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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臺南市楠西區長期居住著約占全區人口 6.4%的客家族群。其中，鹿陶洋江家是漳州詔安

客，作為當地大家族，擁有令人稱羨的規模完整、宏大之古厝聚落。此聚落已有三百年歷史，

從來臺始祖起軔，到目前已繁衍 12 代人，至今保持著客家原鄉江姓祭祀自己獨有的祖宗神東

峯公太的信仰習俗。該客家宗族還將宋江陣的傳統防禦組織，透過社區營造發展成為當今本

區重要的文化與觀光資源。本研究兼採文獻分析、田野調查法、訪談法、問卷調查法等研究

方法，旨在建構臺南市客家孤島楠西鹿陶洋客家族群聚落的歷史與文化，就其歷史發展、歷

史建築、對聯藝術、地理風水、宋江陣頭，以及文化意識等加以梳理與分析。無論是從歷史

性、地方性、特殊性角度盱衡，該聚落確實是國內一難得之文化資產。但值得注意的是，近

數十年來，由於聚落古厝建物老化，江家子孫外移漸多，客家語言流失嚴重等，其歷史與文

化傳承正面臨鉅大挑戰。如何永續經營此聚落，融入當代發展元素，使之成為臺灣亮點之一，

有待政府相關部門與當地住民同心協力，集思廣益。 

 

關鍵詞：楠西、鹿陶洋江家、客家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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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a certain number of Hakka settlements in Nanxi District, Tainan City. Among them, is the 

Lu Tao Yan Jiang family who come from Zao'an, Zhangzhou. As an extensive, local family, it has a 

grand settlement of ancient houses on a large-scale, in the region. Starting from the first generation who 

migrated to Taiwan, the three-hundred-year history of the settlement has included twelve generations and 

the beliefs and customs of the original Hakka Home town have been preserved; for example, the practice 

of worshipping of the exclusive ancestral god, Dong Feng Gong Tai. The Hakka clan also developed the 

traditional defense organization of the Song Jiang Battle Array into the present-day attraction of 

important cultural and touristic resources of the district, through community development. By adopting a 

historical approach, with field research, interviews, an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study aims to 

construct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Lu Tao Yan Hakka settlement, in the isolated Hakka community 

in Nanxi, Tainan City. Furthermore, the study analyses and classifies the settlemen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historic buildings, couplet art, geographical location, Song Jiang Battle Array, and its 

cultural awareness. In terms of history, endemicity and specialty, the settlement is indeed a precious 

cultural asset.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in the recent decades, the ancient buildings of the 

settlement have deteriorated. With the descendants of the Jiang family moving away and the serious issue 

of the Hakka dialect becoming lost,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s facing an immense challenge. It 

will take the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nd local residents working together, to figure out solutions for how 

to best manage the settlement, integrat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elements, and make it one of the top 

attractions in Taiwan. 

Key words: Nanxi (楠西), Lu Tao Yan Jiang Family (鹿陶洋江家）, Hakka Settlement (客家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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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敘述 

  嘉南平原，是臺灣面積最大、土地最為肥沃富饒的平原，這裡是福佬文化的大本營，歷

來世人往往不會把它與「客家」聯想在一起，記述或探討「客家」的書籍文獻，經過臺南地

區總是直接跳過，大家普遍認為這裡是最不可能有客家族群的一塊地方。1即使是 2010 年縣市

合併前臺南縣境內東邊山區海拔標高自 140 公尺至 1130 公尺的楠西鄉，也向來被理解是福佬

人聚居的領域。誠如溫紹炳定位臺南縣楠西地區的客家族群是「被遺忘的客家人」2；楊昇展

所言「臺灣社會常會以臺南縣是客家沙漠地區」3。 

  實際上，近年來隨著具有客家意識的文史工作者及學術研究者多方田調探查，發現臺南

市東邊靠山一帶住著為數約 700 人，占全區人口 10,700 人 6.43%4的客家移民，有的是在清朝

時由中國福建客籍故鄉遷徙到此。吳中杰便指出，楠西區鹿陶洋江姓大家族其實是漳州詔安

客。5謝重光相應表示，「臺南是漳州福佬人的大本營，但也有一些漳州客雜處期間。……楠

西詔安霞葛江姓，至今保持著漳州客家江姓祭祀自己獨有的祖宗神東峯公太的習俗。」6楊昇

展稱，「楠西鹿陶洋江家古厝擁有 13 條護龍，極盛期達 139 戶」7楊嘉琪也撰文說：「清朝時即

進入（楠西）開墾的鹿陶洋江家，成為全臺最完整的同姓聚落，並進一步將宋江陣的傳統防

禦組織，透過社區總體營造成為如今本區重要的觀光資源。」8 

  惟在現代社會變遷中，族群傳統聚落文化已受到嚴峻的衝擊。劉兆書實地訪查發現，楠

西區鹿陶洋江家，目前只有少數較熱心參與宗族事務的族人才知曉其客屬身分，僅有老一輩

                                                      
1
 劉兆書，《臺南楠西地區江姓宗族發展歷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摘

要〉，頁 1。 

2
 溫紹炳，〈臺南縣楠西鄉被遺忘的客家人〉（《客家》，第 175 期，2005 年），頁 18–21。 

3
 楊昇展，《南瀛客家族群誌》（新營：臺南縣政府，2010 年），頁 1–3。 

4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99 年─100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11 年），

頁 223。 

5
 吳中杰，《臺灣福佬客分布及其語言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摘要〉，

頁 1–2。 

6
 謝重光，《福建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73。 

7
 楊昇展，《南瀛客家族群誌》，頁 41。 

8
 楊嘉琪，《楠西鄉域發展的歷史變遷》（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摘要〉，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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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用「阿太公」稱呼曾祖父，以及廳堂上對東峯公太的祭祀等，算是客家文化之「殘存」。

9江月雲研究也指出，楠西區鹿陶洋江家在近 50 年來社會變遷中，雖然其傳統聚落以血緣關

係為主的家族連結媒介仍然存在，固可免於崩解，但因家族成員紛紛外移，他們的地方大家

族色彩與客家文化特質正在式微中。10 

  由上面簡述可知，楠西鹿陶洋，從清朝到當前，永續居住著特定質量的客家族群，不但

擁有極為完整的同姓家族聚落，而且有重要的民俗藝陣，更有傳統倫理精神文化遺產。可是，

族群聚落近數十年來在社會變遷的大環境中，地方家族性與客家文化特質等，已實際發生了

變化。該地區的江氏客家人聚落的移民歷史、變遷過程、史蹟、文物、傳說等，亟待進一步

藉由歷史文獻的爬梳，以及田野調查與耆老訪談的校正，以建構較完整的聚落歷史與文化發

展網絡。至於現階段他們的現況如何，生活適應與文化傳承意識如何，同樣值得藉由田野調

查、訪談、問卷調查等，以了解實情。 

二、文獻探討 

隨著族群意識的抬頭及學術研究的興盛，無論是「客家學」或「客家研究」已呈現日益

熱絡之現象，這方面的論著已逐漸累積，衡諸各大型圖書館中概有不少此領域圖書及期刊，

足見其可觀之一斑。 

  近二十多年來，有關客家源流與遷臺史，以及對於臺南市楠西地區鹿陶洋客家族群聚落

歷史與文化發展與變遷之記述與研究，已有一些相關的著作問世。這些著作，有的是碩士論

文，有的是田野調查成果報告，有的是專書，有的是期刊論文，有的是地方誌，有的是文史

工作紀錄，有的是訪談與回憶文，內容或多或少記載、討論到楠西鹿陶洋客家族群從過去到

現在的歷史與文化發展及變遷，提供了本研究有關之資料、訊息與相關觀點。此處就這些著

作與本研究較有關係者粗分三類擇要探討如下： 

（一）關於楠西地區客家族群遷臺史的記述與研究 

                                                      
9
 劉兆書，《臺南楠西地區江姓宗族發展歷程研究》，〈摘要〉，頁 1–2。 

10
 江月雲，《楠西區鹿陶洋江家祖厝永續經營探討》（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摘要〉，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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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年，吳中杰提到：「楠西鄉鹿陶洋的大族江姓為詔安霞葛客家。」11一則判定楠西江

姓客家家族係由福建詔安移民而來；二則說明他們很多是「福佬客」——即是不會說客家話，

依照祖籍認定其為客屬身分，在文化信仰上仍保留一些客家符號——換言之，他們原是客家

人，但已被居住社區中較多數的福佬人所同化，其重要特徵是客家話的嚴重流失。 

  2005 年，謝重光指出福建中西部的玳瑁山和博平嶺之間是客家人與閩南人的過度地帶。

這一帶迤南的詔安縣的官陂、霞葛等，居民仍以客家人為主，基本上是客家鄉鎮。漳州府12屬

各縣於明清兩代向臺灣移民以漳浦、南靖、平和、詔安為多，在南靖、平和、詔安三縣的移

民中又高度集中於山區的客家鄉鎮。
13
目前在臺南楠西江姓客家子孫，祖籍則為詔安霞葛。

14
 

2007 年，陳運棟指出，客家人東移遷臺，是在清康熙 20 年（1681）以後。尤其在康熙

30 年代之後，廣東省嘉應州屬客家人紛紛抵臺。他們有的走官道，有的直接備船偷渡前來，

到高雄、東港等港口，再由小船接運上岸，而後徒步到達目的地。康熙 60 年（1721），朱一

貴作亂，南部各地客家人組織義軍協助平亂，有功朝廷。因此清政府放寬粵籍人士遷臺的限

制，使客家人遷移臺灣不再受歧視。到了雍正、乾隆年間，除了粵東嘉應州、惠州府、潮州

府三府屬者外，福建汀州府及漳州府屬（包括詔安、南靖、平和等縣）的客家人也逐漸來臺。

15這些人大多是在本籍窮困潦倒，無以為生，才不得已冒險出外謀求生計，從不同的海路，以

不同的方式（官准或偷渡）到達臺灣各港口，而後散居各地，墾居安家。16 

2008 年，楊彥杰應用兩岸數種《江氏族譜》及《臺灣私法附錄參考書》中有關鹿陶洋江

家的早期契約等史料，對江家的來源、開臺經過與發展，作了考察。其中，楊氏據一本首修

                                                      
11
 吳中杰，《臺灣福佬客分布及其語言研究》，頁 46。 

12
 漳州府，明置，清朝沿用。轄福建省九龍江流域及其西南地區，包括龍溪、南靖、長泰、彰浦、平和、詔安、

海澄、雲霄、南澳等縣皆隸之。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漳州府志選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3 年），頁 5–6。 

13
 謝重光，《福建客家》，頁 161–162。 

14
 謝重光，《福建客家》，頁 173。 

15
 此處陳運棟指漳州詔安客最初來臺是雍正年間，在時間上並不正確。依《西螺鎮志》載，康熙末年漳州府詔

安客廖延墜、廖延蘇等人入墾西螺鎮九塊厝區域（頁 1–66）。 

16
 陳運棟，〈臺灣客家源流〉。收於徐正光主編：《臺灣客家研究概論》（臺北：臺灣客家研究協會，2007 年），頁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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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47 年、最近重訂的詔安《江氏祖譜》及他本人到詔安的田野調查，指出鹿陶洋江家開基

祖江如南是康熙 60 年從詔安縣井邊鄉二都下割社移往臺南楠西。直到現在，「二都」依舊是

客家人的聚居地，與鄰近的平和縣大溪、廣東饒平縣北部等地連成一片，形成相對完整的客

語區。詔安縣二都以前轄有秀篆、官陂兩個鄉鎮，江姓聚居的「井邊鄉下割社」屬於官陂鎮

管轄。1942 年又從官陂分離出來，加上秀篆的一小部分組成霞葛鎮（「下割」的諧音）。江姓

是當地大姓，共有八、九千人。江如南遷臺後的後裔，在鹿陶洋已繁衍了 11 代人，歷經 280

多年，這在臺灣歷史上屬於開基較早且相對穩定的宗族。17 

  2009 年，劉兆書先從江姓得姓說起，談到江姓入閩至詔安的經過，再述及其移墾臺灣。

指出江如南自臺南鹿耳門登陸，沿著曾文溪逆流而上，先暫居在大武壟社埔尾，再搬移到檳

榔腳，最後才到鹿陶洋定居。18 

（二）關於鹿陶洋客家聚落歷史與文化的記述與研究 

此部分，又可細分為下列三方面： 

  其一是，楠西鄉史典故相關內容。2000 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編組編輯《臺南縣鄉土

史料》，內容主要為各地耆老訪談紀錄。在「楠西鄉」部分，舉凡該鄉之歷史沿革、聚落發展、

產業活動、族群關係、學校教育、藝文活動等，或多或少有涉獵，其中有關於鹿陶洋江家的

歷史典故，以及他們祭祀的信仰。19 

2001 年，何培夫收錄有鹿陶洋江家公廳旁左右兩側的碑記與「重修大武壟開基祖廟捐題

碑記」。202003 年，李志祥提到下面「傳說」：早期有一段時間，鹿陶洋江家未生出男丁，只好

透過招贅婚來延續香火。後來問神才得知，因為東峯公已經列位仙班，不應將其神像放置在

祖祠中，於是族人將其移奉到神明廳中，並易稱「東峯大帝」，此後江家果然瓜瓞綿延，子孫

繁盛。21 

                                                      
17
 楊彥杰，〈移墾歷史與宗族文化的建構：以鹿陶洋江氏宗族為例〉。收於林玉茹主編：《南瀛的歷史、社會與文

化》（新營：臺南縣政府，2008 年），頁 369–388。 

18
 劉兆書，《臺南楠西地區江姓宗族發展歷程研究》，頁 1–115。 

19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編組編輯，《臺灣縣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 年）。 

20
 何培夫，《南瀛古碑誌》（新營：臺南縣政府文化局，2001 年）。 

21
 李志祥，〈鹿陶洋江家古厝的一些趣事──南師院鄉土藝文研習之考察〉（《南縣國教》，第 12 期，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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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楊嘉琪指出荷蘭時期，楠西鄉屬於平埔族西拉雅系大武壟社22域，因位處山區，

直至雍正時期才有漢人深入開發。由於地形因素，不只開發進度緩慢，也成為盜賊易躲藏聚

集處。到了日治時期，早期漢人開發已形成聚落，產業也逐漸多樣化，糖業、林業、畜牧業、

礦業、溫泉業等有一些發展。但戰後隨著日資撤走，開發拓殖也告一段落。在早期歷史發展

過程中，清朝時即進入開墾的鹿陶洋江家，成為全臺最完整的同姓聚落，並進一步將宋江陣

的傳統防禦組織，透過社區總體營造，成了本區重要的觀光資源。23 

其二是，鹿陶洋江家聚落。1996 年，李政隆就座落地址、規模、建造年代、歷史背景、

建築特色等五項，說明鹿陶洋江家祖厝，指出鹿陶洋即鹿田村的舊名，是楠西鄉內最早開闢

的村落。江家四大房子孫繁衍日眾，逐漸向兩側增建護龍。祠堂建於整個古厝聚落的中心點，

為家族的精神中心。該古厝之建築特色是佔地約 2 公頃24，在行政區域上自成一村。25 

1997 年，黃明雅分別從建築、單姓聚落、江氏族譜等方面，敘說楠西鹿陶洋江家。另外，

尚涉及江家在各歷史階段財務管理的相關作法與變化。26同為 1997 年，王明蘅與賴佳宏對於

鹿陶洋江家古厝之家族史、宗族組織、民俗活動，以及各建築基本資料等，都有周詳的調查

報告，並提出未來整修工程計畫。27 

2005 年，戴介三以一套鄉村聚落集體記憶分析之操作模式，採取現象學排除預設立場的

觀點，從歷史事件記憶、符號、空間型態、公共空間、儀式活動等，作為分析鹿陶洋江家聚

落集體記憶的領域，並利用作用者與被作用者、儀式與活動、媒介與紀錄、空間與場所、時

間與過程等五個元素作為分析的依據。該研究發現，透過「祖譜」可確立聚落保存集體記憶

                                                                                                                                                                                
頁 6–7。 

22
 清末，楠西、玉井一帶稱為「大武壟社」。該地原住民為大武壟社（又稱大滿族），為臺灣平埔族的一大支（平

埔族另二大支為西拉雅族、馬卡道族）。 

23
 楊嘉琪，《楠西鄉域發展的歷史變遷》，頁 1–196。 

24
 按：應為 3.5 公頃。 

25
 李政隆，《南瀛古早建築》（新營：臺南縣政府，1996 年）。 

26
 黃明雅，《南瀛古厝誌》（新營：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97 年）。 

27
 王明蘅、賴佳宏，《臺南縣楠西鄉江家古厝傳統建築空間美化計畫報告書》（新營：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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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之目標對象；而「祭祀公業」扮演了保存聚落型態與凝聚族人向心力的重要角色。28 

  2009 年，劉兆書稱楠西地區的客家族群為「失落的客家人」，說他們多是已放棄客家語，

使用福佬語，幾不知道自己客屬身分的族群。提及鹿陶洋江家自江如南公定居鹿陶洋，其次

子日溝，生公取、公第、公先、公月，是為四大房。該家族每年清明祭祖即由這四大房輪流

主辦，並由江家祭祀公業組織（又稱鹿陶洋江家公司）承辦。該組織對於倡導江家認同意識，

有極高的使命感。29 

2011 年，江月雲指出鹿陶洋家族在過去農業時代穩定發展，逐漸建立了同姓大聚落。1960

年代後，臺灣社會經濟由農業轉工商，江家傳統聚落以血緣關係為主的家族維繫力依然存在，

避免於崩解的命運。不過，隨著家族中成員定居領域的擴張，其傳統聚落的地方性與文化特

質，正面臨定位模糊的危機。30 

2019 年，黃明雅指出鹿陶洋江家聚落是目前臺南地區唯一登錄保存的聚落。該聚落土地

至今仍為江家族人所共有。兩百多年來江家族人在聚落內尚秉承祖先遺訓，維護聚落的完整

性，同時踐行祖傳下來的入丁、食公、開龕、入龕等宗族文化，使有形的建築文化和無形的

祭祀文化得以保存，這些都是臺南文化的瑰寶。31 

  其三是，江家宋江陣。1997 年，江進富對於鹿陶洋宋江陣的緣起、發展與變遷等，多所

著墨。另外，江書也大篇幅敘述江家參與社區營造活動及其社會作用與影響。32 

1999 年，江明和梳理鹿陶洋宋江陣之來龍去脈。332005 年，張慶雄就鹿陶洋宋江陣之起

源、發展、變遷、陣式、步法、武術、器具等方面進行探討，文末提出永續發展宋江陣之建

議事項。指出江家宋江陣，是由「江家族長」召集，廟會是發展動力。其功能多元化，兼具

                                                      
28
 戴介三，《鄉村聚落之集體記憶分析──以臺南縣楠西鄉鹿陶洋江家聚落為例》（國立中興大學農村規劃研究

所碩士倫文，2005 年），頁 1–140。 

29
 劉兆書，《臺南楠西地區江姓宗族發展歷程研究》，頁 1–115。 

30
 江月雲，《楠西區鹿陶洋江家祖厝永續經營探討》，頁 1–148。 

31
 黃明雅，〈臺南聚落的瑰寶──楠西鹿陶洋江家聚落之歷史與人文〉（《臺南文獻》，第 16 期，2019 年），頁 176–

191。 

32
 江進富，《宋江陣的故鄉》（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7 年）。 

33
 江明和，《鹿陶洋與宋江陣》（臺中：文建會中部辦公室，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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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鄉衛民、驅邪保安、安定民心、文化傳承、宗族血緣凝聚、強身健體、團結鄉里等。34 

  2010 年，楊昇展指出，早期鹿陶洋江家為防山賊，對外特意在四周種植密不透風的刺竹

林，四個角落並設有俗稱「客鳥巢」的瞭望台來觀察是否有敵人來襲；對內則以訓練有素的

宋江陣來抵禦外侮。這也是江家聚落能屹立在楠西地區近三百年的重要原因。江家宋江陣流

傳二百餘年，雖曾於日治時期中斷，但現在每個月至少仍有一次的演練時間。35 

（三）關於客家族群在臺南縣生活適應與文化傳承的調查分析 

2010 年，楊昇展曾於 2010 年 2 月至 6 月間，以「客家鄉親在臺南縣生活適應與文化傳承

量表」進行問卷調查與分析。問卷對象為：臺南縣客家協會會員、當時參與「臺南縣客家文

化節」之客家鄉親、臺南縣各國民小學客家語支援教師及其眷屬、臺南縣國教輔導團本土語

言領域客語組教師，以及新豐社區大學客家語言與文化班學員等，共發出 250 份問卷，回收

有效問卷 212 份。問卷計有 20 題，都以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沒意見、同意、非常同意五等

量表，由受測者勾選填答。楊氏以百分比逐題進行問卷結果統計分析。36 

  上面這些著作，記述與研究範圍大小互見，主題參差，方法不一，所得成果與結論各有

發現，都值得參考。不過，這些著作，一方面探討的面向與範圍，有的侷於某一歷史年代，

有的拘於某一議題，要以上述各文企求完整呈現楠西鹿陶洋客家族群聚落的歷史與文化，是

乏力的。第二方面，這些著作發表的時間大部分是十、二十多年以前的觀察，如要代表現今

楠西鹿陶洋客家族群聚落的實況，可能略有紕漏及落差。第三方面，這些著作未見針對楠西

鹿陶洋客家族群的生活適應與文化傳承意識進行調查與分析，確有不足。職是之故，本研究

「臺南楠西鹿陶洋客家聚落——以的歷史與文化及其現狀」為主題，兼採文獻分析法、田野調

查法、訪談法及問卷調查法等研究方法，一則彌補過去相關研究著作之缺憾，二則充實客家

孤島楠西鹿陶洋客家古厝聚落歷史與文化之知識體系。 

三、鹿陶洋江家聚落的歷史發展 

  中國大陸福建、廣東沿海山區客家人移民來臺，可回溯到清康熙中期。康熙 22 年（1683），

                                                      
34
 張慶雄，《臺南鹿陶洋宋江陣之研究》（國立臺南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1–160。 

35
 楊昇展，《南瀛客家族群誌》，頁 89–103。 

36
 楊昇展，《南瀛客家族群誌》，頁 30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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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派施琅（1621–1696）領軍攻臺，於澎湖擊敗明鄭軍隊，並於隔年在臺灣設府縣實施統

治。康熙 27 年（1688）清軍續遣部隊，有一部分來自蕉嶺、梅縣的客家士兵，經輾轉屯田，

於康熙 31 年（1692）解隊被安置在濫濫庄（今萬丹鄉境內）墾荒。其後，這些客家人沿五魁

寮溪開墾今竹田、萬巒、內埔一帶荒原，另溯麟洛河，發現麟洛、長治林地；再由隘寮溪墾

殖高樹大路關、里港武洛，最後又開墾佳冬、新埤等，不出數十年，便結成了客家庄百餘處。

37另一說法是，康熙 25 年（1686）、26 年之際，廣東鎮平（今蕉嶺）、平遠、興寧、長樂等縣

客家人來臺，因臺南府城一帶田園已為閩人占墾，乃相率向下淡水溪（今高屏溪）以東尚未

拓墾的荒地移居，協力開墾。
38
二說雖有差異，但都指出客家人在清康熙中葉後大量移墾南臺

灣高屏溪流域以東地區的史實。 

  至於同樣屬於南臺灣的臺南楠西地區鹿陶洋江姓客家古厝聚落，從大陸原鄉渡海移民來

臺的年代，是在康熙後葉。該江氏宗族的歷史發展，有必要先向前追溯其祖系淵源。 

  據《鹿陶洋江氏祖譜》39，鹿陶洋江氏在中國大陸的上層第 13 代祖江寬山40，居籍為福建

省永定縣高頭鄉東山房。第 1 代開基始祖江三郎41，遷籍於福建省漳州府詔安縣井邊鄉二都下

割社。第 5 代祖江奕顯（1436–1523），「生平溫良厚樸，宗族鄉黨稱為積善之家。……產業

足以資身，本支昌盛。」第 7 代祖江積萬（1530–1600），「幼年好讀書，長為社師。生平溫

純厚樸，經歷為戶長辦理錢糧，因寇亂又為寨長，奉憲統管鄉兵勦滅逆寇。」42 

                                                      
37
 鍾壬壽，《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長青出版社，1975 年），頁 70。 

38
 伊能嘉矩著，江慶林等譯，《臺灣文化誌》（下卷）（臺北：臺灣書房，2011 年），頁 167。 

39
 鹿陶洋江家古厝祭祀公業編：《鹿陶洋江氏祖譜》（臺南：楠西鹿陶洋江家古厝祭祀公業，2009 年），頁 1–48。

此《族譜》最早編訂於 1947 年，至 1953 年由下層第 20 世江萬金修訂，1996 年再由同是下層第 20 世江朝（1935

－）重修，最近一次增修是 2009 年由下層第 21 世江晉清（1951－）修訂。 

40
 江寬山，字烈軒，號東峯，即鹿陶洋江氏後代尊稱之祖先神「東峯大帝」。按：《鹿陶洋江氏祖譜》記江寬山

「生於明武宗正德 2 年（1507），卒於明神宗萬曆元年（1561），享年 54 歲。」（頁 1、頁 6）此則記載有三個

疑義：一是萬曆元年，應為西元 1573 年，該譜所記，明顯錯誤。二是如果江寬山壽 54 歲，則卒於西元 1561

年，生卒年便前後吻合，而西元 1561 年，應為明世宗嘉靖 40 年才對。三是，設若江寬山確定是「生於正德 2

年（1507），卒於嘉靖 40 年（1561）」，但這個紀年，則又與其下層第 5 代江奕顯（1436－1523）、下層第 7 代

江積萬（1530－1600）（頁 8－9）等牴觸。 

41
 江三郎，字啟昌，生卒年不詳，《鹿陶洋江氏祖譜》推定為元朝泰定（1293–1328）時人（頁 8）。 

42
 鹿陶洋江家古厝祭祀公業編，《鹿陶洋江氏祖譜》，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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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 代祖江朝鎮（號達清，1628–?），有三善：改葬祖墳，「俾先人體魄有窀穸之安，

無暴露之怨，是有功於墳墓，此善之可記者一也。」鳩眾鼎建先人祠宇，「俾先人神主有歸依

之所，無搖動，是有功於香火，此善之可記者二也。」「採輯實錄，……以成祖譜，是有功於

世系，此善之可記者三也。」第 12 代祖江如南，「一生皆執中，而盡忠，無私、無欺壓、無

奸詐，可謂遵守天良道德心而已矣。」43 

  依鹿陶洋江家古厝「文物館」所陳列「聚落緣起」及「江家的遷徙44與發展」等文告牌示，

鹿陶洋江氏聚落之歷史，可上溯清康熙 60 年（1721），由原籍「福建省漳45州府詔安縣井邊鄉

二都下割社」第 12 代江如南（字信篤，1692–1762）遷至臺灣，帶著長子江日服（號福星），

移居至楠西鹿陶洋起始。不過，江如南遷徙抵臺，並非像六堆最早期客家隨軍來臺輾轉屯田，

而是基於原鄉「饔飧不繼」，「無奈」而來。46直至乾隆 5 年（1739），在故鄉的江如南次子江

日溝（號會川）因祖母別世，三年服喪完畢，橫渡「黑水溝」，踏上尋父兄之路。爾後，終於

在鹿陶洋與父兄重逢。 

  依《鹿陶洋江氏祖譜》中〈江姓雜譜記〉47，江如南渡臺時隨身攜帶二項物件，其一為上

層第 13 代祖江寬山即東峯大帝（又稱東峯公太）的香火；其二為竹製筊杯一付。48江如南每

到一處欲休息前即以筊杯在香火前乞示是否可作為久居之地。如此，最初選在茄菝埔尾（今

楠西區南溪村南）之所暫居，接著遷至檳榔腳（今楠西區東勢村）之所建築家屋，中途因為

受到建築大匠的作祟，所以放棄不採用。經由風水地理的牽引，最後定居鹿陶洋山下的平原

地帶發展，代代相傳，瓜瓞綿延至今。 

                                                      
43
 鹿陶洋江家古厝祭祀公業編，《鹿陶洋江氏祖譜》，頁 10。 

44
 按：原文告牌示誤植為「徒」。 

45
 按：原文告牌示誤植為「彰」。 

46
 見鹿陶洋江家古厝「文物館」陳列「江家的遷徙與發展」文告牌示；《鹿陶洋江氏祖譜》，頁 11。 

47
 此文收於鹿陶洋江家古厝祭祀公業編《鹿陶洋江氏祖譜》，頁 6。 

48
 此種說法為戴介三、劉兆書、楊昇展等人的研究所承襲。不過，依筆者今年（2021）1 月 19 日在鹿陶洋訪問

現任鹿陶洋江家古厝祭祀公業理事長江明得（1977－）所述，最早江如南公來臺時，隨身攜帶東峯公太的香

火，是一「香火袋」，目前供奉在江家古厝宗祠的「東峯公太金尊」，是後來塑造的，但塑造於何年，已失佚。

此外，江理事長提到另有第三項物件，是一個「長型煙吹」（抽菸用）。其後代稱這三項物件為「三寶」，10

年前，東峯公太託夢給耆老江森炎（1930–，屬第 20 世）找齊。目前因宗祠復建工程尚未完工，故「三寶」

暫由江森炎先生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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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如南來到鹿陶洋時所居住的地點並非目前江家古厝聚落的現址，而是位於聚落南方約

200 公尺處搭設「鴨母寮」養鴨居住，主要係因為現今聚落祖祀堂的位置已有人居住，而江

如南的鴨母常溜至此處戲水並生蛋，而且一次會下兩粒蛋49，所以江如南每天來這裡撿蛋出售，

並送鴨蛋給地主，時間久了也和地主成為好友。後來地主邀請江如南前來此區域同住。而江

如南日後養鴨賺了錢，將這片土地買下，就成了現今的鹿陶洋聚落範圍。 

  至於此地為何稱為「鹿陶洋」，其歷史淵源，在史料上並沒有詳細記載。依江家古厝耆老

江宗基的口述50及鹿陶洋江家「文物館」內所展示「鹿陶洋名稱由來」看板內容，可以歸納該

地之名為「鹿陶洋」的五種說法：一是「洋」之意為平原，而此區域正位於鹿陶山（標高 263

公尺）北端的平原，故名為「鹿陶洋」。二是因為在這裡居住的先民曾多次見到後山經常有野

生鹿在這裡棲息，故名「鹿陶洋」。三是早期山上多「鹿」，常會逃到山下來此地的平洋，後

來又來成群的「羊」，故叫「鹿逃羊」，再轉成「鹿陶洋」。四是後山形狀像駱駝背的雙峯，所

以此地本為「駱駝山」前之平原，後來再轉音為「鹿陶洋」。五是從前這裡是一片平地，鹿群

和羊群相繼前來覓食，「羊」來了，「鹿」就「逃」，所以叫「鹿逃羊」，再轉譯為「鹿陶洋」。

這些說法，多屬傳說，雖然今天已無可考證，但其所描述的事件，富有文學的可愛與歷史的

想像，還是值得在此留下一筆。 

  鹿陶洋江家古厝聚落，自江如南來臺，迄今已傳至第 24 世──即第 12 代子孫，罕見的

大型單姓傳統聚落，其基本結構為閩南式三合院擴大為左 6 右 7 護龍，前後 4 進大院落的組

合住宅。佔地 3.5 公頃，面闊 160 公尺，縱深 210 公尺。古厝由外而內，有拜亭、公廳、神明

廳和祖祀堂 4 進。左右共分出 13 排房舍，共有 136 戶（一說 139 戶）。全盛時期，這 136 戶都

有江家宗族人居住，惟隨著工商社會的進展，許多江家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力求向外發展，

紛紛遷居於外地。對此，楊昇展指出：「所幸先人睿智，將土地登記於『江家古厝祭祀公業』

51只要土地與宗祠同在，漂泊的異鄉遊子終有歸時之根。」52這一觀點，應是中肯的。 

                                                      
49
 通常鴨母一次只下一粒蛋。 

50
 黃文樹採訪，江宗基口述，〈江宗基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21 年 1 月 20 日；訪談地點：鹿陶洋江宗基府第。

江宗基屬鹿陶洋第 21 世孫，現約 65 歲，目前退休後為照顧母親居住於鹿陶洋。 

51
 按：該公業 2009 年的「主事代表」12 人，分別為：前主事江水河、現任主事江基定（1948－）、會計江錦鴻

（1956－）、管理人江明福（1941－），大房代表江炎生（1945－）、江春得（1934－），二房代表江文俊（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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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年，江家古厝聚落住戶有 80 多戶。53而依 2009 年 4 月 5 日吳俊鋒在鹿陶洋的現場報

導，現住戶 40 戶的江家聚落，前一天「江家古厝進行清明節掃墓活動，有 5 百位來自海內外

的子孫返鄉祭拜開基祖。……有的一家就回來近 40 人。」54翌年 4 月 6 日另一位報導人林孟

婷指出，2010 年 4 月 5 日，「江家古厝掃墓，逾 4 百人返鄉。……他們循古禮，包潤餅，吃紅

龜粿，祭祖浩浩蕩蕩，三跪九叩。」55這些於清明節返鄉掃墓的 400 位、500 位江家子孫，說

明了他們宗親凝聚力之強，但也從另一面反映了他們向外移居、向外發展的顯著情況。 

  當前江家古厝聚落現居住只剩 30 多戶，人口約 100 人，其中以老人為多，就讀中小學的

學生合計約 20 人左右。
56
這對比 25 年前 1996 年的 80 戶，明顯減少許多，顯示了鹿陶洋江家

後代在近數十年來外移昭彰的史實。至於現階段鹿陶洋共約 20 位的兒童與青少年學生就學情

形是：小學生是騎腳車到約 2.2 公里外的楠西國小；國中生也是騎自行車到 3.6 公里遠的楠西

國中；高中職學生，有的讀約 5.6 公里外的玉井工商，有的搭車到 29 公里遠的新化高中就讀。

據江明得口述，他小時候鹿陶洋的兒童非常多，故楠西鄉農會在 1969 年至 1978 年 10 年間曾

在當地設立幼稚園57，可見那時鹿陶洋應有一定的兒童數。 

  依 2009 年《鹿陶洋江氏族譜》所附〈鹿陶洋祭祀公業法人臺南市江達清變動後派下現員

名冊〉載，全數 238 人，統計「住址」尚註明為「楠西區鹿田里鹿陶洋」的有 64 人，而除鹿

陶洋原地之外，就近移居到同樣是楠西地區的有 24 人（包括鹿田里油車 9 人，楠西里 5 人，

龜丹里 3 人，密枝里 3 人，東勢里 2 人，灣丘里 1 人，照興里 1 人）。其他遷移到外地的，依

                                                                                                                                                                                
－）、江瑞鋒，三房代表兼總幹事江晉清、江鐘鋕（1954－），四房代表江清川（1938－）、江銘豐等，詳見《鹿

陶洋江氏祖譜》，頁 48；鹿陶洋江家古厝祭祀公業編，楠西區公所核備，〈鹿陶洋祭祀公業江達清、江信篤、

江會川變動後派下現員名冊〉（2019 年 11 月 12 日，所民字第 1080768319 號函）。此名冊由鹿陶洋第 20 世、耆

老江德敏（1946－）於 2021 年 1 月 19 日提供。 

52
 楊昇展，《南瀛客家族群誌》，頁 90–91。 

53
 見鹿陶洋江家古厝「文物館」陳列「江家的遷徙與發展」文告牌示。 

54
 吳俊鋒報導，〈楠西鹿陶洋江家古厝，500 子孫掃墓〉（《自由時報》2009 年 4 月 5 日），頁 B6。 

55
 林孟婷報導，〈楠西江家古厝掃墓，逾 4 百人返鄉〉（《自由時報》2010 年 4 月 5 日），頁 B5。 

56
 這些數字，係依筆者分別於 2021 年 1 月 19 日（週二，大學已放寒假）及 1 月 29 日（週五，各級學校已放寒

假）實地到鹿陶洋訪問江明得與江秀娟，以及這兩天實際現場觀察之初步統計結果。 

57
 該幼稚園具體地點是鹿陶洋半月池北側邊，現為「鹿田關懷中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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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由多至少為58：臺南縣 56 人，臺南市 34 人，高雄市 22 人，高雄縣 11 人，臺北縣 9 人，

臺中市 5 人，屏東縣 4 人，桃園縣、臺北市、新竹市各 2 人，彰化縣、宜蘭縣、金門縣各 1

人。59而據最新的 2019 年 11 月由楠西區公所核備的〈祭祀公業江達清、江信篤、江會川變動

後派下現員名冊〉60，共 245 人。比上項名冊增加 7 人，其「住址」有 6 人是「楠西區鹿田里

鹿陶洋」，有 1 人是縣市合併前的「臺南市（南區）」。61由這些統計數字可知，鹿陶洋江家遷

居外地，以今臺南市居多，其次是今高雄市，地緣關係應為其重要因素。惟從此等資料也可

見，他們往外地遷移的區域共有 13 個縣市，最遠到達金門縣，遷居範圍實不小。 

四、鹿陶洋江家聚落的歷史建築 

  此處「歷史建築」之意，大體等同於 2016 年修正公布的《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 條第 2

款所稱之「具有歷史性、地方性、特殊性之文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

亦相近於同法同條第 4 款所稱之「建築式樣、風格特殊或與景觀協調，而具有歷史、藝術或

科學價值之建造物群或街區」。這裡行文的「歷史建築」，指迄今已有 300 年歷史、2009 年已

通過文化資產登錄的鹿陶洋江家古厝聚落中具有歷史性、地方性、特殊性意涵之主要建造物。 

  2010 年 3 月 4 日上午 8 時 18 分，發生芮氏規模 6.4 的甲仙地震
62
，鹿陶洋江家古厝受創嚴

重，有 35 處房舍成半毀危屋。據當時報導，當地紅瓦厝約 70 棟，9 成以上都有大小災情，其

中門牌號「鹿陶洋 35 號」最為嚴重，「猶如一座半露天的涼亭，屋主是 78 歲的江得華，幸磚

牆往外倒，否則可能會被活埋。」63而古厝很多木料建材，淋雨潮濕後容易腐壞，影響結構安

全，如有再一波地震、颱風等天災發生，恐釀倒塌災情。 

                                                      
58
 以下縣市皆依 2010 年縣市合併前資料統計。 

59
 鹿陶洋江家古厝祭祀公業編，《鹿陶洋江氏祖譜》附〈祭祀公業法人臺南市江達清變動後派下現員名冊〉，頁

1－9。 

60
 祭祀公業江達清、祭祀公業江信篤、祭祀公業江會川三者之派下現員名冊是同一冊，即三者明雖異但內容實

同。 

61
 鹿陶洋江家古厝祭祀公業編，楠西區公所核備，〈鹿陶洋祭祀公業江達清、江信篤、江會川變動後派下現員名

冊〉。2019 年 11 月 12 日，楠西區公所所民字第 1080768319 號函。 

62
 震央位於高雄縣桃源鄉（現高雄市桃源區）和茂林鄉（現茂林區）的交界處。此一地震造成 96 人受傷，全臺

學校校舍受損共 340 間，54 萬家戶停電，古蹟與歷史建築共 8 處受損等。 

63
 劉婉君、吳俊鋒報導，〈鹿陶洋江家古厝震損，成危樓〉（《自由時報》2010 年 3 月 10 日），頁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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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仙地震後，鹿陶洋江家古厝聚落經文建會與臺南地方政府會勘，與鹿陶洋祭祀公業及

住戶合力修護，使古厝得以大致保存下來。目前尚保存不少百年以上難得一見的建築物。筆

者最近分別於 2020 年 12 月 25 日、2021 年 1 月 19 日及 29 日造訪該處，實地進行田野調查、

考察，以下羅述其重要的歷史建造物及附屬設施。 

（一）江家宗祠 

  江家宗祠，被登錄為臺南縣第 26 處歷史建築。該宗祠最早於康熙 60 年（1721）第 12 世

代祖江如南，由福建省漳州府詔安縣井邊鄉二都下割社渡臺之後建設草茅起軔，而後次子江

日溝於乾隆 5 年（1740）重修，後代又於明治 39 年（1906）續修，一貫繼存為鹿陶洋江家聚

落中心地點。其後，經久而不堪耐用，1970 年宗族議決重建，翌年竣工。2010 年甲仙地震後，

再度施工修護。 

  好景不常，6 年後的 2016 年 2 月 6 日凌晨 3 點 57 分，又發生高雄美濃地震，芮氏規模

6.6，最大震度為新化 7 級。新化距離楠西僅 42 公里，當時鹿陶洋受創的程度雖低於甲仙地震，

但部分建物亦損壞，江家宗祠便是其中之一。該宗祠災害復建工程，總經費 1350 萬元，由中

央編列支應，自 2017 年 12 月 15 日起施工，預定今年 7 月 21 日完工，可見復建工程不小。 

  由於江家宗祠上在復建中，故神明廳各神像暫時依原擺設移置於宗祠「南廂房」的第一

間（原為貴賓接待室），其當前景況是：神桌上供奉有五尊神明像，中間是田府元帥64，右二

（面對神明像）是鹿陶洋江家祖宗神東峯公太，最右邊是觀音菩薩，左二是李府千歲65，最左

邊是佛祖。神桌下，另供奉「虎爺」。最早期，虎爺只有口袋大小，目前看到的是後來重塑較

大的。66 

（二）土埆厝 

                                                      
64
 田府元帥，又稱田都元帥、宋江爺，原先是驅邪除魔的武神，後亦為戲班奉為戲神，也是福建沿海地區的鄉

土神。 

65
 李府千歲，俗名李大亮（586－644），陝西涇陽人，文武雙全。由於輔佐開國有功，唐高祖封賜為金州總管司

馬。貞觀中，歷任交州都督、西北道安撫使、左衛大將軍、工部尚書等，晉爵武陽公。卒後被玉皇大帝封為

代天巡狩。 

66
 黃文樹採訪，江明得口述：〈鹿陶洋祭祀公業江明得理事長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21 年 1 月 19 日；訪談地

點：鹿陶洋江明得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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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尚有 15 間土埆厝，其中 1 間據傳為 1896 年建造，僅部分屋瓦崩落。土埆厝以泥土、

稻桿、稻穀、竹等自然素材為主要材料。優點為隔熱性強，冬暖夏涼，清爽舒適。缺點是怕

水，如遇下大雨積水會融化或脫落。 

（三）竹管厝 

  目前尚有 21 間竹管厝（又稱竹筒厝），其中 1 棟建築據傳為 1947 年所建，原為 5 間，目

前僅存 4 間。1997 年整修為現況，保存狀況良好。竹管厝以竹作為骨架，壁面則以竹編製，

覆以混合粗糠與泥土的面層，最外層再塗抹一層石灰。 

（四）紅磚屋 

  目前還有紅磚屋 28 間，這些紅磚屋建築均為傳統閩式一條龍民宅。多數為面寬三間，下

堵磚造，上堵編竹夾泥牆，右牆面開有拱門，牆上設有ㄩ字形鳥踏，脊式為實心方形的小脊，

屋簷採出屐起形式。 

（五）捉賊巷 

  過去當盜賊進入江家古厝，江家人一遇外賊即大聲呼喊，各家戶就會在房舍間的捉賊巷

等待圍堵外賊，不諳江家古厝格局的外賊自然被團團包圍、無路可逃。這種小巷的特色，在

於其寬度僅能容納一人通過，以往是包抄入侵盜賊的路徑。時代轉換，現在江家古厝內的捉

賊巷變成了江家子孫們玩遊戲、捉迷藏的最佳場地。 

（六）古井 

  江家聚落內共有兩口古井，水源豐沛，井水甘甜，因而成為宗族居民日常飲食的用水。

過去江家婦女會到古井旁汲水洗衣，現存的洗衣石、古井環見證當時的生活文化；冬季枯水

期，居民則需要下到井內取水，這是過去珍貴的生活經驗，也訴說著先民篳路藍縷的勤苦生

活。直到鋪設自來水管道，這種既便利又乾淨的供水方式，頓然改變居民的用水習慣，汲取

井水才成為往日雲煙。 

（七）挑水路 

  自來水尚未普及的年代，江家聚落內的用水完全倚靠井水，居民挑著水桶往返於住家與

古井之間，成為每天的必要功課，而負責挑水的通常是各家的年輕小夥子。江家族人皆稱挑

水時往返於古井與住家間的小巷弄為挑水路，為聚落居民的共同記憶。挑水路保留先民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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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拼走過的步徑，寓意深遠。 

五、鹿陶洋江家聚落的對聯藝術 

  對聯，又稱對子、聯句、楹聯、聯語。它由互相對仗的兩部分文字構成，前一部分稱「上

聯」，後一部分稱「下聯」。與對聯緊密相關的是懸貼在門柱間上面橫眉上的「橫批」。其為一

字一音的中文語言獨特的藝術形式。它是中國應用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特點在結構簡明，

講究對仗工整、平仄協調、辭意貼切、意境高雅。 

  客家人重視人文化成，鹿陶洋江家古厝聚落保留了許多人文資產，江家宗祠中的對聯尤

為顯著。可惜歷來針對鹿陶洋的學術研究或文史報告，均對此略過不述，隻字未提，誠屬有

憾。此處列述鹿陶洋現存重要之對聯，以彰明江家古厝此方面不凡之文學藝術資產。 

（一）祖祠堂門聯 

  （上）登淑含龢教一室崢嶸子弟。 

  （下）殿邦宜世作十分樸實人家。 

  橫批是「年高德紹」。 

  由落款得知，此幅門聯，由沈秋雄
67
撰於 1980 年，而由著名書法家杜忠誥

68
（1948－）恭

書。上聯的「登淑」，指上升或登臨美好、善良，即期許宗親修養品德。「含龢」，即「含和」，

意為蘊藏祥和之氣，寓示鹿陶洋這塊土地積藏祥和的氣場，有助於宗族各方面的發展。「教一

室崢嶸子弟」，意在勉勵宗族各家好好教導下一代成為有才華的出眾人物。 

  下聯首二字，「殿邦」之「殿」，此處宜作動詞用，意為鎮定、鎮守；「邦」，泛指國家、

城邦。故「殿邦」宜解作安邦定國。「宜世」中「宜」字，指合宜、適宜、相安、和順，是動

靜皆宜的做人做事態度與原則。故宜世，當在曉諭江家古厝宗親，無論在家庭或在職場，應

                                                      
67
 沈秋雄，先後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中國文學研究所，留校任教，現為退休教授。研究專長為春

秋三傳、詩學、柳宗元及其詩文。 

68
 杜忠誥，彰化埤頭人，畢業於省立臺中師範專科學校，先後取得日本國立筑波大學藝術碩士、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文學博士，專治古文字學、書法。歷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暨美術系教授、明道大學講座教授、中

華書道學會理事長、國風書畫學會理事長，現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徵集審查委員、國立國父紀念館典藏審

議會委員、國立歷史博物館文物鑑定委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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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和順待人，與人和睦相處共事，力求和諧、圓滿為宜。這與「鹿陶洋祭祀公業章程」69第 2

條（宗旨）所強調的「敦睦宗誼」相呼應。接下的「作十分樸實人家」，反映了客家人勤勞樸

實的人文精神。 

  至於橫批「年高德紹」，旨在概括、補充及為整幅門聯「畫龍點睛」。「年高德紹」，應為

「年高德劭」之誤植。年高德劭，指年紀大而有德望。這用為祖先堂之橫批，自然是適切的。 

（二）祖祠堂壁聯 

  （上）松菊猶存三徑棲遲陶令宅。 

  （下）江山信美八風清穆鄭公鄉。 

  此對聯刻於江家祖祠堂右邊及左邊牆壁正中央。上聯「松菊猶存」中之「松」為「歲寒

三友」之首，因其在寒冬時節仍可保持頑強的生命力，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高尚人格的象徵，

又是長壽的意味。「菊」與梅、蘭、竹合稱「四君子」，為晉代陶淵明（365－427）所喜愛。

此處之「松菊猶存，三徑棲遲」，即出自陶氏〈歸去來兮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70，

以菊表達悠閒之情。「陶令」，乃因陶淵明曾任彭澤縣令而得名，該縣令職銜是陶氏最後一次

出仕，八十多天便掛冠而去，從此歸隱田園。 

  下聯「八風」，乃佛教語，又作八法、八世風。佛教謂此八法，為世間所愛所憎，能煽動

人心，故以風為喻，稱為八風。苟心所有主，安住正法，不為愛憎所惑亂，則不為八風所動。

八風，即利、衰、毀、譽、稱、譏、苦、樂。71「鄭公鄉」，出自《後漢書‧鄭玄傳》，其文云：

「鄭君好學，實懷民德。……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

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72以鄭玄（127－200）桑梓為仁

德之鄉，此處喻鹿陶洋為仁德之里。 

（三）祖祠堂神龕門聯 

  （上）祖宇重新綿世澤。 

  （下）人文蔚起振家聲。 

                                                      
69
 此章程附於《鹿陶洋江氏族譜》。 

70
 陶淵明著，楊勇校箋，《陶淵明集校箋》（臺南；唯一書業中心，1975 年），〈歸去來兮辭〉，頁 267。 

71
 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1989 年），〈八風〉條，頁 292－293。 

72
 劉宋‧范曄，《後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列傳卷 25〈鄭玄傳〉，頁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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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聯文意鮮明，旨在以仁智道德等人文價值，提示鹿陶洋宗親重視文化素養、人文精神，

以發揚江家聲譽。 

（四）神明廳門聯 

  （上）山靈水秀祥雲瑞氣迎門。 

  （下）地廣風清雨澤甘泉滿座。 

  橫批是「聖德流芳」。 

  此聯辭意較為明白，上聯「山靈水秀」，指鹿陶洋山水秀麗，風景優美；「祥雲瑞氣」之

「祥雲」與「瑞氣」皆象徵吉祥。下聯「地廣風清」，同樣形容此地環境宜人，微風清爽；「雨

澤甘泉」，意味此地既有天時的雨澤又有甘甜的泉水。至於「聖德流芳」，意同「盛德流芳」、

「祖德流芳」，謂祖宗的聖德百世流芳。這既包含著對江家列祖列宗高尚德行的炫耀，也包含

著對自己和後代子孫的鞭策。 

（五）宗祠公廳門聯 

  （上）達和堂上新創造。 

  （下）清立階前大規模。 

  此聯為鑲字聯──鑲嵌73鹿陶洋第 10 代祖「達清公」，其辭意亦甚清楚：「達和」，指為人

處世，應明白、通達和睦諧順之道或行事恰當適中；「清立」，指做人應品德潔淨，做事應公

正廉明。能同時做到「達和堂上」與「清立階前」，便可創造新猷，大展鴻圖。這些文字的旨

趣莫不導向修養對於家庭與事業發展的重要性。 

（六）宗祠拜亭前楹門聯 

  （上）出交益友。 

  （下）入則和成。 

  此聯辭意簡明，上聯「出交益友」，指在外結交益友──對自己修養、學習、工作或事業

有幫助的朋友，如同《論語‧季氏》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74友直，

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下聯「入則和成」，指在家要以溫和可親的

                                                      
73
 鑲嵌為對聯修辭法，即使用特定字加入聯語上。 

74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85 年），《論語‧季氏》，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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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與家人心聲相應，和氣相感，共同營造幸福美滿的生活。 

（七）宗祠拜亭後楹門聯 

  （上）化臻上理千年合。 

  （下）福享共和百世昌。 

  上聯「化」可指「教化」、「造化」、「文化」；「臻」當指達到。「上理」中「理」字義可為

事物的條理、事物的規律，故「上理」可釋為崇高的理路或理想。下聯「共和」之「共」意

為「一起」，指的是江家宗親「共同生活」於鹿陶洋；「和」，指的是協調使和諧，也就是宗親

應彼此和好，互相親睦，所謂「和氣致祥」，即此之謂。 

（八）文物館門聯 

  （上）川長世澤振箕裘。 

  （下）會合後賢光閥閱。 

  上聯「川長」中，「川」原指河流，此處「川長」當轉意為世代傳承，如河川的流水，永

不間斷，所謂「川流不息」。「世澤」，當指祖先的遺澤、恩惠，包括地位、權勢、財產、德望

等。「箕裘」，指父業，故「振箕裘」，即振興父祖之事業。下聯「會合後賢」，意為整合後代

中品德端正具有才德的子孫；「光閥閱」，意為光大宗族的功績與經歷。上下聯合起來看，主

意在鼓勵鹿陶洋江家子弟克紹箕裘，振興家聲，光大門楣。 

六、鹿陶洋江家聚落的地理風水 

  所謂「書經用世，風水福人」，點出了客家人的風水觀。在他們看來，晴耕雨讀，透過書

本經典的學習，充實知識以用世，這是正道。而地理風水是奇學、玄學，可助人文。風水的

實質意義在於人與自然環境相協調，生機流行於聚落，「福人居福地」即此之謂。 

  依《鹿陶洋江氏祖譜》記載，開基祖江如南早年得「無字天書」，故能施行「土遁75術」，

亦能作法活捉雀鳥而來與子孫遊戲。76江如南深諳地理風水之學，傳言他曾任鴨母王朱一貴77的

                                                      
75
 土遁，是中國古代方士遁法之一，即借由或利用五行之土快速行走的方法。 

76
 鹿陶洋江家古厝祭祀公業編，《鹿陶洋江氏祖譜》，頁 10。 

77
 朱一貴（1689–1722），福建漳州府長泰縣人。家貧，26 歲赴臺謀生，曾任衙役，後為傭工、種田為生，一度     

在鳳山縣大武汀（今高雄林園）幫人飼鴨，結交三教九流，隱然為角頭領袖。1721 年臺灣知府王珍（1684–

1744）作威作福，民怨沸騰，朱一貴率眾舉事，並以己身朱姓及反清復明為號召，由羅漢內門（今高雄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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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師。此一傳言，記載於鹿陶洋江家聚落一份罕見的〈天筆五行元素〉78。該文云：臺灣入清

版圖後，鄭成功（1624－1662）手下部將黃立推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江如南當朱一

貴的軍師。79江如南獻策，朱一貴從內門二仁溪舉「反清復明」大纛出兵，並攻下臺南府城稱

王。江氏表示，一個國家不能同時有兩個國王，建議朱氏先把康熙帝害死。朱氏以康熙遠在

北京，認為要害死他有實際困難。江氏回應可以施法來達成。其辦法是：江氏在旗山（即形

狀像一支三角旗的月光山）施法七天，第八天天快亮雞啼第二聲時由朱氏向西射箭，便可害

死康熙。不過，因當天晚上朱氏太緊張整晚在房裡渡來渡去，天快亮時他實在忍不住，走出

房門不小心踢到門板，門板響了一聲，門板下有一隻狗聽到門板聲驚醒叫了起來，隨著狗吠

外面的雞也跟了叫，叫了第一聲第二聲，朱氏趕忙回房取箭向西射，結果沒射中，因為雞提

早啼。康熙早朝時發現龍椅上射了一把箭，一看是臺灣朱一貴搞的，一氣之下，派兵弭平朱

氏之亂。江如南只好輾轉逃到鹿陶洋。 

  上面這個傳說，在正史及史論上並無相關記述80，惟在鹿陶洋卻流傳了起來，姑且記述於

此。如果我們從歷史的「想像」（imagination）、「同情」（sympathy）來理解，對這個傳說立於

半信半疑的立場應是允可的，但沒有必要深信之而不疑。誠如史學家杜維運（1928－2012）

引用趙翼（1727－1814）的觀點所言：「史所記踊獲報諸事，或當時實有之，非盡誣也。」「張

道陵在鶴鳴山造符咒，傳之至今，猶有驗者。並里俗之祝由科圓夢等技，雖不識字人習之，

亦能驅使鬼神，不可盡以為誣妄也。」史學家對於誦經獲報、符咒靈驗等，「採取將信將疑的

態度則差可，深信之不疑則必不可。」81 

                                                                                                                                                                                
開始，出襲岡山，進占臺南府城，稱義王，建國號大明，年號永和。但由於部屬概為烏合之眾，缺乏政權規

劃與統治能力，開國不及兩個月，為清軍所弭平，朱一貴被執往北京處死。其生平略傳，參見許雪姬主編《臺

灣歷史辭典》（臺北：文建會，2004 年），〈朱一貴〉條，頁 299–300。 

78
 該份資料，收藏於鹿陶洋許多江家，作者失佚，出版資訊不詳。筆者手中此份資料，由鹿陶洋江宗基耆老提

供。 

79
 此一傳述，為楊昇展的研究所沿用。 

80
 臺灣省文獻會編，《臺灣史》（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96 年），〈朱一貴之役〉一節（頁 408－410）；連橫，《臺

灣通史》（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79 年），〈朱一貴列傳〉（頁 775－784），以及陳冠學，《臺灣四大革命：郭

懷一、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臺北：前衛出版社，2009 年）等，都沒有關於江如南協助朱一貴的任何記

述。 

81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三民書局，1999 年），頁 20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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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這個傳說，體現了江如南以超自然的法術施法，恰可佐證他之通於風水玄學。緣此，

江如南對其自家宅邸的風水就別有一番講究。鹿陶洋江家聚落依地理風水學：背後有靠、左

右有抱、前面有池，即《陽宅十書》82中提到「凡宅左有流水，謂之青龍；右有長道，謂之白

虎；前有汙池，謂之朱雀；後有丘陵，謂之玄武，為最貴地」之說而建立，故鹿陶洋正符合

一種傳統風水的範例要求。 

  鹿陶洋坐東南朝西北，背後是鹿陶山（標高為 263 公尺），左右各有一小丘猶如鐘、鼓，

前方為半月形大池塘。 

  江家開臺祖江如南，在世時就告誡子孫，可在現有屋舍旁的江家公地上新建房舍，但其

高度不可超過江家祖祠大廳高度，所以整個鹿陶洋聚落屋宇的最高點是神明廳，且為江家宗

祠的中心點，經由中軸線正對遠處巒頭，並在屋前留下一個種植蓮花的大水池「月眉埤」，作

為「風水池」，風水池與主體建築之間為寬廣的上埕、下埕曬穀場。 

  為了使祖祠風水能夠永遠維持最興盛的狀態，江如南並依風水輪流轉之道，推算風水變

遷，並留下錦囊，吩咐後世子孫每隔數年取出錦囊，依指示改變「月眉埤」出口水，以保祖

業維持興盛。 

  大體上，江家聚落面向西，宗祠西側為江家祖先依風水地理觀念興建的半月池，東面為

鹿陶山。半月池後來出租給人作為魚塭使用，直至 1996 年接受文建會「傳統建築空間美化計

畫」補助進行美化，將舊有的半月池，改建成目前的蓮花池外觀；周圍並有一綠地公園。到

了 2009 年，文建會「區域型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增闢環池步道、涼亭及休憩平台，

改善半月池的親水性。 

  另外，原植於半月池邊的護村老榕，因應 1996 年聚落公路拓寬，由時任鹿陶洋江家古厝

公業主事江水河與留學西班牙之藝術設計家賴佳宏共同匯集聚落，於 1996 年 12 月 31 日舉辦

盛大祭典，以宋江陣祈神儀式，浩浩蕩蕩移植於日治時期日本神社舊址，繼續護庇鹿陶洋聚

落。此棵老榕樹齡已有 88 年，胸圍 188 公分。 

 

                                                      
82
 《陽宅十書》是明代萬曆年間青州人王君榮編著的一部專論住宅堪輿的著作，精選了當時最盛行的堪輿學著

述，將其匯總而成。可參見王君榮原著，許頤平主編，《圖解陽宅十書》（北京：華齡出版社，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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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鹿陶洋江家聚落的宋江陣頭 

  關於「宋江陣」的淵源，大抵有六種說法：其一是源自《水滸傳》83宋江攻城所用的武陣；

其二是源自少林寺的「實拳」；其三是源自於戚繼光（1528–1588）的「藤牌舞」或「鴛鴦陣」；

其四是源自鄭成功的「藤牌兵」或「五花操兵法」；其五是中國福建漳泉地方自衛武力的團練；

其六是源自清末臺南府城的「義民旗」。學界多傾向它與明代地方軍事訓練有關，而其稱呼，

顯然是由《水滸傳》而來。84就字義而言，宋江陣是模仿古典小說《水滸傳》一書人物所扮演

的陣頭。水滸故事在南宋時代已在民間傳誦，至《水滸傳》問世，宋江為首的水滸人物成了

「替天行道」的義俠。其後，宋江陣在民間流衍成風，鄉民效法宋江等綠林好漢「替天行道、

忠義雙全」的精神，而將之神格化，於神誕廟會中演出，藉機宣揚武術功夫，象徵團結一致，

強不可禦。85 

  臺灣民間之流行宋江陣，與鄭成功來臺治理有密切關係。依《明史》載，在明代，「衛所

之外，郡縣有民壯，邊郡有士兵。」86「閩漳、泉習鏢牌，水戰為最；泉州、永春人善技擊。」

87論者指出，鄭成功進軍臺灣之時，漳、泉眾多人士加入鄭軍，驅逐荷蘭人之後，他們屯墾於

臺灣西南平原，其原鄉習武之風隨之在各地傳播。證之臺灣民間宋江陣師傅，多由武館產生，

表演內容又以拳術器械為主。可見宋江陣之傳臺，應是明末清初漳、泉人隨鄭氏來臺者所帶

來。88 

  據考察，目前臺灣宋江陣的分布，以縣市合併前的臺南縣及高雄縣居多，其原因與臺灣

早期開拓的先後順序有關。當明鄭開發臺灣時，在農暇令各屯田部隊，接受軍事訓練，因此

戰陣組織、武術訓練能夠在地方上傳襲下來，並成為農閒時的武藝學習，此乃鄭氏「寓道設

教」，組織幫會，以安定社會人心。於是神道及政治、宗教、江湖義氣等意識綜合體所建立的

                                                      
83
 《水滸傳》為元末明初小說家施耐庵（1296－1372）所撰，是以白話文寫成的章回小說。其主要內容講述北

宋山東梁山泊以宋江為首的梁山好漢，由被逼落草，發展壯大，直到受到朝廷招安，東征西討的歷程。 

84
 黃文博，《臺灣民間藝陣》（臺北：常民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 年），頁 58。 

85
 吳騰達，《臺灣民間藝陣》（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頁 86－87。 

86
 張廷玉，《明史》（臺北：中華書局，1971 年），卷 91〈兵法三〉，頁 9。 

87
 張廷玉，《明史》，卷 91〈兵法三〉，頁 11。 

88
 吳騰達，《臺灣民間藝陣》，頁 88。 



25 
 

宮廟，便普及於各鄉鎮村落，不僅負起祭祀神明，團結村民的功能，並藉迎神賽會的活動，

訓練武藝。所以臺灣早期開拓的鄉鎮村落，其武藝之風較為興盛，而宮廟所組成的宋江陣也

就比較多了。89 

  簡言之，宋江陣是一種結合中國古代武術和民俗技藝的陣頭活動，由一些愛好武術者，

在農閒時練拳健身，神誕廟會時出陣護神，驅邪保安，進而團結鄉里，向外彰顯武功。 

  2012 年 10 月，黃文博曾到鹿陶洋實際考察當地宋江陣，指出 1909 年鹿陶洋宋江陣係由

當時的鹿陶洋「保正」90江萬全召集91壯丁組成，由江家神明廳所祀奉的宋江爺田府元帥乩身

「起童」傳授宋江武陣，其間雖有中斷再復興，但仍保持神明傳授的宋江陣式傳統至今。因此，

鹿陶洋宋江陣的形成，除了有別於一般依附於宮廟的宋江陣外，在傳習上是由神明傳授這點

更是與眾不同。92 

  至於鹿陶洋宋江陣表演程序與內容是：先做「清旗」儀式，隊伍在古厝大埕打圈後列二

路縱隊，進入神明廳前祭拜田府元帥宋江爺，並請出頭旗帶領隊伍回到厝埕演出陣式。其陣

式主要有八：一是開四門，二是七星陣，三是八卦陣，四是水車陣，五是龍門陣，六是蜈蚣

陣，七是黃蜂結巢，八是石頭陣。93陣式展演之後，有武術表演型態的槓對頭（武器套招）、

行東關（個人武器表演）；行空守（個人行拳頭）、丈二收尾等項目。94 

  依筆者今年（2021）1 月 19 日在鹿陶洋訪問自小參與宋江陣，長大後任該陣「掌旗95手」

的江明得（1977–）之述，其祖父、父親到他連三代都是鹿陶洋宋江陣主要成員，他爸爸當

                                                      
89
 吳騰達，《臺灣民間藝陣》，頁 90。 

90
 在日治時期，保甲制度是社會控制的重要機制。規定每十戶為一甲，每十甲為一保；「保」設「保正」作為領

導者，任期為二年，為無給職。 

91
 江萬全，霞葛開基祖江啟昌派下第十八世。 

92
 黃文博，《藝陣傳神：臺灣傳統民俗藝陣》（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5 年），頁 101。 

93
 高雄一帶另有所謂「十八套」，即 1.龍吐耳，2.跳四門，3.走蛇泅，4.跳中尊，5.開斧，6.蛇脫殼，7.田螺陣，8.

雙套，9.連環套，10.蜈蚣陣，11.排城，12.破城，13.跳城，14.交五花，15.四梅花，16.八卦陣，17.黃蜂結巢，

18.黃蜂出巢等。 

94
 黃文博，《藝陣傳神：臺灣傳統民俗藝陣》，頁 101。 

95
 即掌頭旗──掌總司令旗，由宋江這個角色所持。他在宋江陣的兵器裝備中，是領導指揮的核心，不但要引

領全隊，還要帶動全隊的氣勢。操練頭旗是槍法、棍法並用，虎虎生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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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負責操舞重達 20 公斤的關公刀（大刀）。茲摘述訪談重點內容如後：96 

  其一，江家古厝聚落宋江陣的簡史：大約自 1909 年開始成立，至今已有 112 年歷史。97如

果以傳承來說，現在的主要成員──如江明得本身是第三代。不過，鹿陶洋宋江陣正式立案

是在 1995 年。 

  其二，鹿陶洋宋江陣組成的目的：早期（清末及日治時期），鹿陶洋附近及臨近山區一帶，

常有土匪出沒，故江家古厝聚落組織宋江陣以防衛、保護聚落之安全，此為本聚落組織宋江

陣的核心目的。當時，聚落四周植有高大竹子，做為圍籬，四個角建有「瞭望台」以偵察敵

情。其次，本聚落及臨近居民如果家中不平安，鹿陶洋的宋江陣會應邀到該家宅實施驅魔除

邪的武陣操演。 

  其三，鹿陶洋宋江陣特別的典故軼聞：一是 1909 年成立之初，擁有不少兵器，但因日本

統治者嚴禁臺灣人擁有兵器，所以該古厝聚落的父祖輩就把它們偷偷收藏起來。二是他們共

有二把大刀，分別為 12、20 公斤。其中一把（12 公斤）是第一代用的，在 2006 年楠西北極

殿神明巡境經過鹿陶洋時，這把大刀突然「發刀」──大刀自動上下震動。三是宋江陣的兵

器，諸如頭旗、雙斧、大關刀、耙（月牙鏟）、三釵、躂刀、戟、斬馬刀、刨刀、短棍、長槌、

鉤（鉤鐮槍）、鐵尺、雙劍、流星錘、雨傘、雙刀、風火輪、雙鐧、藤牌、獅頭等，以及鑼、

鈸、鐃、鼓等樂器，應有盡有，而鹿陶洋宋江陣另有「七星劍」98，這是一般宋江陣較為罕見

的。四是鹿陶洋宋江陣到人家宅中驅魔除邪時，一定要帶上第一代使用的大關刀、雙斧及七

星劍，這三個是必備的。 

  其四，鹿陶洋宋江陣組織成員的概況：從過去到現在，鹿陶洋宋江陣的成員一律是男性，

年齡層從 18 歲至 60 歲都有。 

                                                      
96
 黃文樹採訪，江明得口述：〈鹿陶洋祭祀公業江明得理事長訪談紀錄〉。訪談時間：2021 年 1 月 19 日；訪談地

點：鹿陶洋江明得府第。 

97
 此處受訪人江明得的說法，應是切合史實。按：「2015 年黃文博於《藝陣傳神：臺灣傳統民俗藝陣》，依鹿陶

洋庄民推測，指出鹿陶洋宋江陣應有 200 年左右歷史。」（頁 101）黃氏承認此「200 年」乃「推測」。筆者今

年（2021）1 月 19 日在鹿陶洋江家祖祠訪談江明得，與江氏共同檢視現存最早的「頭旗」，旗桿套上書「明治

四十二年（1909）九月鹿陶洋庄置」，由此可以確認至少自 1909 年起鹿陶洋宋江陣的組織已正式存在了。 

98
 七星劍，為道士作法普遍使用的法器。劍身多以鋼鐵鍛造，兩面各鑲有北斗七星圖案，主要即藉助北斗七星

的法力，以獲致斬妖除魔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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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五，目前鹿陶洋宋江陣的運作情形：雖然近一、二十年來鹿陶洋人口外移漸多，但該

聚落仍維持 36 人組成的宋江陣，其中 1 人掌「烈火旗」，是開頭前鋒，另有 5 位鼓手。以前

人數較眾時，有過 72 人陣容，所謂「三十六天罡99，七十二地煞100」101。平時的訓練是定在農

曆每月 16 日，惟在農忙期間（農曆 5 月至 8 月，共 4 個月）暫停。至於定期表演是每年農曆

2 月 16 日，專為江家宗祠內供奉的田府元帥誕辰酬神演出，表演時間約有 1.5 小時。 

  其六，鹿陶洋宋江陣的特色：該陣特色是它為純粹的單姓聚落（江氏古厝）家族成員組

織，此與一般宋江陣由宮廟發起並組成的方式102不同。 

八、鹿陶洋江家聚落的文化意識 

  有關當前楠西鹿陶洋客家聚落族群的族群生活適應與文化傳承意識，本研究採用問卷調

查法來蒐集較客觀且有代表性的資料。研究工具是自編之「楠西地區客家鄉親生活適應與文

化傳承問卷」103。問卷施作對象，以楠西鹿陶洋客家族群現住戶約 100 人為母體，抽樣 66 份

問卷為樣本104，採用次數分配、百分比、描述性統計等統計方法進行資料處理。 

  筆者分別於今年（2021）1 月 20 日（週三）、23 日（週六）及 29 日（週五），親自帶研

究助理到鹿陶洋進行隨機性問卷調查──走訪每一家戶，凡遇見住在鹿陶洋的男女老少，皆

商請其協助填寫問卷，筆者與助理均全程陪在旁邊做必要之說明。以下依問卷題序，簡述問

                                                      
99
 天罡，星名，即北斗七星的柄；道教稱北斗叢星中三十六星之神。 

100
 地煞，有二義，一是星相家所稱主凶殺之星，二是泛指凶神惡鬼。 

101
 在民間傳說中，三十六天罡常與七十二地煞聯合行動，降妖伏魔。 

102
 國內宋江陣，大多由宮廟主導、支持經費，如嘉義縣鹿草鄉三角仔開天宮宋江陣、臺南市官田區西莊惠安宮

宋江陣、臺南市新營區鐵線橋通濟宮宋江陣、臺南市鹽水區後寮永慶宮宋江陣、臺南市六甲區七甲龍湖代天

府宋江陣、臺南市柳營區八老爺重興宮宋江陣、臺南市麻豆區埤頭永安宮宋江陣、臺南市佳里區南勢九龍殿

宋江陣、臺南市七股區大寮龍安宮宋江陣、臺南市學甲區中洲惠濟宮宋江陣、高雄市內門區順賢宮宋江陣、

高雄市茄萣區白砂崙萬福宮宋江陣、高雄市路竹區頂寮三公宮宋江陣、高雄市岡山區後協代天府宋江陣、屏

東縣新園鄉五房澄瀛宮宋江陣、臺東縣卑南鄉南清宮宋江陣等，可謂不勝枚舉。 

103
 此問卷係修改、增補自 2010 年楊昇展《南瀛客家族群誌》附錄三「客家鄉親在臺南縣生活適應與文化傳承態

度量表」。楊氏原量表共 20 題，本研究問卷增為 24 題，並在原量表上增修幅度不小的更動文字。 

104
 依吳明隆、涂金堂合著《SPSS 與統計應用分析》（臺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011 年）；吳和堂《教育論文寫作

與實用技巧》（臺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二書之建議及吳和堂電話口頭說明─—「因母群體 100 人，

並不多，故建議問卷抽樣達一半以上即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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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調查統計結果。 

  首先，在基本資料方面，填寫問卷者（以下皆稱受測者），以 50 歲以上者居多（約達 80%），

男、女皆為 33 人，各佔 50%。其中，祖籍為福建詔安有 33 人，佔 50%；楠西 18 人，佔 27%；

玉井、佳里皆為 6 人，各佔 9%；新市 3 人，佔 5%。父親為客家人有 54 人，佔 82%；非客家

人有 12 人，佔 18%。母親為客家人有 12 人，佔 18%；非客家人有 54 人，佔 82%。自我認同

為客家人有 15 人，佔 23%；自我認同為非客家人有 51 人，佔 77%。由這些統計數字可知，

鹿陶洋現住者有一半人知道其祖籍是福建詔安。他們的父親多數為客家人，佔 82%；母親則

相反，只有 18%是客家人。值得注意的是，他們「自我認同」為客家人，只有 23%；「自我認

同」為非客家人，則高達 77%。可以說，鹿陶洋客家族群聚落現住者多數並不認為自己是客

家人。 

  以下按問卷題序逐一說明受測者反映之人數與百分比（採四捨五入，計到個位數）。問卷

原為五等量表，此處化簡為三等，即「非常同意」與「同意」歸併為「同意」；「不同意」與

「非常不同意」歸併為「不同意」。由於本問卷與 2010 年楊昇展「客家鄉親在臺南縣生活適應

與文化傳承量表」的調查，有約八成題項是一致的，但楊氏問卷的施作對象大多是仍會使用

客語的臺南縣客家族群──主要是臺南縣客家協會會員、臺南縣各國小客語支援教師、國教

輔導團客語組教師等，與鹿陶洋「福佬客」的屬性差異極大，故本文問卷之調查結果，不便

與 10 年前楊氏之調查結果進行比較。但本問卷調查結果，將與過去相關研究文獻稍作連結對

照。 

  題 1「我覺得客家鄉親在臺灣是個弱勢族群」，調查結果如表 1，不同意的有 50%，達到

一半，同意的只有 23%。 

表 1「我覺得客家鄉親在臺灣是個弱勢族群」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15 18 33 

百分比 23% 27% 50% 

  題 2「我覺得客家鄉親在楠西地區是隱性族群」，調查結果如表 2，不同意的有 41%，同

意的有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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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我覺得客家鄉親在楠西地區是隱性族群」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24 15 27 

百分比 36% 23% 41% 

  題 3 「我覺得楠西地區的居民對客家人很不友善」，調查的結果如表 3，不同意的高達

86%，同意的僅有 6%。可以說，客家族群在臺南縣或楠西地區，絕大部分人不覺得別人對他

們是不友善的。 

表 3「我覺得楠西地區的居民對客家人很不友善」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6 3 57 

百分比 9% 5% 86% 

  題 4「我曾因為是客家人而在楠西地區受到不友善對待」，調查結果如表 4，不同意的高

達 91%。此題可與題幹性質相近的題 3 合起來分析，顯示在楠西地區，並不因鹿陶洋江氏人

是客家人而受到不友善對待。 

表 4「我曾因為是客家人而在楠西地區受到不友善對待」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0 6 60 

百分比 0% 9% 91% 

  題 5「我從小就入境隨俗不再堅持客家習俗」，調查結果如表 5，同意的有 59%，不同意

的有 23%。本研究結果與 1998 年吳中杰、2009 年劉兆書、2011 年江月雲等人的研究發現相近，

皆顯示鹿陶洋的「福佬化」及其客家習俗文化漸趨式微的現象。不過，仍有 23%的人還是反

映了其持守客家習俗的態度。 

表 5「我從小就入境隨俗不再堅持客家習俗」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39 12 15 

百分比 59% 1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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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 6「我覺得客家男人會比其他族群的男人更有大男人主義」，調查結果如表 6，不同意

的有 46%，同意的有 27%。 

表 6「我覺得客家男人會比其他族群的男人更有大男人主義」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18 18 30 

百分比 27% 27% 46% 

  題 7「我覺得客家女性會比其他族群的女性勤勞」，調查結果如表 7，同意的有 41%，不

同意的有 14%。 

表 7「我覺得客家女性會比其他族群的女性勤勞」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27 30 9 

百分比 41% 45% 14% 

  題 8「我覺得不同族群的文化背景，會對婚姻有不良影響」，調查結果如表 8，不同意的

達 68%，同意的 18%，也就是大家普遍認為不同族群的文化背景並不致構成對婚姻有不良影

響。 

表 8「我覺得不同族群的文化背景，會對婚姻有不良影響」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12 9 45 

百分比 18% 14% 68% 

  題 9「我在別人的面前，會盡量隱藏自己是客家人的身分」，調查結果如表 9，不同意的

達 68%，同意的為 0%。此題項與前面題項 2 性質近似，但更強烈彰顯受測者並不隱藏自己是

客家人的生活經驗。整體看來，楠西地區多數客家族群並不刻意隱藏自己是客家人的身分。 

表 9「我在別人的面前，會盡量隱藏自己是客家人的身分」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0 21 45 

百分比 0% 32%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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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 10「我覺得子女學習客語會給他們帶來很大的負擔」，調查結果如表 10，不同意的達

68%，同意的 18%。 

表 10「我覺得子女學習客語會給他們帶來很大的負擔」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12 9 45 

百分比 18% 14% 68% 

  題 11「我覺得我與自己的子女會不會講客家話並不重要」，調查結果如表 11，同意的高

達 82%，不同意的 9%。可見今日楠西鹿陶洋的客家鄉親絕大多數不在乎是否會講客家話。這

與筆者近日多次走訪鹿陶洋的實際經驗一致，他們幾乎都不會講客家話了。 

表 11「我覺得我與自己的子女會不會講客家話並不重要」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54 6 9 

百分比 82% 9% 9% 

  題 12「我是客家人，我能夠流利的使用客家話」，調查結果如表 12，不同意的高達 91%，

同意的 0%。此結果，與上題（題 11）顯示的現象，互有密切關聯，這反映出鹿陶洋聚落客

語流失的嚴峻實情。這種情況，與 1998 年吳中杰及 2009 年劉兆書等研究發現前後同揆。 

表 12「我是客家人，我能夠流利的使用客家話」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0 6 60 

百分比 0% 9% 91% 

  題 13「我是客家人，但我能夠流利的使用閩南語」，調查結果如表 13，同意的高達 82%，

不同意的只有 4%，顯示鹿陶洋客家族群大多數人能夠流利的使用閩南語，這與筆者近日多次

到當地考察、訪談的體驗是一致的。而此結果，與上題（題 12），是互為印證的，即絕多數

的鹿陶洋人已無法流利的使用客家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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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我是客家人，但我能夠流利的使用閩南語」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54 9 3 

百分比 82% 14% 4% 

  題 14「我的客家語說得比閩南語好」，調查結果如表 14，不同意的高達 95%，同意的 0%。

此題其實也可與前面 2 題（題 12、13）互為印證，即鹿陶洋客家族群絕大多數的人閩南語是

流利的，遠比客家語說得好。 

表 14「我的客家語說得比閩南語好」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0 3 63 

百分比 0% 5% 95% 

  題 15「我的子女可以使用客家語」，調查結果如表 15，不同意的達 82%，同意的 0%，即

鹿陶洋絕大多數客家族群表示其子女並不能使用客家語。此結果，與題 11、12、13、14 等題

項之調查結果，是相互呼應的，一再反映出當地客家語嚴重流失的事實。 

表 15「我的子女可以使用客家語」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0 12 54 

百分比 0% 18% 82% 

  題 16「我的子女客家語說得比閩南語好」，調查結果如表 16，不同意的高達 91%，同意

的 0%，與上題調查結果一致。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現階段鹿陶洋客家族群的子女閩南語是

愈說愈好，相對的，客家語是愈來愈差。 

表 16「我的子女客家語說得比閩南語好」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0 6 60 

百分比 0% 9%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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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 17 「我覺得客家人的宗教凝聚力量比其他族群更強」，調查結果如表 17，同意的有 59%，

不同意的 18%。此結果顯示客家宗族凝聚力比其他族群更強。 

表 17「我覺得客家人的宗教凝聚力量比其他族群更強」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39 15 12 

百分比 59% 23% 18% 

  題 18「在家裡，我和我的家人常常用客語交談」，調查結果如表 18，不同意的高達 100%，

可以說，當前鹿陶洋客家族群家人交談已完全不使用客家語了。這同 1988 年吳中杰、2009 年

劉兆書等研究結果一致。這同前面題 11、14 等的現象脈絡及其可能原因，應是相連結、交互

作用的結果。 

表 18「在家裡，我和我的家人常常用客語交談」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0 0 66 

百分比 0% 0% 100% 

  題 19「我覺得強調自己是不是客家人，沒有那麼重要」，調查結果如表 19，同意的有 77%，

不同意的只有 9%，顯示現階段鹿陶洋客家族群多數人主張不用刻意去強調自己是客家人。可

以說，他們的族群意識或族群認同，並不明顯，或不在意。這也同 1998 年吳中杰、2009 年劉

兆書等研究結果一致。 

表 19「我覺得強調自己是不是客家人，沒有那麼重要」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51 9 6 

百分比 77% 14% 9% 

  題 20「我對客家語言和文化的流失感到憂心」，調查結果如表 20，沒意見的 41%，不同

意的 32%，同意的 27%。沒意見的人百分比最高，次高者為不同意的，這兩者可歸屬於不在

乎客家語言和文化的流失，他們合計起來達 73%之多，態勢明顯。這同前面題 5、11、12、13、

14、15、16、18、19 等題項之調查結果，表裡一致，互通聲氣，相輔相成，在在反映出鹿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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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客家族群在客家文化意識與文化認同上，是微弱的。 

表 20「我對客家語言和文化的流失感到憂心」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18 27 21 

百分比 27% 41% 32% 

  題 21「我覺得傳統孝悌倫理確為客家人的優質精神」，調查結果如表 21，同意的有 46%，

不同意的 27%，同意的雖未過半，但百分比明顯高於不同意者。此項調查結果，與 2009 年劉

兆書的研究發現、吳俊鋒的報導、2001 年林孟婷的報導，以及 2019 年黃明雅的見解，呈現一

貫的虔誠祭祖及宗族認同，應可說是互為表裡。 

表 21「我覺得傳統孝悌倫理確為客家人的優質精神」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30 18 18 

百分比 46% 27% 27% 

  題 22「我認為孝悌倫理在當今社會仍有必要倡導與實踐」，調查結果如表 22，同意的高

達 95%，不同意的 0%，揭示鹿陶洋客家族群絕大多數的人認為孝悌倫理仍應在當今社會加以

倡導與實踐。這與中國傳統文化重視孝道倫理應有密切關聯，同時與鹿陶洋江家聚落每年盛

大舉辦清明祭祀活動，以及其宗祠門聯重視追懷祖德、克紹箕裘的宗族文化可能有關。 

表 22「我認為孝悌倫理在當今社會仍有必要倡導與實踐」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63 3 0 

百分比 95% 5% 0% 

  題 23「我以身為客家人為榮」，調查結果如表 23，沒意見的 45%，同意的 41%，不同意

的 14%，沒意見者人數百分比最高，但同意的較明顯高於不同意的。此結果可能與鹿陶洋客

家族群之明顯「福佬化」有關。 

 

 



35 
 

表 23「我以身為客家人為榮」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27 30 9 

百分比 41% 45% 14% 

  題 24「我期待在楠西地區成立客家文化園區」，調查結果如表 24，同意的有 72%，不同

意的 5%，顯示鹿陶洋客家族群大多數人期待在楠西地區成立客家文化園區。 

表 24「我期待在楠西地區成立客家文化園區」統計 

選項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人數 48 15 3 

百分比 72% 23% 5% 

九、結論 

  綜上可知，楠西鹿陶洋古厝聚落，已有三百年歷史。其來臺灣第一代源自福建詔安客江

如南，迄今已繁衍 12 代人。該客家聚落擁有氣派的宗祠與兩邊共 13 條護龍，規模相當完整。

極盛時期，江氏單一宗族達 139 戶，地方農會還因此在當地設立幼稚園，以因應眾多幼兒接

受學前教育的需求。而由於鹿陶洋江家聚落非但具備諸多歷史建物，而且成立單一宗族組織

的宋江陣頭，故近一、二十年來吸引了學術界與文化界人士的關注，已有不算少的相關著作

與紀錄問世。惟此等著述，仍存在罅漏或過時的情況，故本研究綜合採取歷史研究法、田野

調查法、訪談法及問卷調查法等，針對該聚落的歷史發展、歷史建築、聯語資產、地理風水、

宋江陣頭，以及文化意識等層面，加以梳理與分析。 

  鹿陶洋江家在詔安的祖先，江奕顯、江積萬、江達清等，在地方皆有清望，特別是江達

清可記之善行尤多。至畢生謹守「天良道德心」的江如南，因原鄉饔飧不給，生活困頓，乃

冒險勇渡黑水溝抵臺，隨身攜帶的物件，成為今日鹿陶洋古厝聚落之寶，被後代子孫視為神

聖物而加以珍藏。數十年來，隨著社會快速變遷，該聚落子孫不斷向外移居、向外發展，致

使聚落住戶人口大量減少，目前剩約 30 多戶，近百人而已，而每年清明從海內外各地區返鄉

祭祖者一般都在 400、500 人之間，可見其向外移出之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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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通過文化資產認證的鹿陶洋江家古厝聚落，有諸多建物具有歷史性、地方性、特殊性。

其中，江家宗祠歷經多次地震而嚴重受創，但在政府有關單位與鹿陶洋住民通力合作之下，

概能得到修護，永續扮演整個古厝聚落的最高地位與精神象徵。該宗族的祖先神東峯公太依

舊是他們誠敬供奉的神祇。這種崇拜祖宗神的信仰，可說是該聚落特有的宗教習俗，也是他

們目前尚保留的客家文化遺產之一。至於其土埆厝、竹管厝、紅磚屋、捉賊巷、古井、挑水

路等，也都能夠讓大家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 

  對聯藝術是鹿陶洋江家古厝聚落重要的文化資產之一，其宗祠祖祠堂門聯，文句及其書

寫，皆出自名家之手，頗為珍貴，而辭意貼切，對江氏子孫的正向發展深具曉喻之作用與啟

迪之效益。祖祠堂壁聯以陶淵明逸宅喻鹿陶洋為桃花源，以鄭玄桑梓喻鹿陶洋為仁德之里。

祖祠堂神龕門聯以人文化成鼓勵後進。神明廳門聯，從鹿陶洋的地理環境切入，引出祖先盛

德，以策勵後代奮發進取。公廳對聯，鑲上達清公之名，黽勉晚輩諦造新猷，大展鴻圖。拜

亭前楹聯語，為四字短句，強調在外結交益友，在家和睦相親之道。拜亭後楹聯語，期許宗

族追求上理，共享福報。文物館門聯，意在提示宗親振箕裘，光閥閱，義涵深遠。 

  由於來臺第一代祖江如南與地理風水奇學因緣頗深，故創建鹿陶洋之初，即從地理風水

的立場妥善規劃整個聚落的格局。古厝聚落體現了背後有靠，左右有抱，前面有池的傳統陽

宅堪輿之理想。歷經三百年，該聚落仍遵循當初江如南的告誡，宗祠為中心，全部屋宇的最

高點是神明廳，聚落中軸線正對遠處山巒之頂，而聚落之前開闢半月型風水池。凡此，都是

鹿陶洋始祖江如南刻意留下的宏規。 

  鹿陶洋的宋江陣頭，歷史已有 112 年，其特色可歸為四，一是其陣式係由江家神明廳祀

奉的田府元帥宋江爺乩身起童所傳授，此與一般宋江陣由武師示範指導不同；二是其組成乃

由鹿陶洋單一江氏聚落基於自衛而成立，與一般宋江陣由公廟召集信徒組成不同；三是鹿陶

洋宋江陣之成員純是單一江氏聚落壯丁，與一般宋江陣成員由多元姓氏之人組織迥異；四是

鹿陶洋宋江陣武器中有七星劍，為一般宋江陣所無。 

  本研究針對鹿陶洋聚落現住戶所作問卷調查之主要明顯結果有如下數點：一是超過半數

受測者不覺得客家族群在臺灣是弱勢；二是他們絕大多數並未在楠西地區感受到不友善對待；

三是他們多數不再堅持客家習俗；四是他們多數認為不同族群的文化背景不會對婚姻帶來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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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響；五是他們並不會刻意隱藏自己是客家人的身分；六是他們多數人不覺得子女學習客

語會給他們帶來負擔；七是他們絕大多數不在乎自己及子女是否會講客語；八是他們平日在

家已完全不用客語溝通，絕大多數無法流利使用客語，反而能夠流暢使用閩南語；九是他們

有超過半數的人覺得客家人的宗族凝聚力比其他族群較強；十是他們絕多數人覺得強調自己

是不是客家人，沒有那麼重要；十一是他們絕大多數人認為孝悌倫理在當今社會仍有必要倡

導與實踐；十二是多數人期待在楠西地區成立客家文化園區。 

  要言之，楠西鹿陶洋古厝聚落有其歷史與文化，無論是從歷史性、地方性、特殊性角度

盱衡，他們確實值得作為文化資產，加以維護、永續經營，使之成為臺灣亮點之一。而本研

究問卷調查統計分析他們關於文化意識諸項態度與意見，發現在許多方面不同於過去的調查

結果，而且反映了現階段該聚落客家族群客語使用實情與文化傳承意識，這對於吾人客觀認

識該聚落應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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