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錄 

 

目錄-1 

 

目  錄 
  

 

圖目錄.........................................................................................目錄-2 

表目錄.........................................................................................目錄-3 

相目錄.........................................................................................目錄-4 

 

第一章  前言...................................................................................1-1 

第一節 計畫緣起.............................................................................1-1 

第二節 研究範圍.............................................................................1-2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1-7 

   
第二章  五星石..............................................................................2-1 

第一節 五星石之相關研究............................................................2-1 

第二節 化台之設置.........................................................................2-5 

  第三節 調查成果..........................................................................2-13 

 

第三章  楊公墩............................................................................ 3-1 

第一節 楊公先師源流考................................................................3-1 

第二節 楊公先師與建築之關係....................................................3-5 

第三節 調查成果與基礎釋義......................................................3-14 

 

第四章  調查成果與解析..............................................................4-1 

 

參考書目.........................................................................................參-1 

 

附錄一  五星石與楊公墩空白調查表格............................附錄1-1 

 

附錄二  五星石調查統計成果與個案................................附錄2-1 

 

附錄三  楊公墩調查統計成果與個案................................附錄3-1 

 

附錄四  五星石與楊公墩調查成果與個案........................附錄4-1 

 

參與人員名錄................................................................................封底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與「楊公墩」之調查研究

 

目錄-2 

【圖目錄】 

 

圖1-1：清代六堆分布圖  來源：林正慧，1997：79   1-3 

圖1-2：楊公先師與五星石出現之位置—化台前緣及廳下圖為內埔徐氏祠堂  1-4 

圖1-3  研究流程架構  1-8 

圖2-1：五星石之排列法  來源：徐明福，1993：131  2-4 

圖3-1： 楊公符式 

楊公符四面的符式分別是：正面，楊公符主符仙師壓煞符。左面，左輔部份符。

右面，右弼部份符。在實際書寫時，本符只有三直，即從「親到」聯「中官」要

一直寫下不停頓加行為正面，餘為左右面。來源：林嘉書、林浩，1992：185  3-6 

圖3-2：楊公符樹之後片式  來源：林嘉書、林浩，1992  3-6 

圖3-3：楊公符樹示意圖  來源：林嘉書、林浩，1992：  3-6 

圖3-4：出破軍符  來源：林嘉書、林浩：，1992：187  3-10 

圖3-5：楊公雪山符式  來源：林嘉書、林浩：1992：191  3-10 

圖3-6：楊公先師出現位置  依其出現數量排序 

（1）廳下左側（2）土地龍神位置（3）土地龍神右側（4-1）土地龍神左側（4-2）

神桌  3-17 

圖3-7：楊公墩與楊公符之位置  3-17 

圖3-8：楊公柱之尺寸  圖為佳冬戴氏伙房  3-18 

圖3-9：楊公柱之尺寸  圖為佳冬戴氏伙房  3-18 

圖3-10：楊公符之形式  圖為佳冬戴氏伙房  3-18 

圖3-11：楊公符之形式  圖為佳冬戴氏伙房  3-18 



目錄 

 

目錄-3 

 

【表目錄】 

 

表1-1：六堆分布地區圖  來源：鍾壬壽，1973  1-2 

表 1-2：執行時間與進度  1-5 

表2-1：歷來研究之「五星石」  2-3 

表2-2：一、三、五、七星石所各別代表之意義  2-10 

表 2-3：本次五星石調查成果表  2-16 

表2-4：五星石資料表格  附注：石頭形狀可繪出者即在下表呈現，因現場作業

而無法繪出者，表格內為空白。  2-17 

表3-1：營建過程中匠師涉及之環節  3-2 

表3-2：營建過程中參與人員關係表  3-2 

表3-3：與風水及建築相關之祖師爺  3-3 

表3-4：本次楊公墩調查成果  3-19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與「楊公墩」之調查研究

 

目錄-4 

 

【相目錄】 

 

相1-1：五星石 圖為佳冬羅宅  1-5 

相1-2：楊公墩 圖為萬巒林宅  1-5 

相2-1：五星伯公祭拜情形  來源：謝劍：1990：310  2-4 

相2-2：五星伯公祭拜情形  來源：謝劍：1990：310  2-4 

相2-3：五星石 圖為湖口濟陽堂  2-5 

相2-4：較有立體感的五星石 圖為新埔牧久第  2-5 

相2-5：六堆地區之五星石  圖為新埤張宅  2-5 

相2-6：六堆地區之五星石  圖為麟洛徐宅  2-5 

相2-7：化台之形式  2-8 

相2-8：化台之形式  2-8 

相2-9：化台之形式  2-8 

相2-10：化台之形式  2-8 

相2-11：化台之形式  2-8 

相2-12：化台之形式  2-8 

相2-13：化台之形式  2-9 

相2-14：化台之形式  2-9 

相2-15：化台之形式  2-9 

相2-16：化台之形式  2-9 

相2-17：化台之形式  2-9 

相2-18：化台之形式  2-9 

相2-19：化台之施作與排水  2-10 

相2-20：化台之施作與排水  2-10 

相2-21：化台之施作與排水  2-10 

相2-22：化台之施作與排水  2-10 

相2-23：一星石  2-11 

相2-24：一星石  圖為萬巒福德祠化台上之石頭  2-11 

相2-25：五星石  2-12 

相2-26：五星石  2-12 

相2-27：五星石  2-12 

相2-28：五星石  2-12 

相2-29：五星石  2-12 

相2-30：七星石  2-12 

相2-31：五星石香座  2-12 

相2-32：五星石香座  2-12 

相2-33：化台之香座  2-13 

相2-34：化台之香座  2-13 



目錄 

 

目錄-5 

相2-35：化台之香座  2-13 

相2-36：化台之香座  2-13 

相2-37：一星石 圖為萬巒林宅  2-19 

相2-38：五星石  2-19 

相2-39：五星石  2-19 

相2-40：五星石  2-19 

相2-41：五星石  2-19 

相2-42：五星石  2-19 

相2-43：五星石 圖為內埔李氏祠堂  2-20 

相2-44：七星石 圖為內埔鄭成功廟  2-20 

相3-1：楊公符樹示意圖  來源：www.greatchinese.com  3-4 

相3-2：楊公符樹之後片式  來源：喬繼堂，1992，《中國崇拜物》3-4 

相3-3：巧聖先師  攝於台中東勢巧聖先師廟  3-4 

相3-4：爐公先師  攝於台中縣東勢鎮巧聖先師廟  3-4 

相3-5：楊公墩 圖為佳冬楊祠  3-19 

相3-6：楊公墩  圖為佳冬羅宅  3-19 

相3-7：楊公墩 圖為佳冬戴祠  3-20 

相3-8：楊公墩  圖為佳冬戴宅  3-20 

相3-9：楊公墩 圖為萬臠鍾祠  3-20 

相3-10：楊公墩  圖為西氏李宅  3-20 

相3-11：楊公墩 圖為內埔徐祠  3-20 

相3-12：楊公墩  圖為美濃林宅  3-20 

相3-13：佳冬戴祠楊公先師原本置放位置  3-20 

相3-14：佳冬戴祠楊公先師今之位置  3-20 

相3-15：楊公墩之構成--「墩」  3-22 

相3-16：楊公墩之構成--「墩」 3-22 

相3-17：楊公墩之構成--「墩」  3-22 

相3-18：楊公墩之構成--「墩」  3-22 

相3-19：楊公墩之構成—柱身  3-22 

相3-20：楊公墩之構成—柱身  3-22 

相3-21：楊公墩之構成—柱身上之符式  圖為佳冬戴氏伙房  3-23 

相3-22：楊公墩之構成—柱身上之符式  圖為佳冬戴祠  3-23 

相3-23：楊公墩之構成—頂部  3-23 

相3-24：楊公墩之構成—頂部  3-23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與「楊公墩」之調查研究

 

目錄-6 

 
 



第一章  前言 1-1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計畫緣起 
第二節  研究範圍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第一節  計劃緣起 
 
一、計畫緣起 
 

至目前為止，台灣在傳統建築的研究領域已奠定一些成果，但有關

客家建築的相關研究仍屬少數，且尚停留在聚落、建築式樣及風格之層

面，論及建築物營建層面的研究始終為少數。而將範圍縮小至南部六堆

地區來看，相關研究則更為闕乏。故對六堆地區客家傳統建築中「五星

石」與「楊公墩」的研究是一個尋根的開始，希望藉由「五星石」與「楊

公墩」文獻史料的蒐集與田野調查之歸納，得以建闢六堆地區傳統建築

研究之新領域。 
 
二、研究題目、意義與價值 
 

本計劃為六堆客家地區傳統建築營建行為研究之開端，係針對南部

六堆客家地區特定建築對象物之調查研究，題目定為「六堆客家地區「五

星石」與「楊公墩」之調查研究」。「五星石」與「楊公墩」係指出現

於化台前緣之「五星石」與位於「廳下」空間之「楊公墩」1。預計實行

內容首先係對六堆地區傳統建築中之特殊信仰「五星石」與「楊公墩」

做一全面性普查，田野成果除可助於「五星石」與「楊公墩」更深入與

正確之名詞釋義外，亦可建立六堆地區傳統建築營建行為之基礎資料，

以作為未來深入傳統建築研究之礎石，亦得以突破營建行為中純涉及構

件作法之限制。而進一步再將普查結果做初步歸納，期成果有助於建

構、辨證與詮釋傳統建築營建行為中之諸多模糊不清的疑點或論證，如

風水觀等。 
 

                                                           
1
 名詞之解釋參名詞釋義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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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應可供為客家建築在未來深度與廣度研究上之基礎。在深

度上繼續深查「五星石」與「楊公墩」之源由，並在營建行為之討論上

有所突破。在廣度上則可將範圍擴大到台灣其他客家地區，繼續作「五

星石」與「楊公先師」的尋訪與研究工作，以論證此二項營建物是否為

六堆客家地區之特有物，未來則更可用以建立作為客家學比較的研究資

料，提供一個解讀客家傳統建築的新角度。又「五星石」與「楊公墩」

除具有傳統營建行為之風水意涵外，亦是一特殊之信仰，故此研究成果

亦期可被相關民俗學者、人類學者等相關領域採用，並有助於相關疑點

之詮釋。而預計研究成果亦應有助益於鄉土史料之建立。 

 
第二節  研究範圍 

 
在研究時間上，本研究將焦點置於特定對象物，即係「五星石」與

「楊公墩」，故研究時間之設定無特定之範圍，但因以目前已知案例所

在之建築多在日治時期建成，故初步先以日治時期之傳統建築為主，清

代與戰後為輔。而研究空間範圍上，以鍾壬壽先生所列出之六堆地區範

圍作為初步之設定。範圍如下表： 
 

表1-1：六堆分布地區圖  來源：鍾壬壽，1973 

數量 堆名 分布地點 

1 前堆 長治、麟洛 

2 中堆 竹田 

3 後堆 內埔 

4 先峰堆 萬巒 

5 左堆 新埤、佳冬 

6 右堆 高雄：甲仙、六龜、杉林、新威、美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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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清代六堆分布圖 

來源：林正慧，1997：79 

 
三、研究對象與相關名詞釋義 

 
本計劃為六堆客家地區傳統建築營建行為研究之開端，係針對南部

六堆客家地區特定建築對象物之調查研究，題目定為「六堆客家地區「五

星石」與「楊公墩」之調查研究」。「五星石」與「楊公墩」係指出現

於化台前緣之「五星石」與位於「廳下」空間之「楊公墩」2。預計實

行內容首先係對六堆地區傳統建築中之特殊信仰「五星石」與「楊公墩」

做一全面性普查，田野成果除可助於「五星石」與「楊公墩」更深入與

正確之名詞釋義外，亦可建立六堆地區傳統建築營建行為之基礎資料，

                                                           
2
 名詞之解釋參名詞釋義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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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為未來深入傳統建築研究之礎石，亦得以突破營建行為中純涉及構

件作法之限制。而進一步再將普查結果做初步歸納，期成果有助於建

構、辨證與詮釋傳統建築營建行為中之諸多模糊不清的疑點或論證，如

風水觀等。 
 
本研究之調查對象有楊公墩與五星石，前者多設置於廳下空間，而

後者則位於化台前緣。故此田野調查之順序為挑選聚落→選定較可能之

伙房→與主人示意→進入廳下→前進化台。先至廳下觀察楊公墩之設置

與否，再從廳下之窗戶或通往化台之門觀察化台，此為判段五星石設置

與否的第一步。即若伙房並不設置化台，自然不會有五星石之設置。 
 
如上所述，本研究主要執行內容為特定對象物之普查與該物之基礎

名詞釋義，而設有楊公墩與五星石者為該地被生產之傳統建築內，類型

包括伙房、祠堂及廟宇三類，而初步之判斷認為，即祠堂與廟宇等一般

被視為較重要之建築物設置之機率應較高。 
 

五星石

楊公先師

圖1-2：楊公先師與五星石出現之位置—化台前緣及廳

下。  圖為內埔徐氏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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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1-1：五星石 圖為佳冬羅宅 相1-2：楊公墩 圖為萬巒林宅 

（一）執行流程 

1.訓練相關人員，儘可能以熟稔客語者為主，授其訪談方法及內容，

建立基本之料，以在地毯式的蒐索上事半功倍，並得以累積未來後續相

關研究之種子人員。 

2.針對初調成果鎖定特定之匠師，訪談與整理其對「五星石」與「楊

公墩」之營建知識，並與田野資料相互對照。 

3.研究人員蒐集相關文獻、資料、著作並加以回顧。 

4.針對初步研究成果再與匠師進行深入訪談。 

5.成果歸納並提出結論。 

 

（二）執行時間與進度 

計劃預計進行8個月，執行時間自5月份起至12月份，並於12月繳交

成果報告。各月份進行進度如下： 

5-6月  進行文獻蒐集與回顧 

7-9月  初步田野調查 

10月  田野成果初步解讀解析、並進行田野複勘 

11月  初步結果歸納、深入訪談與撰寫結案報告 

12月  報告修改與結案報告繳交 
 
表1-2：執行時間與進度 

月份 

工作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資料蒐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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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訪問   ══ ══ ══ ══ ══  

撰寫報告     ══ ══ ══ ══ 

報告印刷與結案        ══ 

 
四、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內容撰寫預計如下，並依此確立研究架構： 
1. 「五星石」之釋義與解讀 
2. 「楊公墩」之釋義與解讀 
3. 「五星石」與「楊公墩」之分布位置與現今狀態 
4. 「五星石」與「楊公墩」之相關研究對照 
5. 「五星石」與「楊公墩」之設置於傳統建築營建行為之意義 
6. 「五星石」與「楊公墩」之設置之於傳統建築之意義 

 
五、研究限制、預計成果與貢獻 

 
（一）研究限制 

六堆地區範圍雖廣，且傳統建築之數量亦不少，但「五星石」與「楊

公墩」為特殊產物，故此研究可能會產生之限制即是特定對象物本身存

在數量不多，造成詮釋之困境或數量太少根本構不成歸納之條件。前者

解決之道是透過多位知曉「五星石」與「楊公先師」之營建知識之匠師，

訪談並整理其對「五星石」與「楊公墩」之知識與施作經驗，必要時則

以現場案例之照片與之討論，再輔以與「風水」相關之史料與文獻，以

助進一步解析。後者之困境目前無法解決，因「五星石」與「楊公墩」

之存在其是實體，若無真實之數量，研究者不可能自行預設增加，目前

唯一解決之法乃有透過成果之詮釋之成果補此不足。 
 
（二）預期成果與貢獻 

研究成果應可供為客家建築在未來深度與廣度研究上之基礎。在深

度上繼續深查「五星石」與「楊公墩」之源由，並在營建行為之討論上

有所突破。在廣度上則可將範圍擴大到台灣其他客家地區，繼續作「五

星石」與「楊公先師」的尋訪與研究工作，以論證此二項營建物是否為

六堆客家地區之特有物，未來則更可用以建立作為客家學比較的研究資

料，提供一個解讀客家傳統建築的新角度。又「五星石」與「楊公墩」

除具有傳統營建行為之風水意涵外，亦是一特殊之信仰，故此研究成果

亦期可被相關民俗學者、人類學者等相關領域採用，並有助於相關疑點

之詮釋。而預計研究成果亦應有助益於鄉土史料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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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計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 
 

（一）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 
1. 六堆客家傳統建築「五星石」與「楊公墩」數量清查與基本資料的
建立。 

2. 六堆客家傳統建築「五星石」與「楊公墩」分布區位與位置之資料
建立。 

3.「五星石」與「楊公墩」之基礎釋義。 
 

（二）研究預期成果 
本研究建立在先前對六堆客家祠堂對於「五星石」與「楊公墩」之

研究基礎上，希望透過擴大調查建築類型範圍，儘速尋找「五星石」與

「楊公墩」之數量與分布，以建立六堆客家地區相關之傳統建築對於該

對象物之運用與解讀，其成果可作為後續研究的基礎，並作為分析比較

的指標。 
 

（三）研究預期之貢獻 
1.建立六堆客家建築「五星石」與「楊公墩」之基本資料：可作為

後續客家建築研究的參考。 
2.傳統技藝的記錄：蒐集並記錄已快消失之特殊對象物，並透過訪

談與文獻對照了解其來龍去脈。 
3.建闢新的研究角度：以「五星石」與「楊公墩」之個別詮釋，探

討六堆地區傳統建築之營建觀念。 
4.種子人員之培育：在此次田野調查人員之訓練中，培育未來相關

研之種子人員。 
 

（四）本研究參與人員可獲得之訓練 
1.對於六堆客家傳統建築有更深入的瞭解。 
2.在「五星石」與「楊公墩」之尋訪中，突破以往傳統建築之討論立
基於形式表象之限制概念。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1-3-1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有三，一係實際田野調查，透過六堆客家傳統建築內部「五

星石」與「楊公墩」之尋訪，以建立特定對象物之普查資料。二是口述

史料之採集，訪談人之對象選擇有二，一是宅第中有「五星石」或「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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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墩」之住戶，儘可能選擇該宅地之主事人或為地方士紳者。另一則是

營建匠師，可針對營建行為作深入訪談。三則是相關史料與文獻之比較

對照。史料之蒐羅主要來源有三：一為與建築營建相關之書籍，；二為

風水相關書籍；三為匠師手冊。上述三種史料之蒐集均有助於本研究之

進行，而匠師手冊一項則須搭配匠師之口述解析。在方法上雖史料蒐集

解讀與實地調查訪問相互搭配，但原則上係以田野調查為主，期能自田

野調查之案例中先做初步歸納，並得以做深入討論之基礎。 

 

1-3-2 研究流程 

 

 

 

 

 

 

 

 

 

 

 

 

 

 

圖1-3：研究流程架構  

 

1-3-3 相關研究與文獻回顧 

 
本計劃之研究人員在撰寫碩士論文3時察覺「五星石」與「楊公墩」

在祠堂建築中之特殊性，並透過匠師訪談得知其為建築營建過程中之產

物，並具有風水上之意涵，但同時亦了解並非所有建築物都有此次研究

案對象物之設置4，且並非所有匠師均知曉「五星石」與「楊公墩」之作

法，故可知其並非普及之營建知識，故本研究之源起除其特殊性外，亦

係基於對象物之稀少性而起。 
 

                                                           
3
 參劉秀美，〈日治時期六堆客家祠堂建築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論，

2001年。 
4
在其所調查知21棟祠堂中，「五星石」與「楊公墩」則分別只有6棟與3棟祠堂設置，

故可知「五星石」與「楊公先師」之設置並非常態現象，亦突顯其特殊性。 

史料蒐整 調查表格確立

資料匯整，報告撰寫

田野初勘 修正調查表格 

田野初勘 修正調查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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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為止，專文討論六堆客家地傳統建築營建行為者目前僅有劉

秀美之〈六堆地區傳統祠堂建築營建行為初探〉一篇，該文雖已揭櫫「五

星石」與「楊公墩」5
二物在建築營建行為中具有風水之意涵，但因其將

焦點置於祠堂建築上，故未針對其它體系之傳統建築，如：夥房屋、廟

宇等做討論，而「五星石」與「楊公墩」是否只出現於祠堂中是值得深

究的，因其可能突顯出祠堂建築是否具與其它建築有著基本質性上的不

同。又若不僅只出現於祠堂的話，那些建築物類型會出現「五星石」與

「楊公墩」。且在設置位置上，「五星石」之位置已確定在化台前方，

而「楊公墩」雖多位於廳下，但位於廳下之那個位置則不一定，故其位

置是否呈現某些特殊意涵是值得深究的。另外，匠師指出除「五星石」

外，尚有「七星石」之存在，即除金、木、水、火、土五行外，再加上

日、月，雖在目前的田野中則並未發現，但之後田野調察時應特別關注。 

 
在文獻回顧上，目前為止尚無專文或專書討論此次羅列之對象物，

提及者多只在行文中以簡略文字提及。又目前針對「五星石」與「楊公

墩」之討論多存於報章雜誌，數量雖多，但多停留於其形式之描述，十

分零星且尚不深入。其現象顯示已有人了解「五星石」與「楊公墩」之

特殊性與稀少性，惜無進一步之討論。而在其他客家地區之研究成果

上，新埔地區之研究察覺五星石之位置位於「廳下」後牆，即六堆客家

地區置土地龍神之位置。而其雖採用同一名稱，但其所在位置與呈現形

式卻大不相同，其角色與職掌是否相同尚待考證。 

 

而在針對「五星石」與「楊公墩」之個別研究上。「五星石」之討

論目前為止只有謝劍、房學嘉之〈圍不住的圍龍屋—記一個客家宗族的
復甦6〉，但該文並非專文討論，而只係在文章的一小部份內容中提及圍

龍屋之化台前緣置設有「五星伯公」，族人並設香位祭祀，並未在營建

行為或「五星伯公」之於圍龍屋是否有特殊意義上著墨。而其是否與六

堆地區之「五星石」相同目前存疑，但可進一步探討。 
 
提及「楊公」的有林嘉書之〈客家土樓與客家文化7〉與鍾心怡〈新

竹縣客家傳統夥房屋卦書之基礎研究〉8。林嘉書在討論土樓之營建行為

時，則有對楊公先師之安座提出討論，並繪製「楊公符」。唯該書以大

陸廣東之土樓做為研究對象，而位於台灣六堆客家地區宅第內之「楊公

                                                           
5
 除「五星石」與「楊公墩」外，該文亦查覺「土地龍神」亦具有風水意涵，但關於

「土地龍神」之討論已有不少篇幅，且「土地龍神」是每棟宅地必須安置者，為

一普同化之現象，故此研究中不予列入。 
6
 嘉義南華大學，1999年。 

7
 台北博遠出版社，1992年。 

8
台南成功大學建築所碩士論文，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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墩」，在營建行為與角色扮演上與大陸原鄉是否相同，則須要更多的史

料來佐證。而鍾心怡一文提及楊公先師之背景資料，但據其所述楊公出

現均在營建過程進行時才存在，而營建行為結束後即已請走，其並未提

及新竹縣傳統建築內現有「楊公墩」之設置，其成果更突顯六堆客家地

區「楊公墩」存在之特殊性。 
 
此外，房學嘉先生對於梅縣圍龍屋之信仰分血緣與非血緣二個系

統，其中非血緣之第三項與第四項為仙師崇拜與五星石伯公崇拜。仙師

崇拜在祖廳神龕後面靠牆角的地方，設有仙師壇，有些圍屋用陶盆代

替，上立三根方木，方木上方用紅布包捆，分別為廖公仙師、曾公仙師、

楊公先師，傳均為建築該大圍屋之木匠師傅、泥水師傅、風水師傅；四

為五星石伯公崇拜，其壇在祖堂後面的化胎石坎上，由五塊不同形狀的

石塊組成（房學嘉，2003：445））。 

 
若將研究放寬至六堆地區來看，目前六堆客家地區之研究成果多著

墨於族群關係、歷史背景、與地理聚落層面，而真正直接觸及建築物實

體之研究則為少數，同前述，亦只有劉秀美《日治時期六堆客家建築之

研究》9、〈六堆地區傳統祠堂建築營建行為初探10〉二篇。其餘之文獻，

針對該地建築物的實體討論份量多只占一小篇幅。 
 

如上所述，「五星石」與「楊公墩」之相關且專門性研究尚在起步

階段，其相關史料之累積更可說是十分闕乏，意即對象物雖數量稀少且

十分特出，但目前仍不受重視。本研究期蒐整六堆客家地區之「五星石」

與「楊公墩」田野資料，期掌握其數量與分布位置資料，進而得以詮釋

其在建築營建行為上之角色，並論證營建行為風水觀。 

                                                           
9
參劉秀美，《日治時期六堆客家建築之研究》，台南成功大學建築所碩士論文，2001

年。 
10
參劉秀美，〈六堆地區傳統祠堂建築營建行為初探〉 《屏東文獻》5期，pp.23--50，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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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五星石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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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調查成果 
 

 
第一節、五星石之相關研究 
 

在歷來文獻中提及五星石者，依其研究地區大致有三，一為劉錦雲

與謝劍之於廣東客家之研究，前者研究主體為民宅，後者則聚焦於圍龍

屋；二為徐明福針對台灣新竹縣傳統民宅體系之討論；三為劉秀美針對

台灣六堆客家地區之祠堂建築所作之解釋。先依其討論對象作一匯整解

析。 

 
劉錦雲談及，客家人建新房時，把安放「五星石」看成是必要的儀

式。新房動工前，主人先請地理先生擇好時日，然後在預定時辰，請來

泥水師傅。只見師傅拿著鐵錘，在圈好的房基四周東敲西打。這樣整個

敲打一遍的目的在於試驗一下有無骯髒、邪穢之物。接著便是挖地基，

在大門位置埋「五星石」。 

 
預先選好一塊四方平整的石頭，立石儀式便算開始。地理先生或泥

水師傅站立於大門位置。此時周圍看客一片肅穆，家人屏息聆聽地理先

生唸「順順利利、大吉大利、不沾不棄---」等誦語。唸為，隨即鄭重、
嚴肅地端起五星石，描準預定位置，投放下去後用腳踏實，儀式就算結

束（劉錦雲，1995：81-82）。 

 
台灣新竹縣新埔鎮的調查中亦出現「五星石」用語，就徐明福之解

釋：「砌牆腳時，先在牆基上高約一尺六寸處拉一條水準線後，從正廳

後牆的中軸線開始，放置一顆較大的卵石，再對稱地在其四周圍繞放置

五或七顆卵石，莊燕詳、黃木秀和彭英和匠師稱此五或七顆卵石為「五

星或七星石」。」（徐明福，1993：131） 

 
故可知，新竹縣之「五星或七星石」係置於正廳之牆面中央下方，

即土地龍神位置後方，其石頭之採用未有形狀之別，亦無所謂之五行之



2-2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與「楊公墩」之調查研究計劃

 

說，而文中亦未提及關於「五星石」使用於民宅中之特殊意義。 

 
謝劍在廣東省梅州市之研究稱砌於祠堂後方花胎石坎上之五塊石

頭為「五星石伯公」，宗族內之人亦須祭拜「五星石伯公」。代表五行

和龍神的五塊神石也依中軸線排列，而「龍神伯公」處於中軸線正中。 

 
依該文所述： 
「十二世斯沛繼溪祠後面的花胎石坎上，砌有五塊石頭，族人叫「五

方龍神」。報導人向作者介紹，這五塊石頭是五方龍神，他們是五兄弟，

故逢年節敬祖公時，也要給這五兄弟買衣紙燒。衣紙要買五付不同顏色

的，不能買一付，因為買一付他們五兄弟分不開，會互相爭搶。--- 

 

族人說，土地伯公是管財丁的，因為是伯公伯婆，故燒財寶衣紙時，

每人應各買一份，要化二份。與別處不同的是，在這裡族人將此五塊石

頭等人格化，如「五兄弟」、「伯公伯婆」、「各人」、「每人」、「會

互相爭搶」等，其中所折射出族人的價值觀念對於民俗研究有比照意

義。（謝劍、房學嘉，1999：92）」 

 
 如上所述，廣東圍龍屋中之「五星石伯公」又名「五方龍神」，五

顆石頭同時代表著五行，而五顆中位於中軸線正中央的又有著「龍神伯

公」之義涵，且住民心中對該石有著清晰地概念，清楚了解這五塊石頭

分別象徵五方，有著不同義涵。 

 
若依劉秀美之解釋：「六堆地區之祠堂部份化台前垂直向的部位會

出現「五星石」之作法，部份則在其前方之水溝處或化台上方設有香座

以祭拜。其建造時間是建築體完工後，營建師傅會在在化台施作前先去

選好適合形狀1
可代表五行的石頭，待化台施作時再把五塊石頭嵌上去，

整個營建的過程就算完工。據傅福秀先生2
的說法，「五星石」代表著金、

木、水、火、土五行，設立於後堂後面化台上，按五行相生3
原理照順序

排列，較注重之匠師在設立之前會先去選擇與五行相似形狀4的石頭。五

                                                           
1
 五形所代表之形狀及色彩如表 

   

 金 木 水 火 土 

顏色 白 綠 黑 紅 黃 

形狀 圓 直 波浪 尖形 方 

 
2
  傅福秀先生，現年七十多歲，為六堆地區之泥水匠師，師承其父，為此研究中受訪

匠師之一。 
3
 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 

4
 「五行」之圖形，據風水書籍記載：「土」形方，「火」形銳，「水」形曲，「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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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石一般用於祖堂、祠堂及廟宇等較重要的建築物。筆者調查之23棟祠

堂中亦只有6棟設有五星石，故「五星石」之作法並非普及之營建知識。

另外，筆者曾仔細檢視五星石之排列並察覺，多數石塊無法判斷出其形

狀，更遑論欲討論其排列關係，甚而有均以同一種圖樣之石塊置之者，

此現象應可追溯至匠師學藝時之傳承關係，如師承關係大不相同或師父

並未傳授此知識給他。（劉秀美，2003：86）」 

 
由上述四人之研究所述，謝劍與劉秀美之研究所描述之「五星石」

是等同之物，不僅在設立位置、居民之於該物之理解及其意義之詮釋上

均十分接近，所不同的是，廣東圍龍屋之研究中對於「五星石」有較為

「擬人化」之稱呼。而劉錦雲與徐明福之研究則單純只係「五星石」之

用語相同，但指涉物確是不同之物體。 

 
表2-1：歷來研究之「五星石」 

編

號 

研究者 名稱 出現位置 設立時

間 

數

量 

特徵 祭祀行

為（香

座） 

意涵 

1 劉錦雲 五星石 大門位置 動工前 1 四方平整之

石頭 

動工前

有 

無特殊意涵 

2 謝劍 五星伯

公或五

方龍神 

化胎前緣 不詳 5 五顆石頭 有 五星石代表五形，而

中央位置另代表「龍

神伯公」之義。 

3 徐明福 五星石

或七星

石 

土地龍神

後方牆面 

砌牆腳

時 

5或

7 

多為卵石 無 無特殊意涵 

4 劉秀美 五星石

或七星

石 

化台前緣 建築物

完工前 

5或

7 

象徵五形形

狀之石頭 

部份

有、部

份無 

五形（金木水火土）、

七星（金木水火土日

月） 

 

                                                                                                                                        
形直，「金」形圓（林會承，19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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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2-1：五星伯公祭拜情形 

來源：謝劍：1990：310 

相2-2：五星伯公祭拜情形 

來源：謝劍：1990：310 

 

圖2-1：五星石之排列法 

來源：徐明福，1993：131 

圖2-2：灰匙示意圖 

來源：徐明福，199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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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2-3：五星石 圖為湖口濟陽堂 相2-4：較有立體感的五星石 圖為新埔牧久第

相2-5：六堆地區之五星石  圖為新埤張宅 圖相2-6：六堆地區之五星石  圖為麟洛徐宅  

 
第二節 化台之設置 
 

 上述為歷來關乎五星石之研究回顧，已知廣東梅縣之「五星石伯公」
與六堆地區之祠堂所稱之「五星石」是較為接近之物，但仍有諸多問題

尚未清晰，如五星石設置過程中所選用之石材真有五行之象徵？又化台

石塊前方所設置之香座究竟所代表之意涵為何？再若，「五星石伯公」

之用語中，五星石與伯公連用，代表的是五星石等於伯公？而本次調查

研究則有必要釐清楚上述之若干概念。 

 
一、匠師之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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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端看建築物之生產者即營建之匠師如何詮釋此議題： 

 
「化台是祖堂上最重要的位置，我們常說「前有門樓、後有化胎」

來形容化台之重要性。而五星石位於祖堂屋上的化胎，五星意指金木水

火土，亦有七星石，是加上日、月，以「五行相生」為順序，而非以金

木水火土之順序來排列，使用於祖堂、祠堂中，部份廟宇亦採用5
。」 

 
「五星石即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會從左邊或右邊按順序排列。在

房子蓋完，在做化胎時，把五星石嵌上去就算完工，有避邪之功能6
。」 

 
「五星石之擺法是化胎分中線後，平均置於二邊7

。」 

 
「化台之設置就像廳下的交椅，如同坐椅子時須有靠背一般。化台

的尺寸採用的是丁蘭尺，離屋簷後的水平距離是一定的，因為水自屋簷

落下後不可直接滴到化台8。」 

 
「五星石之安置是地理師所決定，主事人則看地理先生之決定。一

般我會在化胎上種花，讓花香飄進廳下9。」 

 
二、化台之設置 

 
又名「花台」或「化胎」。花台之名清楚表示出其機能，即為種有

花草之台面；而化胎之名則源於「地勢至此，變化有胎息10」之喻意，

而化台則為上述二者之綜合，即「化」為喻義之指涉，而「台」直指機

能，故本文之用語以「化台」為主。化台位於建築物中後堂之正後方，

多為半月形11
隆起之土胚，為宅院的後山，與屋前的半月池遙遙相對。

在建築物起初的計劃過程中，即會因為地形之原因而設定好化台之形

狀，但其建造時間是整個建築體完全蓋好時，最後才施作。 

 
化台之設置目的有二，一為「分水」，分水之用乃化台若設立則與

正身間必劃出一溝渠，而當雨水從正身屋檐排下時會順著此溝渠流向兩

                                                           
5
 內埔傅姓匠師。 

6
 內埔黃姓匠師。 

7
 萬巒林姓匠師。 

8
 萬巒張姓匠師。 

9
 麟洛林姓匠師。 

10
 羅香林先生對於化胎之解釋為「龍廳以下，祖堂以上，填其地為斜坡形，意謂地勢

至此，變化有胎息。（羅香林，1992：180）」 
11
 亦有不規則形，端賴基地之形狀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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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達到排水之功能。從屋簷流下來的水不可滴到化台，故水溝之寬窄

亦有一定距離，尺寸依照「丁蘭尺」，溝寬一般運用的尺寸為一尺九或

一尺六。二為風水觀12，化台就如後堂之的「靠山」，就如風水13中之「交

椅」，如同我們坐椅子時須有靠背之概念，故化台就是建築物背後的靠

山。一般在營建過程中，因將化台視為後堂之靠背，為風水中之「交椅」

之概念，故認為化台在概念上屬「陰」，故部份匠師認為營建時其高、

寬度之尺寸須採用「丁蘭尺」。 

 
在形式上以隆起之丘陵狀為多，材料多數為黃土，部份上頭則鋪設

草皮，另有種植樹木花草之作法（照片2、3）。民間有一說表示化台上
最好只種草皮或低矮花種，以免太高的樹木遮擋住光線曬入後堂。種植

花木可使其在花開時讓花香透過窗戶而飄進廳下，使廳下滿室馨香。另

外，部份化台之黃土上方用卵石以向心狀鋪陳排列，使之呈現強烈秩序

觀。施作方式為先揀選好大小適中之石頭，尋找化台之中心點，爾後順

圓心一圈一圈地幅射狀向外鋪設，若原本之土坵為丘陵狀，則石頭亦呈

現出隆起之效果。在大陸廣東中亦有相同之作法14，而在六堆地區之調

查中鋪向心狀之石頭作法並不完全出現於祠堂中，還有出現於伙房及墓

塚形伯公壇之化台。 

 
就劉敦禎先生所言，「圍龍屋依地形而建，一般都倚在山前的緩形

坡上，前低後高。屋內後部有傾斜的半圓形曬場，由此穿過整個房屋都

有明溝和暗溝，把水排到屋前的池塘去」（《中國建築史論文選輯》，

73）六堆客家地區之祖籍地壓倒性地位於廣東省梅縣，而該地之民宅多
如上述倚在山前的緩形坡上，故在其坡地上設有建築物後方的「化胎」，

而六堆地區之地理環境卻多數是屬於平原，即便接近山區亦是少數，但

同樣沿習了同樣的習慣。台灣的移民人口自大陸帶來了原鄉的記憶，故

而雖來台定居後，所在的六堆地區並非原鄉的緩形坡，其家族人數也並

未達到原鄉的眾數，但仍保留原有之空間形式，雖其排水之功能則是透

過化台前方與後堂間的溝渠所致，已與原鄉之法大不相同，但其形式卻

是照舊保存著的，而反觀北部客家地區，不少是位於山區或丘陵之地，

但卻鮮少有化台之設置，究竟與大陸原鄉之關係如何？原鄉之事物是否

真須要被移殖？而與移民地族群產生的互動又如何？建築物是可以被

移殖的嘛？留待我們好好思考。 

 

                                                           
12
 此處所指乃陽宅之「風水觀」 

13
 此處所指之「風水」為陰宅（墳墓）之興建，而風水中之「交椅」即為墳慕後方突

起的土塊，似山形。 

14
 參謝劍、房學嘉，《圍不住的圍壟屋》，1999：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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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2-7：化台之形式 相2-8：化台之形式 

相2-9：化台之形式 相2-10：化台之形式 

 
相2-11：化台之形式 相2-12：化台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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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2-13：化台之形式 相2-14：化台之形式 

 
相2-15：化台之形式 相2-16：化台之形式 

相2-17：化台之形式 相2-18：化台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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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2-19：化台之施作與排水 相2-20：化台之施作與排水 

相2-21：化台之施作與排水 相2-22：化台之施作與排水 

 

三、五星石 

 
而部份化台前方垂直向的部位會出現「五星石」之作法，少數則其

前方之水溝處或化台上方設有香座以祭拜。「五星石」代表著金、木、

水、火、土五行，設立於後堂後面化台上，按五行相生15原理照順序排

列，較注重之匠師在設立之前會先去選擇與五行相似形狀16的石頭。五

星石一般用於祖堂、祠堂及廟宇等較重要的建築物。 

 
化台上排石之種類共計有三，各為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及七星

石，其代表之涵義如下： 

表2-2：一、三、五、七星石所各別代表之意義 

石頭數量 喻意 指涉意涵 

一星石 天 尊 

三星石 天、地、人 三才 

                                                           
15
 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 

16
 「五行」之圖形，據風水書籍記載：「土」形方，「火」形銳，「水」形曲，「木」

形直，「金」形圓（林會承，19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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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石 金、木、水、火、土 五星、五行 

七星石 金、木、水、火、土、日、月 七星 

 
據教育部版的《國語辭典》：三才：天、地、人。易經說卦：「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

之，故易六畫而成。」文選潘岳西征賦：「寥廓惚恍，化一氣而甄三才，

此三才者，天地人道。」亦稱為「三極」。 

 
五星與七星所代表之意義十分清楚，不僅在石頭之形狀上已表示，

更有石塊上標有金、木、水、火、土、日、月之名稱，即已有十足之證

據助於詮釋其意涵。至於三星石，目前已知分布於佳冬，據文史工作者

表示，其代表的是天、地、人。 

 
無論是一星、三星、五星及七星，其共同之特色為數量均為單數，

即民間信仰之「單數為陽數」之觀念。 

 
其中，石頭之設立只有一顆者十分罕見，調查過程一度以為是因化

台在重設過程中族人並不知曉五星石之意義故將其餘四顆石頭以水泥

砂漿蓋起，但仔細檢查結果察覺，真只有單顆石頭位於化台前緣，故顯

然真有一星石之設置。但受訪者表示，目前宅內只有他在年節時會到化

台前來祭拜此石，故前方還有她為了便於插入香而挖出之香座，但其意

義為何她並不知曉，只知道在她的上一輩祖先仍有此祭拜之習慣。 

 

相2-23：一星石 相2-24：一星石 

圖為萬巒福德祠化台上之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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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2-25：五星石 相2-26：五星石 

相2-27：五星石 相2-28：五星石 

相2-29：五星石 相2-30：七星石 

相2-31：五星石香座 相2-32：五星石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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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2-33：化台之香座 相2-34：化台之香座 

  
相2-35：化台之香座 相2-36：化台之香座 

 
第三節  調查成果 

 
本次調查成果中，五星石數量共有31處，就地點之分布來說，佳冬

鄉有2處、新埤鄉有8處、萬巒鄉8處、竹田鄉3處、內埔鄉8處、麟洛鄉2
處。以新埤、萬巒及內埔鄉之數量最多。而就地點看來，又有密集分布

之現象，新埤出現最多之地點為打鐵村，共有5處、萬巒鄉出現密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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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之處位於萬巒村、萬和村及萬全村，占了7處。而內埔鄉之8處則平均
分布於美和、內田、富田及豐田等村。此現象可能反映知曉「五星石」

知識之匠師所居住之地點或人際關係，是後續深入研究可探討之處。 

 
在建築物之類型中，伙房屋有23棟、廟宇有3棟（包含福德祠）、

祠堂有5棟（包含祖堂屋）。顯見，五星石之設置仍以一般用於居住之
伙房屋為主。打破了以往認為「五星石」設立於民宅體系中較重要建築

物，即祠堂或廟宇之概念，亦可看出「五星石」是一般民宅體系中即會

設立的，是「常民」化之產物，而非特例。唯若依此概念而論，五星石

遍布於伙房之數量應要高於今之調查成果。故此現象之呈現著實係因匠

師師承之關係。 

 
在建築物之格局上，二堂二橫以上者有18棟、一堂二橫有11棟、一

堂二橫以下則有2棟，此2棟均為一堂之廟宇，均可視為例外，其餘不完
整格局而設有五星石之例在本次調查中並未出現。由此可見，五星石設

立之處仍以被視為完整格局之「二堂二橫」或「一堂二橫」格局為主。 

 
香座設置之個案有8棟、無設立者有20棟、不詳者有3棟。由數量之

差距看來，香座之設置並非普及之知識或習慣。香座設置之位置有二，

一是五星石前方、二為化台上方、三是化台上方之社樹前方（竹田邱

宅），但仍以五星石前方之數量最多。在其信仰之概念中，有二例之化

台上貼有客族風俗中慣用之「五福紙」，清楚反映民俗信仰。另外，在

設有香座之個案中，祭祀之時間可分為每日祭祀、逢重要年節祭、及已

不祭祀三種。重要年節多指農曆年節所有子孫聚集之時、伙房建成日或

是祖先之紀念日等。 

 
石塊之數量上，以五星石之數量最多，共有28棟、一星石有2棟、

七星石有1棟，顯見，五顆石頭之設置仍是最為普遍之知識。其中，七
星石之設置位於內埔鄭成功廟中，其七顆石頭之設置係以花崗岩為材

料，嵌於化台前方之垂直向上，與化台之垂直面呈現平面之狀態，並不

突出。其七塊花崗石之石材不僅有形狀上之差異，石材上更清楚地標明

其所代表之義涵，可說為此物之設置做了最清楚地詮釋。另外，一星石

之設置在此次調查中有2例，一棟位於萬巒林氏伙房，另一則為萬巒一
福德祠，調查中一度認為此類案例係因伙房主人因不知曉五星石之意義

故不經意地將化台上之石塊粉刷覆蓋住，但經查證確定，的確只有一顆

石頭之設置。而福德祠中之例，雖與五星石位於同樣之位置，但初步認

為，其設立與五星石之意義並不相同，而是屬於福德祠在由小壇轉變至

小祠過程之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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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五星石」位置之用語上，多數表示不清楚，可稱呼名字者

案例不多，用語有「伯公」或「五星伯公」17
（內埔黃宅）、或直接稱

其為「石塊」或「石頭者」，後者直接以其材料作為稱呼，顯然並不清

楚設本石塊之用途，甚至有住民表示，五星石之設置只是將五塊石頭隨

意拿來擺置，並無特殊意義，故其意義之傳承已出現斷層。「五星伯公」

之用語與房學嘉之研究用語相同，雖住戶亦不十分知曉其設立之原因與

意義，但最起碼我們已得知，本地之五星石不僅在石塊設立之位置、用

語及意義上均較為接近，是否源於原鄉可待後續討論。

在五星石之形狀上，本次研究雖已描繪出五星石之樣貌，但其形狀

並不如以往匠師所描述般精準，意即，石頭之形狀變化度頗高，在辨別

上並不容易。以往認為象徵五行之石頭應有五種不同之形狀，但在本次

研究中卻察覺部份案例之五星石卻五塊形式均相同，如麟洛徐宅與內埔

黃宅之五星石均為三角形，在形狀與代表義涵上實有判別之困難處。

上述現象使五星石並非普及知識之假設更為確立，石頭形狀之判別

須有更多之證據，更可能須仰賴有經驗之人，故本次成果中只將確定之

對象標出，餘均以無法判別之內容填寫。

表2-3：本次五星石調查成果表 

編號 名稱 性質 香座設置 地址 堂數 龍門 石頭數 

1 佳冬羅宅 伙房屋 是 佳冬鄉六根村 三堂二橫 是 五星石 

2 佳冬曾宅 伙房屋 否 佳冬鄉昌隆村 一堂二橫 是 五星石 

3 新埤張宅（1） 伙房屋 是 新埤鄉新華路 二堂二橫 二邊門 五星石 

4 新埤張宅（2） 伙房屋 否 新埤鄉新華路 一堂二橫 否 五星石

5 新埤賴宅 伙房屋 否 新埤鄉建功村 二堂二橫 否 五星石

6 新埤林宅 伙房屋 否 新埤鄉打鐵村 一堂二橫 否 五星石 

7 新埤曾宅 伙房屋 否 新埤鄉打鐵村 二堂二橫 否 五星石 

8 新埤黃宅 伙房屋 否 
新埤鄉打鐵村

一堂二橫 否 五星石 

9 新埤邱宅 伙房屋 否 新埤鄉打鐵村 二堂二橫 否 五星石 

10 新埤林宅 伙房屋 否 

新埤鄉打鐵村

二堂二橫 否 五星石

11 萬巒鍾氏 伙房屋 是 萬巒鄉萬巒村 二堂二橫 是 五星石 

12 萬巒萬巒林氏 伙房屋 否 萬巒鄉萬巒村 一堂二橫 否 五星石 

13 

萬巒萬巒林氏

貢元 伙房屋 是 萬巒鄉萬巒村 一堂二橫 否 五星石 

14 萬巒林氏 伙房屋 是 萬巒鄉萬巒村  二堂二橫 否 一星石 

15 萬巒國王宮 廟宇 否 萬巒鄉萬和村 一堂 否 五星石 

17
 本研究訪談時，受訪者表示聽老一輩的稱呼似是「伯公」或「五星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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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萬巒萬和林氏

分夥房 伙房屋 否 萬巒鄉萬和村 一堂二橫 否 五星石

17 

萬巒萬全東方

福德 福德祠 否 萬巒鄉萬全村  一堂 否 一星石

18 

萬巒五溝江南

戶 伙房屋 不詳 萬巒鄉五溝村路 一堂二橫 否 五星石

19 竹田張氏 祠堂 否 竹田鄉頭崙村 二堂二橫 否 五星石 

20 竹田邱氏 伙房屋 否 竹田鄉美崙村 二堂二橫 是 五星石

21 竹田鍾氏 伙房屋 不詳 竹田鄉福田村 二堂二橫 不詳 五星石 

22 內埔徐傍興宅 祖堂屋 是 內埔鄉美和村 二堂二橫 否 五星石 

23 內埔曾宅 伙房屋 否 內埔鄉美和村  二堂二橫 否 五星石 

24 內埔李宅 祠堂 否 內埔鄉內田村 一堂二橫 否 五星石 

25 內埔鍾宅 祠堂 否 內埔鄉內田村 二堂二橫 否 五星石 

26 內埔黃氏 伙房屋 是 內埔鄉興南村 一堂二橫 是 五星石

27 內埔曾氏 祠堂 否 內埔鄉富田村 二堂二橫 否 五星石

28 內埔豐田鍾宅 伙房屋 不詳 內埔鄉豐田村 一堂二橫 是 五星石

29 內埔鄭成功廟 廟宇 否 內埔鄉豐田村 二堂二橫 否 七星石 

30 麟洛吳國光宅 伙房屋 否 麟洛鄉 二堂二橫 否 五星石 

31 麟洛徐展綱宅 伙房屋 是 麟洛鄉麟蹄村 二堂二橫 是 五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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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五星石資料表格 

附注：石頭形狀可繪出者即在下表呈現，因現場作業而無法繪出者，表格內為空白。

名稱 香座 石頭排列（重描自現場照片） 五行排列 解讀

水木土 金 火

佳冬羅

宅

是 木○土火○

佳冬曾

宅

無法判別

新埤張

宅1 

是 無法判別

新埤張

宅2 

否 ○○土○○

建功賴

宅

否 無法判別

打鐵曾

宅

無法判別

打鐵黃

宅

無法判別

打鐵邱

宅

無法判別

打鐵林

宅

無法判別

麟洛吳

宅

無 ○○土○木

麟洛徐

宅

是 均為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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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埔徐

宅

是 火土木金水

內埔李

宅

無 無法判別

內埔鍾

氏

無 無法判別

內埔曾

氏

無 無法判別

內埔黃

氏

是 無法判別 五顆

內埔曾

氏祠堂

無 無法判別 五顆

內埔鄭

成功廟

無 水金月火日木土 七顆

萬巒鍾

氏

是 無法判別

萬

巒林氏

○○土○○

萬巒林

氏貢元

○○土○○

萬巒林

氏

是 無法判別 一顆

萬巒國

王宮

否 無法判別 五顆

萬巒林

氏分

○○火○○

竹田張

氏

無 無法判別 五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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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田美

崙

火水土木金 五顆

相2-37：一星石 圖為萬巒林宅 相2-38：五星石  

相2-39：五星石  相2-40：五星石  

相2-41：五星石  相2-42：五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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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2-43：五星石 圖為內埔李氏祠堂 相2-44：七星石 圖為內埔鄭成功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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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楊公墩 

第一節  楊公先師源流考 

第二節  楊公先師與建築之關係 

第三節 調查成果與基礎釋義 

在歷來研究中未有直接針對「楊公墩」之記載，「楊公墩」一詞可

分為「楊公」與「墩」二部份，先就「楊公」一詞作一釐清。 

第一節  楊公先師源流考 

一、楊公先師 

楊公即指楊筠松。楊筠松與曾文遄、廖金精及賴布衣被寓為堪輿家

四大祖師爺，分別被尊稱為楊公先師、曾公先師、廖公先師及賴公先師。 

按《堪輿辭典》一書對於楊筠松之定義： 

「按地理正宗：楊筠松字叔茂，竇州人。寓江西號救貧先生，作疑

龍經，撼龍經、立錐賦、黑囊經，三十六龍等書（祖師）。 

按江西通志：筠松竇州人，僖宗朝國師，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掌靈

臺地理事，黃巢破京城，乃斷髮八崑崙山。步龍一過虔州，以地理術行

於世，稱救貧仙人是也，卒於虔。葬雩中藥口。」（梁湘潤，1986：389） 

由以上之描述，我們可知楊公係指在風水發源中具有相當影響立之

人。

二、建築與其他相關之祖師爺

在建築營建之過程中營建匠師之種類繁多，有泥水匠師、大木匠、

石匠師、雕花匠師、彩繪師、剪黏與陶匠師等。「匠人在整個營建過程

中扮演著「計劃」之角色，掌握「尋、引、規、矩、繩墨」等工具，「持

引執杖」、「畫宮於堵」，會定側樣圖與地盤圖，以決定屋室之規模（即

「為屋幾合」）和各種尺度，並「「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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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而成」，「土、石、竹等吾何取之」，以「計算用料、用費、用工與

時日」（徐明福，1998）。」 

表3-1：營建過程中匠師涉及之環節 

 

在整體營建過程中，地理師、泥水匠師、大木匠師等人各司其職，

亦在各人之專業領域上做了最佳的分工，在前置作業中，地理先生決定

了房屋之座向，再與泥水部份的小工合作拉牽出分金線後，後續工作則

全轉給泥水匠師，建築物初建的階段皆為泥水匠師之職業範疇，在基礎

及牆體等都砌好後，已在之前即開工的大木匠師即將其成品一一置入，

而匠師們的分工合作，反映出舊社會的秩序，個體在同一個工作場合中

各司其職，又必須在須合作時相互協助。 

表3-2：營建過程中參與人員關係表

 

 

而在這看似簡單其實複雜之合作模式中，有主事者與輔助者，而就

史料與匠師訪談均顯示，在這匠師之間均有各自信仰之神祇。就與建築

匠師

風水觀

擇
址

定
向

材
料
及
量
材

格
局

色
彩

細
部
構
件

營
建
儀
式

營
建
規
制

建築本體

匠師之專業部份

為地理師之專業，但部份匠師亦涉及

泥水師傅頭 地理師匠師

小木師傅 大木師傅頭匠師 匠師

配
合

禁
忌

主事者 家人
告知

指揮

指揮 合作

合作

指揮

好風水

待如上賓

好房子

待如上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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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之祖師爺中，尚有魯班先師、荷葉先師、女媧氏及爐公先師等，分

別庶守著建築物中不同部份。 

 
魯班先師姓公輸名班，又號「巧聖先師」，是春秋戰國時代傑出之

工匠，因其為魯國之聖賢，故被尊稱為「魯班」或「魯班公」，一般被

尊稱為木匠師祖師爺。荷葉先師又名「芋葉先師」，姓名不詳，但因曾

發明泥水匠所用之工具，故被尊為泥水匠師守護神。而女媧氏則係指九

天玄女，因為女媧以石補天之神話故事，故一般被石匠尊奉為行業神，

又其補天之故，故亦象徵建築過程建造屋頂及修補漏水之工作內容相

關，故亦有專司屋頂之工匠1奉為行業神。而爐公先師則為打鐵及五金

業之行業神，其代表者有二說，一係太上老君，因其曾在八卦爐練丹故

被視為是爐公之代表者。另一個傳說則是唐太宗之侍衛尉遲恭，因其曾

為鐵匠，故亦有人尊稱其為爐公，其神像之造型因為“爐”之形象徵之

緣故，故多以黑臉表示。 

 
表3-3：與風水及建築相關之祖師爺 

稱號 姓名 專長類別 職掌 源由 

楊公先師 楊筠松 風水  楊筠松與曾文遄、廖金精及賴布衣被寓為堪輿家四

大祖師爺，分別被尊稱為楊公先師、曾公先師、廖

公先師及賴公先師。 

曾公先師 曾文遄 風水  按地理正宗：曾文遄，寧都人。楊公高弟作，陰陽

問答尋龍記（旁傳）。 

廖公先師 廖金精 風水  同楊公 

賴公先師 賴布衣 風水  同楊公 

魯班先師 公輸班 建築 木匠 又名「巧聖先師」。春秋戰國時代之傑出工匠，姓

公輸名班，為魯國之聖賢，故又被尊稱為魯班或魯

班公。被奉為木匠之祖師爺。 

荷葉先師 不詳 建築 泥水匠 又名「芋葉先師」，因其曾發明泥水匠所使用之工

具，故為泥水匠之守護神。其身份有二說，一為荷

葉為魯班之弟子，另一說則為魯班之妻。 

女媧氏 九天玄女 建築 石匠、屋

瓦 

即為九天玄女，因女媧以石補天之神話，故被石匠

尊為行業神。 

爐公先師 太上老君

或尉遲恭 

五金 打鐵及五

金業 

為打鐵及五金業敬奉的守護神，據民間傳說因太上

老君曾在八卦爐練丹，故被視為係爐公先師。此外，

另有一說為唐太宗之侍衛尉遲恭，亦曾為鐵匠，亦

被尊稱為仙師。 

                                                           
1
 傳統建築之屋頂多由泥水匠師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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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3-1：楊公符樹示意圖 

來源：www.greatchinese.com 

 相3-2：楊公符樹之後片式 

來源：喬繼堂，1992，《中國崇拜物》 

 

 

 

相3-3：巧聖先師 

攝於台中東勢巧聖先師廟 

 相3-4：爐公先師   

攝於台中縣東勢鎮巧聖先師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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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楊公先師與建築之關係 
 
歷來研究內容中提及楊公先師者，以房學嘉先生之討論與本研究最

為相關。房學嘉先生對於梅縣圍龍屋之信仰分血緣與非血緣二個系統，

其中非血緣之第三項即為仙師崇拜。仙師崇拜在祖廳神龕後面靠牆角的

地方，設有仙師壇，有些圍屋用陶盆代替，上立三根方木，方木上方用

紅布包捆，分別為廖公仙師、曾公仙師、楊公先師，均為建築該大圍屋

之木匠師傅、泥水師傅、風水師傅（房學嘉，2003：445）。 

 
與楊筠松同時期或同派的虔州風水名師，還有曾文迪、賴大有、謝

子逸等人，他們在客家土樓風水術中均有些影響，時或見其名。楊筠松

的風水理論，是客家建造土樓住宅的技術、藝術、設計諸方面的指導原

則，楊筠松楊公符法術則在厭鎮法術方面被客家廣為應用。楊筠松被神

化後，成為有鎮壓邪惡、驅除鬼祟的威嚴法師，是一個建築居家保護神，

受到似神非神之特別崇拜（林嘉書、林浩，1992：184）。 

 
楊公符形式種類不少，主要的是：楊公符（動工興土符）、雪山符

等等。動土興工建土樓時，按傳統必用楊公符以鎮驅邪。這是一道通用

符式，客家凡是建造住宅、祠堂、墳墓等，均用此符。在建土樓動工時

用此楊公符，方法過程有一整套嚴格規範要求。有關楊公符的程式及要

領如下： 

 
（1）楊公符在用於土樓建造動土興工時，要做一根符樹，其要求

和規格是：用竹筒作符樹時，限定三節，不可兩或四節，竹頭在上。用

桃樹作符樹時，桃樹的頭在下。符樹的腳尖入地部份要做成三角三面尖

形，而不可成四面。符樹高度是楊公尺三尺二寸，即魯班尺二尺九寸。

符樹四面寬度相同，以可容書符之三寸以上寬度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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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楊公符式 

楊公符四面的符式分別是：正面，楊公符主符仙師壓煞符。左面，左輔部份符。右面，

右弼部份符。在實際書寫時，本符只有三直，即從「親到」聯「中官」要一直寫下不

停頓加行為正面，餘為左右面。 

來源：林嘉書、林浩，199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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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楊公符樹之後片式 

來源：林嘉書、林浩，1992： 

 圖3-3：楊公符樹示意圖 

來源：林嘉書、林浩，1992： 

 
這三面是一副完整的楊公符。後面還有一道符是吉符而非厭鎮符。 

 
如上所言，製作楊公符樹之材料有二，一為竹節、二為桃樹。符樹

以竹筒來做，取竹之吉意，倒插竹頭其意較難理解，據說有釘鬼之意。

以桃樹作符樹，本出古之避邪桃符，源在《山海經》之類古典，桃在古

代是被視作有特殊神力的東西，桃是「五木之精也。故饜伏邪氣者也，

桃之精生在鬼門，制百鬼，故今作桃人梗作門，以饜邪氣，此仙木也（林

嘉書、林浩，1992：189）。」古代關乎桃木可制百鬼之說頗多，建造

土樓之符樹採用桃樹是否同上所言係避邪之用只係目前暫時之推論，尚

待更多證據佐證。 

 
楊公符樹之尺寸楊公尺三尺二寸，即魯班尺二尺九寸，換算成實際

尺寸為88公分，在文公尺上是在「財」字之「寶庫」中，而合丁蘭尺之
「旺」之「進寶」位置，二者均在吉之範圍內，其尺寸之設定是否有固

定之規制尚待確定，但至少是在吉利之範躊內。 

 
（2）楊公符的書寫要求規格。畫楊公符時，風水師要整衣冠洗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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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於當天要燒香點燭，以茶三檈敬告天地，方可畫符。 

 
畫符前洗手用水要新取淨水。取水洗手時要唸取水訣：黃河澄清，

聖人出身，勒畫靈符，財丁兩盛。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六已合，五

行及基。書符取用，萬事吉昌。 

 

洗手之後準備畫符，按持硯、持墨、磨墨、持符樹、提筆、書畫各

個動作層次，均須唸咒訣。 

 

持硯口訣：神硯光輝，足蓋金龜；書符點硯，惡煞自驚。吾奉楊公

祖師勒令奉行急急如律令。 

 

持墨口訣：神墨之靈，太陰之精；書符點墨，惡鬼自驚。吾奉楊公

祖師急急如律令。 

 

磨墨口訣：一磨壬癸水，二磨丙丁火，三磨庚申金，四磨甲乙木，

五磨戊巳土，六神降，七鬼藏，八卦生，九宮助，十扦扶，十一諸神護，

十二磨二十八星宿。 

 

持符樹口訣：藏土之時先有節，出土之日節節高，秉質毅能俱重用，

繪畫靈符喜氣多。 

 

提筆口訣：疑神安回大檢點，陽生五氣重重發，三台燦爛華蓋擎，

開天自然見地興隆，神筆靈靈齊吾金行。吾奉楊救貧仙師，何神不怕。

何鬼不驚，何將不欽，何金不行，神光擁耀送蓋金龜，畫符點筆惡煞自

飛。神筆之靈，太陽之精，畫符點筆惡煞自驚。日為千兵收惡煞，夜為

萬將斬千邪。開天門閉地府，留人門塞鬼路，穿鬼心破鬼肚，急急如律

令。 

 

唸完此咒後將筆頭向桌面頓三下。 

 

上述過程之後才開始書畫符圖，這時要邊畫邊唸下面這首總咒訣，

可重複唸到符畫完： 

 

一畫成江，二畫成河，三畫黃河水入流，四畫凶神入井囚，紫徽台

楊四將軍，造執深潭闊萬里深萬丈，面上架大山，令崇大山高萬丈，山

上更加山；左山深似海，右山黑湖潭，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般，開天

門閉地府，留人門塞鬼路，穿鬼心破鬼肚，斬頭鬼劈鬼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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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楊公符畫好之後，一般都是於即日或次日豎符。符豎好即可動

土挖基興建土樓。楊公符豎在屋基不被挖到不為土掩的地方，與大門或

屋基坐向同向置。在豎符時，要行楊公符開光儀式，這儀式類似菩薩開

光式，可能極隆重，古有請法師來行法事者。最普遍的情形，據著者以

前所見，要點香燭和殺雞以祭告天地，鳴高昇鞭炮。 

 

 開光豎符時還要唸出煞咒訣： 

一千年富貴，二房房發福，三四代興隆。東方立符童子童郎，西方

立符童子童郎，南方立符童子童郎，北方立符童子童郎，中央立符童子

童郎。 

 

立開天門立開地府，立開年煞月煞日煞時煞、一百二十凶神惡煞，

今立靈符一道，一道化為十道，十道化為百道，百道化為千道，千道化

為萬道；張張有靈，道道有顯，穿鬼胸破鬼膽，留人門塞鬼路。吾奉楊

公祖師急急如律令勒。 

 

有時在豎楊公符（或樓成居家、或墓葬撿骨做地出煞）之後，還要

出破軍即出煞。風水師或法師主持出破軍，其方法是：先以向出點燭，

五檈茶五碗酒以行祭，左手執雞右手執劍，雞花紙由宅基地或屋內攤

外，以劍宰雞後，雞花紙隨即收去焚化。 

 

這種出破軍出煞有許多形式，這裡介紹三式。 

（1）出破軍時向楊公符前焚香唸藏身咒，為默唸咒： 

天藏星，地藏形，人藏身，吾身出在天之間，吾身出在地之廷，吾

身入在三奇靈，吾身化作月之精，吾身化作日之明，吾身化作北斗星，

一墜二墜脫勾陣，三墜四墜出庚辛，五墜六墜玄武臨，七墜八墜乙丙丁；

三奇之下隱我形，一切惡煞化為塵；日月星辰在吾左右蓋吾前後，相接

而行。吾奉楊公祖師急急如律令勒。 

 

（2）出破軍時念咒三遍： 

九天玄女娘娘，左執金刀右持水星，無極而變；東西南北海，四大

海茫茫，弟子藏在海中央，凶神不敢向；若有強神不伏者，金刀寸斬不

留停。吾奉九天玄女娘娘勒令施行。 

唸三遍後出破軍。 

 

（3）在地上向利方畫符 

然後左腳踏進地上畫符的井字圈內，唸咒訣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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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公仙師變吾身，吾身變化楊公仙師身，祖師仙貞口訣化吾弟子來

出煞。仙師出劍，本師出劍，仙師令下斬衙人，若有凶神反，命令乎斬

不留停。 

 

楊公符樹之正面這道符，也常在居宅時變通使用以鎮邪出煞保安，

這是一道被視為威力最大的基本符式。 

 

 

 

圖3-4：出破軍符 

來源：林嘉書、林浩：，1992：187 

 圖3-5：楊公雪山符式 

來源：林嘉書、林浩：1992：191 

 

在大型土樓民宅中，最常使用的還是楊公雪山符。此符須以烏布一

丈，用白水粉寫字掛在土樓廳的天子屏上。寫符時要唸咒訣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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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師傅雪門開，雪子飛飛雪就來，六月陽陽天降雪，七月陽陽天

降霜，霜又冷雪又冷，手拳霜雪一般冷。吾奉雪山師傅急急如律令勒。 

 

遵唸此咒訣三遍。 

 

另一種楊公安宅（及安葬）出煞詞，在客家土樓建造或居家之中，

多被用於那種被認為不很吉利之地基，或者所謂居家不靖多祟惑時。這

出煞辭呼唱之前，要鳴囉三陣、鳴炮三聲，要殺雄雞，出煞詞全文為： 

 

伏以日吉時良天地開張，我今出破軍時候正當天靈靈、地靈靈；楊

公弟子出破軍，楊公賜貞吉，凶神退走吉神光；腳踏七星方，凶神不敢

當；手執七星劍，凶神惡煞不敢見。楊公先師座中庭，手執寶劍斬凶神；

左手拿金雞，右手執金刀；金雞不是非凡雞，九天玄女面前報響雞；金

刀不是非凡刀，王母娘娘出令斬郛魔。凶神惡煞到了東南西北方，東煞

歸東方，西煞歸西方，南煞歸南位，北煞歸北方。九牛破肚大將軍，凶

神惡煞聞知走不停。手提空劍來出煞，凶神惡煞轉天庭，天煞打從天上

去，地煞打從地府藏，天煞歸年位，月煞歸月方，日煞並時煞一百二十

凶神惡煞雄雞來抵擋。（林嘉書、林浩，1992：184--187） 
 

另外，在建築之儀式中常有歌頌之讚詞，內容中亦有提及楊公先師

者，一為呼龍詞： 

 

以伏以林，白鶴之旺山，崑崙山之發龍來，千里來龍結在此，萬里

來龍結穴中。周公推吾楊公相宅（遷葬），八卦一照定乾坤，五星遊下

凡，千年不遇，太陽星到，太陰星到，紫薇星到，文曲星到，貪狼武曲

星到，羅天大金星到。 

 

撥開龍穴定屋基（龍口葬牛眠），南山嶺上鳳凰鳴。雙手撥開生龍

穴（生龍口），今日某君建宅龍位，一朝開基百代興隆（今日引進某君，

某孺人登龍位，羅衣包土蓋黃金）。 

 

然後唱禮拜詞： 

 

一拜來龍降此，二拜四件山頭，三拜楊公先師，四拜定基龍穴（登

龍位）。一要田莊萬頃，二要房房發福，三要戶戶芳隆，四要四季發財，

五要人丁昌盛，六要六畜成羣，七要男做朝中官，八要女做園內夫人，

九子十登高，榮華富貴萬萬年。（林嘉書、林浩，199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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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台灣之研究中，亦有出現與楊公相關之研究。在建築之營

建儀式上，最重要的即為「昇樑」之儀式，故過程最為講究，且每個階

段幾乎都有其禁忌及口訣，每階段亦幾乎均與楊公先師產生關聯，其步

驟如下： 

 
1.做樑：在農民曆中對此過程稱為「伐木作樑」，其解釋為砍伐樹

木製作屋頂樑木等事，故做樑之過程包含砍木及施作之部份，必須參考

農民曆中寫有「宜伐木做作樑」的好日子，並擇取良辰吉時。伐木前須

先唸口訣，稱為「開斧請神安位」，如下：「伏以分香拜請日吉時良，

請得巧聖先師來到座、請得魯班仙師來到座、請得楊公先師來到座、請

得竹葉先師來到座、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某家弟子做棟樑。」開斧做樑為

大木匠師之職責，故首先請的是大木匠師之祖師爺巧聖先師、而陸續請

來的魯班、楊公、竹葉先師則各為學泥水匠師、風水師、及大木匠師之

祖師爺。而大木匠師在劈樑時又另有一口訣：「子丑源木身姓良、站在

深山萬丈長、請得巧聖先師劈開木、某家弟子做棟樑。」此時將原本方

形樑樹切成圓形，並畫上先天八卦。 

 

2.請樑：樑形切出後即準備請樑。請樑之口訣： 

「樑樹生在身山萬丈長、楊公弟子親看見、請以東家作棟樑、百日

週年生貴子、世代興隆子孫昌。」 

 

3.祭樑：準備兩張圓桌或是方桌，上頭放置內呈滿米之米斗，用以

祭樑。祭樑時以三杯酒各祭樑樹之頭、中、尾。祭樑口訣： 

「壹杯酒祭樑頭、某家子子孫孫有出頭、樑頭金袖布代代、儒孫發

萬富、 

貳杯酒祭樑中、太極星君壹占紅、世代儒孫萬年紅、 

參杯酒祭樑尾、樑尾金袖布有財有富」 

 

4.昇樑：意即將製好的樑樹抬上建築物之屋頂。昇樑為整個儀式之

高潮，有「請樑進上堂」口訣： 

 

「伏以分香拜日吉時良、請得巧聖先師、竹葉先師來抬樑、進上樑

樹、某家子孫堂上做棟樑。」（劉秀美，2003：88-90） 

 

其他地區之昇樑儀式中亦有類似的讚頌詞。如林嘉書文中所云，客

家建土樓無論古今都不多見在上樑儀式中用「上樑文」，卻流傳一種類

似風格之楊公上樑「發糧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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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公弟子發糧來，糧發東東至東方甲乙木，世代兒孫著朝服；糧發

南南至南方丙丁火，世代兒孫及第早；糧發西西至西方庚辛金，糧田萬

貫斗量金；糧發北北至北方壬癸水，世代兒孫富無比；糧發中中至中央

戊巳土，世代兒孫文兼武。任有兒孫千載盛，百世流芳萬萬年。（林嘉

書、林浩，1992：188） 

 
又澎湖地區則有「點樑眼佳句」，由大工師手執硃筆，口頌語如下： 

 
「祝云： 

牽繩拔鋸神君、敬請、楊救貧先師、九天玄女直仙、本宅土地神君、

本家香火神君、行香吉凶神將、有勞三請、伏乞見聞隨喜、同赴降臨、

弟子擇此某月、某日、某時，架○進樑、許可興工、煩乞、列位先師、

鎮納作主、架造高樑、大吉利市、元亨利貞、百福駢臻、千祥雲集、科

甲綿綿、貴子榮庭、萬事如意。（張宇彤，1991：367）」 

 

另外，本研究調查過程所蒐集到之匠師手冊中亦有關乎對楊公先師

之記載，有： 

 

（一）楊均2松先師安門定訣： 

京門高一丈闊八尺、州門高一丈闊六尺、縣門高九尺闊尺、高門高

六八寸闊尺、司門高六尺三、二寸闊尺尺3。 

 

（二）楊公忌日： 

民間砌房造屋，舊時先請陰陽先生擇定吉日，要避開所謂的「楊公

忌日」4
，因為這十三天不僅土木不興，就是婚嫁、出入、安葬、赴任亦

加忌避。「楊公忌日」指的是正月十三日、二月十一日、三月初九、四

月初七、五月初五、六月初三、七月初一、七月二十九、八月二十七、

九月二十五、十月二十三、十一月二十一、十二月十九等十三天5
。（陶

思炎，1998：174） 

 

如上之諸多頌語與描述可知，楊公先師在整個營建過程中扮演著舉

足輕重之角色，又因營建過程之每個階段之頌語中，除拜請楊公先師

外，亦須請來與建築相關之祖師爺，顯見楊公先師所掌管之建築物在興

                                                           
2
 應為「筠」之筆誤。 

3
 取自黃鳳超匠師所持之手冊。 

4
據陶思炎先生的《中國鎮物》一書指出：「楊公忌日」指的是正月十三日、二月十一

日、三月初九、四月初七、五月初五、六月初三、七月初一、七月二十九、八月

二十七、九月二十五、十月二十三、十一月二十一、十二月十九等十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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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過程中被視為重要之對象物。以下，就本次調查成果作一陳述，並輔

以前述之文獻回顧，進而詮釋六堆地區之「楊公墩」。 

 
第三節  調查成果 

 

一、數量與分布 

 
本次調查共調查出楊公墩11座，在地點之分布上，佳冬鄉有4支6、

新埤鄉有1支、萬巒鄉3支、竹田鄉1支、內埔有2支、美濃有1支，以佳
冬之4支密度最高，萬巒鄉次之。而長治、麟洛鄉及高樹鄉在此次調查
中並無案例。 

 
在上述之11座宅第中，有4棟祠堂，分別是佳冬楊氏宗祠、戴氏祠

堂，萬巒鍾氏祠堂及內埔徐氏祠堂，餘則均為伙房屋，而其格局中更有

多堂或數橫者，顯見楊公先師之出現多在建築物較為完整之伙房或較被

人們所重視之祠堂中。 

 
二、出現空間與相對位置 

 
就其放置位置上，可大致有幾個較常出現之位置，置於廳下左側有

4支，土地龍神位置有3支，土地龍神位置左側有1支，土地龍神右側有2
支，此外，置於神龕上者有1。故最常出現之位置是廳下左側，即廳下
左側之角落中，是否反映左側為尊之空間位序可再思考。此外，其位置

之放置看起來與土地龍神位置最為相關，若非位於土地龍神之位置，即

位於其左、右方，故土地龍神與楊公先師之關係是後續可再思考之問

題。較為特殊的是，佳冬戴氏祠堂之楊公先師原本置於土地龍神位置，

後因建築物整修之故將之收藏於神龕中，待特殊節日，如宗祠祭祖日時

才將之請出祭拜。而美濃林氏伙房之楊公柱則已轉變為神祖牌之形式，

故今置於神桌上方，為此次調查成果中較為特殊之例。 

 
三、形式與符式 

 
楊公先師之於信仰表現形式大略有三種，一是楊公墩，二是楊公

柱，三則為祖牌。第三種祖牌之形式十分明確，而「楊公墩」與「楊公

柱」之形式則須釐清。就字典之字義解釋中，「柱」係指係長狀之物，

故顯見其為一長條之柱狀物。又「墩」字在辭典中之解釋為「沙土堆成

                                                           
6
 楊公先師之單位因其表現形式而有所不同，本研究以其基本之呈現方式，即「楊公

柱」而將單位列為「支」。 



第三章  楊公墩 3-15
 

的高丘」。如：「土墩」、「沙墩」；或「用來支撐、墊物的粗壯木石

或磚石所砌成的基礎」，如：「門墩」、「石墩」、「橋墩」。「墩」

既指基礎，故自然還須有上方之主要支架，而此主要支架即為「楊公

柱」。故而「楊公墩」即意指置於土墩中之「楊公柱」，而「楊公柱」

係置於一有基礎物體之「墩」之上方，並非單一物體而已。 

 

如上所述，「楊公墩」必然包含了「楊公柱」之形式，但楊公柱無

法全然說明「楊公墩」，又調查成果中，除佳冬戴祠與美濃林氏伙房之

外，餘均設有楊公柱之基礎，故而「楊公墩」顯然是說明此物較為完整

且精確之用語。而既用「楊公墩」之用語，則應自「楊公墩」中析解其

主要構成。 

 

「楊公墩」之主要構成大致可分為三段，一為其基礎之「墩」、二

為木柱之「身」，三則為以紅布覆蓋住之「頂」。茲分別說明如下： 

 

「墩」作為楊公柱置放之基礎，故須有可容納木柱之範圍，其簡單

地說即為一「容器」，只係表現形式不一。基座類型大致有三，一為磚

塊堆疊之基座，內置軟土以利楊公柱及香插置，案例如內埔鍾祠，以水

泥塑成容器者有佳冬楊祠，而佳冬戴宅之水泥平台則置於土地龍神位

置；另有在土地龍神位置不覆水泥，而直接置泥土，功能同上，案例如

佳冬羅宅、竹田李宅；此外，基座即為香爐者亦存在著，內納香灰，案

例有內埔徐祠、萬巒林宅。 

 

楊公柱之呈現在各案例間有些許差異，而本次調查中並非每個案例

均可看出完整之全貌，故只能依可視者做描述。唯楊公先師設於民宅時

仍屬於每日均須進行之信仰活動，故除不僅設有香座，亦無法輕易且完

整地將其自「墩」中抽取出來以量測尺寸。故此次之成果只能以佳冬戴

祠及佳冬戴宅二處之楊公柱作為描述。 

 

楊公柱即為「身」之部份，主要為一長條之木柱，尺寸大小不一。

戴氏伙房之楊公柱柱身以木頭施作，上方下尖，下方用於插入土或香灰

中，尺寸為寬1寸（約2.54cm），寬62-64cm，另一佳冬戴祠之楊公柱則

長約76cm7，寬約3.3cm8。 

 

在木柱之使用材料上，若依前林浩等人之研究，符樹應採用可制百

                                                           
7
 因調查該時並無精準之用尺，以筆者之手指寬19cm作為測量之基準，共四倍之手指

寬，故為76cm。 
8
 以長寬比為11.5:0.5=76:3.3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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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與避邪之用的桃木或竹節，然以六堆地區所得之楊公柱之用材看來，

很清楚地係木材而非竹節，而若以木材之紋路作為基礎之判斷，只能初

步判定9
所採用之材料並非桃木，而究竟為何種材料須待後續深討。 

 

另外，柱上方繪有符式，佳冬戴祠之符式共繪有三面，戴家伙房則

四面均繪有，二者上方所繪之文字與符式內容略為接近，但仔細比較則

有所差異。在戴家伙房之符式正面中清楚可見「欽奉金紫光祿大夫筠松

楊公  文遄曾公  金精廖公  三位師  神符親到  中宮  前后左右  

○○  東主動工  ○○  建築修造  百無禁忌  勒令---」之字樣，背面

則係「奉九天玄女仙師  靈符親到  中宮  頓龍大吉  催  財丁富貴  

急遠  奉行蓋藏  奉主合家  左鄰右舍男婦老幼做工匠師  人等俱各  

清吉平安」，又在佳冬戴祠之正面符式中則有「欽天鴻老祖卜奉勒令  三

教九尊  本年太歲星軍到此神符○  楊曾廖賴公四位先師親到中宮任

意動土架造大吉」，在拜請順序中，以楊公筠松為主，而餘二位或三位

風水祖師爺亦須拜請，此外，楊公符為正面，而背面則拜請九天玄女，

亦傳達出九天玄女在整個營建過程之重要性。而拜請之理由亦十分清楚

地是要諸位神佛來保佑建築修造及動土架造工作間，營建架造之匠師、

主事者與其宅內之家人及左鄰右舍相關人等均平安，並另祈房宅內六畜

興旺，一切安好之吉祥義涵。 

 

而在兩側之符式中，戴氏伙房之文字為「奉左輔太陽星君  神符親

到  此方  押起太歲  位下  匈神土煞  盡皆  皈空不得  動作急急

律另勒○」「奉右弼太陰星君  神符親到  此方  鎮起九良  小光  土

煞  盡皆  伏藏不得  動作急急律令勒」。戴氏祠堂則為「左輔大陽星

軍  雷公雷婆  歲月遊大○鎮退金土木五方○煞」「右弼大陰星軍  土

公土婆  雷  雷雷  五雷神符押起百煞急走千里」。由此文字可知，輔

以助陣之神祇係左輔太陽星君、右弼太陰星君、雷公雷婆等，依其左右

對仗之概念看來，似有左右相護之意涵。就以四面及三面繪符式樣貌看

來，二者顯然是接近但並不相同之符式，唯本次研究訪談過程未有知曉

此二者差異之人，實須待後續深入考證。 

 

而作為覆頂之紅布，除了佳冬羅家伙房外，餘均有覆蓋，顯見其為

此物構成之必要物之一。紅布之覆蓋具有一種加強符式作用之義涵，如

同昇樑過程中亦須覆包紅布，即其亦為儀式之一。 

 

                                                           
9
 本研究以數位相機拍攝請有經驗之大木匠師判斷，匠師雖可自照片中視見木材之紋

理，但因不見實物，故無法判定木材之堅實度等，故只能確定的事係此二根楊公

柱均不係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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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楊公先師之案例中唯一之祖牌案例位於美濃林宅，其祖牌上

明刻著「楊公先師香座位」，前方則設有香位之香爐。研判早期應為如

同其他案例一般為楊公墩之形式，但後期林氏族人因祖牌之更新，遂將

楊公先師之香座一併更替，而因其為神祇，故特設祖牌而奉祀。 

 
另外，在用語上則有「楊公先師」與「楊公仙師」名詞之爭議。「先

師」與「仙師」二者就字面上意義來看，「先師」係指最初始，意即最

早之祖師爺，而「仙師」則有將祖師爺視為已成仙道之義，二者在解釋

上均可合理解釋，但本文認為凡用於祭祀之對象物，民間本已有將之視

為神祇之意義，無須特別強調。而「先師」所強調之最初始，卻能呈現

楊公先師之於風水界之開宗意義，又美濃林宅之楊公先師祖牌上所標示

之「楊公先師香座位」，亦可為此用語作一明證。故本文仍以「楊公先

師」作為行文用語。 

 
 

龍神龍神 龍神

〈3〉

〈1〉

〈2〉 〈4-1〉

〈4-2〉

 
 
 
 

 

 

 

 

 

 

圖3-6：楊公先師出現位置  依其出現數量排序 

（1）廳下左側（2）土地龍神位置（3）土地龍神右側（4-1）土地

龍神左側（4-2）神桌 

圖3-7：楊公墩與楊公符之位置 

 

楊公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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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楊公柱之尺寸  圖為佳冬戴氏伙房 圖3-9：楊公柱之尺寸  圖為佳冬戴氏伙房

  
圖3-10：楊公符之形式  圖為佳冬戴氏伙房 圖3-11：楊公符之形式  圖為佳冬戴氏伙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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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本次楊公墩調查成果 

編號 

大地

點 地名 建物名稱 放置位置 特徵 備注 

1 六根 楊氏宗祠 廳下左側 

棍狀，上有紅布，底座由混凝土砌成，二邊

設有蠟蠋 二堂二橫

2 六根 羅家伙房 土地龍神位置 棍狀，插於土中 五堂三橫

3 昌隆 戴家祠堂 

神龕內，原本位

於土地龍神位置 已整理為楊公柱形狀，不置入任何東西內 二堂二橫

4 佳冬 昌隆 戴家伙房 土地龍神位置 

棍狀，頂端有紅布，棍上畫有楊公符，有一

混凝土平台基座 二堂二橫

5 新埤 打鐵 南興路 土地龍神右側 棍狀，上無紅布，插於香座中 一堂二橫 

6 萬和 鍾氏祠堂 廳下左側 棍狀，上有紅布，底座由紅磚砌成 二堂二橫

7 萬和 復興路 土地龍神右側 棍狀，上有紅布，插於香座中 一堂二橫 

8 

萬巒 

  

  硫磺 長林樓 廳下左側 棍狀，上有紅布，插於香座中，抬高於立面 一堂二橫

9 竹田 西勢 李氏伙房 土地龍神左側 棍狀，上有紅布，置於混凝土底座地面 二堂二橫

10 美和 徐氏祠堂 廳下左側 棍狀，上有紅布，置於地面 二堂二橫 

11 

內埔 

  內田 曾氏圍屋 祖牌位置紅紙 巧聖先師，以紅紙書有黑墨字寫「巧聖先師」 二堂數橫

12 美濃 美濃 林氏伙房 廳下神案上 祖牌，上刻有「楊公先師香座」 一堂二橫

 

相3-5：楊公墩 圖為佳冬楊祠 相3-6：楊公墩  圖為佳冬羅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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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3-7：楊公墩 圖為佳冬戴祠 相3-8：楊公墩  圖為佳冬戴宅 

相3-9：楊公墩 圖為萬臠鍾祠 相3-10：楊公墩  圖為西氏李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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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3-11：楊公墩 圖為內埔徐祠 相3-12：楊公墩  圖為美濃林宅 

相3-13：佳冬戴祠楊公先師原本置放位置 相3-14：佳冬戴祠楊公先師今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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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3-15：楊公墩之構成--「墩」 相3-16：楊公墩之構成--「墩」 

相3-17：楊公墩之構成--「墩」 相3-18：楊公墩之構成--「墩」 

相3-19：楊公墩之構成—柱身 相3-20：楊公墩之構成—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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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3-21：楊公墩之構成—柱身上之符式 

圖為佳冬戴氏伙房 

相3-22：楊公墩之構成—柱身上之符式 

圖為佳冬戴祠 

相3-23：楊公墩之構成—頂部 相3-24：楊公墩之構成—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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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調查成果與解析 
 

第一節  五星石 

第二節  楊公墩 

第三節  其他現象 

 

  
第一節 五星石 

 
以本次之調查成果而言，五星石之數量遠比初期預估之數量多了許

多，其因除以往之研究成果太少，而已知設立者又往往只停留在固定的

案例上，故烘托出五星石之設立是十分稀少之現象之錯誤認知。而此次

成果共有31個案例，以佳冬、萬巒及內埔三鄉之數量最多，且五星石出
現之位置有密集出現於重點位置之現象，而這些地點雖在今日之行政區

域上已畫分成數區，但在早期之地名上卻常是同一區，此現象反映早期

知曉五星石知識之匠師可能之居住環境或其人際關係範圍，而這些鄉鎮

恰巧均為六堆地區開發中較早之區域，是否反映出開發較早之區域內，

知曉此作法之匠師較多，而此現象是否係因為移民第一代或第二代匠師

自原鄉帶來的知識？又若假設不是，五星石會係台灣本地之營建知識？

諸多的問題均是後續可陸續探討的，唯隨著時間之流轉，已知之人與線

索亦逐漸地消失，將是未來研究即將面臨之困境。 

 
五星石所設立之位置是化台正立面垂直之部份，數量有一星石、三

星石、五星石及七星石。其數量恰為單數，顯出單數為陽之概念，就其

代表之意涵中，一星石代表天、三星石代表天地人、五星石代表金木水

火土、七星石則象徵金木水火土日月。一與三之意涵較接近，而五與七

星石則有較相同之意義。五星石前方並不一定設立香座，有設立者多在

化台前之水溝上鑿有香座，或因水溝覆蓋水泥無法插香座而改設立於化

台上。而祭拜之時間則每戶不同，有每日燒香祭拜者，亦有逢重要節日

才祭拜者，顯見其信仰之設立已是上一代所傳下且逐漸被遺忘之知識。 

 
在五星石生成之過程中，化台之形式與材料係一決定性之因素，換

言之，化台設置否係五星石設置與否之首項要素？本次調查過程中查

覺，部份地區，如竹田鄉糶糴村，其民宅體系因配合地形之故，設置化

台之數量本就較少，故更無須討論五星石設置之可能性。再者，尚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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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地區，如五溝水，村落伙房之設置呈現有機現象，整個格局中除伙房

建築體本身係完整的外，其餘於化台、靠街部份則按其地形之變化而

長，故少有清楚而量身打造之化台。此類化台亦少有設立五星石之案例

者。 

 
另外，在全面性普查之前，匠師之口述中對五星石之形狀描述地十

分清晰，而在調查之初本研究亦盡地地希冀可判讀出五星石之形狀，但

隨著案例之數量建增而察覺，多數石頭之數量多無法清楚地判定出來，

一是五顆石頭間相互比較以辨明五行，但石頭之形狀變化度頗高，著實

不易。況且尚有五顆石頭之形狀是同一形式者，更無法解釋五形之涵

義，在形式無法判定之狀態下，則更無法判斷五形之排列關係，此問題

在此次研究中模糊處甚多，但至少已確定五星石之形狀不一且並不如制

式般地被設定，此現象應可追溯至匠師學藝時之傳承關係，如師承關係

大不相同或師父並未傳授此知識給他。 

 
依本次調查成果五星石案例看來，其伙房屋之年代自約九十年至

四、五十年均有，其中一棟民宅甚至是1990年代建成之新式伙房。這四
五十年之平均時間差距，已可成就年齡差距二代之匠師。越早期知曉五

星石之營建匠師定越多是成立的，但在第一代匠師之後，意即開始有第

二代、第三代之傳承之後，知識之傳授即會使改變匠師年紀則定通曉知

識之判斷，此乃本研究成果中伙房屋建成年代相差甚遠之原因，而匠師

之師承係五星石知識傳承之主要因子，應係後續研究之重要切入點。 

 
第二節  楊公墩 

 
本次研究以田野調查與初步釋義為主，預計後期可用此資料作更為

深入解析基礎，在本次調查成果中，共有十二處伙房設置楊公墩，其中，

二者均設置者有三個案例，分別為內埔徐氏祠堂、萬巒鍾氏祠堂及佳冬

羅家伙房，前二者為單一姓氏族人對外代表之建築物，而羅氏建築雖為

伙房，但其五堂三橫之龐大格局所容納之宗族人口，已傳達其作為家族

一重要建築物之角色。 

 
縱觀說來，在其所構成之三部份中，楊公柱為楊公墩之主要精神所

在，因缺少「墩」與「頂」均尚可見楊公先師之象徵，但一旦缺乏「身」，

其餘的二樣東西則無法呈現楊公先師之面貌。楊公符式之行文中，拜請

楊公先師為先已清楚地表示此乃一以楊公為主之符式，亦顯示出其餘風

水之祖師爺在此符式中雖亦須來協助，但仍係以楊公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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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楊公墩設置之時間、角色及設於屋宅內所呈現之文化現象。就

匠師之口述，在一棟祖堂屋要新蓋時要拜請楊公，楊公柱是一短小柱狀

之物體，上方繪有楊公符，而以楊公墩來安置楊公先師之香位，位置安

排好後，在施工期間每日早、晚都須行祭拜之儀禮，施工時間結束後行

謝神之禮將之請走。設此香座位之意義即如同請楊公先師在施工這段期

間保佑所有工作之師傅、主事者及其家人。目前建築物內尚留下楊公先

師香座位者，即是當初工程結束後未請走者。 

 
另外，本研究之調查對象雖以楊公先師為主，但調查過程中察覺有

部份亦與建築相關之祖師爺出現於六堆地區之伙房中，如內埔曾氏伙房

之巧聖先師，其祖牌位置背後之牆上，覆貼有寫上諸多神祇之紅紙，其

中即有「巧聖先師」之名。如第三章所述，巧聖先師即為「魯班先師」，

係春秋戰國時代之傑出工匠，姓公輸名班，為魯國之聖賢，故又被尊稱

為魯班或魯班公。被奉為木匠之祖師爺。曾宅內是否有族人是木匠已不

得而知，但宅內奉巧聖先師仍是該地伙房內注重與建築相關神祇之明

證。 

 

 
相4-1：內埔曾氏所奉之諸多神祇，「巧聖先師」位於

左上角  20021201日攝 

相4-2：內埔曾氏之廳下   

20030504日攝 

 
第三節、其他現象 
 

本次五星石與楊公墩調查成果均高於最初預期許多，較最初預期之

數量還低，主要原因是最初預期時所計算之問題，在以往之相關報導

中，將五星石與楊公墩之存在認為是十分稀有的現象，故本研究之開端

認為，本次研究成果數量應不多。顯示早期此物不受重視之外，亦打破

六堆地區傳統建築內五星石之數量微乎及微之說，更驗證六堆地區之建

築物討論實有著重於某些重點建築之趨勢，即「明星化」現象，係後續

研究中可持續關注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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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田野過程中，有受訪者表示
1
，楊公墩在諸多宅第中尚存有，

但今均已將之收起，在固定時間時才請出來祭拜，故而，在一般時間中

是收藏之狀態，無法視見。據此之描述，本次研究中有一例，為佳冬戴

氏祠堂，其楊公墩原與戴氏伙房相同，置於土地龍神之位置，後因祠堂

整修之故，土地龍神之香座位置填入水泥，而楊公柱亦將之收藏於神龕

中，遇重要年節如過年再請出祭拜。此作法在一般民間信仰中並不易視

見，因其似乎違反信仰之本質，但因出現實例，故見證民間信仰及祭儀

行為之多樣面貌。本研究尋訪過程亦前往其所敘述之個案中尋訪，但可

能因未遇見建築物之關鍵人而未有結果。若口述為真，則隱藏於民宅體

系中楊公墩數量可能更為龐大，亦會使此相關之研究更為深入。 

 

 
相4-3：佳冬戴祠楊公柱原來位置 相4-4：佳冬戴祠楊公柱現在位置 

 
 

 
 

                                                           
1
 佳冬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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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五星石」與「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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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2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五星石」空白調查表格

堂號：               姓氏：
地址：

電話：                      聯絡人：
類型：□夥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  堂  橫、□門樓、□水池、□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

龍門設置否：□是、□否 

化台特徵：  

種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

照片或圖欄位 照片或圖欄位

調查人員： 時間：2003年    月    日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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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公墩」空白調查表格

一、形式特徵： 

特徵：□棍狀、□祖牌、□其它，請描述 

若為棍狀：形式：□楊公墩、□楊公柱 

上覆紅布否：□是、□否 

繪有符咒否：□是、□否、□被紅布包覆，不詳 

符咒內容： 

底座特徵：□無、□紅磚、□混凝土平台、□石塊、□香爐、□直接

插入土中 

對聯：中： 

左： 

右： 

二、設置位置與高度： 

高度：□落於地面、□抬高、□置於神案

廳下之□左邊、□右邊 

□中間土地龍神位置（無土地龍神）

□中間（無土地龍神）、□土地龍神左邊、□土地龍神右邊（有土地龍神）

□神案

□收藏起來，地點：

附注： 

是否有特定祭祀日：□無、□有，  月  日、□不詳

照片或圖欄位 照片或圖欄位

調查人員： 時間：2003年    月    日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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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附錄 2-1

附錄二  「五星石」調查成果 

附表一：五星石調查成果基本資料

編號 名稱 性質 香座設置 地址 堂數 龍門 石頭數 

1 佳冬羅宅 伙房屋 是 佳冬鄉六根村 三堂二橫 是 五星石

2 佳冬曾宅 伙房屋 否 佳冬鄉昌隆村  一堂二橫 是 五星石 

3 新埤張宅（1） 伙房屋 是 新埤鄉新華路 二堂二橫 二邊門 五星石 

4 新埤張宅（2） 伙房屋 否 新埤鄉新華路 一堂二橫 否 五星石

5 新埤賴宅 伙房屋 否 新埤鄉建功村 二堂二橫 否 五星石

6 新埤林宅 伙房屋 否 新埤鄉打鐵村  一堂二橫 否 五星石 

7 新埤曾宅 伙房屋 否 新埤鄉打鐵村  二堂二橫 否 五星石 

8 新埤黃宅 伙房屋 否 新埤鄉打鐵村  一堂二橫 否 五星石 

9 新埤邱宅 伙房屋 否 新埤鄉打鐵村  二堂二橫 否 五星石 

10 新埤林宅 伙房屋 否 新埤鄉打鐵村  二堂二橫 否 五星石 

11 萬巒鍾氏 伙房屋 是 萬巒鄉萬巒村 二堂二橫 是 五星石

12 萬巒萬巒林氏 伙房屋 否 萬巒鄉萬巒村  一堂二橫 否 五星石 

13 

萬巒萬巒林氏

貢元 伙房屋 是 萬巒鄉萬巒村  一堂二橫 否 五星石 

14 萬巒林氏 伙房屋 是 萬巒鄉萬巒村 二堂二橫 否 一星石

15 萬巒國王宮 廟宇 否 萬巒鄉萬和村 一堂 否 五星石

16 

萬巒萬和林氏

分夥房 伙房屋 否 萬巒鄉萬和村 一堂二橫 否 五星石

17 

萬巒萬全東方

福德 福德祠 否 萬巒鄉萬全村 一堂 否 一星石

18 

萬巒五溝江南

戶 伙房屋 不詳 萬巒鄉五溝村路 一堂二橫 否 五星石

19 竹田張氏 祠堂 否 竹田鄉頭崙村三山路 二堂二橫 否 五星石

20 竹田邱氏 伙房屋 否 竹田鄉美崙村  二堂二橫 是 五星石 

21 竹田鍾氏 伙房屋 竹田鄉福田村 五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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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內埔徐傍興宅 祖堂屋 是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內埔鄉美和村 二堂二橫 否 石

23 內埔曾宅 伙房屋 否 內埔鄉美和村 二堂二橫 否 五星石

24 內埔李宅 祠堂 否 內埔鄉內田村 一堂二橫 否 五星石

25 內埔鍾宅 祠堂 否 內埔鄉內田村 二堂二橫 否 五星石

26 內埔黃氏 伙房屋 是 內埔鄉興南村  一堂二橫 是 五星石 

27 內埔曾氏 祠堂 否 內埔鄉富田村  二堂二橫 否 五星石 

28 內埔豐田鍾宅 伙房屋 不詳 內埔鄉豐田村  一堂二橫 是 

29 內埔鄭成功廟 廟宇 否 內埔鄉豐田村 二堂二橫 否 七星石

30 麟洛吳國光宅 伙房屋 否 麟洛鄉 二堂二橫 否 五星石

31 麟洛徐展綱宅 伙房屋 是 麟洛鄉麟蹄村 二堂二橫 是 五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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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五星石形狀表

附注：石頭形狀可繪出者即在下表呈現，因現場作業而無法繪出者，表格內為空白。

名稱 香座 石頭排列（重描自現場照片） 五行排列 解讀

水木土 金 火

佳冬羅

宅

是 木○土火○

佳冬曾

宅

無法判別

新埤張

宅 1 

是 無法判別

新埤張

宅 2 

否 ○○土○○

建功賴

宅

否 無法判別

打鐵曾

宅

無法判別

打鐵黃

宅

無法判別

打鐵邱

宅

無法判別

打鐵林

宅

無法判別

麟洛吳

宅

無 ○○土○木

麟洛徐

宅

是 均為三角形

內埔徐

宅

是 火土木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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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埔李

宅

無 無法判別

內埔鍾

氏

無 無法判別

內埔曾

氏

無 無法判別

內埔黃

氏

是 無法判別 五顆

內埔曾

氏祠堂

無 無法判別 五顆

內埔鄭

成功廟

無 水金月火日木土 七顆

萬巒鍾

氏

是 無法判別

萬巒林

氏

○○土○○

萬巒林

氏貢元

○○土○○

萬巒林

氏

是 無法判別 一顆

萬巒國

王宮

否 無法判別 五顆

萬巒林

氏分

○○火○○

竹田張

氏

無 無法判別 五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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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田美

崙

火水土木金 五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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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1） 

堂號：第學理         姓氏：羅
地址：佳冬鄉六根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夥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3堂2橫、□門樓、□水池、■龍門、■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不詳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不詳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不詳

龍門設置否：■是、□否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無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不詳

設置位置：廳下之□左邊、□右邊 

■中間土地龍神位置（無土地龍神）

□ 中間、□土地龍神左邊、□土地龍神右邊（有土地龍神）

放置位置原因： 

特徵：■棍狀、□祖牌、□其它，請描述 

若為棍狀：上覆紅布否：□是、■否 

繪有符咒否：□是、■否、□被紅布包覆，不詳 

符咒內容： 

高度：■落於地面、□抬高、□置於神案 

底座特徵：□紅磚、、□石塊、□香爐、■直接插入土中 

對聯：中： 

左： 

右： 

附注：依其形狀判斷應為楊公柱 

是否有特定祭祀日：□無、□有，  月  日、■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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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正立面 圖2：全景鳥瞰

圖3：堂立面 圖4：堂立面

圖5：廳下 圖6：祖牌



附錄 1-8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圖7：楊公柱 圖8：五星石

圖9：五星石形狀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5月16日Pm2:0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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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2） 

堂號：省堂三              姓氏：曾
地址：佳冬鄉昌隆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1 堂 2 橫、□門樓、□水池、■化

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

龍門設置否：■是、□否 

化台特徵：化台高度很淺，幾乎看不見。 

種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

圖1：全景 圖2：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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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廊 圖3：屋棟

圖4：龍門 圖5：五星石

圖6：五星石圖 圖7：五星石圖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7月05日Am10:0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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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3） 

堂號：河堂清        姓氏：張
地址：新埤鄉新埤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2 堂 2 橫、□門樓、□水池、■化

台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不詳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不詳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有畫像

龍門設置否：□是、■否 

化台特徵： 

種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無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伯公 

此位置是年節時才祭拜，先拜廳下之祖先再到後面拜伯公。貓洞是給貓進房子捉

老鼠用的，另外，房子內部在清洗時可排水。受訪者：廳下左邊之阿婆

圖1：堂 圖2：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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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廊 圖4：屋棟

圖5：前堂與後堂間 圖6：化台

圖7：五星石 圖8：五星石圖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6月21日AM9:30時



附錄二 附錄 2-13

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4） 

堂號：川堂頴       姓氏：張
地址：新埤鄉新埤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1 堂 2 橫、□門樓、□水池、■化

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不詳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不詳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不詳

龍門設置否：□是、■否 

化台特徵：  

種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無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不詳

圖1：堂 圖2：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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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化台 圖4：五星石

圖5：五星石圖 圖6：五星石圖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6月21日AM9:2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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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5） 

堂號：川堂頴        姓氏：賴
地址：新埤鄉建功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2 堂 2 橫、□門樓、□水池、■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約 90 年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不詳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畫像。受訪太太表示，長輩告訴他祖先未有官爵，但要畫

像

時繪畫師說要繪入穿有官服的樣子。

龍門設置否：□是、■否 

化台特徵：化台土擋一半已被毀損。 

種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無意義，只是隨意拿石頭來擺。

圖1：前堂 圖2：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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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祖先畫像 圖4：土地龍神

圖5：五星石 圖6：五星石

圖7：五星石圖 圖8：五星石圖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6月21日AM10:0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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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6） 

堂號：河堂西               姓氏：林地
址：新埤鄉打鐵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1 堂 2 橫、□門樓、□水池、□化

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

龍門設置否：□是、■否 

化台特徵：化台前緣幾乎均為石塊堆砌，幾乎無法辨識五星石之形狀。 

種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不詳

圖1：外觀 圖2：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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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廳下 圖4：土地龍神

圖5：五星石 圖6：化台前水溝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7月20日Am9:0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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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7） 

堂號：省堂三               姓氏：曾
地址：新埤鄉打鐵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2 堂 2 橫、□門樓、□水池、■化

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

龍門設置否：□是、■否 

化台特徵：上有種樹木花草 

種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

圖1：前堂 圖2：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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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前堂中央 圖4：堂號及門對

圖5：化台 圖6：五星石

圖7：五星石 圖8：五星石圖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7月05日11:3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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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8） 

堂號：夏堂江               姓氏：黃
地址：新埤鄉打鐵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1 堂 2 橫、□門樓、□水池、□化

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

龍門設置否：□是、■否 

化台特徵：中間以矮磚分成二部份，化台處堆置雜物。 

種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

圖1：堂 圖2：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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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化台前水溝 圖4：五星石

圖5：五星石 圖6：五星石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7月26日AM9:1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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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9） 

堂號：南堂河              姓氏：邱地
址：新埤鄉打鐵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2 堂 2 橫、□門樓、□水池、□化

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

龍門設置否：□是、■否，開二門 

化台特徵：種滿花木 

種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不詳

圖1：全貌 圖2：堂



附錄 1-24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圖3：廳下 圖4：土地龍神

圖5：化台 圖6：五星石

圖7：五星石圖 圖8：五星石圖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7月26日AM9:20時 



附錄二 附錄 2-25

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10） 

堂號：河堂西               姓氏：林
地址：新埤鄉打鐵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2 堂 2 橫、■門樓、□水池、□化

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監察委員？林亮雲

龍門設置否：□是、■否、開二門 

化台特徵：位於前、後堂之天井位置，且以均質大小之石塊堆砌。 

種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

圖1：前堂 圖2：廳下



附錄 1-26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圖3：彩瓷 圖4：前後堂間之埕

圖5：五星石 圖6：化台堆砌之石塊

圖7：五星石圖 圖8：五星石圖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7月26日Am9:40時 



附錄二 附錄 2-27

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12） 

堂號：河堂西               姓氏：林
地址：萬巒鄉萬巒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1 堂 2 橫、□門樓、□水池、□化

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不詳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不詳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不詳

龍門設置否：□是、■否 

化台特徵： 

種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無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不詳

圖1：堂 圖2：廳下



附錄 1-28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圖3：化台 圖4：化台

圖5：化台 圖6：五星石圖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7月26日10:20時 



附錄二 附錄 2-29

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13） 

堂號：河堂西             姓氏：林
地址：萬巒鄉萬巒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1 堂 2 橫、□門樓、□水池、□化

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貢元（生）林鑾舉

龍門設置否：□是、■否 

化台特徵：無 

種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無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林老奶奶說據老人家之說法，石頭為土地龍神，是房子建造

時之中點位置。五塊石頭可能是五福的意思。現在只有年節時才祭拜，中間方形

石頭前方有香座。

圖1：堂 圖2：廳下



附錄 1-30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圖3：化台 圖4：化台前水溝

圖5：五星石 圖6：五星石前香座

圖7：五星石圖 圖8：五星石圖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7月26日10:30時 



附錄二 附錄 2-31

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14） 

堂號：孝堂忠      姓氏：林
地址：萬巒鄉萬巒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2 堂 2 橫、□門樓、□水池、■化

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

龍門設置否：■是、□否 

化台特徵：種了花木 

種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置中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無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不詳

圖1：前堂 圖2：堂之塌肚



附錄 1-32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圖3：化台 圖4：化台前方水溝

圖5：化台水溝 圖6：一星石

圖7：一星石 圖8：一星石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5月16日PM2:00時



附錄二 附錄 2-33

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15） 

堂號：宮王國               姓氏：
地址：萬巒鄉萬和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夥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1堂  橫、□門樓、□水池、□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不詳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無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無

龍門設置否：□是、■否 

化台特徵：只有擋土牆 

種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無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不詳

圖1：國王宮全景 圖2：國王宮正立面



附錄 1-34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圖3：國王宮香爐 圖4：國王宮跳

圖5：五星石 圖6：五星石

圖7：五星石 圖8：五星石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6月21日AM11:30時



附錄二 附錄 2-35

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16） 

堂號：河堂西               姓氏：林
地址：萬巒鄉萬和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分祠）、□廟宇 

格局：1堂2橫、■門樓、□水池、■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

龍門設置否：□是、■否 

化台特徵：無植物，均為水泥覆蓋。 

種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無

圖1：門樓 圖2：堂



附錄 1-36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圖3：五星石 圖4：五星石圖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7月26日10:00時 



附錄二 附錄 2-37

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19） 

堂號：萬三祖祠               姓氏：張
地址：竹田鄉頭崙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2堂2橫、□門樓、□水池、■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大木匠師徐來成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

龍門設置否：□是、■否 

化台特徵：  

種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

圖1：祠堂外觀 圖2：屋頂



附錄 1-38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圖3：中堂 圖4：化台之水溝

圖5：五星石 圖6：五星石圖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5月31日Pm5:00時 



附錄二 附錄 2-39

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20） 

堂號：南堂河               姓氏：邱
地址：竹田鄉美崙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1 堂 2 橫、□門樓、□水池、■龍門、■化

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

龍門設置否：■是、□否 

化台特徵：化台上為卵石堆砌，並有前地後高之淺緩坡度，利於排水。化台前水

溝為則混凝土平面。 

種樹否：□否、■是 

設有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火水土木金？ 

設香座否：□是、■否，但化台上的樹設有香座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五星石非石，而是以混凝土製成薄片之五行形狀。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不詳

圖1：堂 圖2：廳下



附錄 1-40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圖3：化台 圖4：五星石

圖5：五星石及樹 圖6：化台之石

圖7：五星石圖 圖8：五星石圖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7月06日AM9:30時 



附錄二 附錄 2-41

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22） 

堂號：海堂東      姓氏：徐
地址：內埔鄉美和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夥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2 堂 2 橫、■門樓、□水池、□龍門、■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不詳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不詳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曾任中學校長

龍門設置否：□是、■否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不詳 

設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無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五星石

設置位置：廳下之■左邊、□右邊 

□中間土地龍神位置（無土地龍神）

□ 中間、□土地龍神左邊、□土地龍神右邊（有土地龍神）

放置位置原因： 

特徵：■棍狀、□祖牌、□其它，請描述 

若為棍狀：上覆紅布否：■是、□否 

繪有符咒否：□是、□否  不詳 

符咒內容： 

高度：■落於地面、□抬高、□置於神案 

底座特徵：□紅磚、、□石塊、■香爐、□直接插入土中 

對聯：中：楊公先師香座位 

左：行仁沾地氣 

右：道義悅天心 

附注： 

是否有特定祭祀日：□無、■有，農曆12月31日  



附錄 1-42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圖1：門樓 圖2：前堂

圖3：前堂 圖4：人客廳

圖5：跳 圖6：外牆 



附錄二 附錄 2-43

圖7：化台 圖8：五星石

圖9：五星石上方之香座 圖10：化台之水溝

圖11：楊公先師香座 圖12：楊公先師香座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5月24日Pm3:00時 



附錄 1-44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23） 

堂號：省堂三               姓氏：曾
地址：內埔鄉美和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1 堂 2 橫、□門樓、□水池、■化

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不詳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不詳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不詳

龍門設置否：□是、■否 

化台特徵：種有花草樹木 

種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

圖1：全景 圖2：堂



附錄二 附錄 2-45

圖3：土地龍神 圖4：五星石

圖5：五星石 

圖6：五星石圖 圖7：五星石圖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6月30日Am10:00時 



附錄 1-46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24） 

堂號：西堂隴               姓氏：李
地址：內埔鄉內田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1 堂 2 橫、■門樓、□水池、□龍門、■化

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阿ㄜ師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

龍門設置否：□是、■否 

化台特徵：  

種有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

圖1：門樓 圖2：五星石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6月30日Am10:00時 



附錄二 附錄 2-47

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25） 

堂號：江南戶  鍾姓祖祠 姓氏：鍾

地址：內埔鄉內田村

電話：                      聯絡人：鍾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1 堂 2 橫、■門樓、□水池、■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李阿水建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

龍門設置否：□是、■否 

化台特徵：用卵石以向心狀鋪設，十分規律。 

種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

圖1：新門樓 圖2：廳下



附錄 1-48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圖3：木屋架 圖4：雀替

圖5：土地龍神 圖6：化台石頭

圖7：五星石之一 圖8：五星石之一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5月31日Am10:00時 



附錄二 附錄 2-49

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26） 

堂號：夏堂江         姓氏：黃
地址：內埔鄉興南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一堂二橫、□門樓、□水池、■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清代有官爵

龍門設置否：■是、□否 

化台特徵：  

種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居民稱其為「伯公」。

圖1：堂 圖2：廳下



附錄 1-50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圖3：五星石 圖4：五星石

圖5：五星石圖 圖6：五星石圖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5月24日PM3:30時



附錄二 附錄 2-51

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27） 

堂號：省堂三               姓氏：曾
地址：內埔鄉富田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2 堂 2 橫、□門樓、□水池、■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1978 年改建，改建水泥師鍾玉榮，改建堪輿

師

學莘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曾子嵩公嘗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

龍門設置否：□是、■否 

化台特徵： 

種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無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居民不知有石頭



附錄 1-52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圖1：五星石 

圖2：化台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7月27日Am10:00時 



附錄二 附錄 2-53

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29） 

堂號：鄭成功廟               姓氏：
地址：內埔鄉豐田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夥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2堂2橫、□門樓、□水池、■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內埔豐田匠師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

龍門設置否：□是、■否 

化台特徵：種有大量花草，設有雙層化台，故有二條排水溝。 

種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水金月火日木土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

圖1：正立面 圖2：屋頂



附錄 1-54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圖3：屋頂剪黏 圖4：屋頂剪黏

圖5：七星石 圖6：七星石--「火」

圖 7：七星石--「土」 圖 7：七星石--「水」 

水 金 月 火 日 木 土

圖8：七星石圖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4月30日Am10:00時 



附錄二 附錄 2-55

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30） 

堂號：               姓氏：吳
地址：麟洛鄉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新式伙房 

格局：2堂2橫、□門樓、□水池、■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泥水匠師傅福秀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吳國光為麟洛舊鄉長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無

龍門設置否：□是、■否 

化台特徵：為一片韓國草皮 

種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

圖1：正立面 圖2：化台



附錄 1-56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圖3：五星石 圖4：五星石圖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5月31日Am10:00時 



附錄二 附錄 2-57

五星石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31） 

堂號：海堂東               姓氏：徐
地址：麟洛鄉麟蹄村

電話： 聯絡人：徐展綱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2堂2橫、□門樓、□水池、■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

龍門設置否：■是、□否 

化台特徵：種滿花木 

種特定之樹否：■否、□是 

設有樹香座：■否、□是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五顆均為三角形 

設五星石香座否：□是、■否、但每日祭拜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貼五福紙三張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

圖1：堂 圖2：廳下



附錄 1-58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圖3：跳 圖4：化台

圖5：五星石 圖6：化台前水溝

圖7：五星石圖 圖8：五星石圖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5月30日Am10:00時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附錄3-1

附錄三  「楊公墩」調查成
果 

楊公墩調查成果匯整

編號 大地點 地名 建物名稱 放置位置 特徵 備注 

1 佳冬 六根 楊氏宗祠 廳下左側 

棍狀，上有紅布，底座由混凝土砌成，，二

邊設有蠟蠋 二堂二橫

2 六根 羅家伙房 土地龍神位置 棍狀，插於土中 五堂三橫 

3 佳冬 昌隆 戴家祠堂 

神龕內，原本位

於土地龍神位置 已整理為楊公柱形狀，不置入任何東西內。 二堂二橫 

4 昌隆 戴家伙房 土地龍神位置 

棍狀，頂端有紅布，棍上畫有楊公符，有一

混凝土平台基座 二堂二橫

5 新埤 打鐵 南興路 土地龍神右側 棍狀，上無紅布，插於香座中 一堂二橫

6 萬巒 萬和 鍾氏祠堂 廳下左側 棍狀，上有紅布，底座由紅磚砌成 二堂二橫 

7 萬和 復興路 土地龍神右側 棍狀，上有紅布，插於香座中 一堂二橫

8 硫磺 長林樓 廳下左側 棍狀，上有紅布，插於香座中，抬高於立面 一堂二橫 

9 竹田 西勢 李氏伙房 土地龍神左側 棍狀，上有紅布，置於混凝土底座地面 二堂二橫 

10 內埔 美和 徐氏祠堂 廳下左側 棍狀，上有紅布，置於地面 二堂二橫 

11 曾氏圍屋 祖牌位置紅紙 巧聖先師，以紅紙書有黑墨字寫「巧聖先師」 二堂數橫 

12 美濃 博愛路 林氏伙房 廳下神案上 祖牌，上刻有「楊公先師香座」 一堂二橫 



附錄3-2   附錄三  楊公墩調查成果 

楊公墩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1） 

堂號：楊氏宗祠         姓氏：楊
地址：佳冬鄉六根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夥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2堂2橫、□門樓、■水池、■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彩畫師陳玉峰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

一、形式特徵： 

特徵：■棍狀、□祖牌、□其它，請描述 

若為棍狀：形式：■楊公墩、□楊公柱 

上覆紅布否：■是、□否 

繪有符咒否：□是、□否、■被紅布包覆，不詳 

符咒內容： 

底座特徵：□無、■紅磚、□混凝土平台、■石塊、□香爐、□直接

插入土中   →石塊基座上方為紅磚 

對聯：中： 

左： 

右： 

二、設置位置與高度： 

高度：■落於地面、□抬高、□置於神案

廳下之■左邊、□右邊 

□中間土地龍神位置（無土地龍神）

中間、□土地龍神左邊、□土地龍神右邊（有土地龍神） 

□神案

□收藏起來，地點：

附注： 

是否有特定祭祀日：□無、□有，  月  日、□不詳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附錄3-3

圖1：楊氏宗祠現況 圖2：楊氏宗祠現況

圖3：太極二儀池 圖4：廳下之神龕

圖5：楊公墩 圖6：土地龍神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6月15日Pm3:00時 



附錄3-4   附錄三  楊公墩調查成果 

楊公墩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2） 

堂號：第學理         姓氏：羅
地址：佳冬鄉六根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夥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3堂2橫、□門樓、□水池、■龍門、■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不詳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不詳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不詳

龍門設置否：■是、□否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無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不詳

設置位置：廳下之□左邊、□右邊 

■中間土地龍神位置（無土地龍神）

□ 中間、□土地龍神左邊、□土地龍神右邊（有土地龍神）

放置位置原因： 

特徵：■棍狀、□祖牌、□其它，請描述 

若為棍狀：上覆紅布否：□是、■否 

繪有符咒否：□是、■否、□被紅布包覆，不詳 

符咒內容： 

高度：■落於地面、□抬高、□置於神案 

底座特徵：□紅磚、、□石塊、□香爐、■直接插入土中 

對聯：中： 

左： 

右： 

附注：依其形狀判斷應為楊公柱 

是否有特定祭祀日：□無、□有，  月  日、■不詳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附錄3-5

圖1：正立面 圖2：全景鳥瞰

圖3：堂立面 圖4：堂立面

圖5：廳下 圖6：祖牌



附錄3-6   附錄三  楊公墩調查成果 

圖7：楊公柱 圖8：五星石

圖9：五星石形狀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5月16日Pm2:00時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附錄3-7

楊公墩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3） 

堂號：國堂譙              姓氏：戴
地址：佳冬鄉昌隆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夥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2 堂 2 橫、□門樓、□水池、□龍門、■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彩畫匠師陳玉峰 營

建時主事人與背景：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

一、形式特徵： 

特徵：■棍狀、□祖牌、□其它，請描述 

若為棍狀：形式：□楊公墩、■楊公柱 

上覆紅布否：■是、□否 

繪有符咒否：■是、□否、□被紅布包覆，不詳 

符咒內容：3面 

底座特徵：■無、□紅磚、□混凝土平台、□石塊、□香爐、□直接

插入土中 

對聯：中： 

左： 

右： 

二、設置位置與高度： 

高度：□落於地面、□抬高、□置於神案

廳下之□左邊、□右邊 

□中間土地龍神位置（無土地龍神）

中間、□土地龍神左邊、□土地龍神右邊（有土地龍神） 

□神案

■收藏起來，地點：神龕內

附注： 

是否有特定祭祀日：□無、□有，  月  日、□不詳



附錄3-8   附錄三  楊公墩調查成果 

圖1：宗祠現況 圖2：宗祠內木屋架

圖3：楊公柱置放位置 圖4：楊公柱全貌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7月05日10:30時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附錄3-9

楊公墩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4） 

堂號：國堂譙              姓氏：戴
地址：佳冬鄉昌隆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夥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2堂2橫、□門樓、□水池、■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昭和五年九月四日創立、昭和八年九月十六日

峻工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保正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畫像繪有官服

一、形式特徵： 

特徵：■棍狀、□祖牌、□其它，請描述 

若為棍狀：形式：■楊公墩、□楊公柱 

上覆紅布否：■是、□否 

繪有符咒否：■是、□否、□被紅布包覆，不詳 

符咒內容：四面 

底座特徵：□無、□紅磚、□混凝土平台、□石塊、□香爐、■直接

插入土中 

對聯：中： 

左： 

右： 

二、設置位置與高度： 

高度：■落於地面、□抬高、□置於神案

廳下之□左邊、□右邊 

□中間土地龍神位置（無土地龍神）

■中間（無土地龍神）、□土地龍神左邊、□土地龍神右邊（有土地龍神）

□神案

□收藏起來，地點：

附注： 

是否有特定祭祀日：□無、□有，  月  日、□不詳



附錄3-10   附錄三  楊公墩調查成果 

圖1：戴氏伙房現況 圖2：戴氏伙房正立面

圖3：戴氏伙房廳下 圖4：楊公墩現況

圖5：楊公墩全貌 圖6：楊公墩上方之符咒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7月05日Am10:30時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附錄3-11

楊公墩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6） 

堂號：川堂穎               姓氏：鍾
地址：萬巒鄉萬和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2 堂 2 橫、□門樓、■水池、■龍門、■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不詳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不詳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不詳

龍門設置否：■是、□否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無法判斷 

設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無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不詳

設置位置：廳下之■左邊、□右邊 

□中間土地龍神位置（無土地龍神）

□ 中間、□土地龍神左邊、□土地龍神右邊（有土地龍神）

放置位置原因： 

特徵：■棍狀、□祖牌、□其它，請描述 

若為棍狀：上覆紅布否：■是、□否 

繪有符咒否：□是、□否 

符咒內容： 

高度：■落於地面、□抬高、□置於神案 

底座特徵：■紅磚、、□石塊、□香爐、□直接插入土中 

對聯：中： 

左： 

右： 

附注： 

是否有特定祭祀日：□無、□有，  月  日  不詳 



附錄3-12   附錄三  楊公墩調查成果 

圖1：祠堂全貌 圖2：前堂

圖3：過廊屋架 圖4：書卷窗

圖5：祖牌 圖6：楊公墩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附錄3-13

圖7：楊公墩圖 圖8：楊公墩圖

圖9：五星石圖 圖10：五星石圖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6月1日Am10:00時 



附錄3-14   附錄三  楊公墩調查成果 

楊公墩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8） 

堂號：樓林長               姓氏：林
地址：萬巒鄉硫磺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1堂2橫、■門樓、□水池、□龍門、■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不詳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不詳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不詳

一、形式特徵： 

特徵：■棍狀、□祖牌、□其它，請描述 

若為棍狀：形式：■楊公墩、□楊公柱 

上覆紅布否：■是、□否 

繪有符咒否：□是、□否、■被紅布包覆，不詳 

符咒內容： 

底座特徵：□無、□紅磚、□混凝土平台、□石塊、■香爐、□直接

插入土中 

對聯：中：輝○公師 

左：德大千○○ 

右：名高○○○ 

二、設置位置與高度： 

高度：□落於地面、■抬高、□置於神案

廳下之■左邊、□右邊 

□中間土地龍神位置（無土地龍神）

□中間（無土地龍神）、□土地龍神左邊、□土地龍神右邊（有土地龍神）

□神案

□收藏起來，地點：

附注： 

是否有特定祭祀日：□無、□有，  月  日、□不詳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附錄3-15

圖1：門樓 圖2：堂

圖3：棟樑之上樑三物 圖4：楊公先師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4月30日Am10:00 時 



附錄3-16   附錄三  楊公墩調查成果 

楊公墩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10） 

堂號：西堂隴               姓氏：李
地址：竹田鄉西勢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夥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2 堂 2 橫、□門樓、□水池、□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

一、形式特徵： 

特徵：■棍狀、□祖牌、□其它，請描述 

若為棍狀：形式：■楊公墩、□楊公柱 

上覆紅布否：■是、□否 

繪有符咒否：□是、□否、■被紅布包覆，不詳 

符咒內容： 

底座特徵：□無、□紅磚、■混凝土平台、□石塊、□香爐、□直接

插入土中 

對聯：中：楊公先師香座位 

左： 

右： 

二、設置位置與高度： 

高度：■落於地面、□抬高、□置於神案

廳下之□左邊、□右邊 

□中間土地龍神位置（無土地龍神）

中間、■土地龍神左邊、□土地龍神右邊（有土地龍神） 

□神案

□收藏起來，地點：

附注：底下有削成尖形，但看起來以腐朽。 

是否有特定祭祀日：□無、□有，  月  日、■不詳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附錄3-17

圖1：伙房正立面 圖2：廳下

圖3：楊公墩與土地龍神 圖4：楊公墩與土地龍神

圖3：楊公墩現況 圖4：楊公墩現況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7月05日PM4:00時



附錄3-18   附錄三  楊公墩調查成果 

楊公墩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11） 

堂號：海堂東      姓氏：徐
地址：內埔鄉美和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夥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2 堂 2 橫、■門樓、□水池、□龍門、■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不詳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不詳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徐傍興先生曾任美和中學校長

龍門設置否：□是、■否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不詳 

設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無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五星石

設置位置：廳下之■左邊、□右邊 

□中間土地龍神位置（無土地龍神）

□ 中間、□土地龍神左邊、□土地龍神右邊（有土地龍神）

放置位置原因： 

特徵：■棍狀、□祖牌、□其它，請描述 

若為棍狀：上覆紅布否：■是、□否 

繪有符咒否：□是、□否  不詳 

符咒內容： 

高度：■落於地面、□抬高、□置於神案 

底座特徵：□紅磚、、□石塊、■香爐、□直接插入土中 

對聯：中：楊公先師香座位 

左：行仁沾地氣 

右：道義悅天心 

附注： 

是否有特定祭祀日：□無、■有，農曆12月31日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附錄3-19

圖1：門樓 圖2：前堂

圖3：前堂 圖4：人客廳

圖5：跳 圖6：外牆 



附錄3-20   附錄三  楊公墩調查成果 

圖7：化台 圖8：五星石

圖9：五星石上方之香座 圖10：化台之水溝

圖11：楊公先師香座 圖12：楊公先師香座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5月24日Pm3:00時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附錄3-21

楊公墩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13） 

堂號：河堂西               姓氏：林
地址：美濃鎮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1 堂 2 橫、□門樓、□水池、□龍門、□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不詳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不詳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不詳

一、形式特徵： 

特徵：□棍狀、■祖牌、□其它，請描述 

若為棍狀：形式：□楊公墩、□楊公柱 

上覆紅布否：□是、□否 

繪有符咒否：□是、□否、□被紅布包覆，不詳 

符咒內容： 

底座特徵：□無、□紅磚、□混凝土平台、□石塊、□香爐、□直接

插入土中 

對聯：中： 

左： 

右： 

二、設置位置與高度： 

高度：□落於地面、□抬高、■置於神案

廳下之□左邊、□右邊 

□中間土地龍神位置（無土地龍神）

□中間（無土地龍神）、□土地龍神左邊、□土地龍神右邊（有土地龍神）

■神案

□收藏起來，地點：

附注： 

是否有特定祭祀日：□無、□有，  月  日、□不詳



附錄3-22   附錄三  楊公墩調查成果 

圖1：堂 圖2：大門

圖3：土地龍神 圖4：楊公先師祖牌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5月20日Am10:00時 



附錄四    附錄4-1

附錄四  「五星石」與「楊公
先師」調查成果 

附錄四所收錄之案例是建築物中同時設立「五星石」與「楊公墩」之案例，有三，

羅列如下：

編號 案例 所在地點

1 佳冬羅宅 佳冬昌隆村

2 萬巒鍾氏祠堂 萬巒鄉萬巒村

3 美和徐氏祠堂 內埔鄉美和村



附錄4-2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五星石與楊公墩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1） 

堂號：第學理         姓氏：羅
地址：佳冬鄉六根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夥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3堂2橫、□門樓、□水池、■龍門、■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不詳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不詳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不詳

龍門設置否：■是、□否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 

設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無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不詳

設置位置：廳下之□左邊、□右邊 

■中間土地龍神位置（無土地龍神）

□ 中間、□土地龍神左邊、□土地龍神右邊（有土地龍神）

放置位置原因： 

特徵：■棍狀、□祖牌、□其它，請描述 

若為棍狀：上覆紅布否：□是、■否 

繪有符咒否：□是、■否、□被紅布包覆，不詳 

符咒內容： 

高度：■落於地面、□抬高、□置於神案 

底座特徵：□紅磚、、□石塊、□香爐、■直接插入土中 

對聯：中： 

左： 

右： 

附注：依其形狀判斷應為楊公柱 

是否有特定祭祀日：□無、□有，  月  日、■不詳



附錄四    附錄4-3

圖1：正立面 圖2：全景鳥瞰

圖3：堂立面 圖4：堂立面

圖5：廳下 圖6：祖牌



附錄4-4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圖7：楊公柱 圖8：五星石

圖9：五星石形狀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5月16日Pm2:00時  



附錄四    附錄4-5

五星石與楊公墩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2） 

堂號：川堂穎               姓氏：鍾
地址：萬巒鄉萬和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伙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2 堂 2 橫、□門樓、■水池、■龍門、■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不詳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不詳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不詳

龍門設置否：■是、□否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無法判斷 

設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無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不詳

設置位置：廳下之■左邊、□右邊 

□中間土地龍神位置（無土地龍神）

□ 中間、□土地龍神左邊、□土地龍神右邊（有土地龍神）

放置位置原因： 

特徵：■棍狀、□祖牌、□其它，請描述 

若為棍狀：上覆紅布否：■是、□否 

繪有符咒否：□是、□否 

符咒內容： 

高度：■落於地面、□抬高、□置於神案 

底座特徵：■紅磚、、□石塊、□香爐、□直接插入土中 

對聯：中： 

左： 

右： 

附注： 

是否有特定祭祀日：□無、□有，  月  日  不詳 



附錄4-6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圖1：祠堂全貌 圖2：前堂

圖3：過廊屋架 圖4：書卷窗

圖5：祖牌 圖6：楊公墩



附錄四    附錄4-7

圖7：楊公墩圖 圖8：楊公墩圖

圖9：五星石圖 圖10：五星石圖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6月1日Am10:00時 



附錄4-8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五星石與楊公墩基本資料調查票：編號（3） 

堂號：海堂東      姓氏：徐
地址：內埔鄉美和村 
電話：                聯絡人：
 類型：□夥房屋、■祠堂、□廟宇 
格局：2 堂 2 橫、■門樓、□水池、□龍門、■化台  

營建時間與營建匠師、基本資料：不詳 

營建時主事人與背景：不詳 

祖先之官爵或地位：徐先生曾任中學校長

龍門設置否：□是、■否 

石頭數：□一星石、□三星石、■五星石、□七星石 

意涵：□天地人、■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日月 

排列情形（若無法判斷先拍照）：不詳 

設香座否：■是、□否 

香座設於何處：□化台之水溝上、■化台上方土坡 

其它特徵（如貼五福紙等）：無 

居民之稱呼或附注：五星石

設置位置：廳下之■左邊、□右邊 

□中間土地龍神位置（無土地龍神）

□ 中間、□土地龍神左邊、□土地龍神右邊（有土地龍神）

放置位置原因： 

特徵：■棍狀、□祖牌、□其它，請描述 

若為棍狀：上覆紅布否：■是、□否 

繪有符咒否：□是、□否  不詳 

符咒內容： 

高度：■落於地面、□抬高、□置於神案 

底座特徵：□紅磚、、□石塊、■香爐、□直接插入土中 

對聯：中：楊公先師香座位 

左：行仁沾地氣 

右：道義悅天心 

附注： 

是否有特定祭祀日：□無、■有，農曆12月31日  



附錄四    附錄4-9

圖1：門樓 圖2：前堂

圖3：前堂 圖4：人客廳

圖5：跳 圖6：外牆 



附錄4-10  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 與 「楊公墩」調查研究 

圖7：化台 圖8：五星石

圖9：五星石上方之香座 圖10：化台之水溝

圖11：楊公先師香座 圖12：楊公先師香座

調查人員：劉秀美 時間：2003年05月24日Pm3:0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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