粵莊拓墾史，非常有可能只是契約文書所表

現的歷史……只是一種合乎法律規範的文書上的歷史」45。 

  並且，透過這些契書內容的判讀，我們也可以發現當時確認「界址」的過程

中，多是以各家族、各姓氏、廟、公共領域作為地權界線的判斷、標誌準則，例

如楊姓屋、宋家園、盧姓菜園、車路、柵門、德勝公等，不勝枚舉。因此，我們

需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如何藉由這些相對應於「界址」的空間符號，來初步呈

現美濃開庄史的某種程度的聚落空間狀態，或許是日後可以繼續深入探討的研究

方向。尤其，在面對美濃開庄史的這項歷史研究課題時，經常會囿限於歷史斷代

的時空考察――瀰濃庄究竟是何時開庄？――因而忽略了前面一直強調的美濃

開庄史其實是一段持續性的動態過程。 

  在目前搜索最早的那份契書內容當中，我們可以窺見到嘉慶 13 年（1809）

的瀰濃庄下庄場景：「立杜絕賣契人鍾子珍，先年自己買有屋宇地基水井伙房壹

處，土名瀰濃下庄仔后列，右有車路為界，左有宋姓□為界，前有楊姓屋后路為

界，後有車路柵竹為界，四趾（址）分明。界內所栽，有竹木、檳榔、果木等項，

俱係自己物業。」有水井夥房、車路、柵竹，又植有竹木、檳榔、果木，這樣的

畫面或許已經顯示出一個基本的社會範疇，也說明了瀰濃庄地方社會正在形成與

擴展，特別是在下庄一帶的社會生活空間型態，已然成為一種地方性的範疇。 

第五節 結論 

  經過相關文獻史料的比對、田野實地踏查的訪談，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

濃開庄史的研究課題下，作為地域化的夥房家族「濟南堂」林氏家族，皆為相異

的濟南堂分支，這也導致了不同分支的來台祖參與瀰濃開庄史的相對時間，亦是

                                                       
45 李文良，《清代南台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

心，2011 年 2 月），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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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盡相同。作為右堆統領、副統領的林豐山、林桂山昆仲，是最早抵達瀰濃開庄

的濟南堂林氏家族，而其他濟南堂林氏族人可能相對較晚抵達。透過訪談資料與

族譜文獻的比對，我們也可大致梳理出美濃開庄史中濟南堂林氏家族的源流脈絡

與發展歷程，以此凸顯美濃開庄史本身，即是一段持續性的動態過程。雖然，以

濟南堂的夥房家族史來回應整個美濃開庄史的龐大課題，有其不足或限制，也仍

舊無法確切「復原」瀰濃庄的開庄時間，但無可置疑的是，若是以濟南堂的脈絡

來看，林豐山、林桂山確實為瀰濃庄開庄的濫觴。 

  除此之外，透過目前蒐羅得到的清代瀰濃庄房地買賣古契書，我們推論瀰濃

庄開庄的最初樣態，極有可能是先以目前的中、下庄開始發展。尤其，根據濟南

堂林氏夥房的空間分布，再對應其來台祖世代的推論，林豐山、林桂山昆仲的夥

房作為瀰濃庄中心應是相對發展起來的；換句話說，瀰濃庄開庄初期，林豐山、

林桂山的濟南堂夥房，以及花樹下一帶以東，直至東門樓一帶的聚落型態，極有

可能是零散的，甚至是開發未完成的地域。以此推論，美濃開庄史的空間發展方

向，應該是以林豐山、林桂山的濟南堂夥房以西，再往下庄、三浹水，直至德勝

爺一帶。然而，單以現有的史料文獻、採集的口述歷史，作為推論瀰濃開庄史聚

落發展的研究基礎，仍舊過於單薄，值得後續相關研究者再追蹤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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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瀰濃開基福德正神安座傳承簡史 

資料來源／宋茂雄先生提供 

一、緣起 

  林豐山、林桂山兄弟於乾隆元年（西元 1736 年）大陸廣東嘉應州鎮平縣，

率少數農人及一座福德正神（以下簡稱伯公）來台灣瀰濃共同開墾創業。 

二、伯公選地安座 

  林氏兄弟帶領少數農人來台灣瀰濃共同開墾創業中，由地理及風水師共同商

議伯公安座吉地，商議結果選定瀰濃靈山下之一座福山，地理風水最為適當，山

頭為龍頭、山尾通至旗尾山，為一隻雄壯的大龍，龍頭雙邊各有麒麟，本（西元

1736 年）年安座完成。 

三、管理概述 

（一）當年安座完成後拍照 2 張相片做為邇後管理人員移交之存證（目前由現任

管理員保管）。 

（二）第一任管理人員由林氏兄弟輪流每日早、晚為伯公上香及整理週遭環境。 

（三）嘉慶年間，宋家祖先廿世宋乃揚公率宋家子弟，由廣東嘉應州白渡遷居來

台瀰濃下庄（靈山下）開墾創業。 

（四）宋家子弟於瀰濃下庄（靈山下）開墾創業經過些許時日，林氏兄弟向宋家

祖先宋乃揚公商議，伯公安座之吉地乃宋家開墾之靈山下，是否由宋家擔

任管理，宋家祖先宋乃揚公口頭答應。 

四、宋家管理簡史概述 

第一任擔任伯公管理人員由廿世宋乃揚公。 

第二任擔任伯公管理人員由乃揚公三子廿一世賢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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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任擔任伯公管理人員由賢英公廿二世長子富生公。 

第四任擔任伯公管理人員由富生公廿三世四子寶爹公。 

第五任擔任伯公管理人員由寶爹公廿四世五子德象公。 

第六任擔任伯公管理人員由德象公廿五世五子開清公。 

第七任擔任伯公管理人員由開清公廿六世長子宋茂雄（現任管理員）。 

五、總結 

  伯公由林氏兄弟於瀰濃（美濃）靈山下安座後，嘉慶年間交由宋家子弟管理

迄今，伯公之安座歷史（年代），請高雄市政府相關單位商請專家學者評斷（檢

附 2 張當年安座完成照片）。 

六、備註 

  上述傳承簡史由宋茂雄於本（102）年客家節慶端午祭祖，訪問地方耆老前

美濃國小退休校長宋永通（現年 94 歲）校長口述。 

 

資料來源／宋茂雄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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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濟南堂寧侯派下紀元年表 

資料來源／黃麗敏女士提供 

西元 統治者紀元 大世紀 

1590 明萬曆十八年庚寅 林棟材字標楨生 

1611 萬曆四十年壬子 長房挻字伯礎生（21） 

1617 四十五年丁巳 二房挺字勁侯生（27） 

1619 四十七年己未 三房捷字凱侯生（29） 

1637 崇禎十年丁丑 四房茞字錫侯生，卒年未知（47） 

1639 十二年己卯 

五房玉桂字寧侯公主，謚文介，卒年可推至

1692 年後，妻黃氏，生玉樹、瓊樹、敏樹、

榮樹四子（49）六房炯字覲侯生，卒年未知

（50） 

1645 清順治二年乙酉 七房楊字巽侯生（55） 

1650 七年庚寅 八房萼字馨侯生（60） 

1652 九年壬辰 
九房勲字馥侯生（62） 

十房煜字允侯生卒年皆不知 

1660 十七年庚子 寧侯長房玉樹字益彥生，卒年未知 

1662 清康熙元年壬寅 
二房瓊樹字正彥生；棟材公遭賊卒，謚質直

公 73 歲（24）巽侯生卒（18） 

1666 五年丙午 三房敏樹字孚彥生，卒年未知 

1670 九年庚戌 擒獲賊首賴阿婆報仇 

1671 十年辛亥 
四房榮樹字文彥公生，謚英毅，卒年未知，

妻李氏，生豐山、桂山（32） 

1680 十九年庚申 鄭經敗師，十萬官兵降清 

1683 二十二年癸亥 鄭克爽降清 

1684 二十三年甲子 取消海禁，但禁惠、潮人入台 

1686 二十五年丙寅 客家人至下淡水平原開墾（屏東） 

1692 三十一年壬申 寧侯公編寫濟南族譜 

1693 三十二年癸酉 豐山公生，妻陳氏，生杏芳公，公彥公 23 歲 

1696 三十五年丙子 施琅卒，文彥公 26 歲，寧侯公 58 歲 

1697 三十六年丁丑 桂山公生，妻鄭氏，生揖芳公，文彥公 27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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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8 三十七年戊寅 文彥公來台當在此年後 

1721 六十年辛丑 
朱一貴之亂文彥公 50 歲，豐山公 28 歲，桂

山公 24 歲 

1722 六十一年壬寅 文彥公功加守備 

1726 雍正四年丙午 
杏芳公生，卒年不知（可能在 1779，乾隆 44

年）妻氏，生長璇公、長賓公 

1732 十年壬子 

吳福生之亂，文彥公 61 歲，豐山公 39 歲，

桂山公 35 歲（推論文彥公或已不在臺，或已

死亡） 

1736 乾隆元年丙辰 豐山公（43 歲）、桂山公（39 歲）首墾美濃 

1740 五年庚申 豐山公功加守備、桂山公功加千總 

1741 六年辛酉 杏芳公十六歲 

1742 七年壬戌 

揖芳公生，卒年不知，妻李氏、張氏，生長

煥公（妻邱氏、楊氏）、長熾公、長煜公、長

勳公（妻賴氏、黃氏） 

1754 十九年 
豐山公、桂山公卒、杏芳公 29 歲（繼任總理）

揖芳公 13 歲 

1758 二十三年 長璇公生，杏芳公 33 歲 

1768 三十三年 黃教之亂 

1769 三十四年 長煥公生，卒年不知，妻楊氏，揖芳公 28 歲 

1776 四十一年 
長熾公生，妻黃氏，揖芳公 35 歲，杏芳公 51

歲 

1779 四十四年 
杏芳公卒，揖芳公 38 歲，繼任總理，長璇公

22 歲 

1786 五十一年 
林爽文亂，揖芳公 45 歲，時任總理，因功賞

七品頂戴把總實缺補用。長熾公 11 歲 

1787 五十二年 彌濃之戰 

1800 嘉慶五年 蔡牽亂臺 此時右堆總理應為長熾公（25 歲） 

1832 道光十二年 張丙之亂 此時右堆總理應是向選公46
 

1833 十三年 張丙之亂後林家不再擔任總理等職 

1877 光緒三年 日均公卒（昌二公）生年不詳 

1890 十六年 傳福公生（富雲公三男） 

1894 二十年 傳盛公生（富雲公四男）妻劉氏生享通、享

                                                       
46 此役六堆粵軍被馬軍門誣罪，總理及副總理皆被殺，其他被誣之粵人達 10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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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享火、割讓台灣於日本，日本進入美濃

統治 

1897 二十三年 富雲公卒（雲那公）生年不詳 

1900 二十六年 春那公生（傳貴公長男） 

1902 二十八年 
老屋被徵收為今美濃國小校地，（美濃庄第五

十三番至第五十八番門牌區域）傳盛公 9 歲 

1907 三十三年 貴丁公生（伸郎公二男） 

1910 宣統二年 貴青公生（伸郎公三男） 

1915 民國四年 享有公生（傳福公長男） 

1916 五年 享松公生（傳福公二男） 

1917 六年 享通公生（傳盛公長男） 

1920 九年 
享珀公生（傳盛公二男）、享桐公生（傳福公

三男） 

1921 十年 享火公生（傳盛公三男） 

1923 十二年 享丙公生（傳福公四男） 

1924 十三年 享金公生（貴春公長男） 

1926 十五年 享金公生（傳福公五男） 

1927 十六年 享寶公生（傳福公六男） 

1942 三十一年 森雄公生（享有公長子） 

1944 三十三年 森榮公生（享丙公長男） 

1945 三十四年 台灣光復 

1958 四十七年 傳盛公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