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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精要 

 

一、論文名稱：台南楠西地區江姓宗族發展歷程研究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Jiang's Lineage in 

Nanxi Township, Tainan County 

二、作者：劉兆書 

三、獎助年度：99 年度 

四、獎助金額：五萬 

五、研究過程(含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等) 

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對象為楠西地區與玉井地區的江姓宗族。研究範圍則是清代江姓族 

人自福建詔安霞葛來台拓墾楠西與玉井地區，依行政區來界定包含楠西與玉井兩

鄉，而楠西包含鹿陶洋、油車(口)、下煙、東西煙；玉井鄉則包含噍吧年、竹圍

與鹿陶。雖說研究範圍分布於楠西與玉井兩鄉，但以人數多寡來看楠西佔多數，

加上為了行文方便，故以下通稱「楠西地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回顧法與觀察參與法，研究初期先蒐集清代方志、日治時期

方志、報章雜誌、村里電話簿、族譜資料、古碑資料、相關地圖資料、相關研究

報告、期刊論文等等，將之整理分析，得到一定程度的資訊，從中產生問題意識。 

第二步開始實地訪查，與當地居民晤談，將前一部份發現的問題，詢問當地

居民，寄希能夠得到滿意的答案，並向這些居民收集相關古文書如：族譜、契約、

老照片等等。訪談時使用半結構式訪談，預先擬定一些問題，依照問題向報導人

提問，再依據報導人回答內容中提供之線索，另外搜尋需要的資訊，再向報導人



提出其他問題。 

遇到當地重要節日時，前往觀察相關的宗族祭祀活動，這樣能夠了解到這些宗族

有什麼特殊的信仰祭祀活動，或是不同宗族間是否有透過這些祭祀活動來達到某

種互動。這時採用觀察參與法，明確告知報導人筆者的身份，透過參與來觀察得

到想要的資訊。 

 

六、主要研究發現 

 筆者比對分析諸多江姓族譜，有以下幾個發現： 

1. 以祖籍來看，台灣江姓幾乎以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最多，而其中又以東山房

與南山房為多，北山房較少；次多為漳州府平和縣大溪鎮，再來則是漳州府

詔安縣，以上皆福建籍，而廣東籍江姓僅有苗栗公館之陸豐江姓與屏東內埔

之鎮平江姓。 

2. 從語言方面來看台灣的江姓幾乎都不會使用客語，僅有苗栗公館江姓與屏東

內埔江姓這些粵籍江姓還會使用客語，也就是說台南楠西地區江姓福佬客現

象並非單一個案，而是普遍發生的情形。綜觀以上江姓，我們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台灣江姓不是客籍就是福佬客，純粹福佬僅有漳州海澄籍江姓在宜蘭員

山零星散佈。 

3. 以縣市來看，台灣江姓主要分佈在台北縣、彰化縣與嘉義縣。 

楠西地區江家主要有三大系統：鹿陶洋江家、油車口江家與竹圍 

江家，筆者蒐集相關文獻、學術論文加上田野調查訪談，以及分析比對族譜之後，

有以下的發現： 

 鹿陶洋江家與油車口江家，都有清楚的記載來台族祖是誰？以及渡台時間、

祖籍地與來台祖的世代數。霞葛鎮江屋也有清楚的族譜，自金豐發祥以降皆有詳

細敘述。而竹圍江家比較可惜的是，譜牒散佚僅有系譜圖一張，上面載有祖籍地

與來台祖之名；至於仙塘江屋，宗祠在文革時期遭到攻擊，許多珍貴的古物皆付



之一炬，而重要的族譜也被焚毀，僅留下宗祠內之對聯，說明了寧化開基與抗元

明臣江萬里為其先祖。 

根據現有手上的江氏族譜記載，110 代萬頃公，111 代錡公，113 代濯新公，

濯新公生四子，次子 114 代季德公生四子，長子與三子移居象頭，部份又移居東

山銅陵鎮、次子居城關江屋寨、四房移居饒平黃岡。不過單單依靠祖譜的話，難

免會遇到通譜效應的問題，畢竟查閱所有客家人的祖譜，最終都會指向福建寧化

石壁坑所以還要從其他方面來求證。關於這點，筆者在永定高頭訪問當地的江姓

族人時，他們認為象頭江姓族人是自高頭搬遷過去；同樣的，詔安霞葛的江姓族

人也認為象頭江姓族人是自霞葛搬遷過去，而象頭江姓族人表示自己祖先是自內

山一代遷徙而來，但當筆者詢問是自何處遷徙而來時，卻無法說出一個詳細的地

名。 

這是我們僅可以找到片段記載與資料，根據上面口述歷史的看法，加上仙塘

江家宗族對聯上的文字指出來自寧化石壁坑，又依據民族遷徙路線來看，自內山

一帶往沿海一帶移動是說得通的，居住在象頭江家隔壁的涂姓（後代遷台居嘉義

朴子）、含英村林姓，皆是依循此一路線遷徙至此。因此，雖然缺乏直接證據說

明竹圍江家與鹿陶洋、油車兩個江家之關係，但依據以上幾個間接證據，我們可

以推估竹圍江家與鹿陶洋、油車兩家有族親關係。 

 綜論本地的江姓系統，都沒有一個較大的家族，即便是最大的鹿陶洋江家從

來沒有出過一個能在台灣史上留名青史的人物，也沒辦法發展成像台灣五大家族

那樣的規模，關於這點筆者認為有三個原因，第一是位置因素，楠西地區太過內

陸，遠離平原地帶，往來不易交通不便，在台灣發展史上一直處於邊陲的位置，

無法發展起來，雖說本地在興建曾文水庫時，大量的人力需求帶來了大量的外來

工作人潮，曾經讓本地風光過一段時間，但隨著水庫修築完成，工人離開後，本

地也風光不再。第二是地形因素，同樣的本地實在太過深山，地形上十分山多平

地少，因此在農業時代無法發展大規定的農業。另外，受到地形影響，本地多山

容易藏匿匪諜，本地一直是盜匪經常出沒之處，因此造成治安不佳，相對的也損



耗了家族實力。第三則是產業因素，受限於種種條件，本地農作物以水稻、旱作

為主，日治時期曾經因為玉井糖廠的因素而遍植甘蔗，也一度讓本地經濟情況頗

佳，但隨著糖價下跌，糖廠關閉後，種植甘蔗不再擁有高經濟價值，因此本地居

民也不再種植甘蔗。梅嶺舊稱香蕉山，意思就是本地主要作物為香蕉，然香蕉也

非高經濟價值作物。直到晚近玉井才開始種植高經濟價值的芒果，梅嶺也改種梅

子樹，並配合梅嶺之風景發展觀光產業。鑑於以上原因，可說本地江家面臨的是

先天不良的因素，才導致無法發展成台灣首屈一指的大家族。 

 

七、結論及建議事項 

 結論： 

從江姓得姓開始，到遷入濟陽與淮陽兩地發展，後世遂以濟陽與淮陽當做郡

望。而後因為朝代演替，漢民南遷避難，江姓一族輾轉遷居入閩，而至汀州府永

定縣金豐里開基，史稱金豐發祥。而後後裔分支稱為北山、東山、南山三大房派，

另一部份子孫遷居平和縣大溪鎮開基，另一系則往南進入詔安縣，這些系統而後

又輾轉往海外發展，其中不少人就遷往台灣定居。 

 搬遷來台的江姓宗族，從分佈狀況來看，以台北縣、彰化縣與嘉義縣為多。

以祖籍來看，則以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為主，其中又以東山、南山兩房為多，這

些汀州客屬將屬於原鄉的東峰公太信仰帶來台灣，在台地廣為流傳，即便不是汀

州江姓也共同奉祀，遂成為專屬於江姓宗族之信仰。 

    楠西地區主要之江姓系統有三支，楠西鄉鹿田村之鹿陶洋江家、油車口江家

與玉井鄉竹圍村之竹圍江家。鹿陶洋江家與油車口江家祖籍福建省漳州府詔安縣

井邊二都下割社（今霞葛鎮）；竹圍江家祖籍詔安縣三都象頭埔。依照族譜、口

述歷史與移民遷徙路線來推斷，鹿陶洋江家與油車口江家皆是江姓入閩始祖江曄

公二子江萬載之後代，竹圍江家則是三子江萬傾之後代。楠西地區盛傳三個江家

系統在大陸就居住的十分接近，來台灣後又居住在一起共續前緣，甚至有三個家



族乃是三兄弟的說法，不過以上說法經由譜牒與地圖之考證後，可以證實是不正

確的。 

 三個江家系統渡台後，面對了與大陸不同樣的挑戰，或是不同州府人的相

處、或是面對原住民的威脅、抑或是楠西一帶地處深山，匪徒聚眾常騷擾庄民等

因素。三個江家系統在住的方面，先是彼此之間居住的十分靠近，一旦亂事一起，

彼此之間能夠相互聯絡與照應。在建築方面，三個江家系統都在典型南部集村式

建築外，先是種植刺竹，而後逐漸演變成了竹圍，並靠著多層竹圍與其緊密性，

搭配上客鳥巢這樣的瞭望設施，成為堅不可破的防禦設施。另外，鹿陶洋江家與

油車口江家更積極訓練宋江陣隊伍，面對外來武力威脅時，有能力主動出擊，達

到抵禦外侮之目的。 

    在台發展多年後，三個江家都逐漸發展起來，有一定的規模。鹿陶洋江家擁

有大筆土地，成為楠西地區許多佃農之頭家，因此才逐年演變出吃公這樣的習

俗；而油車口江家則專心在順興號店舖之經營，後逐漸朝向政治圈發展；竹圍江

家也著重政治路線，從清代以降，歷經日治時期與國府來台，竹圍江家在地方上

屢屢擔任重要職務。 

在信仰方面三個江家系統都透過對來台祖或以上祖先之祭祀達到凝聚族人

感情之目的，鹿陶洋江家更透過編修族譜、吃公、田府元帥誕辰與宋江陣演練等

各種祭祀活動，以及四大房頭與祭祀公業之積極運作，讓族人有更強之向心力，

對照楠西今日人口外流嚴重之狀況，鹿陶洋江家宗親對宗族事物參與之熱切程度

實屬不易。最特殊的地方，就屬春分公之信仰，祂跨越了三個江家系統之間的藩

籬，以霞葛開基祖江啟昌為號召，成為全楠西地區江姓之信仰。另外，在霞葛原

鄉信奉之大伯爺信仰，並為隨著遷徙而帶來台灣；在霞葛原鄉從未接觸過的東峰

公太信仰，卻成為鹿陶洋江家十分重要的信仰之一，更藉此成為鹿陶洋江家與在

台灣的永定江氏溝通的橋樑，實在是非常特殊。 

    建議事項： 

目前來看研究鹿陶洋江家之相關研究較多，所以有比較多文獻可以收集，不



論是建築、宗教或是其他方面都可以說是極為詳盡。竹圍江家因為噍吧哖事件，

也受到學界重視，也有較多文獻對竹圍江家做出研究，不過目前主要著重在噍吧

哖事件之上，其他方面是較為缺乏的。相對的，油車口江家目前相關文獻就很少，

必須用田野來補足文獻之不足，仍是一塊可以研究之地，有待後進一同努力。 

另外，在蒐集文獻與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一些有趣的東西，像是目前居住在楠西

鄉照興村的平埔族新港社人（以買姓居多）、楠西鄉照興村有張廖福佬客居住在

此，並且與南化鄉北寮廖家是族親，還有楠西鄉照興村興北（濺尿仔）一帶的北

部客家再次移民，與梅嶺地區之北部客家再次移民，另外還可推論到本地最早的

居民：鄒族，與平埔族西拉雅人大武壟社群。由上可知，本地區之住民計有高山

族、平埔族、客家人與福佬人，可說是幾乎全台各大族群都包括之，然而隨著時

代演進，本地的住民也因此而不斷更替。探討本地區移民遷徙與族群互動應當是

一個可以重視的議題，另外，梅嶺與興北地區的北部客家再次移民，在可見的未

來，在強勢的福佬語環境下，將逐漸同化成福佬客，筆者在進行田野時已經觀察

到此一現象，未來本地兩處客語方言島之語言使用情形變化，也是值得持續關注

的。 

 



 II

台南楠西地區江姓宗族發展歷程研究 

 

摘要 

 
隨著近年來客家運動的興起，客家研究逐漸成為風潮，雲嘉南地區素來是客

家研究中，最少被提及的地方，尤其以台南為最。近年來本區域逐漸受到重視，

偶有一些相關研究論及本區，但是比起桃竹苗或是南部六堆地區，無論是質與量

仍是遠遠不及。 
台南縣楠西鄉位於台南縣東北端，地處阿里山山脈尾稜，原為鄒族活動之

地，後來遭到西拉雅人大武壟社群之驅趕，避走他鄉。明鄭以後陸續有漢人遷入，

時至今日，楠西變成一個以漢人為主體的社會。兩百多年後的今天，這群客家早

就放棄了原先的語言，而使用福佬語，最後根本不知道自身的客屬身份，這群失

落的客家人，林衡道在 1963 年發表的〈員林附近的福佬客村落〉一文中將其稱

為「福佬客」，後來的研究者也多沿用此一稱呼。吳中杰(1998)曾提及楠西鹿陶洋

江家是福建漳州詔安客屬，然而江姓乃是楠西數一數二大姓，分布範圍除了楠西

甚至達到鄰近的玉井街上。前人的研究雖有提及附近區域的江姓其實是有相當多

不同系統的，卻沒有仔細去研究究竟這塊地方有多少系統的江姓，以及他們究竟

是屬於哪些不同的系統。 
    本研究之範圍為台南縣楠西與鄰近的玉井兩鄉，江姓宗族分佈區域為研究範

圍，行政區包含楠西鄉楠西村、鹿田村，以及玉井鄉竹圍村、玉井村等村落。研

究方法採用文獻回顧法與參與觀察法，透過前人的文獻蒐集相關資訊，進一步實

地訪查，與當地居民晤談，並且收集族譜等文書，也親身參與相關的宗族祭祀活

動，以求對這些宗族有完整與清晰的了解。 
    本研究將從江姓得姓說起，談到江姓入閩的經過，再談到繁衍到福建詔安的

情形。接著拉到台灣，從北至南將全台灣江姓分佈做一簡單描述，並分析其祖籍

與系統，藉此瞭解楠西地區江姓福佬客現象是否屬單一現象，還是普遍情形。接

著談到六桂世系源流，論述六桂堂各姓氏的源流發展。接下來談到楠西地區江姓

宗族渡台後，在台灣如何開枝散葉、落地生根，條列式的說明這塊區域究的江姓，

究竟有哪幾種系統，他們到底是福佬底還是客底，並一一分析他們移墾的經過、

來台後發展歷程、如何維生、聚落發展與變遷，以及彼此之間的互動與聯繫。另

外從文化面的角度（建築、信仰等）談論江家在地化過程產生的一些變化，是否

仍保留住一些客家文化，或是全數消失。 
 
 
關鍵字：福佬客、詔安客、楠西、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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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in Hakka movements in recent years, Hakka 

studies become the current trend in research. Among various Hakka regions, 

Yunlin-Jiayi-Tainan area (雲嘉南地區)-Tainan in particular- was barely focused in 

Hakka studies. Lately, the area of Tainan received Hakka researchers’ attention to a 

progressively increasing extent. Compared with Hakka research investigated in 

Taoyuan, Hsinchu, Miaoli (桃竹苗地區), and Liu Dui (六堆) in Kaohsiung and 

Pingtung, Hakka research of Tainan falls far behind in terms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Nanxi, northeastern part of Tainan County (台南縣楠西鄉), is situated at the 

southern edge of the Alis (阿里山山脈), which was the homeland of Tsou (鄒族). 

Later on, the Tsou people were expelled by Taivoran of Siraya (西拉雅大武壟社群) 

and sheltered themselves in alien residency. After dynasties of Ming and Chang, the 

Hakka people migrated into this place one after another. To date, Nanxi (台南縣楠西

鄉) has already turned into a society centered on the Han people. 

More than 200 years past, this Hakka folk gave up their original language, but 

speak Hoklo (福佬語) by this time. In the end, they are not aware of their Hakka 

origin. Hoklo Hakkas (福佬客), the lost Hakka folk, was first mentioned in Lin 

(1963)’s article (員林附近的福佬客村落). Subsequently, researchers of Hakka 

follow Lin’s lead and continually use this term. Wu (1998) ascertained that the Jiang 

clan in Lutaoyang, Nanxi (楠西鹿陶洋江家) originated from the Hakka folk in 

Zhaoan, Zhangzhou in Fujian (福建漳州詔安客屬). Considered one of the hugest 

clans, the Jiang clan in Nanxi spread its distribution to downtown Yujing (玉井街) in 

the neighborhood. Previous research pointed out that the Jiang clan in the 

neighborhood may descend from a diversity of clan systems, but the exact number of 

the Jiang clan systems in Nanxi and the actual lineage patterns that different 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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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ns derive from have never been carefully examined.  

The present study is mainly conducted in Nanxi and Yujing of Tainan County 

(台南縣楠西鄉和玉井鄉), the main distribution of the Jiang clan. Administratively,  

the Jaing family is located in Nanxi and Lutian in Nanxi (楠西鄉楠西村與鹿田村), 

and Yujing and Zhuwei in Yujing (玉井鄉玉井村及竹圍村).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tudy involves both documentary historical method (文獻回顧法)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參與觀察法). In addition to literature review of previous studies, field 

research, genealogy of various clans, and interview of local residents, we participated 

in relevant clan rituals in order to reach a complete and crystal clear understanding 

towards those local clans.      

The research starts with the origin of the Jiang clan, then discusses the process 

how this family clan went into Fujian, and talks about their outgrowth in Zhaoan, 

Fujian (福建詔安). Hopefully, through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Jiang clan throughout 

Taiwan and analysis of the ancestral land and their linkage patterns, we are getting to 

know whether the Hoklo Hakkas of the Jiang family (江姓福佬客現象) is a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of Nanxi, or this phenomenon of the Hoklo Hakka is widely 

extended in villages of Hakka ancestry. In addition, the ramifications of Liugui 

descent (六桂世系源流) are elaborated. 

The concern in the present study 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iang linkage in 

Nanxi after their ancestors crossed over to Taiwan. The linkage patterns of the Jiang 

family in Nanxi will be demonstrated by means of graphs. We will look into their 

ancestral nature—Hoklos or Hakkas and analyze the ins and outs of the process that 

the ancestors migrated and the outgrowth after their ancestors crossed over to Taiwan 

to wit how to earn a living, the development and vicissitudes of their phyl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residents, etc. Eventually, from the cultural viewpoint such 

as architecture and religion, we will probe into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Jiang famil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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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xi and find out whether the Hakka culture there is retained in some way or 

vanishes entirely.  

 

Key words: Hoklo Hakka, Zhaoan Hakka, Nanxi, Famil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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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嘉南平原，一塊台灣最為肥沃富饒，也是全台面積最大的平原，這裡是福佬

文化的大本營，歷來世人從來不會把它與客家聯想在一起，與客家有關的書籍文

獻，經過台南地區都是直接跳過，大家都認為這裡是最不可能有客家人的一塊地

方。 

隨著學界近幾年來的研究，我們慢慢的發現到這塊地區的客家蹤影，其實在

台南縣東方近山一帶，有著為數不少客家籍移民，有的是清朝時代進入的一次移

民，像是白河鎮內仍保有「海豐厝」、「詔安厝」等地名，世居大姓張、魏、林等

姓比對過祖籍地都可以發現其客屬身份、1東山鄉世居望族陳姓是饒平籍福佬

客、左鎮鄉簡姓祖籍為汀州永定、南化鄉北寮大姓廖姓祖籍詔安官陂。 

 

 

圖 1-1 南化鄉北寮廖家宗祠      圖 1-2 北寮廖家神主牌位 

 

                                                
1 莊華堂，《白河地區的福佬客及客家人》，收錄於《客家雜誌第 90 期》，（台北：客家雜誌社， 

1997），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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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的是日治時期，響應政府政策從桃竹苗搬遷下來的二次移民，在白河崎

內、林子內等地約有兩百多人、東山鄉橫路、青山等村也散布不少、歸仁鄉沙崙

村有客籍彭姓、楠西鄉北客主要分佈在香蕉山與照興村兩處、南化鄉關山村也零

星散佈一些北客。 

 

 

圖 1-3 歸仁鄉沙崙村彭姓再次移民 

 

吳中杰發現，楠西鄉鹿陶洋江姓其實是詔安客底。2鹿陶洋在當地是數一數

二大姓，加上它擁有一群相當完整的聚落，使得江家聲名大噪，吸引一群學界前

往研究。相對的，其實楠西附近區域還有其他江姓，有的與鹿陶洋江家有親戚關

係，有的毫無關聯；有的是福佬江，有的是客家江。但在鹿陶洋江家的光環之下，

這些江姓都被忽略了。 

本文希望能夠釐清本區域內，究竟有多少種江姓系統？哪些是福佬江，那些

是客家江？這些江姓彼此之間又是如何互動？在文化方面，希望能夠探討各種不

同系統的江姓，聚落是如何發展以及維生如何進行，變遷的過程又是如何。另外，

要探討春分公這樣奇特的祭祀行為，是如何而來？如何運作？如何維繫江家彼此

之間的感情？ 

                                                
2 吳中杰，《台灣福佬客分佈及其語言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1998），頁 46。 



 

 3 

第二節  相關研究與文獻回顧 

 

    關於本文的相關文獻回顧，共分為「福佬客研究」、「楠西江家研究」與「宗

族研究」等三個種類。 

 

一、福佬客研究 

 

關於福佬客的論述，最早應該回溯周鍾瑄的《諸羅縣志》，成書於康熙年間

的《諸羅縣志》記載：自下茄冬至斗六門,客莊、漳泉人相半。3這代表當時自台

南後壁往北至雲林斗六地區，粵人人數不比漳泉人來的少，但到了光緒年間倪贊

元的《雲林縣采訪冊》卻記載：籍本粵東，俗尚互異：因與土著雜處既久，言語

起居多效漳人。4倪贊元指出這些斗六附近的粵人，在漳人強勢的環境下，語言

逐漸流逝。一直到 1949 年戴炎輝、陳棋炎在彰化大村、埔心一帶注意到有「閩

南化」的客家庄，51960 年代林衡道在彰化員林做研究時，也發現了這些「閩南

化」的客家庄，於是他在 1963 年發表了〈員林附近的福佬客村落〉一文，是台

灣最早研究福佬客的文獻，他表示：員林鎮的大族張姓、埔心鄉的大族黃姓等，

其始均為粵東客家籍移民，其移住台灣時期極早，至最近數十年始為附近福佬籍

住民所同化，而成為所謂的「福佬客」。6林衡道在本文中將這群失落的客家人稱

為「福佬客」，後來的研究者也多沿用此一稱呼。 

1970 年代中央研究院執行「濁大計畫」，民族研究所針對彰化平原的福佬客

開始有了較深入的研究，此時許嘉明教授對福佬客的定義為：祖籍廣東，原本使

                                                
3 周鍾瑄，《諸羅縣志》，收錄於台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717：

1962）。 
4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收錄於台灣文獻叢刊第 37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829：

1959）。 
5 戴炎輝、陳棋炎，〈台中縣大村鄉調查報告〉，收錄於戴炎輝著《清代台灣之鄉治》。（台北：聯

經，1992），頁 765-786。 
6 林衡道，〈員林附近的「福佬客」村落〉，收錄於《台灣文獻 14 卷 1 期》，（南投：台灣省文獻

會，1963），頁 15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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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客家方言，因為福佬化故稱為福佬客。這時候還停留在福建＝福佬、廣東＝客

家的印象中。1980 年代研究者開始將觸角伸及至漳州客家，福佬客的研究面向

至此漸趨完全。 

相關的文章有吳中杰《台灣福佬客分佈及其語言研究》、莊華堂〈是福？是

客？還是「是福也是客」--台灣的漳州客初探〉、李坤錦〈漳州客家初步探討〉、

〈詔安客家人在台灣的開墾與分佈〉、〈雲林地區的客家人〉、林再復〈福佬客之

研究〉、劉還月《台灣客家族群史『移墾篇』》、羅肇錦〈「漳州客」在中台灣的的

拓殖與發展〉、邱彥貴等《彰化縣客家族群分佈調查》、楊緒賢《台灣區姓氏堂號

考》、呂嵩雁《台灣詔安方言稿》等文。 

 呂嵩雁《台灣詔安方言稿》，是台灣研究詔安腔客家話的先河。作者在桃園

大溪、雲林二崙崙背從事詔安腔客家話的語言研究，本書研究詔安話的語音系

統，與普通話、中古音之聲母、韻母、聲調做比較，並將大溪與雲林的詔安話做

比對，發現兩地因為地域發展之緣故，彼此之間有一些差異。7不過本文並未採

集更大的樣本來做比對，台灣其他地區也有仍使用詔安腔客家話的客家人，若能

引用這些地區的例子來做比對，相信能有更多的發現。 

陳秀琪《台灣漳州客家話的研究-以詔安客家話為代表》、廖烈震《雲林縣崙

背地區詔安客家話音韻研究》，這兩篇碩士論文，用語言學的角度紀錄詔安客家

話的聲母、韻母、聲調現象，以及音節結構與音變現象。8 

    莊初升、嚴修鴻〈漳屬四縣閩南語與客家話的雙方言區〉，本文介紹了漳屬

四縣的南靖、平和、雲霄、詔安是閩南語、客家話的雙方言區。本文說明了漳屬

四縣的方言帶分佈，釐清本文中研究的江姓宗族祖籍地，究竟是使用何種語言，

才能瞭解該宗族的身份，對本論文的研究有相當大的幫助。9 

                                                
7 呂嵩雁，《台灣詔安方言稿》，（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8 陳秀琪，《台灣漳州客家話的研究-以詔安客家話為代表》，（新竹：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言 

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廖烈震，《雲林縣崙背地區詔安客家話音韻研究》，（台北：

市立台北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9 莊初升、嚴修鴻〈漳屬四縣閩南語與客家話的雙方言區〉，收錄於《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福州：福建師範大學，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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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中杰《台灣福佬客分佈及其語言研究》，本論文是第一篇將全台灣福佬客

分佈區域有系統列出的論文，其中提到：楠西鄉鹿陶洋、油車口的大族江姓為詔

安霞葛客家。10雖說隨著學界後進不斷的努力，某些本論文中提及的福佬客後來

證實其實並非是客屬，但此文對本論文之研究仍有一定的啟發。 

    另外，吳中杰的〈台灣漳州客家分佈與文化特色〉11以及〈雲嘉南福佬客之

語言與文化〉12兩篇文章，是延續其碩士論文的研究，前者探討漳州客家在台灣

的分佈，後者則專門論述雲林、嘉義、台南三縣的福佬客，兩篇文章後來都以語

言、民俗、信仰、建築、族群關係等面向來討論，漳州客家的與福佬客的文化特

色。 

    戴志堅〈詔安客家民居與文化〉，介紹了詔安縣客家的民居，有什麼特色，

與其他客家民居有何不同，並且將詔安縣客家人分佈區域做一清楚的描述。13 

 

二、楠西地區江家研究 

 

王明蘅、賴佳宏《台南縣楠西鄉江家古厝傳統建築空間美化計畫報告書》， 

本報告書是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推行「輔導美化地方傳統文化建築空間計畫」

之報告書，由成大建築系承包與規劃。本報告書對鹿陶洋江家古厝之軟硬體（包

括家族史、組織團體、社區活動、各建築基本資料），都有極為深入與詳細的調

查，並對未來整修工程，有詳細的計畫。本報告書對想從事鹿陶洋江家研究之人

有極大的幫助。14 

                                                
10 吳中杰，《台灣福佬客分佈及其語言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1998），頁 46。 
11 吳中杰，〈台灣漳州客家分佈與文化特色〉，收錄於《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二期，（桃園：中

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1999）。 
12 吳中杰，〈雲嘉南福佬客之語言與文化〉，收錄於《高師大國文學報》第七期，（高雄：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2008）。 
13 戴志堅，〈詔安客家民居與文化〉，收錄於《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1994，頁 213。 
14 王明蘅、賴佳宏，《台南縣楠西鄉江家古厝傳統建築空間美化計畫報告書》，（台南：台南縣文

化中心，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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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進富《宋江陣的故鄉》，介紹鹿陶洋江家古厝有三百年的歷史，以及號 

稱全台最完整、規模最大的閩南式建築聚落，並對於鹿陶洋宋江陣由來與變遷有

詳盡的記載。最後作者花了大篇幅講述鹿陶洋江家參與社區營造後所發生的事

情，算是一本淺顯易懂的書，一般民眾想對鹿陶洋江家有瞭解，可以來閱讀本書。

15 

黃明雅《南瀛古厝誌》，是台南縣政府文化局發行一系列南瀛叢書中的一本， 

本書以建築、單姓聚落以及族譜等相關角度來談鹿陶洋江家。其中比較有趣的是

談到江家公司經營的狀況，早年依靠收租來維持是相當辛苦的，直到台三線拓寬

時得到政府補償金支助後，才較為寬裕。16 

江明和《鹿陶洋與宋江陣》，從江家先祖渡海來台，在台灣落地生根，建立 

江家古厝，直到江家古厝被列入古蹟的演變，都有詳盡的論述。本書最主要的發

現是提到鹿陶洋奉祀的先祖「東峰大帝」與江家先祖江萬里並非同一人，作者考

證東峰大帝應為明代的江寬山。17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採編組《台南縣鄉土史料》，是文獻會在各縣市做耆老訪 

談後，出版的口述歷史叢書之一。楠西鄉篇，從沿革誌、聚落發展、產業活動、

族群關係、教育、藝文活動等各面相皆有。關於鹿陶洋江家之歷史典故，油車江

家之典故，並清楚提到三個江家系統共同祭祀的春分公信仰。18 

何培夫《南瀛古碑誌》，也是台南縣政府文化局發行的一系列叢書之一。本 

書收錄了許多台南地區的古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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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收錄在本書之中。19 

江海《人文形塑鹿陶洋~訪鹿陶洋江家古厝談社區文化營造》，文中維持一般 

論述，認為東峰大帝與江家先祖江萬里是同一人，並敘述了江萬里抗元失敗寧死

                                                
15 江進富，《宋江陣的故鄉》，（台北：時報文教基金會，1997）。 
16 黃明雅，《南瀛古厝誌》，（台南：台南縣立文化中心，1997）。 
17 江明和，《鹿陶洋與宋江陣》，（台中：文建會中部辦公室，1999）。 
18 台灣省文獻會採編組，《台南縣鄉土史料》，（南投市：台灣省文獻會，2000）。 
19 何培夫，《南瀛古碑誌》，（台南：台南縣文化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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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的氣節。鹿陶洋江家部份則提到宋江陣、吃公、信仰、宗族組織等方面。作

者對於鹿陶洋宋江陣的未來，以及鹿田社區之總體營造，有一些特殊的看法與建

議。20 

黃明雅《南瀛聚落誌》，也是台南縣政府文化局發行的一系列叢書之一。本 

書其中一篇〈井然有序的江家庄~楠西鄉鹿陶洋聚落〉，主要談到江家古厝建築此

一方面，關於當年為了防禦土匪襲擊而栽種之刺竹圍，與瞭望觀察敵情之用的「客

鳥巢」都有詳盡的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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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主要是談到過去曾有一段時間，鹿陶洋江家竟然一個男丁都生不出來，只好透過

招贅婚來延續江家血脈，後來經過神明降駕才得知，因為東峰公已經位列仙班，

不應將其神像放置在祖祠中，於是族人將其請到神明廳中，並改名「東峰大帝」，

此後鹿陶洋江家子孫綿延，發展眾多。22 

楊彥杰《移墾歷史與宗教文化的建構：以鹿陶洋江氏宗親為例》，本文利用 

田野調查蒐集到族譜、碑文、歷史故事、契約書等資料，探討江家來源、移墾過

程、祭祀信仰組織等方面，並談落江家如何去建立、形塑出其宗族之概念。23 

張慶雄《台南鹿陶洋宋江陣之研究》，本論文是近年來第一本專門研究鹿陶 

洋江家的論文，其主要研究方向是針對宋江陣，從鹿陶洋宋江陣之起源、變遷、

陣式、步法、武術、器具等方面都有極為深入之研究。並且在最後對因為社造風

潮而再次成立之宋江陣，提出發展之建言。24 

戴介三《鄉村聚落之集體記憶分析~以台南縣楠西鄉鹿陶洋江家聚落為例》，

這篇是相當晚近的學術論文，並且是專門以鹿陶洋江家為研究對象，本文重點在

                                                
20 江海，〈人文形塑鹿陶洋~訪鹿陶洋江家古厝談社區文化營造〉，（台北市：文化生活期刊，2001）。 
21 黃明雅，《南瀛聚落誌》，（台南：台南縣立文化中心，200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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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於南縣國教。（台

南：台南縣文化局，2003）。 
23 楊彥杰，〈移墾歷史與宗族文化的建構-以鹿陶洋江家為例〉，發表於《第一屆南瀛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台南：台南縣政府文化局，2005）。 
24 張慶雄，《台南鹿陶洋宋江陣之研究》，（台南：國立台南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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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之集體記憶，即鹿陶洋江家是一單姓村，所有的家族成員都居住在一起，日

常生活的互動即是一種集體記憶。江家透過祭祀公業、宗族祭祀活動、族譜、祖

祠、宋江陣與吃公等來凝聚江家人之家族意識，並且建立起他們的集體意識，最

後作者丟出一些問題，關於公地公用、公民意識或是公共事務參與等，希望後進

的研究者可針對這幾點做研究。25 

 

三、宗族研究 

 

    Freedman《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本文引用人類學家在非洲所發展出的理

論，以親屬團體當作地域團體，並利用譜系之分支關係當作政治體系。他認為親

屬團體存在與分支，立基於產業的存在與否。他也發現世系結構組織透過士紳階

級的中介來與上層組織做聯繫，而兩個組織常透過婚姻關係來達到連結。

Freedman 的理論對中國宗族研究有極大的影響，其後的人類學者開始把宗族團

體將作是一個地域的社會組織來做研究。26 

    莊英章、羅烈師〈家族與宗族篇〉，本書是《台灣客家研究概論》中的一篇

文章。本文從親緣團體、家戶、家族、宗族、氏族與宗親會幾個概念說起，釐清

他們的定義與差別，再談到合約制宗族（會份嘗）與鬮分字宗族（血食嘗）的差

異何在？接著探討宗族的功能與意義，回顧自 M. Freedman 以降，各人類學家對

華南地區宗族社會之研究，作者認為不該侷限在客觀的社會功能裡，而應該從在

地主觀角度，透過對祖先崇拜的儀式，探討漢人產業觀點，並且在系譜的概念裡，

解讀漢人血緣關係。後面作者以竹北六家與崁頂兩個客閩聚落來做交互比對，約

                                                
25 戴介三，《鄉村聚落之集體25 楊彥杰，〈移墾歷史與宗族文化的建構-以鹿陶洋江家為例〉，發

表於《第一屆南瀛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南：台南縣政府文化局，2005）。 
25 張慶雄，《台南鹿陶洋宋江陣之研究》，（台南：國立台南大學體育記憶分析~以台南縣楠西鄉

鹿陶洋江家聚落為例》，（台中：國立中興大學農規劃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26 Freedman, Maurice，《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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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可以看出閩客宗族一些微妙的差異性。27 

台灣早期發展過程中，有許多家族以民間的力量自行開墾，在面對各地不同 

的環境時，必定會面臨到各種不同的問題，為了適應當地環境因而產生了許多故

事。 

    陳慈玉〈日本殖民時代的基隆顏家與台灣礦業〉，先探討基隆顏家在日治時

期政經界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創立的「基隆碳礦株式會社」之發展創立過程，接

著談到其與日本政府之關係，以及當時世界局勢對顏家的影響。28 

    許雪姬〈日據時代的板橋林家－一個家族與政治的關係〉，本文利用日本外

務省外交史料館中有關林家的檔案，以及台灣日日新報中有關林家的報導，來探

討林家在日治時代的發展，以及穿梭在中日兩國間的情形。29 

    吳學明〈清代一個務實拓墾家族的研究－以新竹姜朝鳳家族為例〉，以新竹

北埔姜家為例，來談討清代新竹地區拓墾的情形，文中依據姜家發展的過程，分

成紅毛港、九芎林與北埔三個階段。再談到姜家財富累積的過程、墾首地位之運

用以及參與地方事務的過程，最終成為地方領導性的家族。文中最後探討為何姜

家在新竹是雄霸一方的家族，然而最終無法成為全台之大家族，文中提出了姜家

發展策略之因素，過份重視利益反而限制了利用科舉考試來讓姜家之社會地位提

升至更高的層次。30 

    黃朝進《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以鄭、林兩家為中心》，本書將

竹塹城之兩大家族，以林占梅為首的「內公館」林家與以鄭用錫為代表的「外公

館」鄭家，此兩大家族與竹塹區域之社會互動作分析。本書先論述兩家遷台的過

程，以及在竹塹地區落地生根的經過，接著談到兩個家族彼此不同之處，以及與

                                                
27 莊英章、羅烈師〈家族與宗族篇〉，收錄於《台灣客家研究概論》，（台北市：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2007），頁 91~110。 
28 陳慈玉，〈日本殖民時代的基隆嚴家與台灣礦業〉，收錄於《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625~656。 
29 許雪姬，〈日據時代的板橋林家－一個家族與政治的關係〉，收錄於《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

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659~697。 
30 吳學明，〈清代一個務實拓墾家族的研究－以新竹姜朝鳳家族為例〉，收錄於《台灣史研究》

第二卷第二期，（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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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地域社會的互動關係。接下來分析仕紳階級在台灣發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並討論家族與地域社會的關係。最後探討這兩家的案例，與台灣其他家族有何異

同，並加以分析說明。31 

    司馬嘯青《台灣五大家族》，本書將五大家族分開論述，所謂的五大家族是

指：基隆顏家、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鹿港辜家以及高雄陳家。從每個家族發跡

的人物開始談起，並每個時代最有名望的後代子孫。而時間斷面上，則區分清領

時代、日治時代與光復後三個時段。隨著時代的演進，為了延續家族之發展，各

家族必須採取不同的對策，來配合當代政府之政令。有趣的是，各家族有其特色，

比如說不同的家庭教育與性格，也因此深深影響了其成員之行為、態度等等，作

者想要表達的是，一個家族的發展，除了代表家族的領導者外，該家族之家庭教

育與處世精神也是非常重要的。32 

 陳傳進〈宜蘭地區家廟祠堂初探〉，本文從宜蘭地區之家廟之類別談起，從

宅廳、公廳、祠堂到宗祠，接著從建制談起，提到興建之因素、重修以及家廟之

建築形制。接下來談到家廟規制，提到組織管理等面向，並延伸到家廟之功能與

意義。最後以巨觀的角度，從時間、空間兩面向看宜蘭家廟之分佈，並且以姓氏

做分析。本文對宜蘭地區之家廟有深入之研究，從建築、宗族制度、管理組織到

功能面等方向，都有獨到之見解，對研究家廟與宗族制度有一定之貢獻。33 

    許雪姬《龍井林家的歷史》，本書有鑑於建築學家對民宅研究只能探究建築

本身，對於屋主之背景歷較難掌握；而歷史學家對於家族史料雖多有研究，但對

於建築物就無法瞭解，因此作者希望兩者之間能夠合作，讓研究能夠面面俱到。

作者先從自然、人文等環境、平埔族、漢人移墾等方面簡介，接著對龍井地區之

發展脈絡做一詳細之描述，接下來探討林姓宗祠來台之經過與定居龍井之情形。

另外，因林本榮一派之史料較為詳盡，故本書著重在林本榮一派發展歷程之描

                                                
31 黃朝進，《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以鄭、林兩家為中心》，（台北：國史館，1995）。 
32 司馬嘯青，《台灣五大家族》，（台北：玉山社，2000）。 
33 陳進傳，〈宜蘭地區家廟祠堂初探〉，收錄於《宜蘭文獻第八期》，（宜蘭：宜蘭縣史館，1998），

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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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34 

    以上幾篇文獻，有許多地方是本篇論文需要學習的，應多蒐集相關史料或是

報導資料，方可多了解江姓宗族在拓墾發展的歷程中，遇到了什麼問題？他們又

是如何因應？並進一步分析，探討為什麼江姓宗族雖在當地是一大家族，然而最

終無法成為台灣首屈一指的大家族。 

 

第三節  名詞解釋 

 

福佬客：所謂的福佬客即是不會說客家話，依照祖籍認定其為客屬身份，在文化

信仰上仍保留一些客家符號。 

詔安客：指祖籍福建省漳州府詔安縣的客家人，由於在中國時就已經與閩南人混

居，來台灣後又因為地域認同大於族群認同，而選擇與漳州福佬人居住在一起，

久而久之大多變成福佬客，一般民眾常有詔安客＝福佬客如此的觀點。 

宗族：宗族是一個以父系血緣為聯繫因素的團體，因中國傳統以父姓當作表彰血

緣的符號，故姓氏乃成為宗族當中重要的識別符碼。宗族是許多同姓家族的集合

體，或許血緣上並不如此相近，但他們以「同姓」＝「同一祖先」的符碼集合在

一起。宗族可以凝聚族人感情、共同抵禦外侮、仲裁族內糾紛、文化活動等等，

在古代宗族制度為了維繫社會正常運作，是不可或缺的，但在工商業發達的今

日，重要性已經大不如前，僅剩下聯繫感情的功能較為顯著。 

金豐發祥：指的是江姓族人經由寧化石壁坑入閩後，輾轉遷徙到永定縣金豐里定

居，江姓族人在此大有發展，後人乃稱之為「金豐發祥」。 

竹圍：殷可馨(2005)表示，「竹圍」從字面上看來，即是「以竹而圍之」的意思。

以人工的方式，將竹子種植於聚落邊緣，形成類似「牆垣」的建築體，自原住民

時期開始，竹圍即為台灣地區廣為應用的重要防禦事工之一，在文獻中亦有「竹

                                                
34 許雪姬，《龍井林家的歷史》，（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12

垣」、「竹籬」、「竹藩」等不同名稱，皆指聚落外緣複雜的竹子防禦工事。35 

宋江陣：由於早年治安不佳，百姓只好自發性的成立宋江陣的組織，請師傅訓練

村民武藝，一方面強身健體，一方面也可保衛鄉里。在鹿陶洋可以看見對田都元

帥的信仰崇拜。 

 

第四節  研究方法 

 

一、題目界定 

 

本文研究對象為楠西地區與玉井地區的江姓宗族。研究範圍則是清代江姓族 

人自福建詔安霞葛來台拓墾楠西與玉井地區，依行政區來界定包含楠西與玉井兩

鄉，而楠西包含鹿陶洋、油車(口)、下煙、東西煙；玉井鄉則包含噍吧年、竹圍

與鹿陶。雖說研究範圍分布於楠西與玉井兩鄉，但以人數多寡來看楠西佔多數，

加上為了行文方便，故以下通稱「楠西地區」。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回顧法與觀察參與法，研究初期先蒐集清代方志、日治時期

方志、報章雜誌、村里電話簿、族譜資料、古碑資料、相關地圖資料、相關研究

報告、期刊論文等等，將之整理分析，得到一定程度的資訊，從中產生問題意識。 

第二步開始實地訪查，與當地居民晤談，將前一部份發現的問題，詢問當地

居民，寄希能夠得到滿意的答案，並向這些居民收集相關古文書如：族譜、契約、

老照片等等。訪談時使用半結構式訪談，預先擬定一些問題，依照問題向報導人

提問，再依據報導人回答內容中提供之線索，另外搜尋需要的資訊，再向報導人

                                                
35 殷可馨，《台灣漢人竹圍形制之研究》，（台北：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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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其他問題。 

遇到當地重要節日時，前往觀察相關的宗族祭祀活動，這樣能夠了解到這些

宗族有什麼特殊的信仰祭祀活動，或是不同宗族間是否有透過這些祭祀活動來達

到某種互動。這時採用觀察參與法，明確告知報導人筆者的身份，透過參與來觀

察得到想要的資訊。 

 

三、章節安排 

 

本文總共分為四章，謹述如下： 

第一章為「序論」，說明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文獻資料之回顧與分析、釐 

清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範圍與限制、最後將研究範圍之人文、地理、歷史等概況

作一描述。 

    第二章為「從金豐發祥談閩粵江氏源流」，第一節論述江氏得姓的由來，接

著談到江氏一族遷居入閩，直至金豐發祥的經過。第二節為詔安奠基，講述入閩

之後的江氏族人，輾轉遷到詔安霞葛，並在此立業奠基之情形。第三節為台灣江

姓分佈，本節主要談到目前全台灣江姓的分佈地，以及他們的祖籍為何，語言使

用情形為何。第四節為六桂聯芳，本節講述六桂宗族之源流，敘述宋乾度公姓氏

一分為六之情形，並將其與本研究對象做一連結。 

第三章為「楠西地區江姓宗族發展概況」，論述江姓族人勇渡黑水溝前來台

灣發展的經過，並且條列式的釐清在本區域究竟有幾種江家系統？並且一一敘述

他們來台的經過，以及在台灣發展之歷程。 

第四章為「楠西江姓宗族文化表徵」，本章使用建築、藝陣、信仰與認同意

識這四個文化表徵，來分析江姓族人在楠西地區發展後，面臨各種異於原鄉的

人、事、物，在不斷交融、激盪後，終於產生了在地化的文化表徵。本章節即是

要討論，是由於什麼原因，而產生了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表徵。 

最後為「結論」，綜合以上各章之結果，做一整體之陳述，為本論文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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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做一總結。 

 

四、研究流程 

  圖 1-4 研究流程圖 

文獻回顧與探討 

研究方法 

研究動機與目的 

產生問題意識 

觀察參與法 深度訪談法 

相關宗族祭祀活動與

信仰活動 
收集族譜等文獻 

了解各系統如何互動

謀生活動如何進行 
釐清江姓發展源流與

系統分佈 

產生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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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研究動機與目的開始，並因此產生問題意識，進一步開始蒐集相關

文獻並加以分析。接下來分成兩方面進行，一方面透過參與觀察法，觀察江家之

宗族之祭祀活動與信仰活動，藉此瞭解各系統之間，如何透過這樣的活動來進行

互動；另一方面採用深度訪談法，蒐集族譜等文獻，並與江姓族人晤談，藉以釐

清江姓之源流、系統與分佈。 

 

第五節  預期成效 

 

本研究之預期成效，希望能夠釐清以下幾個問題： 

1. 整個楠西地區究竟有幾個江姓系統。 

2. 台灣地區江姓分佈情形，以及祖籍系統。 

3. 他們的源頭是什麼？究竟彼此是不是有親戚關係。 

4. 鹿陶開基北極殿與玉井北極殿究竟誰先誰後，以及鹿陶開基北極殿與兩

邊江家的關係。 

5. 鹿陶洋與竹圍江家宗祠，神像在前祖先牌位在後，這是什麼原因。 

6. 鹿陶洋江家大量招贅行為之起因。 

7. 鹿陶洋江家東峰公太信仰之源由。 

8. 鹿陶洋及油車江家對於自己客底身份的看法。 

 

第六節  研究範圍概況 

 

一、楠西 

    (一)、沿革 

台南縣楠西鄉位在台南縣東北部，位處阿里山山脈尾稜，四面環山，中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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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壟盆地。北接嘉義縣大埔鄉，是進出曾文水庫的必經之路，南接玉井鄉與南

化鄉。本地舊稱茄拔山後，原為鄒族居住之地，後因平埔族西拉雅族之大武壠社

群遷入，鄒族才遷入更深山處，住於此地之社群被稱為茄拔社。日後台南城區飽

和，漢人漸漸移入，使得茄拔社人受到壓迫與漢化，以至於現在已經不容易找尋

他們的蹤跡。36 

道光年間改名為：「台灣府台灣縣善化里西堡」，至光緒年間，因其位於楠梓

仙溪以西，改名為：「台南府安平縣楠梓仙溪西里」，大正九年(1920 年)，又改為

「楠西庄」，戰後改稱「楠西鄉」沿用至今。37 

 

 

圖 1-5 楠西位置圖 

 

    1915 年受噍吧哖事件波及，日本軍警大肆屠殺，本鄉有也遭受波及。修築

                                                
36 楠西鄉公所 http://web2.tainan.gov.tw/Nansi/ 
37 台灣省文獻會採編組，《台灣地名辭書卷七：台南縣，第十章楠西鄉》，(南投市：台灣省文獻

會，2000），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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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水庫時，因修建水庫有大量工人需求，曾經一度讓楠西變的非常熱鬧，381971

年時人口數達到 17,303 人，為最高峰。但水庫整建完成後，工人隨之離去，人口

數開始逐年遞減。近年來因為工商業發展，年輕人皆外出工作，山區人口嚴重流

失，至 2009 年僅剩 10,836 人。39 

    (二)、族群分佈簡介 

    在楠西，江家大致分為鹿陶洋、油車口、下煙與楠西四個系統，但由於山區

人口外流之故，下煙今已無人煙。鹿陶洋江家位在鹿田村，鹿田村共有「大林」、

「鹿陶洋」、「東西煙」、「下煙」、「油車口」等庄頭。鹿陶洋江家後方有座鹿陶洋

山，鹿陶洋由來說法不一，一說是山區常有鹿、羊逃到平地而得名；另一說指出，

本地位處於「鹿陶」（玉井鄉竹圍村）北方之平原而得名(洋=平原)。40東西煙是

東煙與西煙兩個聚落的合稱，下煙是東西煙旁靠近台三線公路的廢庄，因為地勢

較東西煙低，故稱為下煙。而煙此字的意思無從查證，或為平埔族大武隴社群語

殘存之詞彙；又或許是稱呼聚落的名詞。41至於油車口的由來，顧名思義，早年

此地江姓以榨麻油維生，故稱油車口。 

 

                                                
38 曾文水庫於 1967 年開始興建，至 1973 年完工。 
39 楠西鄉戶政事務所 http://web2.tainan.gov.tw/Nansi/，關於楠西鄉歷年人口數據統計，詳見附錄

1。 
40 黃文博，《南瀛歷史與風土》，（台北：常民文化，1997），頁 147。 
41 嘉義縣竹崎鄉內埔仔一帶，是由客籍先民開墾的沿山地帶漢人聚落，當地人稱「十三庄頭、

十四緣」，因當地共有十三個庄頭，而其中的內埔庄為最大庄，又分成東緣與西緣，十四緣的

「緣」音讀 en24 與東西煙的「煙」音讀 en55，或有相同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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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楠西行政區域圖 

 

    楠西江家位於楠西村，舊稱「茄拔」，即是大武壟人茄拔社之舊址。楠西村

一般俗稱「楠西」，此地是楠西鄉的行政中心，相關行政機構都在此處。 

灣丘村有近年來極為著名之景點梅嶺，山上有許多從桃竹苗下來的再次移民

客家人，其中以苗栗人最多，而這些北客以徐、羅與魏姓佔多數，另有楊姓與張

姓。 

 

圖 1-7 梅嶺風光               圖 1-8 梅嶺日治時期客家再次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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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興村與楠西本庄隔著曾文溪相望，早年往來不易，曾文一號橋興建完成

後，兩地交通往來才比較容易。照興村大姓為平埔族新港社人買姓，買姓從左鎮

經玉井搬遷過來，來此約七十多年；另一大姓為廖姓，與南化北寮廖家是親戚，

是詔安福佬客；另外在濺尿仔一帶也居住了一些從桃竹苗南遷的客家人，計有

徐、范、張、葉、羅等姓。 

 

圖 1-9 照興村客家再次移民            圖 1-10 北客迎來之義民爺神像 

 

二、玉井 

 

    (一)、沿革 

玉井鄉舊稱「大武壟」，原為鄒族噍吧哖社之居住地，明鄭時期原居住在大

目降（新化鎮）之西拉雅人受漢人驅趕進入此地，使鄒族遷至他地。清雍正年間，

漢人也來到此處，西拉雅人不得已再遷他處，或是逐漸受到同化。 

 



 

 20

 

圖 1-11 玉井位置圖 

 

大正四年（1915）由於不滿日人的高壓統治，余清芳與江定、羅俊等人發動

抗日活動，史稱「噍吧哖事件」或稱「西來庵事件」，事件結束後，日人發動大

規模屠殺，本鄉死傷慘重，總計逮捕者達 1957 人，被判處死刑者更達 886 人，

由於日本國內輿論壓力，四分之三的死刑犯改判無期徒刑。本次事件是日治時代

規模最大，死傷也最為慘重的抗日事件。自此之後台灣不再有武裝抗日行動，轉

而改為軟性的政治訴求運動；日人也因為此次事件濫殺無辜，遭到日本國會的關

切，有了此次教訓之後，放棄以往血腥高壓手段，改以懷柔的同化政策，但同時

卻開始關注台灣民間信仰的發展狀況，準備開始整飭。42。 

 

                                                
42 江炳煌，《噍吧哖事件簡介》，(作者自印，2001)，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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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 余清芳抗日紀念碑 

 

    大正九年(1920 年)，台灣街庄改正，日人用噍吧哖(Tapani)之近音玉井

(Tamai)，將本鄉改名為「玉井庄」，戰後改稱「玉井鄉」，沿用至今。 

昔日玉井有三大產業，一為日治時代發現的石油，但後來因為枯竭而改採天

然氣；另一產業則是糖業，日治時代因應日人統治政策，台灣廣種甘蔗，玉井也

不例外，全鄉鄉民大多是日本製糖會社之契約蔗農。43由於玉井獨特的地理環

境，地勢高、甘蔗水分足、糖分高，使得玉井糖廠在全台灣 36 個糖廠中，獲利

是數一數二的高。最後即是我們所熟知的芒果，原本玉井種植的是一般的土芒

果，後來由鄉民鄭罕池自美國佛羅里達州引進愛文芒果，種植成功後加上多年來

鎮公所的大力推廣，逐漸拓展成全鄉之產業，玉井也被塑造成芒果的故鄉。44 

 

                                                
43 台灣省文獻會採編組，《台灣地名辭書卷七：台南縣，第十一章玉井鄉》，(南投市：台灣省文

獻會，2000），頁 268。 
44 玉井鄉公所 http://web2.tainan.gov.tw/yu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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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 玉井芒果地標 

 

    大武壟北極殿為本鄉之信仰中心，今改稱玉井北極殿，主祀玄天上帝，據聞

可以追溯到明永曆年間漢人由三重溪入墾玉井，攜帶玄天上帝之香火祀奉於營埔

下菜園坑，康熙五十六年發生大洪水，乃改於今日廟址處奉祀，附近許多鄉鎮之

玄天上帝香火皆從本廟分出。45 

    (二)、族群分佈簡介 

竹圍江家位在竹圍村，竹圍是一個純江姓的的單姓聚落，竹圍的由來是因為

江家為了防衛的功能，在村子四周築了一道竹子籬笆，因為本聚落是用「竹」子

「圍」起來的，故稱竹圍。 

望明村劉陳，早年有劉陳兩姓來此開墾故名劉陳，後來自左鎮搬遷來平埔族

新港社人買姓，今此地以買姓為多。46 

 

                                                
45 玉井北極殿管理委員會，《玉井北極殿沿革誌》，(台南：玉井北極殿管理委員會，1997），頁

17。 
46 黃文博，《南瀛地名誌－新化區卷》，（台南：台南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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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 玉井行政區域圖 

     

    中正村後旦，居民以漳州府平和縣朱姓為多，其次是泉州府安溪縣王姓。47 

    豐里村口宵里居住著本村第二大姓張姓，據聞曾在乾隆曾出過一名跛腳進士

張維祿，使得宵里張家與竹圍江家並稱玉井兩大家族。48然而經過瞎眼風水師，

以及與石仔瀨（在今大內鄉）楊家鬥富的事件之後，張家聲勢逐漸衰微，不復當

年。49 

 

 

                                                
47 台灣省文獻會採編組，《台灣地名辭書卷七：台南縣，第十一章玉井鄉》，(南投市：台灣省文

獻會，2000），頁 275。 
48 筆者查閱清代台灣進士表，卻遍尋不著張維祿其人，因屬鄉野傳說。 
49 台灣省文獻會採編組：《台南縣鄉土史料》，（南投：台灣省文獻會）頁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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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從金豐發祥談閩粵江姓源流 

  

第一節  金豐發祥 

 

    根據筆者手上有的族譜資料，計有《鹿陶洋江家族譜》、《霞葛江姓族譜》、

廣東陽江《江氏族譜》、《鴻江族譜》、《濟陽郡永定江氏族譜》等族譜，並參考楊

緒賢《台灣區姓氏堂號考》做一整理分析。關於江姓源流之說，不外乎如下所述： 

 

 

圖 2-1 鹿陶洋江氏族譜             圖 2-2 廣東陽江江氏族譜 

 

    江姓為漢族姓氏之一。源自於湖北江陵、河南濟陽、正陽。江姓出自於嬴姓，

與諸侯國秦、趙系出同源，為顓頊帝玄孫伯益的後人。50江姓在《百家姓》中排

名第 141 位。根据 2007 年中國公安部的統計，江姓人口在中國排名第七十九位。

                                                
50 華夏平和鴻溪江氏淵源研究會：《鴻江族譜》，（福建：華夏平和鴻溪江氏淵源研究會，2001），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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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江姓是第二十五大姓。51 

 

一、得姓之始 

 

    關於江姓得姓之說，綜觀各譜說法不一，計有 1.伯益後裔封江之說、2.黃帝

八十九世孫六桂分姓之說、3.魯野一公拜江之說以及 4.玄囂降居江水得姓說等不

同說法，目前以伯益後裔封江之說，普遍為大眾所接受。 

    伯益輔佐禹治水有功，禹的兒子啟即位後封伯益的兒子玄仲於江地（今湖北

江陵）。伯益的後人於商朝、西周初期受封建立江國，古代江國的國都位於今河

南正陽縣附近。 

    春秋時期，江國介於楚、宋、齊三國之間，經常受到這些大國侵擾，加之淮

水氾濫，往往淹沒江國的中心地帶，所以江國一直未能強盛起來。公元前 623

年江國被楚國所滅，後代子孫流落各地，以國名為氏，由嬴姓而改為江姓，將江

姓世代承襲了下來。52 

 

二、淮濟之分 

 

江氏發源於河南正陽，早期主要在河南發展繁衍。亡國後的江氏子孫，先從

正陽向北逃到淮陽（今屬河南），又從淮陽再北上遷至陳留圉縣（今河南杞縣於

鎮），後又遷至濟陽考城（今河南蘭考），並在此發展成為名門望族，故江氏以「濟

陽」、「淮陽」為郡號。江國滅亡後，還有一部分江國子孫逃到齊（今山東臨淄一

帶）、陵陽（今安徽石埭縣東北）以及鄖陽(今湖北鄖縣)。 

                                                
51 江陽矩、江斗星：《江氏族譜》，（福建：霞葛江氏宗親會，2002），頁 34。 
52 華夏平和鴻溪江氏淵源研究會：《鴻江族譜》，（福建：華夏平和鴻溪江氏淵源研究會，2001），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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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棄置於油車江家聚落前之石牌， 

上書寫「淮陽」二字，筆者攝於油車江家。 

 

西漢時期，在江貞的率領下遷往今山東濟水之南，因此也使用「濟陽」當做

堂號，其部分後裔仍留河南，繁衍於淮水之南，故以「淮陽」為堂號。此後，江

姓在河南、山東立足後，又向四處繁衍發展，遷播到全國各地。53 

    今日我們可以看到台灣地區一些江姓宗祠，有的使用「淮陽」當做郡望，有

的則用「濟陽」當做郡望，由此觀之淮濟本屬一脈，實不需多做區分。 

 

三、江氏入閩 

 

     江姓入閩來源有三：1.七十八世祖江統，字應元。仕官於西晉，曾上書「徙

戎論」給西晉孝武帝，但不被接受，導致五胡亂華，為避亂只好遷居入閩。今建

陽、長汀、邵武多為其後裔。2.唐憲宗元和年間，淮西蔡州節度使吳元濟叛亂割

據，為避亂乃入閩；另有魯野一公一系，因避黃巢之亂入閩，拜江為姓，今清流

江姓為其後裔。3.宋末元初，元兵大舉壓境，江曄、江萬載與江鋒祖孫三代（人

                                                
53 永定江氏宗譜編篡委員會：《濟陽郡永定江氏宗譜》，（福建：永定高頭江氏宗親會，2003），          
  頁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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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上杭三祖）自江西都昌輾轉遷徙，先至寧化石壁坑，再遷上杭勝運里，四世祖

百八郎公遷居永定金豐里之高頭鄉，居地名為「金豐里高頭鄉半經甲東山大路

下」。 

 

 

圖 2-4 永定承啟樓，有「土樓之王」的稱號 

 

五世千十郎傳至八世育有五子，長添沮、次添濟、三添澄、四添洧、五添滿。

後三房派下分別稱東山房、北山房、南山房。江氏一族至此開始大發展，子孫綿

延不斷，今上杭、永定、龍海、平和、南靖、詔安甚至台灣及東南亞各地，多為

其後裔。因江氏一族在永定金豐里奠基，後世子孫乃稱「金豐發祥」。54另外，萬

頃第四世孫百十三郎開基平和，百十三郎生五子，分衍平和、南靖，其中第五子

肇元，開基平和大溪江寨。乾隆年間江寨江姓陸續遷台。55 

 

                                                
54 江陽矩、江斗星：《江氏族譜》，（福建：霞葛江氏宗親會，2002）頁 7。 
55 林嘉書，《生命的風水－台灣人的漳州祖祠》，（台北市：海峽學術，2002），頁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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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江姓入閩遷徙圖 

 

第二節  詔安奠基 

  

   根據江氏世系表考，109 世江萬載（十二郎）生江鋒（十八郎），江鋒生九子，

五子百十二郎在元至元 19 年(1282 年)自永定高頭遷至下涂壩定居，44 年後遭難，

倖存之子姪三人避居各地，衍為三派。 

一、金溪房先住嶺下，後遷居金溪，繁衍眾多。清初遭到山賊襲擊，遂遷至潮安 

意溪竹巷江與潮陽獅頭外黃老虎定居。 

二、啟昌一派遷居詔安下割社（即今霞葛鎮），是為詔安霞葛始祖。 

三、119 世淑孫生四子分派，子孫遷徙惠來、揭陽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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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般人將入閩始祖曄公所生三子：萬里、萬載、萬頃三兄弟稱為上層祖

先，而進入詔安定居的啟昌為下層一世祖。56 

 

第三節  台灣江姓分佈 

 

楠西地區江姓祖籍詔安，乃是典型福佬客，但是關於楠西江家福佬化現象， 

究竟是單一現象，還是全台灣普遍發生？本節將透過蒐集相關文獻，探討全台灣

江姓的分佈，以及他們的系統，用以釐清目前居住在台灣的江姓，究竟有哪些系

統？又以何者為大？福佬客現象對江姓來說，是否屬於普遍情形？ 

 

一、台北市  

吳中杰發現在台北市內湖區葫洲里，基隆河邊有一小地名稱「江厝」，推估

本地應有不少江姓族人，至於是屬於什麼系統，仍待考證。萬華區曾有江姓一族

活動，日治時有汀州媽祖的神明會，管理者叫江文甲。但在漳泉械鬥後，遭到泉

州三邑人的驅逐，輾轉遷至土城一帶。 

 

二、台北縣與基隆市 

    台北縣江姓十分多，系統又十分複雜。以空間領域來看，可分為芝蘭三堡(北

濱)與擺接堡兩區，北海岸包含淡水、金山、石門等鄉鎮；擺接堡則包含板橋、

土城、中永和一帶。 

明朝時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高頭鄉的江姓客家宗族，因為繁衍眾多，已經分

成北山、東山與南山三大房派，現分別居於高北村、高東村與高南村三村。渡海

來台遷居北海岸一帶的江姓宗族，屬於其中的東山與南山兩大房之後裔。57 

                                                
56 廣東陽江江氏族譜編輯委員會，《廣東陽江江氏族譜》，（廣東：廣東陽江江氏宗親會，1976）， 
  頁 7。 
57 廖倫光，《台北縣汀州客尋蹤》，（台北：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6），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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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岸三芝鄉一帶，有以下幾個系統： 

（一）靠海居住的圓窗派，位於三芝鄉新庄村（因此又稱新庄江），來台祖 

為二十一世江由興，於嘉慶初年自福建省永定縣金豐里高頭鄉半徑 

甲南山派渡海來台，入墾三芝新庄子圓窗部落，與獨子江和德拓建江

氏宗祠與「永昌」祭祀公業，圓窗仔江家宗祠已有兩百年以上的歷史。

在宗祠南方不遠處，為圓窗江家祖墳，柱聯上書寫著「東峰」字樣。 

（二）靠山邊居住的埔坪江，開基祖為十九世江容山，約於乾隆年間入墾三

芝一帶，本系屬永定東山房一派，是東峰公太之直系子孫，故宗祠內

書寫為「顯祖東峰公太」。 

（三）八連溪江，來台祖為十九世江士學，於雍正六年（1728）與江士軒、

江士連、江士瑞等人合股入墾八連溪庄，是漢人入墾三芝地區的先驅。

因為三芝一帶的梯田，與原鄉永定的梯田極為相似，故江姓宗族用故

鄉老方式開發，很快就適應本地生活。因八連溪江屬永定南山房一派，

故將東峰公太視為旁系祖先，宗祠內書寫為「伯祖東峰公太」。 

（四）東邊一帶的橫山江。 

（五）西邊一帶的番社後江。 

以上五者是本區域主要的幾個系統，以下還有幾支較小的江姓系統。 

（六）舊（古）庄江，來台祖為江士端。當地最早的雜貨鋪「茂興店」，就

是由舊庄江懷品所開設。道光五年某個深夜，一具無名屍體被丟在店

後，疑是遭人栽贓，但百口莫辯，懷品之子聚南只好拋棄家業，前往

中和南勢角牛埔一帶投靠岳父。裔孫通吉四兄弟分房遷居崎仔頭，開

設「江美記」商號經營米糧，遂成為中和地區大姓。而三芝古庄，在

江姓遷走後今已無人居住。58 

（七）永定江，現已搬遷至板橋後埔一帶居住。 

（八）永南江，屬永定南山房一派，故稱永南，前總統李登輝先生之母親即

                                                
58 邱彥貴、吳中杰，《台灣客家地圖》，（台北：貓頭鷹，2001），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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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永南江家人。 

（九）錫板江。 

綜論三芝鄉就有多達九種江姓系統，非常複雜，不過考據他們的祖籍，發現 

皆是來自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主要以東山派與南山派為主，皆為族親，但許多

系統在大陸已經分開，來台祖各不相同，故許多報導人會以族譜的角度認為與其

他系統並無關聯。 

    基隆市也有一江姓系統，祖籍汀州永定東山房，來台祖江資蕃於乾隆年間入

墾基隆。 

    瑞芳鎮尪子上天一帶（即上天里）有一江姓系統，江霞即為本地人，以地緣

關係推估應是由基隆搬遷過來。 

    新莊市有一江姓系統，後來搬遷至板橋市南雅市場一帶的湳仔聚落定居，來

台祖為十八世江璞亭公，宗祠有 250 年以上的歷史，是一典雅之四合院公廳，內

有奉祀東峰公太遺像與神像。堂號分別為「永邑」用以代表永定縣，以及「濟陽」

代表江氏興起之郡望。除此之外，另有一後埔江氏系統，兩系統不同祖也無往來。 

 

 

圖 2-6 江璞亭公祖祠 

 

    土城市有一江姓系統，是萬華地區人口飽和後輾轉遷來的。土城庄市信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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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五穀先帝廟，從信徒芳名錄與專款芳名錄中，可以發現為數不少的江姓，不過

目前並不清楚本支江姓宗族之祖籍來源。 

    中和江姓除了前述自三芝古庄遷來之一系之外，另有同樣祖籍永定高頭的江

姓至少有兩系之多，一為原居鹿寮的江春國派下與南勢角的江漢瑾派下。59 

    從台北縣與基隆市來看，幾乎不脫汀州永定一系，在原鄉是使用永定腔客家

話，但今日台北一帶之族人，幾乎全不通曉客語，是標準的福佬客。 

 

三、桃園縣 

    桃園縣觀音鄉石觀音庄，最早入墾本地的墾民是永定籍的江琪臻，於康熙末

年入墾，其後陸陸續續有漢人入墾，雍正年間有永定人江漢宣，乾隆年間有永定

人江永清、江清遠兄弟入墾。60 

大溪鎮，在乾隆五年有漳籍墾戶江番等人入墾，定居於福仁里之下街，並墾

殖月眉、田心子一帶，逐漸形成街市。乾隆中葉從平和縣大溪江寨，有江士印、

江士香、江士根三兄弟入墾大溪溪畔，當時大溪一帶有平和人相當多。61 

大溪境內有福仁宮主祀開漳聖王，是大溪地區的信仰中心，每年聖王聖誕

時，都由十大姓公號輪值祭祀，其中就包括江姓的昌興季公號。62 

另外，從 1813 年的古契約書可以發現，訂立約定共有 17 或是 18 個屬於漳

州人之法人或是自然人，包涵：「李火德、李金興、李炳生、廖廷穩、呂蕃調、

林本源、簡亨政、江排呈、李邱趙、邱乃辛、李金德、簡長源、陳漳合、呂衍治、

廖士要」，其中江排呈是平和客家。63 

本地的江姓系統十分複雜，永定、平和、詔安皆有。 

 

                                                
59 邱彥貴，《雙和客家古往今來》，（台北：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7），頁 35。 
60 洪敏麟，《台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上，（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85），頁 83。 
61 林嘉書，《生命的風水－台灣人的漳州祖祠》，（台北市：海峽學術，2002），頁 397。 
62 福仁宮管理委員會，《大溪鎮福仁宮簡介》，（桃園：大溪福仁宮管理委員會），頁 4。 
63 邱彥貴，〈福佬客篇〉，收錄於徐正光主編《台灣客家研究概論》，（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2007），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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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竹縣市 

    新竹縣市是泉人與粵人的大本營，境內幾無漳人之蹤跡，故本地並無江姓宗

族。 

 

五、苗栗縣 

    苗栗縣與新竹縣市一樣，也是泉人與粵人的大本營，較少漳人與汀人之蹤

跡。不過公館鄉南北河一帶，有一江姓族人，祖籍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來台祖

江宗智於嘉慶末年入墾苗栗。語言方面在原鄉應是使用海陸話，來台後被較強勢

的四縣話同化，今使用苗栗通行之四縣話。 

    卓蘭鎮於乾隆末葉有客籍墾戶江福隆入墾本地，但遭到泰雅族頑強抵抗，乃

將墾務讓予廖似寧，今中街一帶多住江姓，應為其後裔。 

 

六、台中市 

 台中南屯區萬和宮是南屯地區之信仰中心，創建於清雍正年間，從其創建時

期的原始字姓可以瞭解當時的姓氏結構，當時，共有張、廖、簡、江、劉、黃、

何、楊、戴、陳、林等十一姓。每年農曆三月二十日萬和宮舉行迎神祭，二十一

日漳州祭、二十二日廣東祭、二十三日媽祖誕生祭、二十四日泉州祭、二十五日

汀州祭、二十六日由附近張姓之外的十一個姓氏，每一姓氏供祭一天，國民政府

來台後十一姓更增加為二十六姓。64 

從附近之地名來看，萬和宮所在的犁頭店庄，西邊為永定厝，東邊更有一小

地名稱為「江厝」，足可證明本地有為數不少的祖籍永定之江姓族人。 

 

七、台中縣 

    台中縣東勢鎮石壁坑有一江姓，祖籍汀州府平和縣大溪鎮，因石壁坑已經離

卓蘭十分接近，故一部分族人遷去卓蘭發展，語言方面在原鄉使用平和腔，來台

                                                
64 洪敏麟、屈慧麗，《犁頭店歷史的回顧》，（台中：台中市立文化中心，1994），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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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被東勢話同化，今使用東勢通行的東勢腔客家話。 

 

八、彰化縣 

    員林鎮，江姓為重要姓氏之一，主要分為江東興、江九合、江純直、江純朴

和江詒謀五大派。 

（一）江東興派，祖籍漳州平和大溪江寨，於乾隆年間攜妻劉氏與五子三孫入墾

三塊厝庄，因開基媽劉氏葬於犁壁山頂之薑母山，故本系又稱為「薑母山

江」。目前本系主要居住在浮圳、三塊厝一帶。 

（二）江九合派，目前居於三條里，祖籍漳州平和大溪，來台祖江包為江東興之

兄弟，於康熙末年渡台，初於嘉義水上竹仔腳，去世後繼子江鈕也渡海來

台，先在水上竹仔腳依親，後遷至員林東山一帶投靠江姓宗親，至中年時

事業有成，膝下三子分產時，共分為九份，故稱江九合派。 

（三）江純直派，目前居於南東里，祖籍漳州平和大溪，來台祖江日升於乾隆年

間渡海來台，有一定基礎後，回鄉奉父親純直公與叔父純朴公來台，定居

於東山庄。 

（四）江純朴派，目前居於東南里，祖籍漳州平和大溪，來台祖江純朴乃是江純

直一派來台祖江純直之叔父。目前江純直與江純朴派下子孫緊鄰而居，分

為「種德堂」與「永德堂」。以上四個江家系統族籍皆為漳州平和大溪江

寨，故皆為族親關係。 

（五）江詒謀派，目前居於鎮興里，祖籍為汀州府永定縣金豐里大溪村，來台祖

二十三世江曾廣於道光六年到彰化，後往員林東山曹家擔任教席，曹氏感

念其恩德，乃饋贈三塊厝土地給江氏，江氏乃興建「詒謀堂」祖厝，是為

江詒謀一派。65 

    除以上五大系統之外，還有一下較小之系統： 

                                                
65 邱彥貴等，《彰化縣客家族群分布調查》，（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5），頁 73。 



 

 35

（六）江金報派，祖籍漳州永定金豐鄉里大溪村，66開基祖二十三世江國光

（1797-1857）於道光六年渡台，先居犁頭店街，後移居員林三塊厝。二十

六世江金報（1886-1953）時，再遷居本庄。67以上幾個系統皆已不諳客語，

是為福佬客。 

    永靖鄉江姓為永靖十大姓之一，佔總人口數 4.8%，排名第六。竹仔腳（今

竹子、福興村）一帶分佈許多江姓宗族，其中竹子村約有一百七十戶左右，祖籍

汀州府永定縣，來台祖江洪俊生於雍正七年，於乾隆年間來台。除此之外，另有

一江盛華系統。福興村江姓為第一大姓，約有一百五十戶，祖籍汀州府永定縣，

來台祖為江在振。兩村中間有一濟陽堂江氏家廟，竹仔腳地區江姓皆為其派下，

人口約有兩千多人，語言方面客語已經完全流失，成為福佬客。68另外，福興村

內有一義勇祠，主嗣東峰公太。這些江姓族人也完全不會使用永定客話，皆為福

佬客。 

 

九、南投縣 

    南投縣竹山鎮不知春（今福興村）有一江姓系統，祖籍汀州府永定縣。語言

上皆不通曉客語，是為福佬客。 

 

十、雲林縣 

    雲林縣斗六市有一小地名稱「江厝子」（江厝里），然而本區大宗族卻是劉、

廖兩姓，並無江姓宗族。 

    古坑鄉溪州子一帶，有自北部搬遷下來的再次移民江姓；而中州仔一帶，也

有由從嘉義大林溝背一帶遷來的永定江姓，這些人也都不會使用客家話。 

    斗南鎮新南里南勢一帶，江姓宗族為其中大姓之一，該宗族認定為再次移

                                                
66 本處漳州永定金豐鄉里大溪村應為汀州府永定縣，應是該書作者筆誤。 
67 吳正龍，〈員林山腳路福佬客聚落之調查研究〉，發表於《發現新彰化 2003 彰化縣福佬客文化

研習會》，（彰化：半線基金會，2003），頁 29。 
68 邱彥貴等，《彰化縣客家族群分布調查》，（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5），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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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但不清楚祖籍為何，也無設立宗祠。69 

 

十一、嘉義縣 

    嘉義縣大林鎮江姓是大林地區非常大的宗族，而且系統也相當龐雜。 

（一）三和里林仔頭之江姓，祖籍汀州府永定縣東山房，來台祖為十九世江在

瑞，推測渡台時間應為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本派後裔最有名的當屬明治

42 年擔任大蒲林區長的江文蔚，名聞遐邇的江家省園，即是由他所創建。 

（二）溝背是永定江氏最大聚落，祖籍汀州府永定縣南山房，來台祖十九世江士

浩於 1730 年左右渡台入墾溝背。士浩生有三子，長招舍、次進舍、三楊

舍。進舍無傳。招舍生四子，派下稱溝背「上大房」。楊舍生七子，派下

稱一至七房。目前本派以江士浩宗祠為核心，居住地稱為「大埕」。 

（三）東山房派下的二十世江達選、二十一世江東永入墾，目前後裔居於「港仔

內」一帶。 

（四）二十世江發祥入墾，目前後裔居於「尾厝」一帶。 

溝背本地江姓宗族眾多，除了各房派自己的宗祠外，還有奉祀東峰公太的

廟，雲嘉江氏宗親會即以此廟為會址。 

（五）三和里之小聚落「土地公前」，為東山房第十八世江若添入墾，目前後代

仍居於此。 

（六）「三塊厝」則是由十八世江宗陽與南山房兄弟三人開墾。 

三村里有潭墘、橋仔頭、湖仔三個小聚落， 

（七）潭墘是由開基祖東山房十八世江友亮、江友達兩兄弟於雍正年間入墾。 

（八）橋仔頭則為北山房十八世江立濟入墾。 

（九）三角里「北勢仔」一帶靠近溝背尾厝，居民仍以永定江氏為多，本支江姓

祖籍永定北山房，來台祖為十七世江日亨，約於雍正年間渡台。70 

                                                
69 邱彥貴等，《雲嘉南福佬客期末報告書》，未出版，2009。 
70 邱彥貴等，《雲嘉南福佬客期末報告書》，未出版，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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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山鄉圳南村水底寮，江姓在此也算是一大宗族，祖籍永定縣南山房，六世

遷台後初居於大林鎮溝背，至十九世時遷來梅山鄉水底寮開墾。 

    新港鄉街區西南、南側多散佈祖籍汀州府之客屬。 

（一）「潭仔墘」居民以永定江氏為主，始祖約於 1750 年左右來台。 

（二）新港南側的「菜公厝」，福佬語音類似「姓江厝」，是江姓單姓村，來台祖

為十九世江帶妹、江衍貴，祖籍汀州府永定縣東山房。71 

民雄鄉西南處，有小地名稱「江厝店」與「江厝子」，據說最早由江姓宗族

入墾本地，然而今日這兩地江姓人口不多。72 

    溪口鄉三疊溪一帶，有一江姓系統，祖籍為汀州府永定縣，歌星江蕙即為本

地人。 

    鹿草鄉下麻村下半天一帶，清中葉有祖籍福建省詔安下溝處（即詔安縣霞葛

鎮）之江姓入墾，今江姓站該地人口達 74%。而下竹圍一帶，則有祖籍福建省詔

安井邊樓二都（即詔安縣二都井邊鄉）之江姓入墾，目前江姓佔 77%。據聞江家

第十三代媳婦曾向陳家借禮服，弄髒後造成兩家結怨，後代兩姓不得通婚。 

    水上鄉竹仔腳有一江姓系統，祖籍為福建省平和縣，聚落庄廟主奉東峰公太。 

 

十二、台南縣 

台南縣白河鎮關仔嶺南寮一帶，有漳州平和江姓分佈。73 

楠西鄉鹿田村鹿陶洋、油車口，有詔安縣霞葛鎮江姓入墾；玉井鄉玉井鄉竹

圍村竹圍，有詔安縣象頭江姓入墾，這三之江姓系統即本論文主要研究對象，詳

見下文，在此不贅述。 

 

十二、高雄縣市 

                                                
71 邱彥貴，〈試掘舊嘉義縣下平原客蹤〉，《客家文化研究通訊創刊號》，（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研

究中心，1998），頁 91-97。 
72 邱彥貴、吳中杰，《台灣客家地圖》，（台北：貓頭鷹，2001），頁 67。 
73 莊華堂，《白河地區的福佬客與客家人》，收錄於《客家雜誌 90 期》，（台北：客家雜誌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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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林鄉木梓村閩語區有一群江姓，集來村新厝仔、頂庄一帶也有一些江姓，

然對其祖籍、遷徙過程等皆不瞭解。74木梓村江姓墳墓上姓氏直書江潘，可見其

與平埔族關係之密切，居住在玉井盆地的平埔族大武壟人遭到入墾漢人驅趕後，

逐漸遷徙至杉林一帶，從上面種種線索來看，或為自玉井東遷之江姓？ 

 

十四、屏東縣 

根據《台灣土地慣行一斑》所記載：「康熙四十二年(1703)，方、江、李三

姓一同向官府稟請開墾今之阿猴崇蘭、公館、歸來、社皮、大湖等各庄之許可，

並招佃開墾」、「向墾首以每一甲墾地交納三十至五十銀元，以充為購置農具之

資。以三年為期，墾首再參酌土地良莠及出資多寡，依甲數訂定租額，同時給于

墾批，以明其權利關係」。上文中提到之方、江、李三姓，是最先入墾屏東市之

漢民，唯並不清楚本支江姓宗族之祖籍來源。75 

清嘉慶五年（1800）左右，一支江姓宗族自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藍坊鄉渡海

來台，入墾屏東縣內埔鄉竹圍仔一帶。六堆地區清代經由科舉考試，共有三人考

取進士，其中之一的江昶榮，就是內埔竹圍仔江家人。76高樹鄉新大路關，有一

支濟陽江姓，祖籍嘉應州鎮平縣大地。 

 

十五、宜蘭縣 

 嘉慶元年吳沙入墾宜蘭，隔年曾招募鄉勇入蘭護佃，其中一人名為江萬琴。 

員山鄉大湖一帶有一江姓宗族，祖籍汀州府永定縣金豐里大溪村，渡台初居於彰

化縣后籠松仔腳，至第十六世江宰時移居員山大湖庄。而湖西村二湖水井仔地

區，另有一支江姓，祖籍詔安縣二都秀篆，入蘭始祖為十三世江天順，初居於礁

溪鄉林美村，因水土不服，十四世江火來乃遷居二湖定居。在埤圳調查書中記載

                                                
74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採集組，《台灣地名辭書卷五－高雄縣第二冊（下）》，（南投市：台灣文獻

館，2008），頁 706。 
75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台灣土地貫行一斑》，（台北市：南天，1905），頁 34。 
76 劉盛興，《六堆客家鄉土人物誌》，（屏東：屏東縣立文化中心，1997），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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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村八十佃城，清嘉慶年間眾人集資開發金大安埤時，有江日耀、江日高、江

養等人入股，其中江日高為開發大湖的總結首。77另外，內員山公墓中有祖籍福

建省漳州府海澄縣的江姓，為目前發現全台唯一海澄系統之江姓，也是唯一純粹

福佬籍江姓。然宜蘭縣罕有大規模宗族聚落，故目前無法尋覓其蹤影。 

    冬山鄉有兩支江姓宗族，前者祖籍汀州府永定縣高頭鄉，開基祖第十七世江

景雲來台於三芝一帶定居，第二十二世江晏秀遷居宜蘭，後代散居東山鄉一帶。

後者祖籍汀州府永定縣高頭鄉大路下，開基祖為第二十世江沛演，後代現居冬山

鄉等地。78 

 

十六、東部與外島 

    花東一帶多是島內再次移民，西部那樣的單姓聚落非常少見，故花東一帶並

沒有江家系統。至於外島的澎湖、金門、馬祖，皆沒有江家系統。 

   根據以上所列之資料，筆者將其整理成表，如下： 

 

縣市 鄉鎮區 小地名 派別 祖籍 開基祖 

台北市 內湖區 江厝 不明 不明  

新庄村 圓窗派 汀州府永定縣南山房 江由興 

 埔坪江 汀州府永定縣東山房 江容山 

 八連溪江 汀州府永定縣南山房 江士學 

橫山村 橫山江   

 番社後江   

 古庄江 汀州府永定縣南山房 江士瑞 

 永定江   

台北縣 三芝鄉 

 永南江   

                                                
77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宜蘭廳管內埤圳調查書》，（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05），頁 197。 
78 邱彥貴，《發現客家~宜蘭地區客家移民的研究》，（台北：行政院客家委會，2006），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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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錫板江   

湳仔港 江璞亭 汀州府永定縣東山房 江璞亭 
板橋市 

後埔    

土城市   不明 不明 

鹿寮   江春國 
新莊市 

南勢角   江漢瑾 

基隆市  
尪仔上

天 
   

石觀音  汀州府永定縣 江琪臻 

石觀音  汀州府永定縣 江漢宣 
觀音鄉 

石觀音  汀州府永定縣 
江永清 

江清遠 

福仁里  漳州 江番 
桃園縣 

大溪鎮 
  漳州府平和縣大溪鎮江寨 

江士印

江士香 

江士根 

公館鄉 南北河  廣東省惠州府陸豐縣 江宗智 
苗栗縣 

卓蘭鎮 中街   江福隆 

台中市 南屯區 江厝  汀州府永定縣  

台中縣 東勢鎮 石壁坑  漳州府平和縣大溪鎮  

三塊厝 江東興派 漳州府平和縣大溪鎮江寨 江東興 

三條里 江九合派 漳州府平和縣大溪鎮江寨 江包 

東南里 江純直派 漳州府平和縣大溪鎮江寨 江日升 

東南里 江純朴派 漳州府平和縣大溪鎮江寨 江純朴 

彰化縣 員林鎮 

鎮興里 江詒謀派 汀州府永定縣大溪 江曾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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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腳路 江金報派   

竹子村  汀州府永定縣 江俊生 

竹子村  不明 江盛華 永靖鄉 

福興村  汀州府永定縣 江在振 

南投縣 竹山鎮 不知春  汀州府永定縣  

溪州子  北部客家再次移民  
古坑鄉 

中州仔  汀州府永定縣  雲林縣 

斗南鎮 南勢  再次移民，祖籍不明  

林仔頭  汀州府永定縣東山房 江在瑞 

 汀州府永定縣南山房 江士浩 

 汀州府永定縣東山房 
江達選 

江東永 
溝背 

 汀州府永定縣東山房 江發祥 

土地公

前 
 汀州府永定縣東山房 江若添 

三塊厝  汀州府永定縣東山房 江宗陽 

潭墩  汀州府永定縣東山房 
江友亮 

江友達 

橋仔頭  汀州府永定縣北山房 江立濟 

大林鎮 

北勢仔  汀州府永定縣北山房 江日亨 

梅山鄉 水底寮  汀州府永定縣南山房 不明 

江厝店    
民雄鄉 

江厝子    

潭仔墩  汀州府永定縣  

嘉義縣 

新港鄉 

菜公厝  汀州府永定縣東山房 江帶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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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衍貴 

下半天  福建省詔安下溝處  
鹿草鄉 

下竹圍  福建省詔安井邊樓二都  

溪口鄉 三疊溪  汀州府永定縣  

水上鄉 竹仔腳  漳州府平和縣  

白河鎮 關仔嶺  漳州府平和縣  

鹿陶洋  詔安二都井邊下割社 江如南 

楠西鄉 
油車口  

詔安二都井邊下割社井北

樓 
江萬曉 

台南縣 

玉井鄉 竹圍  詔安三都象頭埔 江相 

旗山鎮     
高雄縣 

杉林鄉   不明  

屏東市   不明  

內埔鄉 竹圍仔  
廣東省嘉應州 

鎮平縣藍坊鄉 
 

屏東縣 

高樹鄉 
新大路

關 
 

廣東省嘉應州 

鎮平縣大地 
 

大湖  汀州府永定縣金豐里大溪 江宰 

水井仔  詔安縣二都秀篆 江天順 員山鄉 

二湖  漳州府海澄縣  

  汀州府永定縣高頭鄉 江景雲 

宜蘭縣 

冬山鄉 
  汀州府永定縣高頭大路下 江沛演 

 

根據上表所述，我們可以得知以下幾個結果： 

1. 以祖籍來看，台灣江姓幾乎以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最多，而其中又以東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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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南山房為多，北山房較少；次多為漳州府平和縣大溪鎮，再來則是漳州府

詔安縣，以上皆福建籍，而廣東籍江姓僅有苗栗公館之陸豐江姓與屏東內埔

之鎮平江姓。 

2. 從語言方面來看台灣的江姓幾乎都不會使用客語，僅有苗栗公館江姓與屏東

內埔江姓這些粵籍江姓還會使用客語，也就是說台南楠西地區江姓福佬客現

象並非單一個案，而是普遍發生的情形。綜觀以上江姓，我們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台灣江姓不是客籍就是福佬客，純粹福佬僅有漳州海澄籍江姓在宜蘭員

山零星散佈。 

3. 以縣市來看，台灣江姓主要分佈在台北縣、彰化縣與嘉義縣。 

 

根據上述資料，筆者將其繪成一圖，期能對台灣江姓分佈有更清楚的瞭解， 

謹置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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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台灣江姓分佈圖 

 

第四節  六桂聯芳 

 

另外，必須在此提到六桂聯芳。所謂六桂是指，洪、江、翁、方、龔與汪六

姓，這六姓得姓由來已久，至宋乾度公六子分姓之後更為榮顯，也讓六姓更為親

密。根據台灣六桂宗親會提供的資料，六桂姓氏源流是這樣的。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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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氏出自炎帝。神農氏生臨魁，臨魁生承，承生明、明生宜，宜生來，來生

裏，皆為帝。裏生節莖，不居帝位。其仲子戲生器，器生祝融，為黃帝司徒。祝

融生術囂，術囂生勾龍，為顓頊臣，能平九州，辨土地之宜以教兆民，後世祀之

以配社。勾龍生垂，為堯共工之官，因命氏列於諸侯而國於共。其後以國為氏。

春秋時晉有共華，共賜，魯大夫有共劉、秦、漢之際有共敖。 

迨至漢季，有共勳者，字正茂，生子共普，為長樂從官史，食邑三百戶。靈

帝時，（約在公元 168 年），宦官曹節矯詔誅陳蕃竇武，公戒於禍，棄官歸隱，改

姓洪，遷居敦煌而族始大，是為敦煌之一派。 

  別支居福建莆田涵頭鎮者，二十一世洪瑀，以文學顯，任潮州軍事，二十二

世洪适，任中書省斷事，二十三世洪圭，字大丁，唐天寶五年生，賜進士朝大夫，

知潮州刺史，遷歧北，遂家焉，是為歧北派之始祖亦即洪氏入潮之始祖也。 

    宋初有翁乾度，長子處厚、字伯起、建隆元年進士、析姓為洪、居朱紫坊、

後嗣漸徙南服，衍於皖、浙、閩、贛、台及南洋各地，是為六桂傳芳之一支。考

洪氏之源流有三：一為洪共勳即敦煌派、一為洪弘演之後即上元淳安派、一為洪

處厚之後，即六桂是也。 

 

翁： 

    翁氏得姓始於周。昭王庶子益，字庶任，封於翁山，因賜姓翁。是為翁氏之

元祖。傳二十四代翁彌倫，值赧王之世，諸侯相為縱橫，不與合，及周亡，翁氏

家世，未有可考，殆世守其姓，為庶民焉。更歷九代為翁弘，避新莽之亂，隱居

南陽不仕，又十一世為翁軒，仕唐，為閩州刺史，遂居閩之莆田，是為閩中翁姓

之始祖。傳十一有為翁茂禧，仕泉，定居焉。迨至翁何五代孫翁乾度，官至郎中，

有六子，遂分為六姓，六桂傳芳本此而來，其第三子翁處易，承本姓翁，傳世至

今。79 

                                                
79 軼名：《六桂堂族誌》，(菲律賓馬尼拉，1971)，頁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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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考其詳，則有翁氏公譜，記載世系，起自黃帝，至於翁治齋，縱列為七十

八代。 

    翁氏，自唐代以來，分支各地，子孫蕃衍，今可考而知者福建之泉州、莆田、

安溪、詔安、江蘇之常熱、廣東之潮州各派。 

方：  

    方姓雷氏之後，為神農八代孫，帝榆罔之子也。相黃帝伐蚩尤，以功封方山，

子孫因以地為氏。 

  舊六桂堂族志云：方氏在夏曰相佐，在周曰方叔。秦時有方瓊，漢有賞望與

陽。其世居河南曰紘者，遭新莽之亂，過江居歙，生司馬雄，雄生儲，位歷黟縣

侯。儲生讚之、觀之、弘之。弘子孫星羅江浙。本祖琡，乃觀之之後，仕唐為都

督長史。一子殷符為威王府諮議，晉銀青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則僖宗中和四年

也。中丞之子廷年，為戶部侍郎。其子家於滁庭，還守潭州，湘陰簿。延滔官尚

書左僕射，子孫家於江州。溫陵方氏始祖乃莆陽三世祖方廷範第五桂之後，入泉

授武略將軍，因居泉州，為入泉始祖。其後自漳泉或其他渡台者，散居各地亦可

考焉。 

  宋初有翁乾度公四子處朴、字伯惇、開寶元年進士、官都曹長官分姓方、是

乃方氏之又一支派也。 

 

龔： 

     龔姓見於載籍者自左傳晉大夫堅始。迨後播遷不一。至漢，有居山陽金鄉

著名遂，居彭城廉里者名勝，居武原與勝同里者名舍。他若玄之，祈、參軍穎、

太守穎，又有開，明之、茂良、剡、秦、遂榮等，代有聞人，彪炳海內，太抵皆

龔堅後也。今溯其氏族世居，出自山東兗州府嵫陽縣。按輿圖志云：嵫陽之地，

漢呂后分置寧通，至南朝劉宋，名平原。隨時名龔丘，以此縣東南二十里有龔丘

城，地屬徐州，皆龔氏世族所居，故以名縣。宋避孔聖諱，改稱龔縣。金避顯宗

諱，復稱寧陽縣，屬兗州金鄉，春秋時，此邑皆屬東緡，後漢為金鄉，唐稱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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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因之。漢書嵫陽、寧陽、滕縣，皆屬漢之山陽。元至元二年，省入嵫陽，後

復置為兗州之屬，隍州為府，縣仍屬焉。考之地志，嵫陽、寧陽、滕縣、金鄉，

皆兗州屬邑，今之龔姓居此四縣者，當皆龔遂之後也。又曰：武陵郡晉隱君子諱

玄之洎從姪黎人男祈並不應徵辟，世居于此，故龔門之以武陵郡稱，自玄之始。 

    宋初有翁乾度五子處廉字伯約、開寶元年進士、官大理司直、監察御史、分

姓龔、是龔姓另一支派也。 

 

汪： 

    汪氏本姬姓，魯成公黑肱次子，在魯為上大夫，食采潁川，封汪侯，以為氏。

生子挺，為周司諫，挺生子誦，芒。誦為周司馬，生子鉞、銓、錡，皆有令名。

迨漢有汪文和者，字國輔，建安中為龍驤將軍，獻帝時南渡江左，孫策表為會稽

令，遂遷居焉，是為江南汪氏始祖，子孫遂為新安望族。金明以公之喪歸葬丹陽，

子應麟、應鴻在建康不肯降元。出走閩中，先在閩之福安府。景炎初，宋舟泊於

泉州惠安海港之象浦居焉，是為閩南各縣汪氏之始祖。其遷台者亦汪越國之後也。 

宋初有翁乾度六子處休字伯容、雍熙二年進士、官朝散郎韶州判官、分姓汪、

是汪氏另一支派也。80 

    至於江氏因在前已有提及，故不在此多作論述。 

    以上是傳統上對於六桂姓氏一分為六的說法，但如果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

我們發現從福佬語古音之洪、翁、汪唸起來非常相似，是否有其他特殊之關聯性，

仍有待學界後進努力。 

筆者之所以特別分出一節論述六桂，乃是因為筆者發現台灣也有為數眾多的

六桂宗親會（如台灣六桂宗親總會、高雄市六桂堂、金門縣六桂宗親會、台北市

六桂宗親會等），至今運作狀況良好，台灣地區一些宗祠其上都直書「六桂堂」。 

另外，經考據相關譜牒之後，我們得知楠西地區江姓宗族與六桂宗親並無任

何關聯，不過在油車江家宗祠內可以看見懸掛於牆上之六桂世系族譜，而報導人

                                                
80 台灣六桂宗親總會 http://98.to/liokkui/ 



 

 48

江崛雄先生對乾度公姓氏一分為六之典故更是琅琅上口。；竹圍江家宗祠內也懸

掛著六桂堂始祖遺像，基於以上種種原因，特此提到六桂聯芳。 

 

圖 2-8 六桂世系族譜                  圖 2-9 六桂堂始祖遺像 

筆者攝於油車江家祖堂(96.10.21)       筆者攝於竹圍江家祖堂(96.10.21) 

 

我們可以知道，江姓得姓之始與六桂無關，但不可否認自此多了一支江姓。

姑且不論乾度公姓氏一分為六的真實性與否，抑或這個支派有沒有遷來台灣？不

妨用另一種角度來看待此事，我們可以將此視為先民在亂世之中，面對各種艱難

環境與挑戰下，為了保存自身宗族血脈，乃聯合其他五姓，壯大自身力量的一種

作法；同樣的，先民來台後一樣面對了各種各樣的生存挑戰，就算其實根本不是

乾度公的後代，也可能為了自保，聯合其他五姓，利用六桂堂之名，達到壯大自

身力量的目的。 

第三章  楠西地區江姓宗族發展概況 

 

第一節  鹿陶洋江家 

 

鹿陶洋江家位在楠西鄉鹿田村，本是一個默默無名的家族，由於近年來古蹟

保存意識抬頭，社會大眾對於古蹟的價值與認知，漸漸有比較多的了解。是以擁

有規模相當龐大的鹿陶洋江家，終於浮上檯面，逐漸受到建築界學者的重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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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成為該鄉重要的一個觀光景點。 

 

 

圖 3-1 鹿陶洋江家古厝 

 

    江家祖籍上溯南宋抗元名臣江萬里，此為江氏上層祖先。而井邊開基祖稱啟

昌公，為下層一世祖，啟昌公在井邊開基後，共分五房，子孫在繁衍眾多，散佈

在福建省詔安、廣東省潮州、饒平、潮陽等地。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下

層第十二世祖江如南出生，康熙六十年（1721 年）江如南從井邊橫渡黑水溝來

到台南開基，是為鹿陶洋江家一世祖。81 

 

                                                
81  楊彥杰，〈移墾歷史與宗族文化的建構-以鹿陶洋江家為例〉，發表於《第一屆南瀛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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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江如南墳，上書寫詔邑指的就是詔安 

 

江如南自鹿耳門登陸後，沿著曾文溪逆流而上，82居住在大武壟內埔尾，後

搬至檳榔腳，最後才到鹿陶洋定居。如南次子日溝生四子，公取、公第、公先、

公月，是為鹿陶洋江家四大房。剛到台灣時，由於貧窮至極，只能養鴨維生。傳

聞朱一貴事件時，因江如南通曉法術，還曾成為朱一貴之軍師。繁衍數代後因人

丁較為興旺，改以土地耕作等勞力工作來維生，慢慢累積家產，漸漸從佃農轉變

為富賈一方之地主。由於鹿陶洋江家昔日擁有龐大田產與錢財，常有佃農前來租

地或是族人回來借錢，江家將每年農曆六月二十日定為進行繳納租金、償還借金

與訂定租約之日。每年該日都會有許多人前來鹿陶洋江家，在處理完正事之後江

家族人會順便在公廳宴請眾人，即為「吃公」。因為主要配菜為竹筍，故又稱為

「吃筍公」。 

                                                
82  曾文水庫未修築前，曾文溪水量大且穩定，可自下游搭船逆流而上，最遠可達後大埔（今嘉  
    義縣大埔鄉）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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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江家古厝公廳，吃公時就在此擺設筵席 

 

上面圖 3-3 公廳對聯上頭兩字合起來即是達清，指的是江如南的祖父江達

清，是詔安霞葛第十世，現在江達清祭祀公嘗也是鹿陶洋江家內一個重要的祭祀

公業。 

清明節鹿陶洋江家都會舉辦清明祭祖活動，筆者在 2008 年參與鹿陶洋江家

清明祭祖活動，每年清明祭祖由四大房頭輪流主辦，祭祖時全部宗親都會到開基

祖江如南墳前上香，由江家公司83主事帶領宗親行三跪九叩大禮，然後再對后土

行跪拜之禮，最後再雙手合十向開基祖江如南膜拜。之後江家公司主事等人向族

人報告目前江家公司的運作概況，最後每人發放一百元與紅龜粿後，祭典就此結

束。值得一提的是，江家公司對於提倡江家族人自身認同意識，有相當高的使命

感，所以報告時還發放一張小紙條，上面記載了江萬里與東峰公太的生卒年與簡

介。 

                                                
83 鹿陶洋江家公司，是自其四大房先祖所延續的系親，為管理祖先傳下來的龐大資產所成立的

祭祀公業組織，設有主事、四大房頭代表、書記、祭祀公業管理人、顧問、監事、會計等人事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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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清明祭祖前的準備             圖 3-5 儀式開始前的準備 

 

據聞進入工商業社會後，楠西地區人口外流嚴重，所以每年清明祭祖參與的

族人都不多。直到政府拓寬台三線時，因為徵收鹿陶洋江家的土地，給了一筆賠

償金，江家公司將這筆賠償金拿來運用，每年清明祭祖時，只要來參加的族人都

可以拿到一百元以及一個紅龜粿，至此之後，每年清明祭祖參加人數都盛況空

前，大約可以達到兩百人左右，電視台與新聞記者都會前來採訪。 

 

 

圖 3-6 祭拜開基祖信篤公          圖 3-7 結束後發放禮金與紅龜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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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9 清明祭祖之祭文 

 

目前鹿陶洋江家發展到二十六世84，已經完全福佬化，筆者親自調查的結

果，現今這些江家人並不清楚本身客屬的身份，一般居民皆否認客屬身份，只有

較熱心參與宗族事物的族人才知曉其客屬身份。平素皆使用閩南語對話，完全沒

有人聽的懂客家話，更遑論可以說客家話了。另外，在江家古厝中，也找不到有

關客家符號的蛛絲馬跡，廳堂下的是虎爺而非龍神、使用閩式小型吊掛天公爐、

女性族人去世後，公媽牌上所寫皆是”媽”而非”孺人。只有老一輩人在稱呼曾祖

父時，還會以「阿太公」稱之，算是僅有的客家殘存現象，但年輕一輩人已使用

福佬人慣用的「阿祖」來稱呼曾祖父。另外，廳堂上對東峰公太的祭祀，也可視

為殘存的客家符碼。 

    關於鹿陶洋江家的身份，根據族譜記載鹿陶洋江家祖籍為福建省漳州府詔安

縣井邊鄉二都下割社，該地是詔安客家人的大本營，與附近的官陂鎮、秀篆鎮、

                                                
84 第一世為詔安開基祖江啟昌，鹿陶洋開基祖江如南為十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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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縣大溪鎮，以及廣東省饒平縣北部形成一大塊客語區，至今依舊。85 

 2009 年二月初，筆者到中國福建廣東一帶進行考察，走訪南靖、平和、永

定、詔安、大埔、梅縣、豐順等客家地區。詔安縣自太平以北為客語區，通行詔

安腔客家話。江家為霞葛鎮第一大姓，人口數在霞葛鎮約有兩千人，為當地第一

大姓。霞葛鎮至今依舊屬於閩南的客方言區，實地考察的結果，當地居民日常生

活用語皆使用詔安腔客家話，兼能使用普通話與福佬語。由此我們可以證明，鹿

陶洋江家的確是福佬客。 

 

第二節  油車口江家 

 

    油車口江家祖籍詔安井邊二都下割社井北樓，兩家祖籍皆可上溯至井邊開基

祖啟昌公，而井北樓距離井邊鄉非常接近，故我們可以推測兩家是有親戚關係的， 

油車口開基祖是第十四世萬曉公，86約在清乾隆年間來台，十四世落葉歸根葬在

大陸，十五世開始他鄉是故鄉，去世後埋葬在當地。到十八世生六子，江家才開

始發展壯大。 

 

圖 3-10 油車口江家聚落                圖 3-11 油車口江家宗祠 

                                                
85 楊彥杰，〈移墾歷史與宗族文化的建構-以鹿陶洋江家為例〉，發表於《第一屆南瀛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頁 3。 
86 廣東陽江江氏族譜編輯委員會，《廣東陽江江氏族譜》，（廣東：廣東陽江江氏宗親會，1976），

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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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江家以榨麻油維生，油車口這個地名也是因此而來。靠著麻油產業，江

家累積了一定財富，並開設當時少有的雜貨店。當時台三線新路尚未開通，舊路

就從油車江家宗祠前經過，因為是南來北往的必經道路，油車江家開設的順興號

雜貨店生意興隆，如此財富累積更為快速，直到台三線新路開闢完成，油車聚落

偏離主要幹道，加上台灣轉型成工商業社會，族人多外出討生活，無人欲繼續經

營下去，順興號雜貨店才結束營業。 

光緒六年，族人江正和被推舉為鄉飲大賓，台灣縣儒學正堂與左堂曾贈「年

高德紹」匾，現懸掛於宗祠之上。 

 

 

圖 3-12「年高德紹」匾 

 

長年經營雜貨店讓油車江家累積了雄厚的資本，於是開始投入政治圈，像前

楠西鄉長江清芳，就是油車口江家人，油車江擔任公職者不可勝數。兩相比較之

下，我們發現油車江家人比較熱衷於參加政治活動，相反的，鹿陶洋江家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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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比較不熱衷。 

今年 70 歲的報導人江崛雄先生表示，曾經有通曉地理風水的老師來這裡勘

輿，認為此地是屬於毛蟹穴之穴位，因屬風水寶地，油車江家才會出這麼多政治

人物。聚落前面有水塔與類似鹿陶洋江家的瞭望台的遺跡。 

 

 

圖 3-13 瞭望台遺跡 

 

圖 3-14 水塔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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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聚落前之古井，報導人表示曾有學者來此調查，被其評為全台南縣第

二優美的古井。 

 

 

圖 3-15 油車聚落前之古井 

 

關於為何油車口江家來台後，選擇如此深山地帶居住，報導人表示： 

我一直想知道為什麼我們祖先來台後，要居住在這麼深山的地方？民國 81

年我回去一趟，才知道原來他們也是住在如此深山的地方。或許是因為住習

慣山邊了，來台灣後住不習慣平地，才搬到這裡住。 

由以上論述我們可以得知應是原鄉論87使然，或許來台祖已然習慣居住在內

山一帶，來台之後實在不習慣平地生活，此時又聽聞族親在楠西一帶開墾有成，

乃輾轉遷入油車，與鹿陶洋江家比鄰而居。 

報導人表示楠西大約有一半姓江，楠西街上江姓應是油車口這邊搬去的。報

                                                
87 所謂原鄉論是指施添福教授 1987 年提出的論點，他認為台灣漢民分佈，泉人靠海、漳人在陸、

粵人靠山這樣的態勢，應該是受到原鄉環境的制約。因為在福建廣東一帶，泉人就是居住在濱

海一帶，漳人居住在平原地帶，而粵人就住在丘陵區，或許是習慣了這樣的居住環境，來台後

就選擇熟悉的環境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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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人也提到小時候過年過節祭祀，聽到二十世叔公還會用詔安客語念祭文，到他

們這輩（二十二世）已經完全不會說客家話了。據筆者觀察，油車江家也幾乎找

不到什麼與客家有關的蛛絲馬跡，廳堂使用閩式吊掛天公爐、公媽牌使用閩式小

牌，不過報導人表示，小時候的確是使用客家式大牌，但因為年久失修不堪使用，

加上過世的族人過多，牌上已無空位寫上剛過世族人的姓名，故改用閩式小牌。 

 

 

圖 3-16 油車口江家神主牌，使用閩式小牌 

 

    至於油車口江家的身份，根據族譜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瞭解到，油車口江家與

鹿陶洋江家乃是族親，因此油車口江家也算是福佬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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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江家系譜圖（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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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竹圍江家 

 

    竹圍江家祖籍福建省詔安縣三都象頭埔，是福佬人。楠西地區盛傳，竹圍江

家在大陸時與鹿陶洋江家距離不遠，兩家相約來台後共續前緣，繼續做鄰居，甚

至訛傳成三個家族其實是三兄弟的說法，因為上述原因導致遷來台灣後彼此住的

仍很近。 

來台祖為十四世江相，88確切來台時間不可考。據聞江相為了尋找父親江清

而來台，來台後先短暫定居於善化，後輾轉來到玉井盆地居住，以賣鴨蛋維生。

江相生五子，四子江武成又生五子，是為五大房頭，今傳至二十一世。經過世代

經營之後，開始購買田地種田維生，後又開設雜貨店經營小生意，逐漸累積一定

財富，更開始販售菸酒，成為玉井地區第一望族。 

第十五世江輝池任六品軍功總理、江武成任五品軍功總理（於大武壟北極殿

可見其捐獻之匾額）。第十六世，江武成之子江慈任五品軍功總理。第十七世江

瑞寬，日治時期任噍吧哖區長、江可任玉井庄長。第十八世江潤在大正九年任台

南州廳參事。 

    噍吧哖事件時，事件領袖之一的江定為竹崎頭庄（今南化鄉玉山村）隘寮腳

人，因同為江姓一些族人也參與抗日活動，所以事件結束後，日人之報復舉動便

將矛頭指向竹圍江家，在此次事件竹圍江家遭到屠殺，加上竹圍江家位置剛好位

在虎頭山下，虎頭山為主要戰場之一，日軍在砲擊時不小心砲彈落在竹圍江家，

因此竹圍江家受創極深。 

 

                                                
88 第一世應為詔安象頭開基祖，因譜牒散佚無從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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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竹圍江家聚落中，少數在噍吧哖事件倖存的建築之一 

 

    戰後，竹圍江家族人擔任鄉長、議員者不可勝數。報導人第十九世江炳煌先

生便曾任玉井鄉公所秘書，其對噍吧哖事件有相當的研究。 

關於竹圍江家的身份，根據《竹圍祖先系統圖表》記載祖籍為詔安縣三都象

頭埔，89也就是今天的詔安縣仙塘鄉象頭村。詔安縣仙塘鄉象頭村位在詔安縣城

南詔鎮以南約八公里之處，已經非常靠海，因此本地屬於詔安縣南部閩語區。經

由實地訪查仙塘鄉江家的語言使用狀況，由於該地處於漳州話與潮州話兩大方言

的交界帶，語言上混合了兩種方言。由於祖籍地就使用閩南語，因此我們可以得

知竹圍江家並不是福佬客。 

 

                                                
89 江炳煌，《竹圍祖先系統圖表》，作者自印，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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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仙塘江家宗祠 

 

鹿陶洋與竹圍江家在中國就住兩隔壁，渡台後相約仍然住在一起這個說法，

在竹圍庄廣為流傳，鹿陶洋江家也有一些人相信此一說法。但是經過實際訪查後

發現，雖然鹿陶洋江家與竹圍江家在台灣的居住地極為相近（兩地相距僅約五公

里），但在詔安縣霞葛鎮與仙塘鄉的距離其實非常遙遠（兩地相距約 42 公里）。

因此我們可以推估兩家在中國時其實互動不多，是來台後因為距離近彼此之間才

有比較多的互動。 

    至於三個江家系統之間彼此究竟有沒有親戚關係，本部份的研究以耆老口述

與族譜資料收集兩方面來進行。鹿陶洋江家與油車口江家，都有清楚的記載來台

族祖是誰？以及渡台時間、祖籍地與來台祖的世代數。霞葛鎮江屋也有清楚的族

譜，自金豐發祥以降皆有詳細敘述。而竹圍江家比較可惜的是，譜牒散佚僅有系

譜圖一張，上面載有祖籍地與來台祖之名；至於仙塘江屋，宗祠在文革時期遭到

攻擊，許多珍貴的古物皆付之一炬，而重要的族譜也被焚毀，僅留下宗祠內之對

聯，說明了寧化開基與抗元明臣江萬里為其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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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21 仙塘江家宗祠內之對聯 

 

    根據現有手上的江氏族譜記載，110 代江萬頃，111 代江錡，113 代江濯新，

江濯新生四子，次子 114 代江季德生四子，長子與三子移居象頭，部份又移居東

山銅陵鎮、次子居城關江屋寨、四房移居饒平黃岡。90不過單單依靠祖譜的話，

難免會遇到通譜效應91的問題，畢竟查閱所有客家人的祖譜，最終都會指向福建

寧化石壁坑92所以還要從其他方面來求證。關於這點，筆者在永定高頭訪問當地

的江姓族人時，他們認為象頭江姓族人是自高頭搬遷過去；同樣的，詔安霞葛的

江姓族人也認為象頭江姓族人是自霞葛搬遷過去，而象頭江姓族人表示自己祖先

是自內山一代遷徙而來，但當筆者詢問是自何處遷徙而來時，卻無法說出一個詳

細的地名。 

                                                
90 江陽矩、江斗星：《江氏族譜》，（福建：霞葛江氏宗親會，2002），頁 50。 
91 通譜效應指的是在編篡祖譜時，礙於口述歷史的限制，往上溯源會有所中斷，只好透過通譜

把自身系譜接上該時代極有名望的人物，如江姓即接往江曄，劉姓接往劉開七，邱姓接往邱

成實等等。 
92 吳中杰，〈通譜效應與福客認同—以士林平等里鄒氏家族為例〉，收錄於《台北縣客家文化半 

年刊第三期》，(台北：台北縣文化局，2002），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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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僅可以找到片段記載與資料，根據上面口述歷史的看法，加上仙塘

江家宗族對聯上的文字指出來自寧化石壁坑，又依據民族遷徙路線來看，自內山

一帶往沿海一帶移動是說得通的，居住在象頭江家隔壁的涂姓（後代遷台居嘉義

朴子）、含英村林姓，皆是依循此一路線遷徙至此。因此，雖然缺乏直接證據說

明竹圍江家與鹿陶洋、油車兩個江家之關係，但依據以上幾個間接證據，我們可

以推估竹圍江家與鹿陶洋、油車兩家有族親關係。 

 

 

圖 3-22 江姓遷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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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其他江家系統 

 

    本地零零散散共有鹿陶洋、油車、下煙、東西煙、大林、鹿陶、竹圍、玉井、

楠西等幾個聚落，當地都以福佬語稱為：部落。當筆者詢問不同江家系統時，報

導人皆以某人是哪個部落來稱呼。 

除了本地區主要的三個江家系統之外，本區還散布了其他幾個小的江家系

統，包括下煙江家、楠西街江家與玉井街江家。至於大林、東西煙、鹿陶則因為

各姓皆有，江家比例上並不如其他聚落來的明顯，故不在此提出。 

    下煙庄位於東西煙旁，地勢較低之小聚落，煙一字之意應為指稱聚落之名

詞。因受到大環境影響，農業種植獲利不豐，庄內年輕人皆出謀生，年輕人都出

外工作，年長一輩又逐漸凋零，成為廢庄。現則因為下煙位處台三縣旁，交通方

便，遂又陸續搬入一些居民，但這些人已與以前下煙庄民完全不同。 

    楠西街江家，大體上幾乎不外乎從油車或鹿陶洋搬過去的，因此將本系統視

為油車江家與鹿陶洋江家之一部份。 

    至於玉井街江家，大多由竹圍江家搬去，故視為竹圍江家之一部分。 

    綜論本地的江姓系統，都沒有一個較大的家族，即便是最大的鹿陶洋江家從

來沒有出過一個能在台灣史上留名青史的人物，也沒辦法發展成像台灣五大家族

那樣的規模，關於這點筆者認為有三個原因，第一是位置因素，楠西地區太過內

陸，遠離平原地帶，往來不易交通不便，在台灣發展史上一直處於邊陲的位置，

無法發展起來，雖說本地在興建曾文水庫時，大量的人力需求帶來了大量的外來

工作人潮，曾經讓本地風光過一段時間，但隨著水庫修築完成，工人離開後，本

地也風光不再。第二是地形因素，同樣的本地實在太過深山，地形上十分山多平

地少，因此在農業時代無法發展大規定的農業。另外，受到地形影響，本地多山

容易藏匿土匪，本地一直是盜匪經常出沒之處，因此造成治安不佳，相對的也損

耗了家族實力。第三則是產業因素，受限於種種條件，本地農作物以水稻、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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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日治時期曾經因為玉井糖廠的因素而遍植甘蔗，也一度讓本地經濟情況頗

佳，但隨著糖價下跌，糖廠關閉後，種植甘蔗不再擁有高經濟價值，因此本地居

民也不再種植甘蔗。梅嶺舊稱香蕉山，意思就是本地主要作物為香蕉，然香蕉也

非高經濟價值作物。直到晚近玉井才開始種植高經濟價值的芒果，梅嶺也改種梅

子樹，並配合梅嶺之風景發展觀光產業。鑑於以上原因，可說本地江家面臨的是

先天不良的因素，才導致無法發展成台灣首屈一指的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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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江姓宗族文化表徵93 

 

第一節  聚落建築防禦設施：竹圍 

 

    眾所周知，鹿陶洋江家古厝是國內極少數，歷經兩百多年，規模仍能保持如

此完整，實屬不易。在古代，為了抵禦外侮，在聚落建築之外，還會搭建竹圍來

做防禦，至今我們仍多少能在一些地方找到當年竹圍的痕跡。 

古代中國南方，為莿竹的原生地帶，居住在本地的少數民族，很久之前就有

種植竹圍的習慣。晉戴元凱《竹譜》一書，就曾提及南方少數民族種植竹圍用以

防禦的情形。「棘竹又一名“笆竹”，節上都有刺，幾十顆為一叢，南方少數民

族種棘竹當城牆，一時間還很難攻下。」，文中棘竹就是我們俗稱的刺竹。 

根據黃叔璥〈番社采風圖考〉中的記載： 

 

刺竹：刺竹，番竹種也。大者數圍，高四、五丈；節密有刺似鷹爪。台人多 

環植屋外，以禦賊盜。94 

                                                
93 本處所指文化表徵，是以生活中一些物質或非物質事項，來表達江姓宗族在文化方面，有什

麼特殊之處。 
94 黃叔璥，〈番社采風圖考〉，收錄於《台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722：1957），

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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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刺竹，翻拍自番社采風圖考 

 

回顧中國華南一帶的歷史，自西晉五胡亂華以後，漢族南遷移民潮一波接著

一波，先來後到之間，或因為語言、習俗、宗教等因素產生歧見，分類械鬥情形

自是不可勝數。再者，自宋朝以降，本地亂事頻仍，又因地處華南，皇權鞭長莫

及，加上地形破碎，成為土匪窩藏的最佳地點。基於以上理由，居民們為了自保，

勢必要組成有別於官方武力的私人武力。在防禦事工上，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土

樓"，土樓建造耗時耗工，但乃是最堅不可破的防禦設施。鹿陶洋江家與油車江

家在詔安霞葛時，也是居住在土樓之中，不過因為地形、氣候等因素，並沒有出

現土樓這種建築。關於土樓，學界先進已多有研究，故不在此論述。有別於土樓

的耗時耗工，竹圍是極為便利與簡單的選擇，台灣竹子生長眾多，材料蒐集容易，

在經濟面看來，是極為省錢與經濟的選擇；在時間面來看，建造一個圍繞聚落之

外的竹圍，並不用多久的時間，是極為省時的選擇，甚至官方也將這竹圍應用到

對抗高山族之上，根據〈台番圖說〉表示： 

守隘：守隘，台郡各縣番民附近生番居住者，伐竹為欄，每日通事土目派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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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丁，各帶鏢鎗弓箭，以防生番出沒。95 

 

圖 4-2 守隘，翻拍自番社采風圖考 

 

在內山一帶開發時，不免受到原住民高山族的強力抵抗，不時出草導致墾民

身家性命受到威脅，故多設隘寮在前線做防禦的工作。這邊提到以竹為欄就是隘

寮以竹子做成籬笆，圍繞隘寮一圈以達防禦之效。 

台地早年亂事頻仍，有所謂"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官府為鎮壓亂事長

疲於奔命，鎮守台地之軍隊素質良莠不齊，每遇亂事常未能有效鎮壓，而需向內

地調兵。有鑒於此，官府決定不築城堡，以避免遭到賊人攻佔，欲奪回時難上加

難，僅築土堡或在城外種植竹圍來防禦。 

台灣南北部民居受到地形等因素影響，形成北部多散居南部多集居之情形。

又因南部集居型態，居民常以一個或數個集村為單位，將近圓形之格局種植刺

竹，乃至於有大肚溪以南「任三家之村而亦植竹」之說。96 

筆者探訪過江家大陸的祖籍地，發現原來他們在原鄉也有種植刺竹當作防禦

                                                
95 黃叔璥，〈台番圖說〉，收錄於《台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722：1957），

頁 69。 
96 高拱乾，《台灣府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696：1957），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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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因此問題來了，究竟江家人是將大陸就有的種植竹圍的習慣帶來台灣，

還是來台後向原住民學習種植竹圍的技術？根據殷可馨的說法，應該可以做一個

合理的解釋，她認為：漢人在大陸時就擁有種植竹圍的習慣，而台地原住民也有

種植竹圍之習慣。漢人遷台後，依據撞球理論將平埔族驅趕入山區後，平埔族原

居地留下不少竹圍之遺跡，漢人利用在大陸就擁有之技術，加上平埔族人留下之

設施，將之加以更新改良。97 

 

楠西江家竹圍使用情形 

 

經筆者訪查，鹿陶洋江家早年遍植刺竹當作籬笆防禦，油車江家也有同樣之

情形，竹圍江家就更不用說了，從聚落名就可得知竹圍江家早年遍植竹圍。早年

大武壟一帶，地處內山，居民成分複雜，官府鞭長莫及，導致治安不佳，流寇土

匪之流不時出沒。 

一曰台灣羅漢門巡檢分轄地界：查台灣縣舊設新港巡檢一員，乾隆二十六年

移置羅漢門，介居台、鳳二邑之間。該處有內門、外門二處，歷來南北匪徒勾結

滋事，即由此門往來，實為居中扼要之區。98 

官府每欲圍剿捉拿，賊人變遁入山中，待官軍走後再出來作亂，江姓族人深

苦於此，只好組成私人武力；防禦方面則在聚落外圍遍植竹圍，讓賊人進攻不易，

以形制來說，本地三個江家之竹圍都是典型的「集村型竹圍聚落」，在守備上，

有較佳的防守效果，甚至可以採用正面迎擊的方式，積極防禦。其防守效益，基

本上不輸官方城池，有時甚至比官方城池更為嚴密。99而鹿陶洋更在聚落中搭建

「客鳥巢」。 

                                                
97 殷可馨，《台灣漢人竹圍形制之研究》（台北：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4），頁 21~26。 
98 藍鼎元，〈檄諸將弁大搜羅漢門諸山〉，《鹿州文集》，收錄於丁曰健《治台必告錄》，（台北：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99 殷可馨，《台灣漢人竹圍形制之研究》（台北：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4），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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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台灣內地山番地風俗圖〉的記載： 

哨望:社番擇空隙地編藤、架竹木，高建望樓。每逢稻田黃茂、收穫豋場之 

時，至夜呼群扳緣而上，可以矚遠；持械擊柝，徹曉巡伺，以防奸宄。100 

 

圖 4-3 哨望，翻拍自〈台灣內地山番地風俗圖〉 

 

或說望樓、望高寮，這是聚落裡面另一種防禦設施。所謂登高望遠，在聚落

內搭建高的建築物，視野就能看的更遠，也就能更早察覺到遠方敵人出沒，讓聚

落內的居民提早做出準備。鹿陶洋江家所謂「客鳥巢」應該就是這邊所提到的望

樓。除此之外，據聞鹿陶洋江家對面山上曾是一處土匪窩，與鹿陶洋江家對峙多

年，江家甚至購買大砲等武力，來嚇阻對方之行動。 

    竹圍江家自建庄後變開始沿著聚落外圍栽種刺竹，由於一到本聚落首入眼簾

的，便是密不透風的刺竹圍，故當地人直接以竹圍當作該聚落的名稱。後來陸續

增加不同的防禦設施，逐漸增強防禦之效，像是柵欄、槍孔等設施一應俱全。當

地人流傳一句俗諺：「掠豬傷驚竹圍仔。」可見竹圍江家竹圍嚴密之程度。 

    以時間點來看，究竟楠西地區竹圍之發展，在何時發展到如此精密完整？殷

                                                
100 黃叔璥，〈台灣內地山番地風俗圖〉，收錄於《台海使槎路》，（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722：1957），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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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馨認為，從文獻對清代幾個重大亂事的記載，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竹圍形制的轉

變，清初朱一貴事件（1721）時，文獻僅有竹林的描述，但無竹圍防禦；清中葉

林爽文事件（1786）時，文獻記載了明確的竹圍防禦，但攻防技術尚未成熟；清

末之戴潮春事件（1862）時，文獻則記載竹圍菁密，比城尤堅固。101江如南在 1761

年來台，其他兩個江家系統更晚。比照上面的分類，可知江如南來台後，台灣已

有種植竹圍之技術，但尚未成熟，大概經歷過一百年左右的發展，竹圍形制才發

展到如此精密完整。 

 

 

    圖 4-4 竹圍聚落內部情景          圖 4-5 竹圍聚落民居之防禦槍孔 

 

當然，竹圍有以上諸多優點，自然有其缺點。竹圍做於一個防禦設施，其實

防禦功效並不大，與石牆等城牆相比，竹圍的堅固程度自是差上一截。噍吧哖事

件時，竹圍庄遭到日人屠村報復，居民死傷不可計數。據聞當時江姓族人依靠竹

圍躲在庄內，日人放火燃燒竹圍，造成江姓族人無處可逃，為了避免被火燒傷只

好從柵門逃出，日人在柵門外等候，逃出者自是難逃遭到日人射殺之命運。 

隨著年代的推進，各種社會環境因素大大不同，竹圍之功能已不再顯著，於

是就被現代建築所取代。在日治時期，因為當時瘧疾肆虐，庄外刺竹都是用糞便

灌溉，日人覺得不衛生，便強制將刺竹全數拆除，目前僅能在聚落外圍處，找到

                                                
101 殷可馨，《台灣漢人竹圍形制之研究》（台北：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4），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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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仍在繼續生長的竹子，算是鹿陶洋江家僅存有關竹圍之遺跡。 

而竹圍江家有關的遺跡幾乎都在噍吧哖事件中遭到焚毀，僅有一兩棟建築倖

存，以及槍孔留作對當年大屠殺之憑弔。最近聽聞竹圍村村長似有意重新大量種

植竹，說欲恢復古早竹圍庄之聚落風貌，讓後代緬懷當年之景象。 

 

第二節  防禦組織：宋江陣 

 

一、宋江陣的由來 

 

    關於宋江陣的由來說法很多，傳統說法是認為，宋江陣是由水滸傳宋江攻城

的陣法，因此就命名為宋江陣。 

根據《台灣民俗》的記載： 

宋江陣的陣型，傳係出自水滸傳宋江攻城所用的武陣，有頭手一人在中心指

揮，另有三十多人，分成兩對，各十八多人，為做雙重，然後外圍列向左邊，

內圍列向右邊交互打進，此時鳴鑼打鼓助其打勢。其所持的武器有藤牌「盾」

八面，撻刀、單刀、雙刀各四支、鉤四支、叉三支、齊眉（木棒）二支、雙

斧二支。102 

雖說宋江與梁山好漢乃真有其事，加上宋江陣的陣法與人數多少都有水滸傳

的影子，但是水滸傳故事畢竟是虛構，所以此說並非真實，不被多數學者接受。 

另一說是宋江陣是由台上走向台下之說，清代福建一帶流行高腳戲，每逢迎

神賽會時節，村民都會粉墨登場，加上清代人民受異族統治，素來仰慕水滸英雄，

故表演時常會扮演成水滸英雄。原是業餘的表演性質，後逐漸轉變為專業的戲

班，在武打的基礎上表演梁山好漢，人稱「宋江仔」，最後從台上走向台下，逐

漸演變成宋江陣，此一說法有部份學者支持。103 

                                                
102 吳瀛濤，《台灣民俗》，（台北市：眾文圖書，1992），頁 330-331。 
103 黃淑芬，《宋江陣》，（高雄:高雄縣立文化中心，1999），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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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一種說法指出這是鄭成功時代寓兵於農的遺留現象。明鄭時期，

鄭氏經營台地，將台地作為反清復明之基地。然而面臨清朝與洋人的虎視，鄭氏

有採用寓兵於農的政策，平素分派到各地務農，戰事一起乃徵召作戰。現台地新

營、柳營、下營、左營、前鎮等地都是明鄭時期留下的地名。 

明鄭軍隊當中有許多人是綠林好漢出身，自是對梁山好漢多所崇拜，使用宋

江陣便於號召這些綠林好漢，並使之有認同感。鄭氏認為這些兵平素忙於農事，

久未訓練，為免戰時武備鬆弛，乃利用宋江陣在農閒節慶

時期，加強軍事訓練，以達到抵禦外侮之效，此一說法普

遍受到學者接受。104 

 

二、鹿陶洋宋江陣成立時間 

 

早年鹿陶洋江家即有打宋江陣之習俗，關於鹿陶洋宋

江陣究竟有多久的歷史，江家族人說法不一，一般可接受

的說法是至今已經有 171 年的歷史。張慶雄認為，鹿陶洋

江家自中國來台後，楠西一帶地處偏僻、盜賊肆虐、官府

力量鞭長莫及，為達到自保之目的，江家族人乃成立護衛

鄉里的團練組織，後來逐漸演變成鹿陶洋宋江陣。從鹿陶

洋江家神明廳內擺設之兩支頭旗來看，上面記載著：「明

治四十二年(1909 年)九月鹿陶洋庄置」，由此看來，鹿陶洋  圖 4-6 宋江陣頭旗 

宋江陣最少有一百年以上的歷史，但確切的年代仍無從考據。105 

 

三、演變過程 

                                                
104 蔡敏忠、樊正治、林國棟，《體育學術研究報告之七－宋江陣研究》，(台北：體育司，1983)，

頁 7。 
105 張慶雄，《鹿陶洋宋江陣研究之研究》，(台南：國立台南大學體育科教學碩士班，2005)，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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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陶洋宋江陣從成立至今超過百年，不免因為年代久遠導致失傳、中斷的情

形。演變過程論述部份，筆者引用張慶雄（2005）的論述，並將其分成六個階段，

謹述如下： 

第一階段是指江如南渡海來台，到楠西一帶開墾，最後定居於鹿陶洋，逐漸

落地生根的過程。經由一百多年的發展，江家從人丁單薄的小家族，逐漸變成人

丁興旺的大家族。並在 1906 年（明治三十九年、光緒三十二年）成立祭祀公業，

並於該年由族長帶領下，重修鹿陶洋江家宗祠。本階段因為鹿陶洋江家在台地尚

未站穩腳步，因此仍在發展，為下個階段成立宋江陣做準備。 

第二階段是從明治四十二年（1909）開始，當時日本殖民政府為了防堵民亂

推行保甲制度，由地方人士自行組織團練，以達保衛鄉里之目的，而保正人選是

由當地名望士紳出任，在楠西地區自是由鹿陶洋江家族人當中挑選。該年由保正

江萬全帶領附近庄頭的村民（包括油車江家）建立鹿陶洋宋江陣，當時田府元帥

藉由乩童葉達，教導村民宋江陣之陣法、武術等等。 

第三階段是從昭和十一年（1936）開始，這年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在台灣推行

皇民化運動，所有的台灣人都要徹底的同化成日本人，許多民俗活動都遭到禁

止，傳統信仰亦不能倖免於難，除此之外還強迫人民祭拜日本神道教的天照大

神，並且必須參加神社活動，許多廟宇神像於此時都難逃被銷毀之命運。國府來

台後，因處於戒嚴時期，對許多民俗活動也是持反對態度，並認為宋江陣聚眾結

社，武刀弄槍，實非善良風俗，也曾發生取締宋江陣的新聞。 

第四階段從民國五十二年（1963）開始，當時政經社會都面臨轉型，朝向農

業發展工業，工業協助農業的方向，楠西地區也受到影響，經濟上漸趨穩定。民

國五十二年在江萬金、江窗、江明順等老宋江陣的隊員號召下，鹿陶洋宋江陣重

組。本時期楠西地區在民國五十六年（1967）開始修築曾文水庫，本地湧入大量

勞工，本地因此發展的十分熱鬧。這些從外地而來的勞工，需要心靈上的慰藉，

常須要到廟宇祈求平安，因此本時期之廟宇發展的非常興盛，鹿陶洋宋江陣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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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也運作的極為良好。 

第五階段從民國六零年代（1970s）開始，確切時間無從考證。第四階段時，

鹿陶洋宋江陣運作情形十分良好，各大小廟會常可見到鹿陶洋宋江陣之身影，對

於各種節慶活動，鹿陶洋宋江陣是採取積極參與的態度。不過在六零年代，確切

時間不詳，一次楠西北極殿的廟會活動中，因細故與另外一支宋江陣隊伍起衝

突，差點引發全面械鬥。另外，此時期社會逐漸轉向工業為重，加上曾文水庫完

工，青壯人口大量開始外流，老年人口又逐漸凋零的情況下，鹿陶洋江家族人經

由討論，最終決定停練，鹿陶洋宋江陣再度解散。 

第六階段從民國八十五年(1996)開始，民國八十三年鹿田社區發展協會成

立，由江水河擔任理事長，並且聘請留學西班牙歸國之賴佳宏先生擔任總幹事，

賴先生知道政府於此時大力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便與成大建築系王明蘅教授一同

向文建會申請空間美化計畫。台南縣政府文化局經由調查後將江家古厝列為傳統

空間文化範本；文建會也將江家古厝納入空間美化計畫之中，其中該計畫分為軟

硬體兩方面，硬體方面著重在建築物之維修；軟體方面則著重在宋江陣的再現。 

於是理事長江水河積極奔走，找到三十多年前的老隊員江幸雄與江庭英，由

他二人擔任教練指導大家訓練。人員方面則發出消息，並透過村里大會詢問眾人

意見，出乎意料得到眾人響應。最後由鹿陶洋江家公司撥款三十萬元，鹿陶洋宋

江陣便開始重新演練，於八十五年四月至楠西北極殿拜旗，宣告鹿陶洋宋江陣重

現江湖。106 

筆者將上述演變過程，經由整理與分析之後，製成表格如下： 

 

 

 

 

                                                
106 張慶雄，《鹿陶洋宋江陣研究之研究》，(台南：國立台南大學體育科教學碩士班，2005)，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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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至明治四十二年(1909) 準備期 

第二階段 明治四十二年(1909)至昭和十一年(1936) 開創期 

第三階段 昭和十一年(1936)至民國五十二年(1963) 停滯期 

第四階段 民國五十二年(1963)至民國六十年代(1970s) 重組期 

第五階段 民國六十年代至民國八十五年(1996) 停滯期 

第六階段 民國八十五年(1996)迄今 再興期 

 

四、道具與陣式 

 

 鹿陶洋宋江陣屬於三十六人陣，所使用的器具共十六

種，包括：頭旗、雙斧、頭耙與二耙、齊眉棍、單刀、鈎

仔、鐵杈、鐮仔、關刀、藤牌牌刀、雙刀、鐵尺、雙鐧、

雨傘、雙劍與丈二。其中關刀因為過重，所以並不參與陣

式的演練。 

    陣式上則包括：發彩、請旗（拜宋江爺）、打圈後舉旗、

開四門、七星陣、八卦陣、水車陣、內外巡城、龍門陣、

蜈蚣陣、黃蜂結巢與石頭陣。  

 

五、參與成員 

 

傳統上鹿陶洋江家只有鹿陶洋江家人才能參加，不過

自民國八十五年，鹿陶洋宋江陣重組後，情形大有改變。

社區營造精神在於凝聚居民對於社區之認同意識，故不應 

侷限鹿陶洋江家，於是在招募人選時，打破傳統之藩籬，  圖 4-7 宋江陣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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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邀四方民眾參加。經由比對民國八十五年鹿陶洋宋江陣組成成員名冊107與民國

九十三年鹿陶洋宋江陣成員名冊，108我們發現鹿陶洋宋江陣成員組成，大體上是

鹿田村附近幾個庄頭之居民，包括鹿陶洋、大林、下煙、油車與東勢。因此我們

可以得知，楠西地區主要三個江家系統中，僅有竹圍江家並沒有參與鹿陶洋宋江

陣。 

 

六、與內門宋江陣之關係 

     

由於楠西地區之地緣關係，讓人不免聯想到與內門宋江陣之關係，然透過口述歷

史與相關文獻之記載，關於鹿陶洋宋江陣之成立之種種傳說，都沒有提及內門宋

江陣，僅提到因為本地土匪猖獗，居民乃組織宋江陣以保衛鄉里。宋江陣成員也

未向內門請求武師前來教授，而是田府元帥透過乩身降駕，教導成員陣式與步

法。由此可知，鹿陶洋宋江陣與內門宋江陣並無關聯。 

 

第三節  信仰祭祀 

 

一、東峰公太 

 

「東峰公太」109又名「東峰大帝」、「東方大帝」，為汀州客屬代表信仰之神，

關於東峰公太之由來說法不一。傳統上被視為南宋末年在崖山跳海自殺的忠臣江

萬里，不過近年來經過學界多方研究之後，證實「東峰公太」另有其人。根據江

明和的考證，「東峰公太」應為明代的江寬山。 

                                                
107 王明蘅、賴佳宏，《台南縣楠西鄉江家古厝傳統建築空間美化計畫報告書》，(台南：台南縣文

化中心，1997)。 
108 張慶雄，《鹿陶洋宋江陣研究之研究》，(台南：國立台南大學體育科教學碩士班，2005)，頁

81。 
109 「公太」為客家人稱呼曾祖父之專有名詞，福佬人多用「阿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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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峰公諱寬山，號烈軒，字東峰，明嘉靖三十六年歲次丁巳廣東饒匪張璉倡

亂，劫掠鄉邑，民不寧，公率三子一弟二姪及鄉勇力禦，履破賊陣，南溪一役，

誅賊數百眾，一時匪跡乃斂；後因救援苦竹之難，誤入重圍，卒英勇陣亡。公於

清初顯聖，險助道台衛紹芳，以平閩賊溫丹師之亂，因此奏封「烈軒義勇」，衛

道台親懸聖旨一匾額，並撰文躬祭公祠。110 

參考系譜我們可以得知，「東峰公太」屬於永定東山房一派，素被永定江姓

族人視為祖先與守護神，祖籍永定之江姓族人渡台時，多攜帶「東峰公太」之香

火來台，將之供奉在宗祠中，日夜膜拜。像是台北三芝江家、板橋江璞亭江家、

嘉義大林江家等，都有奉祀「東峰公太」。 

 

 

圖 4-8 東峰公太遺像，筆者            圖 4-9 江家神主牌，前方為東峰 

攝自板橋江璞亭公祠        公太神像，筆者攝自板橋江璞亭公祠 

 

由此可知「東峰公太」與詔安霞葛一系並無直接關係，加上筆者到詔安訪查

的結果發現，詔安霞葛江姓族人並無祭祀「東峰公太」之習慣，甚至從未聽聞過

「東峰公太」。那麼，鹿陶洋江家口耳相傳，開基祖江如南渡台時，攜帶「東峰

公太」香火111一事未必全然屬實。依照台灣江姓族人散佈之情形來看，筆者認為

                                                
110 江明和，《鹿陶洋與宋江陣》，（台中：行政院文化建設委會中部辦公室，1999），頁 36。 
111 先民渡台時，欲攜帶原鄉之神明來台祭拜，但神像體積過大攜帶不便，乃有香火之出現。所



 

 80

或許是渡台後，遇上如嘉義大林等地之永定江家，發現該處有奉祀「東峰公太」

之習俗，乃向其分香而來。 

關於鹿陶洋江家奉祀「東峰公太」有一趣聞，約於昭和初年(1940s)年代左右，

鹿陶洋江家突然怎麼樣都生不出男丁，只好向外招贅，於是該時期出現了大量的

招贅婚。直到江家族人求神問卜才得知，因為「東峰公太」已經位列仙班，不應

該將其供奉在祖祠中，乃將其移至神明廳中，並更名為「東峰大帝」。112 

 

 

圖 4-10 鹿陶洋江家神明廳，從左到右分別為： 

觀音佛祖、李府千歲、田府元帥、東峰大帝與觀音菩薩 

 

另外，當時風水師曾提及「公媽坐分金」，所以江家族人又將歷代祖先之神

主牌位從祖祠移至神明廳中，一起受到族人的日夜香火祭拜。神主牌移至神明廳

後，擺放位置是在眾神像之後，所以有著「神在前、祖在後」的奇特擺設，有別

於傳統客家的「祖在廳、神在廟」。 

筆者在採訪時，聽聞鹿陶洋江家人表示早年並無東峰公之金身，是大約在民

國 70 年左右，江登坵先生在嘉義遇見該地江家族人，發現他們也有祭祀東峰公

                                                                                                                                       
謂香火就是向該神求得之符，將之包裹在一個小包包中並配戴在身上，以期受到該神祇之保佑。 

112 戴介三，《鄉村聚落之集體記憶分析~以台南縣楠西鄉鹿陶洋江家為例》，(台中：中興大學農

村規劃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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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於是決定將鹿陶洋江家內的東峰公太雕塑金身。 

在鹿陶洋江家參與社區總體營造提昇曝光度之後，全台各地不少江姓族人都

跑來認親，鹿陶洋江家遂於每年「東峰公太」聖誕日，農曆十月二十一日該週週

末，舉行「江氏宗親會」的聚會活動，宴請來自四方的江姓宗親，席開約三四十

桌，也可將其視為「吃公」。 

 

二、李府千歲 

 

千歲又稱王爺，是台灣地區最盛行的道教信仰之一。王爺信仰多半採行「數

年一醮」，數年辦一次大型祭祀，香火隆重，另如有災禍或瘟疫時，亦可請王爺

至該地區鎮壓。「王爺信仰」最盛於南台灣，與中台灣的媽祖信仰並稱。據 1960

年代所作的調查分析，全台寺廟所供奉之主神共有二百四十七種之多，其中具有

廿座以上的寺廟者有廿九種，超過一百座以上的有九種神明，最多的是王爺，共

有七百一十七座，足見王爺信仰的普遍。另外，王爺只稱姓氏不稱全名，僅以「某

府千歲」來稱，若該廟奉祀複數的王爺，則以數量稱之，如「南鯤鯓代天府」的

「五府千歲」。113 

 

 

                                                
113 朱介凡，〈台灣的瘟神〉，（南投：台灣風物卷十七第五期，1967），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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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南鯤鯓代天府。 

 

 關於王爺的由來共分為三種系統：一、瘟神系統，二、英靈系統，三、鄭成

功系統。瘟神系統相傳是李、池、吳、朱、范五姓結義兄弟，發現村中井水遭人

下毒，為警示村民，乃親自喝下毒水。五人病逝後，玉皇大帝嘉許其義行，令他

們五人「代天巡狩」，意即代替玉帝巡狩人間，也因此許多王爺廟宇都稱作「代

天府」。英靈系統則祭拜一些受人尊崇的英靈，如一些廟宇奉祀的謝府千歲，代

表的就是東晉名臣謝安。鄭成功系統則代表清領時期，某些不願意接受清朝統治

的人民，只好將心思放在信仰上。某些廟宇祭拜的朱府千歲，其代表的就是鄭成

功祖孫（鄭成功被賜姓朱）。114 

    王爺信仰向來被視為福佬人專屬信仰，客家人並沒有祭祀王爺之習慣，台北

三芝江家祭祀水口「民主公王」，以神格地位來說，公王就等同於王爺。身為客

屬的鹿陶洋江家為何會去祭拜屬於福佬人之王爺？這問題實在耐人尋味。江家族

人對此並不是非常清楚，僅知鹿陶洋江家祭拜的「李府千歲」是昭和六年族人江

金安奉祀由麻豆代天府分香而來，同時間也請了一尊觀音佛祖，原本在自家供

奉，後來才轉到神明廳供奉。每年農曆四月二十六日，「李府千歲」聖誕，皆會

                                                
114 黃文博，〈台灣的王爺信仰〉，收錄於魏淑貞等編撰《台灣廟宇文化大系(四)：五府王爺》，（台

北：自立晚報，1994），頁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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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麻豆代天府請火、過爐。 

筆者推估鹿陶洋江家奉祀「李府千歲」的原因，若跳脫一切回歸基本面，以

人神互利的觀點來看，或可推估族人江金安生病或遭遇困難，但求神問卜皆不得

要領，而附近村民聽聞麻豆代天府「李府千歲」之威名，乃將神明請來，最終問

題得以解決，鹿陶洋江家也因此開始奉祀「李府千歲」。 

    另外，江家後代，目前於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班進修的江佳眉，則

有不同的想法，她認為這乃是「去客家」的表現。這種狀態常見於台地其他許多

福佬客，對於己身的客家身份不表認同，或是不敢認同，對於外人詢問其客屬身

份時，都會表示自己並非客屬。或許鹿陶洋江家就是在此情況下，尋求一個福佬

信仰，透過「李府千歲」來得到附近福佬族群的認同。 

 

三、觀音菩薩 

 

在中國，對觀世音菩薩的崇拜最早於公元前一世紀隨著佛教的傳入而開始，

並於七世紀中葉傳入朝鮮和日本。觀世音菩薩信仰在七世紀也傳入西藏，在藏傳

佛教中叫做 Chenrezig，以四臂觀音的法相為主，達賴喇嘛被認為是其化身。宋

朝以前，觀世音菩薩為男性形象，《華嚴經》中形容觀世音為勇猛丈夫，《悲華經》

則稱善男子，後來應廣大信眾的願求轉化為女性形象，以女性的母愛和慈悲來感

化救度眾生。觀世音菩薩的起源目前已不可考，在大乘佛教的信仰中，稱他是阿

彌陀佛西方淨土中的大菩薩，如《無量壽經》記載觀世音菩薩與大勢至菩薩同為

西方極樂淨土中阿彌陀佛的左右侍菩薩。悲華經》敘述阿彌陀佛於過去生中曾為

轉輪聖王，他有一千個兒子，長子名不咰，他出家之後，即號「觀世音」；在久

遠的將來，阿彌陀佛涅槃後，他將候補成佛，號「普光功德山王如來」。而在其

他經典上說此觀世音菩薩，於過去無量劫中，早已究竟成佛，名號『正法明如來』，

釋迦牟尼佛曾經是他的弟子。由於他的大悲願力及所發菩提心，為了安樂一切眾

生成就一切眾生的道業，故仍然示現為菩薩。因祂以救苦救難為己任，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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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間的影響極為深遠。115 

觀世音在民間的形象取決於當地風俗，還有經歷過的時間、歷史等，是百姓

信仰的產物。 

據《悲華經》卷二記載，觀世音本名不煦，是無量劫前轉輪聖王無諍念的長

子，因為其在寶藏佛前發願：「願我行菩薩道時，若有眾生遭受種種苦惱恐怖，

退失追求正法的信念和力量，墮落到沒有光明的大黑暗處，身心不安憂愁孤獨貧

窮困苦，沒有人可去請求保護，沒有依靠也沒有屋舍。如果他能夠憶念我，稱念

我的名號，那求救的音聲被我天耳所聞，被我天眼所見，如是一切苦難眾生，若

我不能為其免除如此種種痛苦煩惱，則終不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果。」寶

藏佛即為祂授記：「善男子！汝觀人天及三惡道一切眾生，發大悲心。欲斷眾生

諸煩惱故，欲令眾生住安樂故，善男子！我當字汝為觀世音。」此說菩薩因地具

大悲心，普令眾生離苦得樂，因此寶藏佛為其命名觀世音。116 

    此後道、佛二教互相滲透、互相吸收，共同信仰觀音。宋朝之後出現了按中

國宋代仕女形象而塑造的魚籃觀音、白衣觀音等，並逐漸成為主流。 

道教則認為祂善於救助婦女兒童，協助孕婦順利生產，因此又稱之為「觀音

大士」、慈航真人、慈航大士等，民間常尊稱祂為「送子觀音」，甚或送子娘娘。

觀世音菩薩，在道教和民間的香火都十分旺盛。在一貫道中稱為「南海古佛」，

可見其在民間信仰的鼎盛。 

在中國華南、台灣等地，觀世音菩薩的形象被非常顯著的型塑為女性，常被

尊稱為「觀音媽」，又因為觀世音菩薩過去早已成佛，只是為了要救濟眾生乃倒

駕為菩薩，所以常被尊稱為「觀音佛祖」，或直接稱「佛祖」。台灣人認為，觀世

音菩薩以慈悲心著稱，大士爺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所以大士爺頭頂觀世音菩薩

像，每到中元鬼門開時，負責救渡、布施流浪在陽間的亡魂，鬼門關時則負責驅

趕不願回到陰間的鬼魂。中國民間的觀世音菩薩像，常有善財、龍女兩神祇服侍

                                                
115  陳文祥，《台灣民間觀音崇拜的研究》，（台北：橄欖基金會，1985），頁 11。 
116 曼陀羅室主人，《觀世音菩薩傳》，（台中：聖賢堂，1980），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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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菩薩左右兩旁。另外，觀音還有許多化身，如：慈航大士、魚籃觀音、千手千

眼觀音。 

    鹿陶洋江家有兩尊觀音，一尊是供奉在最左邊的觀音佛祖，另一尊是供奉在

最右邊的觀音菩薩，觀音佛祖是昭和六年族人江金海請來的，觀音菩薩據聞也是

族人私自供奉，至公廳建好後，才移至公廳供奉。 

   油車江家宗祠內也奉祀觀音，報導人江崛雄先生表示，油車觀音是祖先自大

陸請來，並且奉大岡山超峰寺之觀音佛祖為祖廟。報導人也表示，從該廟宇的神

像大小可以得知是否真是從大陸請來，若神像體積較小，則可以確定是自大陸迎

來；若神像體積較大則非，因為先人要背負那麼大的神像從大陸來台，還要搭船

渡過險惡的黑水溝，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攜帶香火來台，在台灣再塑神

像才有可能。 

 

 

圖 4-12 油車江家宗祠內奉祀之觀音佛祖 

 

同樣的竹圍江家宗祠內也奉祀觀音，被稱為「竹圍佛祖廟」，奉祀觀音的確

切年代已不可考，僅知竹圍觀音是由六甲鄉赤山龍湖巖分香而來。另外，竹圍江

家也有跟鹿陶洋江家一樣「神在前，祖在後」的情形。 

由此可知，楠西地區主要三個江姓系統所奉祀之觀音，來源皆不相同。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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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若以地域性來推斷，北邊一點的油車江家觀音應該奉赤山龍湖巖為祖廟，南

邊一點的竹圍江家觀音應該自大岡山超峰寺分香過來。然而實情卻恰恰相反，北

邊一點的油車江家奉大岡山超峰寺為祖廟，南邊一點的竹圍江家卻是自赤山龍湖

巖分香而來。 

 

 

       圖 4-13 竹圍江家宗祠                圖 4-14 宗祠內部情景 

 

四、田府元帥 

 

田府元帥又稱田元帥、田公元帥、田都元帥與相公爺。與西秦王爺、老郎神、

二郎神一樣都是音樂界、戲劇界的保護神（祖師爺）。關於田府元帥的由來，歷

來有兩種說法，其一：田府元帥姓雷名海青，福建省泉州府南安縣羅東鎮坑口村

人，是唐玄宗時代的樂官，在安史之亂中罹難。有一次唐玄宗被叛軍圍困時，祂

顯靈救駕，並且在天空中擺出「雷」字軍旗，但「雷」字被雲遮住一半，唐玄宗

看成「田」字，於是封他為田都元帥。其二：田都元帥是漢朝的謀臣陳平，傳說

漢高祖討伐匈奴時，被冒頓單于圍困，陳平製造了許多美女形狀的傀儡，在城頭

揮舞。並欺騙單于之妻閼氏，漢朝要以大量美女，獻給匈奴，以求和平。閼氏怕

自己從此失寵，於是勸冒頓單于退兵。而陳平也因此軍功，被視為「元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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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奉為戲劇之神。因「陳」、「田」古音相同，故世人尊稱其為「田都元帥」。117 

田府元帥素來被視為戲曲之神，台灣的戲班幾乎都會奉祀田都元帥，其中高

腳戲也不例外。高腳戲源於清中葉，原是村民在年節時期扮演成梁山泊人物，搭

配鑼鼓與小調，參與遊行或是表演一段短劇。後來逐漸演變成專業戲班，人稱「宋

江仔」，又逐漸演變成宋江陣。因為高腳戲祭拜田府元帥，所以宋江陣也會去祭

拜田府元帥。 

鹿陶洋江家奉祀之田府元帥，原本在附近崎仔頂一帶，後來才遷到宗祠內奉

祀。第一帶乩童是江清川之祖父，第二代是葉達。日治時期日人焚毀神像，江瑞

榮先生將田府元帥之神像私藏起來，另外交出附近民宅私人供奉的神像，才逃過

一劫。118 

    鹿陶洋江家有宋江陣隊伍，自然也會祭拜田府元帥。當初鹿陶洋組織宋江陣

時，就是由田府元帥透過乩童降駕，教導村民組織宋江陣，以達保衛村里之目的。

每年農曆二月二十六日，田府元帥聖誕時，是鹿陶洋江家一年之中相當重要的節

慶日，江家人都稱呼為「神明生」。每年此時，都會祭拜田府元帥，並且演練宋

江陣，最後再宴請眾親友，也算是「吃公」的一種。宋江陣隊員共三十六人，三

十六個家庭換算起來可達上百人，也就是說一次出陣就可以影響到上百人，可見

田府元帥在鹿陶洋江家中影響力之大，可算是鹿陶洋江家奉祀的神明當中，被視

為最重要的一位。 

 

五、玄天上帝 

 

玄天上帝，全稱北方真武玄天上帝，也稱北極玄天上帝。常被簡稱為北帝、

真武大帝或玄天上帝。其又有玄武大帝、北極大帝、北極佑聖真君、開天大帝、

                                                
117 徐亞湘，《台灣地區戲神－田都元帥與西秦王爺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

士論文，1992），頁 18。 
118 張慶雄，《鹿陶洋宋江陣研究之研究》，(台南：國立台南大學體育科教學碩士班，2005)，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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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武神等稱；俗稱上帝公、上帝爺或帝爺公。其象徵北極星，為統理北方之道教

大神，航海人常仰賴北極星來辨認方向，故也會祭拜玄天上帝。因北方在五色中

屬於黑色，又稱黑帝。119 

玄天上帝亦是明朝鎮邦護國之神、戰神，明成祖朱棣起義就打著玄天上帝的

名號，事成之後明朝官方開始建立許多玄天上帝廟，並由官方祭祀。北帝據說擁

有消災解困，治水禦火，護持武運及延年益壽的神力，故被視為戰神與長壽的象

徵。 

根據《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表示，玄天上帝是太上老君第八

十二次變化之身，托生於大羅境上無慾天宮，為凈樂國王及善勝皇后之子。皇后

夢而吞日，覺而懷孕，經一十四月及四百餘辰，降誕於王宮。後既長成，遂捨家

辭父母，入武當山修道，歷 42 年功成果滿，白日昇天。玉皇大帝有詔，封為太

玄，鎮於北方，在祂消滅龜蛇二精之後被原始天尊封為玄天上帝。 

至於台灣關於玄天上帝的傳說則相當不同，在台灣的傳說中玄天上帝原是一

名屠夫。有一天，屠夫大徹大悟，覺得每日都在做殺生的工作，實在有損陰德，

於是當下決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為表示修道決心，他開腸剖肚丟入河中，因

而得道。 

    相傳玄天上帝某日遇見龜、蛇二精在做亂，為了擊敗兩妖，乃以自身三十六

部將為抵押，向保生大帝商借寶劍。玄天上帝有了寶劍助威之後，成功制服兩妖，

將兩妖納為座騎，然而玄天上帝發現若將寶劍歸還，則兩妖又會重新開始興風作

浪，只好一直佔據不還，保生大帝也就乾脆不歸還玄天上帝的三十六部將。而玄

天上帝只要一將寶劍脫手，寶劍便會自動飛回保生大帝身上之劍鞘，故許多玄帝

上帝之神像都可見到玄天上帝緊握寶劍之姿，雙腳踩踏在龜蛇之上。關於以上的

傳說故事，從玄天上帝代表北方，而中國傳統鎮守北分的神獸為「玄武」，其形

象就是龜蛇，這樣就不難去理解其背後意義，也因為這個傳說，許多廟宇都會在

廟中飼養烏龜，一則是因為龜是玄天上帝之座騎，二則是龜有象徵長壽的吉祥意

                                                
119 胡淑花，《上帝公之由來》，（台南：台南文化第三期，1977），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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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120 

 

 
圖 4-15 大武隴北極殿內天井飼養之烏龜 

 

    楠西地區較為知名的北極殿有三間，地方上祖、子、孫來稱呼這三間廟，分

別為：祖，玉井鹿陶的「鹿陶開基北極殿」、子，玉井街上的「玉井北極殿」，以

及孫，楠西街上的「楠西北極殿」。但這三間廟宇以「玉井北極殿」最為知名，

香火也最為鼎盛，更分香許多地方，該廟之管理委員會運作情形十分良好，常舉

辦各種活動，與玉井鄉民互動極佳；反倒是「鹿陶開基北極殿」狀況最差，廟身

極小，香火也不鼎盛。 

 

鹿陶開基北極殿 

 

「鹿陶開基北極殿」是一間歷史悠久的廟宇，據聞有將近 350 年左右的歷

史，被稱為附近所有「玄天上帝」廟之祖廟。據說最早是江姓族人迎來，曾經因

為水災等問題，廟址搬遷過三次。 

    關於以上的論述，其實有一些不合理之處，若說廟史超過 350 年是非常不合

                                                
120 蔡相輝，〈明鄭台灣之真武崇祀〉，（南投：明史研究專刊第三期，1980），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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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因為江如南是在康熙六十一年（1761）渡台，至今也不過 248 年；以 350

年來算，可知本廟建於 1659 年，但鄭成功遲至 1661 年才來到台灣，因此關於本

廟有 350 年歷史的說法，十分存疑。 

    廟內現存兩個石碑，是「移建鹿陶北極殿捐題碑記」與其續碑，這兩座古碑

文是在昭和五年（1930）鹿陶開基北極殿移建時，附近各庄信徒捐獻的碑文。從

碑文內捐款人的姓名中發現，幾乎全是江姓，目前看不出來是鹿陶洋還是竹圍江

家人，蓋因鹿陶開基北極殿坐落的位置，剛好在鹿陶洋江家與竹圍江家中間，所

以兩個江家都會前來參拜。121 

 

 

圖 4-16 鹿陶開基北極殿         圖 4-17 鹿陶開基北極殿奉祀之神明一覽 

 

本廟之祭祀圈包涵有玉井鄉的鹿陶、楠西鄉鹿田村的大林庄，以及龜丹村。

然大林庄另有庄廟，奉祀「保生大帝」之「慈濟堂」；龜丹村也另有庄廟，奉祀

「神農大帝」的「神農殿」。因為祭祀圈與以上兩間庄廟重疊，故不難想像「鹿

陶開基北極殿」之香火自是不甚鼎盛。諷刺的是，「神農殿」的「神農大帝」其

實原先是從「鹿陶開基北極殿」分香過去的，龜丹村民認為從龜丹到鹿陶路途過

於遙遠，實在不方便，後才分香到龜丹去。這樣形成了子廟跟父廟搶地盤的情形，

甚至讓父廟有逐漸衰微的情形，然在台灣這個廟宇分佈非常密集的地方來看，似

乎也不需少見多怪。 
                                                
121 「移建鹿陶北極殿捐題碑記」，詳見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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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姓氏來看，兩邊江家都會來拜（鹿陶洋與竹圍），另外還有劉、朱、李等

姓祭拜，其中李姓曾經因為對神明不敬，結果厄運連連最終只好搬離楠西一帶。 

近年本廟之八家將隊伍積極輔導附近中輟學生，一邊讓他們參加八家將團

練，一邊輔導他們用功唸書，目前該團成員的功課都有長足進步，打破一般人對

參加八家將之少年就是不良少年的印象，也彰顯廟宇教化之功能。 

 

玉井北極殿 

 

「玉井北極殿」舊稱「大武隴北極殿」，根據廟中石碑記載：「明朝永曆年間，

玉井仍是荒煙處處，莽草叢林，瘴癘瀰漫，當時漢人由水路三重溪入墾，經常為

疾病所苦，為求祛邪去病，於是恭請大陸玄天上帝神尊(三帝爺公)入台鎮駐，並

於俗名『營埔下』之『菜園坑』一地，搭建芧草簡屋為恭奉。此後，墾戶秉誠奉

香，虔心上感，在神威施化之下，地寧人康，墾拓日慶有成。 

    清康熙五十六年(西元一七一七年)，有奉祀人夜夢帝爺公示警，諭示此地將

有洪水氾濫之災，人丁與廟物宜速遷離。不久，天災頃至，廟體流失，於是三十

六庄信眾共同醵金伍仟叁佰貳拾伍圓，在大武壠社蓮花吉穴觀音庵原址(原先為

四社番祖廟)，重建新殿，擇吉奉神安龕入座，並建後殿同祀觀音菩薩，正式命

廟名為『北極殿』。122 

 

                                                
122 玉井北極殿管理委員會，《玉井北極殿沿革志》，（台南：玉井北極殿管理委員會，2004），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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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玉井北極殿內懸掛之「陀山色相」匾， 

獻匾者為五品軍功總理江武成（竹圍江家人） 

 

廟內供奉之「玄天上帝」神威顯赫，庄民皆習慣稱為「三帝爺公」。地方上

盛傳多年前「荖濃番」欲翻山越嶺前來襲擊漢人聚落時，「玄天上帝」曾經發爐

警示地方民眾，讓民眾事先做好萬全準備，才沒有因為這次襲擊而釀成巨災。第

二次世界大戰，盟機來襲，掃射玉井國小(日治昭和 19 年，亦即民國三十三年 ，

西元 1944 年四月初一，上午九時左右)，當時正是新生入學之時，全校師生與家

長共三仟多名，竟能在此危急存亡之際，全數即時疏散，安全入避坑灣，躲過一

劫。此外，還有民國五十四年的一一八大地震，當時災情嚴重，房屋傾倒不計其

數，本鄉眾爐下異口同聲虔誠禱呼『三帝爺公庇佑』，果然神恩所到之處，均有

無險，轉危為安。123 

從祭祀圈的角度觀之，「玉井北極殿」之祭祀圈範圍是玉井全鄉（不包括竹

圍村之鹿陶庄），甚至遠從信徒遠從左鎮、南化前來參拜。本廟素被視為玉井區

之庄廟，甚至可以視為大武隴四鄉鎮（左鎮鄉、玉井鄉、楠西鄉與南化鄉）之信

仰中心。 

從嘉慶九年（1804）的「重修大武壟開基祖廟捐題碑記」來看，發現有不少

                                                
123 玉井北極殿 http://peigei.ho.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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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姓族人捐獻，其中有署名江會川者捐銀二拾大員。江會川即是江日溝，是鹿陶

洋江家開基祖江如南之次子，也是鹿陶洋江家二世祖。由於江會川是在乾隆五年

來台，嘉慶九年時應該已經過世，因此鹿陶洋江家應是以江會川之名義來代表鹿

陶洋江家作捐獻，1930 年代鹿陶洋江家古厝重修時，江會川即是一個重要的祭

祀公嘗。124至同治十三年（1874）的「重修大武壟祖廟各庄捐題碑記」時，也有

為數可觀的江姓捐獻，其中可以見到總理江武成之名。125從以上的碑文我們可以

推斷傳統上「玉井北極殿」並不僅限於竹圍江家信奉，因為信仰祭祀圈並沒有一

個準則，並無規定甲庄人仕不能信奉乙庄的神明，因此我們在玉井北極殿第三屆

管理委員會人員名單中，可以發現到鹿陶洋江家人。 

 

 

楠西北極殿 

 

乾隆十六年由福建渡台人士攜帶「玄天上帝」之香火，於現廟址前之空地搭

草寮居住，後該人遷居他處，由本庄居民江牽氏承接香火繼續奉祀。至嘉慶二十

年，附近居民開始捐資興建小祠，道光元年「玄天上帝」聖誕時，香火突然發出

燦爛光芒，並透過乩童指示興建廟宇之地，於是庄民熱情捐資，至道光十年更雕

塑「玄天上帝」金身，此時上帝爺公又透過乩童表示本廟應定為名為「玄天上帝

廟」，本地庄民俗稱「楠西北極殿」。 

 

                                                
124 「重修大武壟開基祖廟捐題碑記」全文詳見附錄 3。 
125 「重修大武壟祖廟各庄捐題碑記」全文詳見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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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楠西北極殿之玄天上帝 

 

本廟之祭祀範圍幾乎涵蓋楠西全鄉（不包涵龜丹村），香火也是十分鼎盛，

素來被視為楠西鄉的信仰中心。歷年楠西鄉重要假日節慶活動，有許多都在此舉

行。鹿陶洋宋江陣，其定位就被設定在「楠西北極殿」祭祀圈之轄下。傳說日治

時期噍吧哖事件發生前，本廟玄天上帝曾透過乩童，要求信眾不要參與抗日活動

以保全身家性命，噍吧哖事件發生後，日人進行大規模報復活動，楠西地區因為

參與的人少，受害並不像玉井那樣嚴重。 

從姓氏來看，本廟為楠西鄉信仰中心，故鄉內所有姓氏都會前來參拜，而主

要來參拜的江家系統為鹿陶洋江家與油車江家。至於前面提到的江牽氏是何許人

也？相關文獻並沒有多加記載，但廟中信眾表示該人並非鹿陶洋江家人，似乎是

羅漢腳無家累，故能全心奉祀上帝爺公。 

 

鹿陶開基北極殿與玉井北極殿開基之爭 

 

「鹿陶開基北極殿」素來被視為附近鄉鎮玄天上帝廟之祖廟，然而相關文獻

提及本廟者少之又少、廟內古碑也僅有日治時期重修之碑記，再從廟身規模、香

火狀況來看，實難想像本廟是一間祖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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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來說，「玉井北極殿」廟身龐大、香火鼎盛、管理組織運作良好、知名

度高，廟內還有為數不少的古碑、匾額，相關文獻也多有記載。因此有人就質疑

「鹿陶開基北極殿」是祖廟的身份，認為從文獻、古碑記、匾額、香火等角度來

看，應該「玉井北極殿」才是真正的祖廟。然而關於此一爭端，至今沒有定論。 

 

六、春分公 

 

春分公即江姓在詔安霞葛開基祖江啟昌，因為江啟昌於農曆春分時間出生，

故又稱為春分公。 

根據廣東陽江「江氏族譜」之記載： 

一肇基始祖考諱啟昌公行三即生於大元至治元年辛酉，從父世居江寨，至泰

定三年丙寅（即 1326 年）二月方六歲，因族人抗糧毆官事，院司發兵剿戰，

幸有姐嫁梅子潭黃家，緣歸寧日，久送其歸家，是夜被剿，所以免禍。又有

胞姪江五郎諱永隆公，從父江十郎，別居東坑，聞知赤族，亦奔逃姑家。叔

姪兩人蒙黃丈掩覆扶養，各為婚配。想當年再造之恩，真同於覆載者也，以

後兄弟叔姪同居井邊，至三郎考終之日，葬井邊屋背園（唇）始祖妣田氏八

娘生卒記葬井沙金塘面考屋塘尾單生一子諱宗貴公。126 

關於春分公宗祠確切興建的時候已不可考，擔任春分公宗祠管理人多年的江

保池先生（於 2009 年卸任）表示大約有九十年的歷史，當初是由竹圍江家人發

起興建春分公宗祠的活動，當時族人身上一筆為數可觀的錢，打算將這筆錢用來

購置田產。購置田產之後，由於不知道該歸誰管，為了怕引發爭議，乃協議興建

春分公宗祠，並將這些田產全部登記在江春分的名下。至今在玉井、楠西兩鄉，

有不少田地仍登記在江春分名下。 

 

                                                
126 廣東陽江江氏族譜編輯委員會，《廣東陽江江氏族譜》，（廣東：廣東陽江江氏宗親會，1976）， 
   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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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春分公宗祠            圖 4-21 春分公神位與黃丈公祿位 

 

按照春分公宗祠內，春分公牌位上記載：「昭和九年歲次癸酉十二月」，那麼

表示春分公宗祠至少有七十五年以上的歷史。報導人表示本宗祠經歷過三次重

修，最近一次在民國七十八年。目前由管理委員會負責維持春分公宗祠的運作，

平素管理帳冊與會員清單，有需要時會扶助家境清寒之族人，每年春分時節適逢

春分公誕辰，會在宗祠內舉辦筵席宴請族人。春分公宗祠位在楠西鄉鹿田村一田

地中，若非在地人實在很難找到該宗祠的所在地；而該宗族平素均無人管理，難

免年久失修，任其破敗。另外，在田野中發現，許多江姓族人並不願意談到春分

公，或表示對春分公不清楚，似乎曾經發生過一些事情，但江姓族人對此大多不

願意多談。 

 

 

圖 4-22 春分公宗祠管理人江保池先生     圖 4-23 春分公祭祖宴請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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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公在台灣算是極為特殊的祭祀信仰，經由前面族譜的考證我們得知，竹

圍江家人與江啟昌並無直接關係，而鹿陶洋江家與油車江家才是江啟昌的後代子

孫。目前春分公祭祀公業派下會員約有 120 人，每個會員死後由其子繼承，若一

個會員去世後，身後育有三子，則從三子中擇一繼承。想要加入春分公祭祀公業

成為會員，只有直系血親是會員才能加入，若非則不能參加，並且限定為楠西地

區的江姓，但特別的是並不限定屬於哪一個江家系統。以宗族祭祀行為來看，春

分公是極為特別的。 

 

 

圖 4-24 春分公宗祠外之古碑 

 

圖 4-24 的古碑，矗立在春分公宗祠外，可惜碑文經年累月受到風吹日曬受，

以致碑文內容完全模糊無法辨識，殊為可惜，若本碑文能夠清楚辨識，對於研究

春分公信仰一定有極大的幫助。 

那麼為什麼會有春分公宗祠的出現？筆者認為若以報導人推估成立的時間

去算，那麼春分公宗祠約在 1919 年前後興建，眾所周知竹圍江家在 1915 發生的

噍吧哖事件中元氣大傷，需要他人協助；相對的鹿陶洋與油車在這次事件中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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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輕。竹圍江家或許想要透過成立春分公宗祠，來達到聯絡本地區其他江姓宗族

之目的，這樣就能得到其他江家的幫助。 

至於為什麼祭祀對象會是江啟昌？筆者認為若要達到聯絡三個江家的目

的，就勢必要找出一個三個江家的共同祖先，江如南、江萬曉與江相勢必不行；

江曄以時間點來看又太遠；江啟昌是詔安霞葛的開基祖，又是鹿陶洋與油車兩家

的共祖。至於竹圍江家譜牒失散，僅知道開基祖江相來自詔安象頭，或許當初成

立時，成立的族人認為既然都來自詔安，江啟昌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的遠祖，便將

本宗祠的祭祀對象定為江啟昌。 

 

七、大伯爺 

 

以春秋時代晉文公的臣子介之推（俗稱大伯爺）為祭祀對象的廟宇相當少

有。在福建詔安霞葛，客家大族江姓即奉祀之。台灣內政部登記有案的僅只雲林

縣崙背鄉新庄村、大埤鄉怡然村，及宜蘭縣冬山鄉安平村的三座。另外還有台北

縣五股鄉興珍宮也是。冬山還因此有個「大伯爺坑」的地名。值得注意的是，這

幾座大伯爺廟的所在村落都有客家淵源。冬山鄉安平村多李、黃氏詔安客。五股

鄉興珍宮為饒平劉氏創建。崙背鄉新庄村為詔安鍾姓聚居地，大伯爺信仰也為鍾

姓所帶來。大埤鄉舊庄、怡然村一帶有陸豐張姓、嘉應李姓等客屬分佈，且位在

雲嘉之交福佬客最重要的信仰圈：新街王爺五十三庄的中心點。廟壁沿革也言明

此信仰由廣東移民攜來，視為醫藥之神而奉祀。127 

 經由筆者對本地的觀察，發現本地並無大伯爺信仰，也無任何奉祀大伯爺之

廟宇，尋訪三個江家系統的居民，也全部表示從未聽過什麼是大伯爺。由此可知，

這種在原鄉霞葛極為盛行的信仰，並未帶來台灣。有趣的是，對照前面春分公的

論述，我們發現在詔安霞葛無人奉祀春分公與黃丈公，在台灣卻是一個聯繫楠西

                                                
127 吳中杰，〈雲嘉南福佬客之語言與文化〉，收錄於《高師大國文學報》第七期，(高雄：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2008)，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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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三大江姓系統的重要信仰；但大伯爺信仰卻恰恰相反，實在是非常特殊，這

點有待學界後進一同努力。 

 

第四節  客底身份意識認同 

 

    經由族譜的考據，我們知道竹圍江家並非客底，對此，竹圍江家人很明確的

表示：「我們是福佬人，福建來的。」對於其他兩個江家系統的看法，他們也都

不清楚其他兩個江家的客底身份，並認為三個江家的來台祖是三兄弟，約好了來

台後居住在一起。 

 鹿陶洋江家經由考據證實是福佬客，對於自身客底身份的瞭解，目前僅有六

七十歲以上的年長一輩知道自身是客底，但從未聽聞過詔安客話，關於客底身份

的瞭解，也是來自祖先的告知。對於客底身份的認同，平素皆用福佬語對話的他

們，並不會主動告知自身客底的身份，只有遇到他人詢問時，才會承認自己的客

底身份。 

另外，年輕一輩幾乎都不知道本身的客底身份，是近年來客家運動興起，客

家電視台來本地採訪，加上諸多專家學者來此調查告知客底身份才得知。他們對

於自己客底身份大多是不認同的，大多認為自己是福佬人講福佬話，對於祖先是

客家人，他們認為那是過去式，應該著眼在現在。 

油車江家的情形與鹿陶洋江家非常類似，也僅有年長一輩知道自己的客底身

份，不同於鹿陶洋江家的地方是，他們在小時候有聽長輩在祭祖時說過客家話；

同樣的，平素皆使用福佬語對話，也不會主動提及客底身份，當有人問起才會承

認。年輕一輩的情形跟鹿陶洋江家也是十分相似，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客底身份，

自然不會去認同自己的客底身份；跟鹿陶洋江家不同之處在於，油車江家沒有被

列為古蹟，也沒有像鹿陶洋江家一樣參與社區總體營造，知名度相對來說不那麼

高，因此電視台或是專家學者，較少人到此來做研究，因此也較少遇到外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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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底身份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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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綜觀歷史，幾經朝代更替與族群融合，漢民族在避難時南遷是不得已的行

為，而漢民族進入閩粵一帶後，遭遇古粵族後裔，在經由多年不斷互動與融合之

後，乃產生了客家這個漢族支系。在不斷遷徙的過程中，逐漸演變成諸多不同的

客家話，有些甚至彼此之間無法相通。當時序進入明清兩代，閩粵一帶山多田少，

面臨籍大人口壓力下，為了求生不得去向外發展，去海外找尋新天地，是必然的

趨勢。 

  孤懸在海外的台灣，這時候成為這些人的夢土，台地因為久懸海外，島上天

然資源多未開發，故成為這些人的第一選擇。這段時期閩粵兩省渡海來台者，不

記其數，其中廣東省籍者因為清廷禁令之關係，人數比起福建省籍者少了許多。

加上清廷為了統治方便採取之分化政策，導致械鬥頻傳，不論是漳泉拼還是閩客

鬥，都造成人民性命財產上莫大的損失。粵籍客家人數本就少，在械鬥中更是趨

於劣勢，因此兩百多年過後，漸漸的某些放棄了本身的語言，又放棄了族群的認

同，成為福佬客。另一方面，漳屬客家與汀州客家，在地域認同大於族群認同的

情況下，渡台後選擇與同一州府或同一省籍之人同住，並不與粵籍客家往來，在

大環境的影響之下，同樣的也都被同化成福佬人。 

 從江姓得姓開始，到遷入濟陽與淮陽兩地發展，後世遂以濟陽與淮陽當做郡

望。而後因為朝代演替，漢民南遷避難，江姓一族輾轉遷居入閩，而至汀州府永

定縣金豐里開基，史稱金豐發祥。而後後裔分支稱為北山、東山、南山三大房派，

另一部份子孫遷居平和縣大溪鎮開基，另一系則往南進入詔安縣，這些系統而後

又輾轉往海外發展，其中不少人就遷往台灣定居。 

 搬遷來台的江姓宗族，從分佈狀況來看，以台北縣、彰化縣與嘉義縣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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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祖籍來看，則以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為主，其中又以東山、南山兩房為多，這

些汀州客屬將屬於原鄉的東峰公太信仰帶來台灣，在台地廣為流傳，即便不是汀

州江姓也共同奉祀，遂成為專屬於江姓宗族之信仰。 

    楠西地區主要之江姓系統有三支，楠西鄉鹿田村之鹿陶洋江家、油車口江家

與玉井鄉竹圍村之竹圍江家。鹿陶洋江家與油車口江家祖籍福建省漳州府詔安縣

井邊二都下割社（今霞葛鎮）；竹圍江家祖籍詔安縣三都象頭埔。依照族譜、口

述歷史與移民遷徙路線來推斷，鹿陶洋江家與油車口江家皆是江姓入閩始祖江曄

公二子江萬載之後代，竹圍江家則是三子江萬傾之後代。楠西地區盛傳三個江家

系統在大陸就居住的十分接近，來台灣後又居住在一起共續前緣，甚至有三個家

族乃是三兄弟的說法，不過以上說法經由譜牒與地圖之考證後，可以證實是不正

確的。 

 三個江家系統渡台後，面對了與大陸不同樣的挑戰，或是不同州府人的相

處、或是面對原住民的威脅、抑或是楠西一帶地處深山，匪徒聚眾常騷擾庄民等

因素。三個江家系統在住的方面，先是彼此之間居住的十分靠近，一旦亂事一起，

彼此之間能夠相互聯絡與照應。在建築方面，三個江家系統都在典型南部集村式

建築外，先是種植刺竹，而後逐漸演變成了竹圍，並靠著多層竹圍與其緊密性，

搭配上客鳥巢這樣的瞭望設施，成為堅不可破的防禦設施。另外，鹿陶洋江家與

油車口江家更積極訓練宋江陣隊伍，面對外來武力威脅時，有能力主動出擊，達

到抵禦外侮之目的。 

    在台發展多年後，三個江家都逐漸發展起來，有一定的規模。鹿陶洋江家擁

有大筆土地，成為楠西地區許多佃農之頭家，因此才逐年演變出吃公這樣的習

俗；而油車口江家則專心在順興號店舖之經營，後逐漸朝向政治圈發展；竹圍江

家也著重政治路線，從清代以降，歷經日治時期與國府來台，竹圍江家在地方上

屢屢擔任重要職務。 

在信仰方面三個江家系統都透過對來台祖或以上祖先之祭祀達到凝聚族人

感情之目的，鹿陶洋江家更透過編修族譜、吃公、田府元帥誕辰與宋江陣演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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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祭祀活動，以及四大房頭與祭祀公業之積極運作，讓族人有更強之向心力，

對照楠西今日人口外流嚴重之狀況，鹿陶洋江家宗親對宗族事物參與之熱切程度

實屬不易。最特殊的地方，就屬春分公之信仰，祂跨越了三個江家系統之間的藩

籬，以霞葛開基祖江啟昌為號召，成為全楠西地區江姓之信仰。另外，在霞葛原

鄉信奉之大伯爺信仰，並為隨著遷徙而帶來台灣；在霞葛原鄉從未接觸過的東峰

公太信仰，卻成為鹿陶洋江家十分重要的信仰之一，更藉此成為鹿陶洋江家與在

台灣的永定江氏溝通的橋樑，實在是非常特殊。 

    這些江姓宗族來台多年後，因為環境因素使然，不得不放棄自身語言成為福

佬客，綜觀全台福佬客之現象，其實也是必然之趨勢，因為族群融合乃是普遍之

現象，唯有族群融合才能打破彼此之間的藩籬。從江姓宗族來看福佬客現象，或

從族譜、語言殘留現象以及文化表徵等方面來觀察，重點並非證明其身份，而應

該是觀察這些宗族在台灣落地生根的經過，並且探討他們對於不會說客語，但祖

先是客家人的集體記憶，應該客觀的告知事實，並由其族人自由認定，而非由研

究者主觀的認定。 

 在可見的將來，台灣或說整個全球世界，客家都將朝向消逝的方向前進，或

許以客家為主體陳述來看，不免有些悲情。但這是必然之趨勢，我們應該正視這

樣的情形，並嚴肅的思考應當如何看待，並且從這些福佬客宗族的身上，找尋值

得我們借鏡之處，探討未來會發生的事情。 

 

第二節 研究限制 

    

 由於近年來山區人口嚴重外流，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幾個較小的江家系統

因為本來人口數就偏少，再加上近年來的人口外流，讓這幾個較小的系統﹝下

煙、東西煙﹞幾乎完全消失，難覓其蹤也無法探究其源流，實為可惜。 

口述歷史有其局限性，某些歷史故事在代代相傳中可能失真，或因為年代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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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而消逝，本地的相關史事很可能因此而消失。另外，在研究中發現因為年代久

遠或是遭逢亂事導致譜牒失散，因此在追源溯本時沒有譜牒為證，只能依靠其他

非直接證據來推論，而本地的譜契也較為缺乏，因此難以透過譜契來探討江家之

發展概況，這也是筆者力有未逮之處。 

詔安客家人在台灣客家是極其特殊的，詔安客家話與其他幾種台灣通行的客

家話，都有相當程度的差異，然而受限於筆者的語言研究能力有限，無法進一步

探究在經過兩百多年的互動與福佬化之後，是否仍可在言談中發現詔安話的蛛絲

馬跡，關於此點有待後進繼續努力，以補足本文之不足，特在此說明。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目前來看研究鹿陶洋江家之相關研究較多，所以有比較多文獻可以收集，不

論是建築、宗教或是其他方面都可以說是極為詳盡。竹圍江家因為噍吧哖事件，

也受到學界重視，也有較多文獻對竹圍江家做出研究，不過目前主要著重在噍吧

哖事件之上，其他方面是較為缺乏的。相對的，油車口江家目前相關文獻就很少，

必須用田野來補足文獻之不足，仍是一塊可以研究之地，有待後進一同努力。 

另外，在蒐集文獻與進行田野調查時發現一些有趣的東西，像是目前居住在楠西

鄉照興村的平埔族新港社人（以買姓居多）、楠西鄉照興村有張廖福佬客居住在

此，並且與南化鄉北寮廖家是族親，還有楠西鄉照興村興北（濺尿仔）一帶的北

部客家再次移民，與梅嶺地區之北部客家再次移民，另外還可推論到本地最早的

居民：鄒族，與平埔族西拉雅人大武壟社群。由上可知，本地區之住民計有高山

族、平埔族、客家人與福佬人，可說是幾乎全台各大族群都包括之，然而隨著時

代演進，本地的住民也因此而不斷更替。探討本地區移民遷徙與族群互動應當是

一個可以重視的議題，另外，梅嶺與興北地區的北部客家再次移民，在可見的未

來，在強勢的福佬語環境下，將逐漸同化成福佬客，筆者在進行田野時已經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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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一現象，未來本地兩處客語方言島之語言使用情形變化，也是值得持續關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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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楠西鄉歷年人口統計表(1946~2009) 
 

年份      1946 1947 1948 1949 1950 
人口      4783 4447 5334 4616 5701 
年份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人口 5993 6219 6373 6723 7008 7440 7871 8320 8774 9218 
年份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人口 9641 10160 10566 10929 11464 11926 12312 13906 15594 16728 
年份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人口 17303 17145 15559 14855 14626 14496 14551 14262 14253 14107 
年份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人口 14100 14021 14007 13982 13986 13829 13587 13382 13152 13121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人口 13030 12892 12778 12673 12624 12440 12418 12258 12082 11932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人口 11835 11638 11500 11295 11242 11136 11052 10969 10836  

資料來源：楠西鄉戶政事務所，2009。 
 
 
附錄 2：移建鹿陶北極殿捐題碑記 
 

重移轉鹿陶開基祖廟各庄捐題緣金列于左記。信徒總代江井，管理人江金隆，主

事江金隆、江玉成，協理事溫練、劉柳金、江通文、李金龍。 

江新分捐壹百元也、張岐周捐壹百元也、玉井製糖壹百元也，李金龍捐八拾元也，

江井捐六拾元也，林芳游捐五拾元也、江金捐五拾元也、賴旺水捐五拾元也、李

呆捐五拾元也、。江通捐四拾弍元也，江山羊捐四拾元也、江瑞琛捐四拾元也、

江寶琛四拾元也、劉柳金捐四拾元也。江哮捐參拾參元也，江智捐參拾弍元也、

高趂捐參拾弍元也、周海龍捐參拾弍元也，江再捐參拾元也、張老得捐參拾元也、

卓天枝捐參拾元也、賴平捐參拾元也、林薦捐參拾元也、江玉成捐參拾元也、江

進保捐參拾元也、江神德捐參拾元也、江通文捐參拾元也、江狗捐參拾元也。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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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旺捐弍拾元也、朱法捐弍拾元也、賴其成捐弍拾元也、林根捐弍拾元也、王全

捐弍拾元也、李民捐弍拾元也、楊文通捐弍拾元也、江金里捐弍拾元也、李順王

捐弍拾元也。江知高捐拾八元也，江佐捐拾六元也、徐象捐拾六元也、張風波捐

拾六元也，潘丁捐拾五元也、李意捐拾五元也，陳鶱捐拾四元也、陳成捐拾四元

也，江彩黃捐拾弍元也、江財旺捐拾弍元也、江萬全捐拾弍元也、江寬捐拾弍元

也、江郡捐拾弍元也、江可捐拾弍元也，劉田捐拾壹元也、賴亨捐拾壹元也、陳

龍鳳捐拾壹元也。江百川捐拾元也、張景捐拾元也、張潭捐拾元也、游來春捐拾

元也、賴成捐拾元也、陳財捐拾元也、江皮捐拾元也、江進程捐拾元也、曾存捐

拾元也、江物捐拾元也、周桂丁捐拾元也、莊張氏□捐拾元也、江明順捐拾元也、

江三枝捐拾元也、江文湧捐拾元也、張昆玉捐拾元也、黃賢捐拾元也、石潤捐拾

元也、楊麒麟捐拾元也、鄭仙知捐拾元也、楊泉捐拾元也、葉墾捐拾元也、劉井

捐拾元也、邵廣捐拾元也、李石頭捐拾元也、陳秋才捐拾元也、莊文成捐拾元也、

江登坵捐拾元也、江萬□捐拾元也、江長明捐拾元也、江春木捐拾元也、江共捐

拾元也、江朝盛捐拾元也、葉宇成捐拾元也、楊吉力捐拾元也、鄭角捐拾元也、

張象捐拾元也、蘇才捐拾元也、蘇后捐拾元也、黃枝南捐拾元也、江朝全捐拾元

也、賴全福捐拾元也、鄭永裕捐拾元也、江萬安捐拾元也、張登枝捐拾元也、江

海永捐拾元也、吳弄捐拾元也、朱永全捐拾元也、朱盤捐拾元也、王番鴨捐拾元

也、張棕捐拾元也、陳玉興捐拾元也、江保定捐拾元也、葉硯捐拾元也、賴有貴

捐拾元也、王追捐拾元也。 

昭和庚午五年仲冬之月吉旦，曁人仝立。 

 
 
附錄 3：重修大武壟開基祖廟捐題碑記 
 

重修大武壠祖廟各庄捐題緣金名次列左： 

重修大武壠開基祖廟捐題緣金于左： 

張文飱捐銀肆百大員，船戶夥記喜□廟公料，石和順捐銀壹百大員。黃國佐捐銀



 

 108

壹百大員、張文選捐銀壹百大員、葉潘觀捐銀壹百大員。楊利源銀捌拾大員，黃

振美捐銀陸拾大員、吳賞觀捐銀陸拾大員、葉技長捐銀陸拾大員、楊合盛捐銀陸

拾大員、鄭登觀捐銀陸拾大員。 

嚴士傑捐銀伍拾大員、江俊士捐銀伍拾大員、江應擧捐銀伍拾大員，錦源號捐銀

四拾大員、杜仙桃捐銀四拾大員、張興隆捐銀四拾大員、郭莊盛捐銀四拾大員、

王景榮捐銀四拾大員。江承劇捐銀三拾六員，石天德捐銀三拾大員、林李捐銀三

拾大員、張清雲捐銀三拾大員、張興隆長房捐銀三拾員、張興隆二房捐銀三拾員、

張興隆三房捐銀三拾員、張興隆四房捐銀三拾員、楊長記捐銀三拾大員、陳玉麟

捐銀三拾大員。 

杜水生捐銀二拾八員，郭幹觀捐銀二拾四員、郭德盛捐銀二拾四員、宋協隆捐銀

二拾四員，張南滿捐銀二拾六員。黃協和捐銀二拾四員、張傳宗捐銀二拾四員、

江維觀捐銀二拾四員、葉山觀捐銀二拾四員、葉成遠捐銀二拾四員、張壯觀捐銀

二拾四員、張佈觀捐銀二拾四員、江拱觀捐銀二拾二員，大武壠司姚捐銀弍拾員、

洪根觀捐銀二拾大員、和興號捐銀二拾大員、石盈泰捐銀二拾大員、陳啟基捐銀

二拾大員、朱荔觀捐銀二拾大員、張朝歷捐銀二拾大員、張漢觀捐銀二拾大員、

江會川捐銀二拾大員、羅放觀捐銀二拾大員、張改觀捐銀二拾大員、賴合記捐銀

二拾大員、賴振宗捐銀二拾大員。 

張德觀捐銀一拾八員，葉承祐捐銀一拾七員，葉合源捐銀一拾六員、黃源隆捐銀

一拾六員、黃合觀捐銀一拾六員、張養觀捐銀一拾六員、張地生捐銀一拾六員、

楊景觀捐銀一拾六員、張錐觀捐銀一拾六員、陳堪觀捐銀一拾六員、江室觀捐銀

一拾六員、張寧觀捐銀一拾六員、鄭仕觀捐銀一拾六員，阮德觀捐銀一拾四員、

阮貴觀捐銀一拾四員、張振象捐銀一拾四員。生員陳捷陞、楊煥章、石遠來、盧

賞觀、金裕義、溫品觀、王元觀、吳顯觀、江發觀、蔡心席、張士音、賴佔觀、

劉甫觀、林武觀、鄭天順、黃協興、張勅觀、翁文記、賴鳳集、和美號、林旭觀、

胡漏觀，以上捐銀一十二員。 

刑部主政韓、陳天寶、金合利、張乾觀、杜衛觀、林好觀、吳德盛、張媽喜、洪

彭觀、賴晴觀、陳大進、張鐘珍、潘花珠、江三元、協和號、江東觀、江路觀、

江元觀、江朝伍、劉廷珪、劉馬觀、張滾觀、江樹觀、徐守觀、陳奇觀、余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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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天觀、張彥觀、張諧觀、賴祖觀、張登觀、溫連觀、鄭老觀、張拔觀、江泰觀、

張衍觀、張良倫、許祿萬、沈程觀、楊合興、林成觀、邱獺觀、楊軒觀、王貴觀、

鄭滿觀，以上捐銀一拾員。 

嘉慶九年歲次甲子吉旦公立。 

 

 

附錄 4：重修大武壟祖廟各庄捐題碑記 

 

主事總理職員江武成、協理武生張清泉、副正黃禎祥。 

職員江武成壹佰元，生員林達元捌拾元、職員張世澤捌拾元、江寬裕捌拾元，江

進法柒拾元，武生張清泉陸拾元、嚴益隆陸拾元。江賀伍拾肆元，廖宗業伍拾元、

林恒盛伍拾元、江均澤伍拾元，職員廖國珍肆拾元、施聯裕肆拾元、許水肆拾元、

許載肆拾元。黃禎祥卅陸元，張老鋓三拾元、江新隆三拾元，溫怡興廿肆元、江

新糖廿肆元、盧清連廿弍元，江榮誠二拾元、張泉隆二拾元、江和二拾元、葉榮

元二拾元、葉瑞成二拾元。廖日新十捌元，職員吳清雲十陸元、朱阿然十陸元、

朱阿賤十陸元、江順宗十陸元、溫好量十陸元、江彩連十陸元、黃燦十陸元、江

賽十陸元、羅梏十陸元、江琴十陸元、胡源盛十陸、張光連十陸元。盧春十五元，

葉文祥十四元、黃良慶十四元、洪永興十四元、阮緄十四元、朱鐵十四元、溫拿

十四元、江祖正十四元、朱泉十四元、張連十四元、李和十四元。林協春十二元、

葉建隆十二元、張勝隆十二元、江先琴十二元、林烏憚十二元、林籐十二元、葉

總富十二元、陳主明十二元、廖長記十二元、楊楷十二元，汛主林上高一十元、

黃益安一十元、毛源成一十元、江榮華一十元、李成記一十元、江和尚一十元、

許陣一十元、王美一十元、張宗武一十元、葉元一十元、魏能福一十元、陳卿一

十元、鄭明知一十元、羅占一十元、林芳春一十元、廖斗能一十元、鄭傳一十元、

徐江一十元、朱新一十元、林佑一十元、溫賀一十元、曹隆生一十元、江源成一

十元。 

江扶九大元，溫漳興八大元、蕭益源八大元、黃侯八大元、唐便八大元、江武宗

八大元、江助八大元、江石龍八大元、張復隆八大元、張歷八大元、朱受八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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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王八大元、林點八大元。葉清源七大元、陳紅蟳七大元、江丁科七大元、鄭瓜

七大元、吳成法六大元、國課館六大元、洪開基六大元、許慶昌六大元、溫傳六

大元、陳籐六大元、王牛六大元、黃日六大元、盧文穹六大元、江則昆六大元、

江竹木六大元、林烏此六大元、潘廷六大元、葉學六大元、葉池六大元、陳允六

大元、邱進六大元、江老秉六大元、羅壳六大元、賴德六大元：潘新功六大元、

張祖祿六大元、張世芳六大元、合成六大元。 

三埔莊人等二十四元，劉、陳莊人等十四元。 

同治甲戌拾參年孟秋之月吉旦，仝人敬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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