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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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族群關係看清代臺灣桃竹苗地區義民信仰區域差異──以清

代苗栗堡為觀察中心 

二、 作者：獎助年度 - 100年度 

張正田 

三、 獎助金額 - 新臺幣 12萬元整 

四、 論文主旨摘要與主要發現 

敝人的博士論文〈從族群關係看清代臺灣桃竹苗地區義民信仰

區域差異──以清代苗栗堡為觀察中心〉，是針對清代枋寮義民祭祀

圈地區，與清代苗栗堡兩地，作區域史的義民信仰差異之歷史比較

研究。  

若與敝人同身為苗栗客家人，且向來都關心者客家運動與台灣

客家史論述者，都會發現以往客家意識的論述，往往主軸上都是與

義民信仰相連結。可是身為苗栗客家人（苗栗縣中港溪流域的客家庄人除外）的

我們，對以往的此種論述，往往都覺得「很不可思議」，也可能都

會不經意的自問：「咦？我們苗栗人怎麼很少聽過客家義民信仰？

我們苗栗有義民廟嗎？」  

這個簡單的問題，其實背後卻代表了新竹與苗栗兩地區之客家

族群意識的兩百多年歷史發展軌跡之大不同。苗栗客家人兩百多年

來因為閩客族群關係，沒有如同新竹地區客家人那邊那麼緊張，充

滿與閩南人的生死仇恨歷史經驗，所以苗栗義民廟雖與新竹枋寮義

民廟差不多同時創建，但日後的發展卻大不相同，也一直被苗栗客

家人視為「萬善爺」、「有應公」之類的孤魂野鬼信仰，因為它不

需要也沒必要同新竹枋寮義民廟般，被當地客家人突顯為客家人共

同認同的族群符號。這就是拙博士論文想要考證與論述的主旨。  

敝人的博士論文，主旨概在探討這個大方向。但首先一開始，

敝人的博士論文仍必須先問，何謂「客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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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客家史？何又謂臺灣客家史？何謂客家文化？何又謂臺灣

義民信仰？義民信仰真的是北臺灣所有客家人共同的歷史認同符

號？以上都是大哉之問。若單就客家人的源流來論客家文化史，從羅

香林乃至這幾年來都眾說不斷，又遑論客家人的本質文化為何？此

外，臺灣客家人三至四百年來所扮演的歷史角色又該如何定位？在近

幾年才方興未艾的臺灣客家研究中，對此似乎尚未有定論。  

一、 苗栗社寮崗義民廟祭祀圈僅三里 

臺灣客家文化中，「義民」又是否真是全臺灣、或是「北臺灣」

客家人的共同信仰與認同符號？就筆者自小生長的苗栗市附近鄉鎮

而言，本區亦屬於北臺灣客家聚邑之一，然此處義民廟卻為苗栗市人

認知為「陰廟」，祭祀圈也僅局限在苗栗市內北苗、上苗、清華等三

個里，佔全市廿八里約 10.71%，可謂是「街廟」，可見苗栗市其他

大多數里多未祭祀義民廟。又何況苗栗市附近，至少在關刀山脈以

東、北大肚山系以西的苗栗縣各客家鄉鎮，除一間苗栗社寮崗義民廟

外，也都未見其他義民廟散佈，或有義民爺陪祀之廟宇。由此可見苗

栗市附近各鄉鎮，義民信仰確實不發達。故民國 96 年(2007)年重修之

《重修苗栗縣志．宗教志》所列全縣十大重要廟宇中，不見苗栗社寮

崗義民廟被列入。全縣所有義民廟，只有中港溪流域的頭份義民廟，

被列入全縣十大重要廟宇。  

此外，同是北臺灣客家大聚邑――桃園縣之中壢、平鎮一帶的義

民信仰似跟苗栗市類似不甚發達。此可見羅烈師博士論文〈臺灣客家

之形成――以竹塹地區為核心的觀察〉記載：  

頭前――鳳山兩溪流域的粵人認同係藉由義民信仰而完成的，然而

這樣的氣氛卻未出現在桃園三郡。  

上引文是指羅氏已觀察出今新竹縣 (頭前――鳳山兩溪流域)客家人認同 (粵人認

同)透過義民信仰而凝成而成的歷史過程，並未出現在現今桃園縣 (桃園三

郡)的各客家聚落。此觀察顯示，桃園縣客家聚落的義民信仰並不發

達。然上引文可更精確定義，所謂「桃園三郡」即今桃園縣全境，然

實僅「南桃園」是傳統客家鄉鎮，客家人分布範圍大致也僅在日本時

代中壢一郡、加上大溪郡下的龍潭一庄。且中壢郡各客家鄉鎮中，楊

梅(不含高山里)、新屋、觀音三鄉鎮，以及龍潭、中壢的西側小部分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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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亦為新竹枋寮義民廟十五大祭祀圈之地 (拙博士論文稱之為「南桃園西側」)，

義民信仰相對發達。故羅氏所觀察者，其實係指南桃園的中壢、平鎮、

龍潭三鄉鎮市大部分客家庄地區 (拙博士論文稱之為「南桃園東側」)內的義民信仰

相對並不發達。又羅氏亦曾對「南桃園東側」義民信仰問題，著有〈義

民信仰的傳播與形成――以臺灣平鎮褒忠祠為例〉一文，概說明中

壢、平鎮一帶最大廟宇，其實是主祀觀世音菩薩的仁海宮，而平鎮褒

忠祠的祭祀圈與該廟重疊，只及「南桃園東側」三客家鄉鎮市中的中

壢、平鎮兩市。亦即，同是「南桃園東側」的龍潭鄉境，並未見義民

信仰。羅氏認為平鎮褒忠祠性質很獨特，幾乎不等同於枋寮義民廟，

且該廟香火至清代咸豐 7 年(1857)前還曾一度中落，日後才漸復興。此

外羅氏也提出質疑，即拙博士論文所稱「南桃園西側」三鄉鎮客家人，

為何竟捨近求遠地不參予平鎮褒忠祠的祭祀圈，反而成為新竹枋寮義

民廟的十五大庄之一？但羅氏也未提出解答。然而似可由羅氏該文中

觀察出，十九世紀中葉那時，平鎮褒忠祠可能中衰到連當時中壢、平

鎮那一帶人都沒人去拜，所以義民信仰風氣相對發達的「南桃園西側」

只能到枋寮義民廟「朝聖」。但「南桃園東側」義民風氣為何原本不

興盛、而日後又逐漸復興之問題，暫非拙博士論文所能詳論。  

故在「北臺灣」客家庄中，至少已有「南桃園東側」與「苗栗郡

一帶」兩區之義民信仰並不發達。那，義民信仰又是否是「北臺灣」

客家人的集體共同經驗與歷史記憶？拙博士論文即是想研究新竹、苗

栗兩地(以下簡稱「竹苗地區」)為何對義民信仰的強弱形成明顯差異，與其背

後的歷史原因做一探討。  

二、 「竹苗地區」之定義 

拙博士論文所謂「竹苗地區」的「竹」，係指前述新竹縣新埔鎮

「枋寮義民廟十五大庄祭祀圈」地區，其北包含「南桃園西側」，與

今新竹縣各客家鄉鎮與新竹市東側若干里，亦即其包含新竹頭前溪與

鳳山兩溪流域、與南桃園西側、以及新竹大隘三鄉  (以下簡稱枋寮義民祭祀

圈)；而「苗」則指相對於「竹」地區之南境的今苗栗縣內以中港、後

龍、西湖等三溪流域客家人居住地為主要探討對象，但其並不包含清

代屬栜東上堡的今卓蘭鎮、與清代竹南三堡的今通霄、苑裡兩鎮。雖

今卓蘭鎮也屬苗栗縣客家鄉鎮，但因此鎮並非屬「苗」地區三溪流域，

且歷史淵源上也與苗栗地區淵源不深，反與同為清代栜東上堡、今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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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縣的(日本時代)東勢郡客家庄來往較密切，故拙博士論文暫不將卓蘭列

入「苗」地做詳論。而通霄、苑裡兩鎮，雖客家人雜居其間，但現今

該兩鎮主要以通行閩南語為主，當地的客家後裔之客家認同亦相對薄

弱，故拙博士論文亦不將此二鎮列入討論。但論及西湖溪流域的客閩

空間分布時，對清代吞霄堡 (即今通霄、苑裡兩鎮)當地的客閩分布情形也概

作一敘述，因為如此才能釐清隔一座北大肚山系之旁的西湖溪流域中

上游(今銅鑼、三義兩鄉)之客家空間分佈優勢。大抵而言，拙博士論文所指

「苗」之地，係指清代「竹南一堡 (又稱中港堡)」、「竹南二堡 (又稱後壠堡或苗

栗堡)」等地。此外，南部「六堆」客家庄、與中部客家庄 (今東勢石岡卓蘭新

社國姓等鄉鎮)等兩大傳統客家地域之義民信仰強弱問題，限於篇幅，暫非

拙博士論文所能處理之課題。故拙博士論文探討焦點集中在：一、義

民信仰本就十分興盛的「竹」地――清代新竹枋寮義民祭祀圈地區；

與二、不含卓蘭、通霄、苑裡三鎮在內的今苗栗縣各地之「苗」地。

拙博士論文將針對上述「竹苗地區」義民信仰的內部差異問題與其歷

史原因，做一深入探究。  

又今苗栗縣境內中港溪流域地區 (即清代竹南一堡或中港堡)，在清代時歷

次行政區劃變遷過程中，雖一直屬清代新竹縣所轄，學界也不乏將本

地區當做廣義的清代竹塹地區之一部份做研究。但因事實上本地區並

非枋寮義民祭祀圈之一部，故在拙博士論文第三章，仍將今苗栗縣境

內中港溪流域地區納入整個苗栗地區做一論述。然因清代中港堡境的

客庄義民信仰，相對於清代竹南二堡境，又較為發達。故在拙博士論

文第五章探討該地區義民信仰狀況時，仍將之與義民信仰發達之枋寮

義民祭祀圈地區一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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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1：今『新竹枋寮義民祭祀圈』十五大庄圖(即『竹』地區之圖) 」 

**說明：本圖依據陳國川(繪製)，陳國川、羅烈師、黃卓權(修訂)之「新埔義民廟

15大庄分布圖」為底圖所轉製。圖中可見綠色的「南桃園東側」，並非

屬「新竹枋寮義民祭祀圈」區，標示出以便讀者閱讀辨別。拙博士論文

將「新竹枋寮義民祭祀圈」十五大庄分為三個地區，並以黃色虛線區別

之。分別為：1、南桃園西側與溪南大湖口地區(以下簡稱「桃園台地西南區」)；

2、鳳山溪與頭前溪流域中上游河谷平原地區(以下簡稱「竹塹東側粵庄區」)；3、

大隘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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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2：拙博士論文定義之『苗』地與其地理次分區之地圖」 

**說明： 

1. 拙博士論文所定義「苗」地分為(1)、(2)、(3)地理次分區，其中(2)又再分3小區。 

2. 圖中所標 (1) 之地，為拙博士論文定義之「苗栗縣中港溪流域地區」。亦即清代竹南

一堡(即中港堡)轄境。 

3. 圖中所標 (2-1) 之地，為拙博士論文定義之「後龍溪下游區」閩南人為主之區。 

4. 圖中所標 (2-2) 之地，為拙博士論文定義之「後龍溪中游區」客家人為主之區。 

5. 圖中所標 (2-3) 之地，為拙博士論文定義之「後龍溪上游區」客家人為主之區。 

6. 圖中所標 (3) 之地，為「西湖溪流域」三鄉鎮以客家人為主之區。 

7. 本 圖 依 「 中 央 研 究 院 GIS 臺 灣 歷 史 文 化 地 圖 」 網 站 ， 網 址 ：

http://thcts.ascc.net/kernel_ch.htm擷取，再由筆者所轉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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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竹枋寮與苗栗社寮崗二座義民廟約同時創建 

新竹枋寮義民廟與苗栗市社寮崗義民廟 (以下簡稱苗栗義民廟)兩者，幾

乎都是同時在林爽文事件後設立，為「竹苗地區」創建歷史最悠久之

兩個義民廟。然何以新竹枋寮義民廟日後兩百廿年間發展會日漸興

盛，還成為十五大聯庄、幾乎一個縣級單位面積大的祭祀圈，且分香

「附圖 1-3：清代光緒年間苗栗縣轄區圖」 

**說明： 

1. 清代苗栗縣，北鄰新竹縣，南鄰臺灣縣，下轄苗栗(竹南二)、吞霄(竹南三)、大甲

(竹南四)等3堡。 

2. 本圖所繪出之鄉鎮乃今日鄉鎮，清代不存在焉，繪出以方便讀者閱讀古今。 

3. 本圖依「中央研究院 GIS 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網站，網址：

http://thcts.ascc.net/kernel_ch.htm擷取，再由筆者所轉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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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廟很多；而苗栗義民廟，只是三個里之「街廟」？  

新竹枋寮義民廟也是林爽文事件之後建立的主廟，臺灣許多義民

廟自此廟分香，地位崇高，故隨之也有傳說如下：當竹塹城郊區客家

義民軍，擊退林爽文軍隊打道回鄉時，沿途看到臂上綁黑布的犧牲者

骨骸，即抬上牛車一起運回，並預定安葬在今湖口鄉鳳山寺附近的大

窩口，當車行過鳳山溪來到枋寮義民廟現址時，牛竟離奇地停頓不

前，於是一行人決定焚香祭拜並跌筶，並請同為義軍首的石壁潭大地

理師陳資雲勘查地理風水。陳資雲指出此地乃「雄牛睏地穴」，遂決

定於此處建枋寮義民廟。  

這「牛車停駛，落地為 (義民)亭」傳說，概是熟知枋寮義民廟史所

耳熟能詳的傳說。不過羅烈師氏已考證，這是後人的傳說而非史實。 

至於苗栗市義民廟歷史，可見《苗栗義民廟簡史》記載：  

乾隆五十三年 (1788)冬十一月，有匪寇林爽文 (作亂)……斯時 (苗栗)有鍾

瑞生、劉維紀、謝尚杞諸先生，住蛤仔市七十份莊(即今公館)原即粵

省鎮平縣人……招集後龍一十八庄義民二千五百人……旋佈防於公

館鄉南北河與苗栗西山等處做堆……乾隆五十三年，征戰中犧牲成

仁義軍先烈達數百人，於凱歸時僱請牛車沿途遍拾忠骸 (有黑布圈為

記)，原擬於新埔枋寮義民會義士合葬在枋寮但牛車經本地 (現在本

廟址)時牛隻不受驅使，經焚香禱告後以「聖筶」取決六車忠骸之中

六缸合塚暫葬於此地為苗栗仕紳謝鳳潘所有共有感於義民為桑梓殉

難之德，捐地建塚(即現在廟後之義塚)。 

乾隆五十五年倡建人謝鳳潘 (按：藩字之誤，以下同)以為義民諸公為國殉

難犧牲奮鬥之精神殊堪敬佩乃將私有中興莊 (今之北苗里義民街 )土

地二分餘自願捐贈作為建廟基地成立義民祀，其後並募款於嘉慶元

年(一七九六年)興建義民祀供鄉民崇仰膜拜。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

改建並增設左右橫屋易名為義民廟…… (後略)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正月吉旦    蔣雲宗書  

這份民國 87 年(1998)的文件，雖不一定反應全部史實，它甚至同時參

雜了新竹枋寮義民廟的「牛車停駛，落地為 (義民)亭」之歷史記憶，使

人難辨兩廟信眾對「牛車停駛，落地為亭」的記憶究竟孰為真假。但

此文件卻反映出苗栗市社寮崗附近人對本廟的歷史記憶就是：苗栗市

義民廟不同於其他多數苗栗縣境內的義民廟是自新竹枋寮分香而來

(皆位於中港溪流域與後龍溪上游)，苗栗市義民廟獨特性之一，就是它也是林爽

文事件前後就已經設立的。這也可看另一日本大正時代之歷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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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調查書．新竹廳》記載：  

本 (苗栗義民)廟是為了安慰閩粵兩族戰爭戰死之英靈而設，建於乾隆

十六年 (1751)，其後於朱一貴、林爽文之亂時犧牲者也併祀之，後來

有了由皇帝頒賜下來的匾額，於乾隆三十一年 (1766)改築，本廟又稱

「褒忠亭」，大正四年 (1915)五月又加以修繕。  

這份史料反映出大正年間日本人采訪到當時苗栗街人對苗栗市義民

廟的歷史記憶，其呈現當時苗栗街人記憶上的年代時間有誤差。譬如

將康熙年間的朱一貴事變，跟乾隆年間的林爽文事變，都混為一談。

又本廟之始建年代，更往前推到乾隆 16 年，也是年代方面的歷史記

憶錯誤。又引文中所謂「有了由皇帝頒賜下來的匾額」，是指乾隆皇

帝賜頒「褒忠」匾額獎勵臺灣粵籍義民幫助平亂事情，這實是乾隆

53 年 3 月事，引文中卻誤記為乾隆 31 年，這也是反映出大正年間苗

栗街人對義民廟歷史的年代記憶錯誤。但卻可知當時苗栗街人仍確知

本廟是苗栗本地人所倡建，而非分香自新竹枋寮義民廟。又見清代光

緒年間《臺灣省苗栗縣志》 (以下稱《清苗栗縣志》)： 

義民祠：在縣治北門外半里社寮崗莊。乾隆五十年，謝鳳藩等倡捐

建造。同治二年 (1863)，徐佳福等倡捐添建左橫屋，共九間。祀田在

蛤子市義民埔，年收二百石，祀粵之陣亡義民。  

上引文的苗栗市義民廟設立年代似有誤，按林爽文事件是發生於乾隆

51 年至 53 年，而前已述乾隆皇帝賜頒「褒忠」匾額事，是乾隆 53

年 3 月時，始建苗栗市義民廟似不太可能早於此時。然又根據陳運棟

氏〈苗栗義民爺之由來與簡史〉一文，對苗栗義民廟始建年代又有其

看法：  

乾隆皇帝親自「特賜匾額，用旌義勇」，又因為「該處莊居甚多，

難以遍行頒賜，著福康安接到匾額後即遵照鉤摹，普加賞給懸設」。

竹塹地區獲頒「褒忠」里名匾額有二：一在塹北六張犁莊 (今新竹縣

竹北市東平里六家)，後建褒忠亭於枋寮莊。一在塹南貓裏莊 (即今苗

栗市北苗里 1)，乃於乾隆五十五年建褒忠亭……以懸掛御賜之「褒

忠」里名匾額。並由各地義友尋覓陣亡義民忠骸六十四具，名曰「義

塚」，每年清明節舉行祀典。 

陳氏續曰：  

                                                 
1 陳氏此處書寫有誤，清代貓裏庄該指今日苗栗市南苗一帶諸里，並非北苗。  



10 

 

乾隆六十年 (1795)，苗栗士紳謝鳳藩自願捐贈褒忠亭附近土地……並

募款興建義民祠一座……是為本廟之濫觴。至同治二年士紳徐佳福

等倡導改建，並……改名為義民廟。  

依上引陳氏看法，該是指貓裏與六家是清代乾隆後期竹塹地區兩大粵

庄或客庄，故能分別獲頒御賜摹稜「褒忠」匾額。在苗栗方面，因獲

頒御匾後，鄉里先建一「亭園」以供懸掛之，這便是社寮崗義民「亭」，

時當乾隆 55 年。五、六年後之乾隆 60 年或次年嘉慶元年 (1796)左右，

再由苗栗仕紳謝鳳藩捐地蓋「義民祠」，為本義民廟之濫觴，後到同

治 2 年，苗栗當地仕紳徐佳福又倡改建為「義民廟」。故苗栗義民廟

演變過程是：先有「亭」、再有「祠」、再有「廟」，而建「祠」之

始即為「廟」之濫觴，時當乾隆 60 年。  

至於《清苗栗縣志》所載「義民祠……乾隆 50 年，謝鳳藩等倡

捐建造」一句為何年代有誤？這有兩種可能：一是當時編纂時，采訪

者已訪誤或手誤；二是可能幾經傳抄已有漏誤字，本廟並不是乾隆

50 年整時所建。苗栗市義民廟始建年代的個位數或許是其他數字，

但該是乾隆 53 年之後、60 年之前。  

由新竹枋寮與苗栗社寮崗兩義民廟始建年代，都是林爽文事變後

來看，二廟歷史在「竹苗地區」客家庄同樣悠久，但為何新竹枋寮的

日後會茁壯發展，而苗栗社寮崗卻日漸衰退，不但大至全苗栗縣，小

至苗栗市內，都並非重要廟宇？是否代表兩地的「北臺灣」客家人，

對「與異族群做戰過」的「義民記憶」需求不同？此問題值得令人深

究。義民信仰真的是「北臺灣」所有客家人共同的歷史認同符號？看

來似乎未必。那接著更進一步回到原點問：何謂臺灣客家文化？何又

謂臺灣客家文化史？甚至再問，整個歷史上的客家認同認同形成過程

又為何？因為臺灣的義民信仰本身，往往關乎臺灣客家形成的歷史論

述，也關乎臺灣客家認同該如何論述與定位，若不從根本上先釐清上

述這些問題，很難真正觀察臺灣客家認同與義民信仰之性質為何。  

所以拙博士論文最後研究歸納重點如下：  

一、  苗栗義民廟歷史幾與新竹枋寮義民廟同樣悠久，然今日其祭祀

圈卻僅三里大，並未如枋寮義民廟般發展為當地一大區域信

仰，其主因與清代苗栗堡境的閩客械鬥風氣不發達有關。是

故苗栗義民信仰並未同於枋寮義民信仰般，枋寮義民信仰區，

因為閩粵械鬥氛圍較濃厚的歷史背景，來發展「區隔粵閩」、

「強調粵人忠義精神」之族群認同符號，而使該信仰成為一

大區域信仰。至於清代枋寮義民圈區域內客家人的社會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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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則是雜糅了廣東省「嘉應州裔 (多口操四縣腔客語)」、「惠

州裔(多口操海陸腔客語)」、「潮州裔(多口操大埔或饒平腔客語)」等三祖

籍後裔的客家移民為主。此者，大異於清代苗栗堡、乃至頭

份、三灣一帶，以口操四縣腔的嘉應州客家移民為主。故兩

區內區域移民的客語腔調差異，很可能是清代新竹枋寮義民

信仰，難以擴散到苗栗堡地區之重要原因之一。  

二、  在清代苗栗義民信仰中，有一重要制度為「苗栗義民祀 327 位

會友」制，其為清代苗栗地方人士，可藉由出資金來加入「苗

栗義民祀」會友，且其會友身分不但可世襲，百餘年來又不

斷有新會友加入，最終成為清晚期的「苗栗義民祀 327 位會

友」制。又「327 會友」制，並沒有歷史需求發展為「區分會

友間階級高低」，與重視「神牌位序差異」之模式，「苗栗

義民祀 327 位會友」都在該廟左偏殿，以一面木牌陪祀，即

可代表清代苗栗義民廟「327 會友」在該廟信仰者心中之歷史

貢獻。此外，苗栗義民信仰也主祀真正殉難於林爽文事件的

「義士眾姓諸公」、淡水廳幕僚壽同春、與淡水廳同知程峻

之模式，也是不同於枋寮義民信仰之處。  

三、 枋寮義民信仰乃清代嘉、道以來，竹塹當地「城╱閩」與「郊

╱粵」的閩粵械鬥風氣下之產物，「郊區」的枋寮義民祭祀

圈內之粵人，係藉此突顯「粵人忠義於朝」精神，期盼朝廷

能對當時的臺灣粵人聲張正義。而約自嘉、道、咸淡水廳境

內閩粵械鬥風氣氛圍下，枋寮義民信仰祭祀圈的粵人，又逐

漸透過枋寮義民信仰十四大庄制度，讓該區粵人能被組織於

各大庄的公號頭家，與枋寮義民廟方各大姓家族之領導下，

以凝聚共同的粵人族群共識與力量，來與淡水廳政經中心在

的竹塹城閩人相抗衡。而清代北臺灣閩粵械鬥同樣激烈情況

者，至少尚含「南桃園東側」與清代中港堡境內之客庄。可

是「南桃園東側」與清代中港堡客家人，一開始並未出現特

別崇敬義民信仰的氛圍；而在中港堡的頭份義民廟方面，該

廟乃遲至清代光緒 11-13 年左右，才由當地客家人自枋寮義民

廟分香引進。清代頭分庄客家人引進義民信仰的歷史背景因

素之一，自與從嘉、道以降的閩客械鬥風氣氛圍有關，然其

引進之時間點之所以遲至光緒朝，則是與金廣福勢力拓墾大

隘地區成熟畢，使中港堡與竹塹「郊區」兩地粵庄交通風險

相對降低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