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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吳濁流故居 (7/10, 8/19) 

 

 

A. 環境 

新埔有三街六巷九宗祠而吳濁流故居是唯一一個在鄉下且不冠新埔為名的宗

祠。其位於大茅埔地區，西臨新埔，北接湖口、楊梅，東為關西、龍潭，南鄰芎

林，屋前不遠處有鳳山溪上游霄裡溪通

過，經年累月沖積形成河階地形，可以

從名稱上了解這塊丘陵間的平地過往長

滿了茅草，從清朝時客家人開始移入拓

墾開發當地，楊林福從故鄉帶來柑橘，

而後在日據時代大正年間大茅埔成為椪

柑種植的示範區，全國知名，產量多可

外銷到滿州國，也因此才會有督憲光臨

紀念碑的故事。路口的站牌之所以取作

石牌也緣於紀念碑的關係。在這塊石碑

描述的時代下，普遍農民的生活困頓，

經常被收購作物的株式會社壓榨，然而

對於當時新埔的農民來說，卻是受到總

督親自大駕光臨參觀的對待，兩者境遇

大相逕庭。當時的總督伊澤多喜男來到

新埔鄉下對於民眾來說是件不得了的事

情，吳濁流的爸爸吳秀源找了上吳家與

鎮上的人士為了紀念此事而立碑，然而

這個石碑命運多舛，曾被警員因過去時

圖一   吳濁流故居與周遭環境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圖二 

上圖   大茅埔地區農田    

左下   督憲光臨紀念碑 

右下   故居前路口的站牌 站名: 石牌 

皆為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代背景之下想要去日本化而以水泥將督憲光臨四字塗去，道路拓寬的時候工人把它

當成墊腳石，怪手又將它弄成好幾塊，經過文史工作者的搶救才能有今日的樣貌。 

 

 

 

 

 

 

 

 

 

 

 

 

 

 

移動腳步來到客家人村落的門口必定會有的伯公廟，其中可以發現客家土地公

跟閩南土地公不太一樣。客家話的土地公叫伯公，一開始的形式不是像我們現在看

到的，此為昭和年間光復前的小廟式伯公，其個子小，人不能進入。部分人家有很

多伯公，後來逐漸演變成集中成為一鄰一伯公。客家伯公沒有神像，而土地婆只有

閩南才有。而另一個客家土地公的特點為廟後方的化胎，對於客家人來說風水是很

重要的，化胎就像是靠山一樣，背後要有山才會穩，因此是神聖的空間，不能侵

犯。伯公廟前只有一個金爐位於伯公的左邊，不同於北埔的姜家的伯公廟有兩個爐

分別為左邊的金爐跟與右邊的銀爐，相傳是因為龍瑛宗的祖父是被砍頭而死的，沒

有頭且屍首不能回家，只能放在伯公的右側不然家族就會繼續被砍頭，在傳統上要

燒銀紙，因此久而久之就在那邊燒銀紙。據吳校長說吳濁流從小在這長大，直到考

上台北師範學院離家，光復後回到家鄉都會坐在旁邊沉思感受。 

 

 

 

 

 

 

 

 

圖三   村落入口的伯公廟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B. 建築形式與歷史 

 

 

最先起造於 1840 左右，然而 1895 年左右宗親被日本人通緝而逃回家中，日本

人為了緝捕他一怒之下放火將房子燒毀，在十年後 1905 年才又再次起造。吳濁流故

居的建築形式為一堂三橫，當後代越來越多了，橫屋的數量也越蓋越多，房屋間有

過水廊，一間主屋只能有一個廚房，不能分家另起爐灶。屋後有山，對於客家人來

說象徵著靠山。周圍有很多刺竹，早期常作為防禦用途。在風水上房屋前面要有很

平的地方，而遠方要有案山。由於附近

屬於由霄裡溪沖積出來的河階地形，此

處相當符合客家人對於好風水的要求。

大嵙崁溪歷經數次改道，而附近曾為溪

流沉積的地方，逐漸形成紅土礫石層。

先民來到此處開墾時將田內的大小卵石

再利用，做為田埂與建材，圍牆上的礫

石就是最好的證明，仔細觀察圍牆上靠

近上方的比較小顆而底部的相對比較大

顆，一顆石頭周圍由六顆石頭包圍，假

如一邊坍塌不會整個垮下來而其他砌法

例如人字砌就會全垮 ，在看似平凡的

圍牆其中又可以看見先民的智慧。圍牆

旁的門檻是過去船用的壓艙石，運回後

就留下來做建材。房子正廳上有燕尾，

據吳校長說過去其實原先的房子是沒有

燕尾的，但文化部在整修時因吳家曾有

捐官所以另外外加的，公廳內的祖先畫

圖四   吳濁流故居建築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圖五    

     上圖   房屋的圍牆 

     下圖   房屋公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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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也印證此事。客家放祖先牌位都放在

中間，進門放在左邊是閩南式，客家旁

邊放神明或祖先的畫像。公廳外牆上的

堂號的由來來自於吳姓開宗祖泰伯禪讓

而被孔子稱作至德，並非吳濁流家族特

有的，只要是姓吳的家族堂號都有可能

取作至德堂但北客與南客的寫法順序會

有些不同，北客會寫成「堂德至」 南

客則會寫成「德堂至」。 

 

 

 

而兩側的橫屋牆上有渤海家聲與延陵

世第，其來自於吳姓的舊籍貫。公廳是整個

房子中最高的，向外逐漸降低，輩份最小住

最前面。過去有人把橫屋蓋得比公廳還高，

結果因此家道中落。屋身構造為火庫起

式，屋脊呈兩波式而兩波間有馬背。馬背

的樣式是依照五行設計而客家跟閩南的也

有區分，樣式由建屋的主人的命盤排定，

本來家族希望家運能夠旺因此馬背的樣式全

部都是火，然而被日軍放火燒過一次後重建

才將其中一個改成水。馬背有其功用不只是

美觀與風水上的意義而已。不同的建築方式

有不同的馬背，此處觀察到的是硬山式的馬

背。屋頂的木頭不會向外突出，被山牆擋

住，沒有屋簷，當房屋失火時，火燒不到

馬背外的另一側。房屋整體相當對稱，原

因在於古代建築相當在意中軸線的概念。

地理師要拿羅盤出來看，中軸線定了後，

圖六    

公廳外牆上的堂號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圖七   房屋的左右橫屋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圖八 房屋的硬山式馬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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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燒毀過後僅存的倉庫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會拉條紅線且不能移動紅線的位置，依照紅線做出兩邊對稱的建設。1895 年房子沒

有完全燒掉，唯一剩下的是位於面向建築左前方最邊間的倉庫，其他是後來 1905 新

建的。最原始的屋簷底下是用竹子去撐得，其他新建的就用木板。地理師對於分經

線有他的堅持，房屋主人的命盤與他的分經線在經歷火燒後都不一樣，然而又想要

保留舊有的房子，中軸線有偏移因此就在舊屋與新屋間的牆壁多加一塊以保持中軸

線。客家人最愛水，水代表財富。下雨後屋頂將雨水集中至一旁的水溝，水溝只有

房屋的一邊有，客家人有其堅持不能任意更動原有建築的設計，不然會被罵不懂規

矩。當所有的水都集中起來後， 所有的水要再經過家裡一次，從屋角的洞口出去，

從中可以看出客家人的謹慎與對於財富的觀念。 

 

 

C. 家族歷史 

i.  

路口指標上的吳卓官是吳家的開台祖，吳濁流是

在台的第五代。當初渡海過後定居於新莊，然而因為

土地皆被閩南人佔據，只剩爛泥巴地不適合耕作且閩

粵械鬥嚴重的關係而遷居於此地。過往這裡的土地都

是平埔族霄裡社的，他們有土地的擁有權，漢人只能

當佃農，幫平埔族人耕作。吳卓官帶著他的小孩吳慶

榮開始在這裡發展，而後逐漸有財富後土地規定也沒

有抓那麼嚴格之下逐漸購買當地土地。 

 

 

 

 

圖十  

舊屋與新屋間為維持中軸線所增加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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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房屋的水溝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圖十二 

路口的指標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ii.     吳大哥說他的爺爺的爺爺吳秀水參加抗日，其實日本人就是來抓他，當初

房子因為他而被燒所以一部分的土地就先拿來換錢重建，他的兒子也被追捕。

當日本戰敗後，國民政府來有好也有不好的點，對於吳家來說，祖先的土地很

多因此被別人佔據。 政府耕者有其田政策將田租給他人，結果因為政策的緣

故，田就被瓜分走了。到吳大哥爸爸那時就沒土地了。吳家的土地在日據時代

之前的範圍從往南到 118 巷往上到上吳家跟龍潭交界的地方，那邊是水源地，

到關西包含關西營區那邊都是他們的，可是到日據時代因為祖先沉迷鴉片就賣

土地買鴉片，土地就少掉一半了，開始有外姓的人來不然以前都是他們家族的

宗親。 

iii.     吳濁流生在日據時代，平常沒什麼娛樂就寫寫東西。生活在語言轉換的年

代，他還沒寫小說之前是寫漢詩的，而這些詩都可以用客語或閩南語念。吳濁

流是隔代教養，祖父吳芳信跟他說你要低調一點而幸運沒有因為得罪日本人被

殺掉，而後跑去苗栗當老師，因此當地也成為他的第二故鄉。吳濁流的書之所

以都是以植物的名字為名可能源於日本文學源氏物語並以在地化的植物象徵與

台灣的關係。每種植物帶有不同的意義，無花果代表低調不絢爛，台灣連翹因

枝條細密且堅韌，常被作為圍籬，對應著台灣人的堅毅性格。 

iv.     吳載熙生於 1935 年，日本的文化與思想對於年幼的他來說影響不深，但

生活在兩個不同的文化背景轉換的時代下，對於國家的認知或許仍有些疑惑。

雖然戰爭讓大家的生活民不聊生，但究竟新來的政府到底是怎麼樣的，跟日本

人有什麼差別?他們講的是我們不懂的語言，要如何適應?他們會帶給我們與過

去不一樣的生活嗎?而後他開始受教育與從軍，由當時的時代背景可以推測他漸

漸被灌輸著日本是挑起戰爭的國家而共產黨是顛覆國家的做惡源頭，最終成為

反共抗日志士。 

 

D. 路上觀察 

i. 我們在文獻上看到這裡過去遍種柑橘的榮景，然而現在好像放眼過去卻沒有看

到任何一棵柑橘樹，問了吳校長才知道說現在不流行種了，大部分的田地種水

稻的比較多。 

ii. 這次看到的伯公廟看起來相對於閩南土地公來說沒有那麼華麗也比較小巧，拜

殿相對整體而言很大，而過去看過的閩南的土地公廟都會比較大而拜殿比較

小。 

iii. 伯公廟屋頂壓紙錢讓我感到不解，一般而言會看到這種習俗通常是在墳墓為祖

先添新瓦，或許這是客家人幫伯公添新瓦的方式? 

iv. 在過去沒有被燒毀的穀倉外牆旁看到過去劃記的痕跡 

v. 從公廳上的對聯、裝飾還有「望重蠻邦」匾額都可以看出對於後代子孫抱有飲

水思源的想法的期待。 



vi. 不同於閩南人將天公爐設於室內，客家人將天公爐設於室外。 

vii. 農會辦理品評會得獎的紀錄，印證過去遍種柑橘的歷史記載。 

 

 

 

 

 

 

 

 

 

 

E. 問題與反思 

i. 新埔有為什麼那麼多宗祠，宗祠對於客家人的意義? 

福建與廣東的祭祀很不一樣，福建人愛拜拜，廣東人都是建祠堂，廟反而

不重要。明明都是中國社會，為什麼這麼不一樣?跟這些社會什麼時候被納入國

家的版圖，而當時國家的禮儀影響著當地有關。福建是在南宋納入，國家敕封

地方神明，而人民以地方神明納入國家的方式加入國家。台灣有很多福建移民

因此也深受其影響。廣東是在明清時代才納入，明清時代的禮儀改革深深影響

廣東人的祭祀。廣東人是個重視祠堂的社會，可以追溯到廣東在明清時代跟國

家的關係很緊密有關。明代中葉發生「大禮議」，明世宗安插自己沒有當過皇

帝的爸爸進入祭祀禮儀，支持皇帝的大臣都來自廣東，而這些大臣在自己的家

鄉也有樣學樣，開始建自己的宗祠，推動禮儀改革，原先民間不能拜元祖但之

後都可以了，只要是同姓就可以拜，因此祠堂廣泛興建。對於客家人而言宗祠

是作為祭祖、辦學等作用的場所。先民遷徙來台，生活艱苦需要凝聚宗親的力

量克服困難，而客家人又特別崇尚傳統，尊儒重道，藉由祠堂的設置，共同祭

祖也維繫宗族間的關係。辦學也是宗祠常見的功能，客家人重視教育，鼓勵後

代子孫追本溯源，效法祖先的努力。在吳濁流故居的公廳就可以看到如此的對

聯、裝飾與匾額帶有其意義。 

 

圖十三 

左上   村落入口的伯公廟 

左下   房屋的天公爐 

右上   倉庫上劃記的痕跡 

右下   農會辦理品評會得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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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雖然吳校長分享很多，但似乎變得像是古蹟巡禮而不是我們所期待的關於吳家

的歷史與家族人環境的故事。 

我們可以去思考說外地來的觀察者覺得重要的點與當地生活的居民覺得重

要的點的不同之處。古蹟是當今比較少能看見的，能夠作為與當今世代和過去

的連結，當地人藉由介紹古蹟讓大眾了解過去的樣貌，而家族的事物對於他們

可能只是茶餘飯後的閒話家常，不足為外人道，因此相對來說不著重這部分的

說明。另一部分我們可以思考的點為哪些是原有的而又有哪些是外加的？這棟

房子因爲吳濁流的關係而被賦予不同的意義，經過研究與整理過後，將吳濁流

相關的資訊呈現在房子的每一個角落。大部分的人來到此處是因為吳濁流，建

築的介紹是順帶的，而吳家其他人的歷史並不是大眾在意的點，或許是因為如

此吳校長才會著重在關於建築上的說明。 

iii. 吃人肉到底是不是真的? 

當天聽到最驚世駭俗的故事大概就屬這一個，老師在車上提到關於到底是

台灣民主國的逃兵還是清朝的逃兵，在找尋文獻上發現關於河南兵的故事。根

據黃榮洛先生的考據，之所以稱作河南兵並不是因為這些兵勇來自河南而是因

為來自於廣東的河南營訓練出來的兵勇。當時丘逢甲在日本進入台灣不久就搭

船逃離，麾下的兵勇在台北城造反，開始為非作歹，姦殺擄掠，從國庫裡搶走

金銀財寶，而後大部分都投降日軍被送回中國，剩下的向新竹南下。台北城兵

變的消息傳到新竹，客家人悲憤不已。客家人於清朝時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存安

全，一直效忠於清朝。台灣民主國成立後應該繼續為新政權效力，然而台北城

內的這些粵籍的兵勇卻無惡不作，他們的罪孽不能被原諒，抓到的逃兵一律格

殺勿論，這種故事不只有新埔傳聞其實到處都是。吳濁流的著作中曾經提到吳

校長當天講的故事，這些兵勇在他們家無事，吳秀源就請了村內的人護送他們

到北埔給姜紹祖抗日，之所以要護送可能就是因為怕他們又被抓起來殺掉抑或

是吃掉。這些傳聞回想起來不禁覺得毛骨悚然，但沒有具體的證據是難以被認

定成為史料，如果有文獻上的記載會不會又因此影響到當地或者是家族? 

iv. 公廳上的匾額「望重蠻邦」的用詞是否恰當? 

吳秀源之所以稱當地為蠻邦的原因在於在他那輩的生活經驗橫跨清代與日

據時期，清代制度上土牛溝以外的地方就屬於蠻邦，界線以西的就是清政府可

以管理的到的地方，而番界以東的就是化外之地，在番界以外的地方開墾所以

他們家族會說蠻邦跟這個是有關係的。 

F. 心得 

透過當地人與家族後裔的介紹才能聽到那些背後隱而不顯，平常聽不到也很難

觀察到的故事，同時也從稗官野史看見地域與人物之間的互動。這些是老師在課堂

上很難講到這麼細緻的東西，就算講了自己應該也聽了模模糊糊的。我們從建築中

可以先民的智慧與對於細節的重視，一磚一瓦，甚至是水溝都有其要求，在細微中



看見不平凡。在這樣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空間，其變的是周遭的人事物，但不變的

是對於家庭的根源與傳承。實際場域與文獻上的對應又可以發現很多的疑問與衝

突，在吳校長敘述下聽起來相當合理，然而仔細思考過後多了有趣的點。督憲光臨

紀念碑是吳濁流的爸爸與仕紳們一起立的，從裡面的碑文可以理解他們家族與日本

人的良好關係，然而在吳濁流的時代背景，著作中先生嬤卻是看到日本人統治之下

台灣知識分子的悲哀與身分認同衝突，而在吳載熙的背景底下，身為國軍的立場下

理論上很反日。個人身分在不同的時代背景有著不同的感覺與意義。 

 

  



2. 新埔街上 (7/10, 8/19) 

午後，在新埔吃中餐，順便也逛了一

圈。下車的位置旁就是吳校長提到過去吃人

肉的地方廣和宮。廣和宮祭祀的是三山國

王，因客家人常稱三山國王為王爺所以也稱

王爺宮。新埔過去的移民祖籍大多以惠州、

潮州等為主。隨著移民結構的變化，廟內也

拜有觀世音菩薩、祝生娘娘、廣澤尊王(泉

州人供奉)……。課本上對於宗教的描述很粗

略，背後是極複雜的，台灣很多三山國王廟

實際上是潮汕人供奉，在廣東社會中潮汕

人不被認定為客家人。過去日據時代皇民

化運動宗教政策，都希望把三山國王換成

日本自己的神道教信仰，但民眾很聰明，

廟中有前後殿，把三山國王放在後殿，前

面放釋迦摩尼佛，告訴日本人說我們是信

佛教的。廟是有後門的，一般的信眾就從

後門進來，現在已經換回來了。 

廟中上方的匾額有總理兼施主潘朝棟

「聲靈赫濯」還有賜佩紳章總理兼施主潘

成元的「中和位育」，後方的殿堂有潘成

元的「大雄寶殿」。可以從講義上的文獻

碑文上發現潘朝棟同時也是重建義民廟的

施主之一，可以推測他當時應該是當地有

權有勢或者有錢的地方菁英。而根據新埔

龍天宮的長生祿位「重建廟宇經理兼創設

施主受賜紳章潘朝棟字成元大人祿位」應

為同一人。廟中附有當時日據時代的街庄

圖，可以發掘當時新埔其實是人口稠密且熱鬧的地

方然而近代都市的發展人口外流嚴重，已不像過去

那麼熱鬧而帶有幾分緩慢且平靜的氛圍。 

圖十五   廟宇牌匾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圖十四   新埔廣和宮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圖十六    

廟宇內日據時期新埔的地圖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看見房屋旁的壁畫裝飾，旁邊的

解說牌上寫著火燒新埔街的故事，翻

閱文獻後發覺或許這就是串起了義民

廟、廣和宮、吳濁流故居都在同一個

時間點被火燒掉的一段故事。 

 

 

 

過去戲院的公布欄如今也換了一

種形式繼續延續生命，而戲院則人去

樓空。新埔的興盛與衰敗似乎都能夠

從這些小角落看見。 

 

 

 

廟中另外發現有過去軍事學校設立於廣和宮的

記錄。過去國民黨軍隊在國共內戰節節敗退，

撤退到台灣後在新埔設立怒潮幹部學校，或許

是因為新埔與黃埔只有一字之差，有其精神上

的意義，學校作為反共抗俄的據點，培養黨政

軍人才以成就復國大業。 

廟中另外發現有過去軍事學校設立於廣和

宮的記錄。過去國民黨軍隊在國共內戰節節敗

退，撤退到台灣後在新埔設立怒潮幹部學校，

或許是因為新埔與黃埔只有一字之差，有其精

神上的意義，學校作為反共抗俄的據點，培養

黨政軍人才以成就復國大業。 

 

離開廣和宮後在外亂晃，看到這棟特別

的建築，在當時那個年代可以蓋這樣的房子

想必是極為富有，上面寫有潘錦河故居，從

文獻上可以了解其屬於新埔潘家的宗親，為

潘成元的弟弟的後代，潘家在清代時經商致

富與累積人脈而後轉往發展政治，而潘錦河

成為新埔鎮長。 

圖十七     廟中怒潮學校記錄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8/19 

圖十八   潘錦河故居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8/19 

圖十九   火燒新埔街壁畫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8/19 

圖二十   廢棄戲院建築與公佈欄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8/19 



從招牌的樣式也可以看出時代的變遷。每個

年代都有其流行的招牌樣式。從流行於民國 50、

60 年代的手繪到壓克力立體字，而後電腦切割技

術提升又出現卡點西德的招牌，在這條新埔最熱

鬧的街道都可以見到。其中豆腐店的字體應該是

台灣人最為熟悉、隨處可見的劉元祥先生商用字

彙的楷書字體。 

 

 

 

  

       圖二十一   新埔街道上的招牌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8/19 



3. 義民廟 (7/10, 8/19) 

 

圖二十二  新埔褒忠亭義民廟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中午過後來到義民廟，恰好遇見前縣長兼義民廟董事長林光華，有了他的介紹也對

於客家文化與義民有更多的了解。 

 

A. 路上觀察 

 

 

 

 

 

 

 

在廟宇正殿的兩側牆上可以看到忠孝

節義等字，在新埔廣和宮、義勇廟與大茅

埔的三元宮也有，這幾間廟宇的共通點都

是跟客家文化有關，或許是因為這個共通

點而有。 

 

圖二十三    

大茅埔三元宮、新埔義勇廟、新埔褒忠亭義民廟正殿兩側牆壁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8/19 

 

圖二十四    

廟宇正殿、長生祿位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在正殿義民牌位的上方即可見到褒忠二字，而碑文中廟的創建者林先坤、劉朝

珍與陳資雲的長生祿位於則位於在廟宇正殿右側而左側則是施主及重修經理人的長

生祿位。 

義民廟的祭祀活動主要是透過

聯庄祭祀的方式，輪值到的村落籌

備祭祀相關工作，在廟中的櫃檯上

有今年聯庄相關資訊。 

 

 

 

廟裡插滿了黑旗，其由來來自於林爽文事

變中為了分辨敵我而綁上黑布作為辨識。 

 

 

 

 

 

 

 

廟中出現許多匾額，贈予者幾乎

都是地方的首長或擔任重要領導職位

的人物。參與廟宇的活動變得帶有政

治上的意義，除了官方認可義民爺的

信仰，也表達政治人物對於客家人的

關注，增加客家人對於政治人物的好

感。 

 

 

 

 
圖二十七    

廟宇殿內的匾額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圖二十六    

廟宇殿內的黑旗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圖二十五    

廟宇櫃檯上聯庄資訊   2020/07/10 

 

 



B. 義民廟的歷史 

六家也就是林光華的家族居住地，在過去有 700 多個林家的人、同鄉共同居住

於此地一同開墾竹北。周圍有溝渠灌溉，可做為護城河，並設有隘門，東門為跑馬

場，西門為林家的出入口，南門為最鄰近田地的田門，南門現在出去就是頭前溪，

一路到九甲、千甲那邊都是林家的範圍。 

乾隆 51 年林爽文事變，北路軍殺到了新竹，佔領竹塹城，同知被殺，巡檢逃

亡，軍隊繼續挺進，四處姦殺擄掠 。北路軍往北部挺進林家也逃不掉，而且林家有

很多的糧食，對於軍隊而言是很重要的物資，搶到了才能繼續挺進。林家集結幾個

庄還有道卡斯族的原住民、閩南泉州的住民加上長工，一同守護鄉土但也難敵亂民

們的襲擊，差一點被消滅。清廷派壽同春與軍隊從新豐紅毛港登陸，與義民軍夾擊

消滅北路軍，收復竹塹城，後來福康安也加入作戰把林爽文抓起來。那時打仗就綁

個黑布當作識別敵我的標記。戰死的忠骸藉由身上的黑布標記找回，本來要載到湖

口埋葬但牛車走到雄牛睏地穴也就是現在義民廟的位置就不走了。在地主的奉獻之

下於此建墓蓋廟。 本來廟還不知道叫什麼名字而當時乾隆賜了褒忠與一個亭，因此

取名為褒忠亭義民廟。義民軍的指揮同時也是林光華的祖先林先坤與施主劉朝珍及

看地理風水的陳資雲的長生祿位至今也供奉在義民廟中。戴潮春之亂又再一次然而

這次加了新竹林占梅家族的力量，犧牲的忠骸則埋於旁邊的附塚。後來日本人進入

台灣，客家人又跟他們抗戰。據林光華說是客家人自己燒掉義民廟跟蓮華寺，日據

時代日本人本來想廢掉，想要民眾改信仰太陽神(天照大神)，廟也有豐厚的財產，不

知道日本人有什麼企圖。林光華的祖父跟一些仕紳向日本天皇請願表達義民廟供奉

的是義民爺，不是神職而是先賢先烈。而後日本派了海軍大臣、拓務大臣配合台灣

總督來這邊了解，不但沒有廢廟還給了兩塊匾額作為忠義的典範。 

C. 義民精神 

很多人批評義民為客家的恥辱，結合清廷攻擊反清復明的志士。林光華則認為

現在的教育很重要，不能亂給後代觀念。清廷沒有照顧好台灣人民導致事變而這些

客家人浴血奮戰，保衛自己的家園跟開發的成果，合情合理。有一說林爽文械鬥是

閩客械鬥但林爽文也是客家人，客家人跟客家人作戰也無法說是閩客械鬥。 

D. 台灣唯一有大量信眾的「本土」信仰 

全台灣供奉義民爺的廟總共有四十幾座而每年農曆七月二十為義民節。有人說

有應公跟萬善爺跟義民爺是一樣的，但林光華覺得義民爺是有主的，雖然他們沒有

結婚沒有子嗣但他們都因為這塊土地而犧牲了，沒有他們就沒有客家人後代因此忠

義的精神不可抹滅。 

E. 政治上的客家 

林光華發起了還我客家話運動，現在的客家人也要以義民軍自居，保衛文化語

言，沒有客家話就沒有客家文化。以前覺得客家人不多只有四五百萬人 其實遠遠超

過。過去因為環境與法律的影響以國語為主且廣播電視上的方言不得超過百分之十



且逐年遞減，造成客家文化的嚴重流失。林光華覺得政府推動國語是好的因為語言

不是政黨的標誌而是溝通的工具。尊重別人的母語，各個族群的母語是他們的文化

的表徵而且各有特色。 

F. 習俗的昔與今 

在過去林家中武舉人後回來義民廟殺豬宰羊以表感謝，輪值也因此從那時道光

15 年開始。以前農業社會沒有娛樂於是開始在每年義民節比賽神豬。然而近年動物

保護的意識抬頭，比賽神豬經常被動保團體砰擊。長久以來的習俗勢必需要因為時

代的不同而以不同的形式表達。虐養神豬與過於商業化的活動並不被廟方接受。然

而文化的習俗要改變也有難度。長輩很珍視文化與傳統， 一輩子能夠輪兩次覺得很

開心，現在不鼓勵但也不會嚴禁就順其自然就好。 

G. 問題與反思 

i. 當受訪者講到離題還爆料的時候怎麼辦? 

田野會出現的狀況常常都是意想不到的，有有趣的也有令人不知所措的。

有可能在離題的話題中補足一些文獻上沒有的紀錄，了解受訪者的生活環境與

時代，為了把握時間還是需要找到時機點拉回正題。 

 

ii. 我們問的問題受訪者好像都不是很在意? 

當問到廟宇中的匾額時，老縣長好像都不是很了解，如同吳校長的解說並

不是著重於我們想了解的部分。從這個事件可以瞭解說文字上的歷史跟當地人

在意的東西是不一樣的。透過當地人的視角重建當時的環境需要很多的田野調

查，每個人都透露出一點線索，而我們能做的是將每一塊線索串成一個合理的

故事。 

 

iii. 到底是誰放火燒義民廟的? 

老縣長說是客家人自己放火燒的，然而眾多文獻都有記錄可能是日軍燒

的。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記錄著當時日軍掃蕩的情況，相對來說日軍燒毀義

民廟的可能性比較大。且吳濁流故居、廣和宮、新埔街都在接近的時間被燒

毀，因此可能可以推斷這是一連串的屠殺與焚燒。 

 

iv. 匾額上的字跟義民塚的碑文被塗改? 

當我們把義民塚跟匾額的照片放大來看，可以發現日期的部分昭和被刨

掉，而墓碑上的大正後來可能被修復了，但痕跡還是留存著。過去的去日本化

政策破壞了歷史的痕跡，督憲光臨紀念碑也是有如此的命運。 

 

 

 



 

 

 

v. 現在聯庄祭祀是十五大庄，墓碑上只有十四大庄? 

聯庄祭祀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規模，從一開始的四大庄輪祭，漸漸擴大變

成十二庄十四庄，直到今天的十五大庄。第十四大庄加入時間為光緒三年，第

十五大庄加入時間為民國 65 年，因此可以印證這塊墓碑跟旁邊的日期是合理

的。 

 

 

 

 

 

 

 

 

 

 

 

  

圖二十八  

匾額、墓碑遭塗改的痕跡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圖二十九  

義民塚墓碑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4. 林家祠 (7/10, 8/19) 

 

 

A. 路上觀察 

聚落應該要有很多的房子，但以目前的樣子稱作聚落似乎有點牽強。在

150 年前是個單姓村，沒有一個人可以說的出來這個村落有多大。聚落的規模

因過去的重劃獎勵政策而嚴重破壞。雖然目前政府很有意識地想要維護，打算

用聚落的方式保存然而經費不足的事實也只能將目前現存僅有的建築作暫時的

保護。目前保留下來比較完整的這三棟都不是一般的民宅，因為不是私人所有

所以沒辦法拆。 

 

 

 

 

 

道路旁邊的旗杆是家族有人當官中科舉的標誌，在台灣其他古蹟如鄭用錫

家廟與李騰芳古厝也可以見到。林家之所以會選擇落腳在此地的原因可能是因

圖三十   林家祠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圖三十一 

林家聚落前的旗杆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為此處有自然的地下水，以前農業社會需要水來灌溉，在這裡取水是沒有問題

的才會在這裡落腳。宗親們常在這裡聊天，井邊自然形成公共空間 。祠堂外種

石榴，或許是因為石榴多籽的象徵意涵，希望多子多孫，家族歷史綿遠流長。 

 

 

 

 

B. 建築歷史 

i. 大夫第 

大夫第建立於乾隆 32 年。之所

以會有這棟的原因來自於來台祖林衡

山過世，兒子們為了紀念他們的父

親，在最早以前蓋的時候是茅草屋而

後來才又經過整建。一開始這棟建築

也不叫大夫第，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善

慶堂。過了幾年大哥也死了，也將牌

位放在這裡，這裡也就成為拜祖先的

地方。一直到第四代有人考上科舉光

耀門楣， 不只是中科舉的那個人會得

到封號，祖先也都會被追封。大家都是

大夫，所以就改名為大夫第。這棟宗祠

的所有權是公有的，除了伯公廟以外，

這棟大概是最早的公共空間，也因此倖

免於拆遷的命運。 

 

圖三十二 

問禮堂周遭環境與水井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圖三十三 

大夫第外觀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圖三十四 

大夫第內部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ii. 問禮堂 

關於問禮堂的由來學術界曾

經有個說法認為是家庭裁判

所，在這個大聚落如果有人

做壞事，宗族之長就會在此

審問他。然而這個說法最近

漸漸越來越不能被接受， 

當地方政府管理的能力差才

有可能會有家庭裁判所的出

現，林家跟官府良好，應該

不需要動用私刑。林家第四

代於道光十一年中武舉，150 年前的竹北是窮鄉僻壤，村落剛好是土牛紅線經過的

地方。在這個偏僻的地方中了舉人是件大事，除了家族高興外，地方是有名望的人

也會來拜訪， 帶他們去拜祖先的地方坐並不合適，因此另外建了問禮堂，作為迎接

外賓的招待所。 

 

iii. 林家祠 

 

 

 

林家祠於光緒八年建成，是三棟建築物中最晚建的。雖然名為林家祠但其實不

是拜祖先的地方。實際上的功用來自於客家人名為「嘗會」類似互助會的組織。這裡

就是以前聚落中的其中一個互助會。之所以叫做嘗會的原因來自於嘗有秋天的祭祀

的意義。宗親成立互助會， 每年固定分紅，選在神明或祖先前面分錢順便一起吃

飯， 分錢之前會先祭祀祖先神明然後供品就分著吃一邊分錢。林家有個嘗會叫做次

聖公嘗，次聖公是林家的八世祖同時為林家的唐山祖。參與此嘗會的人多錢也就

多，為了講求便利蓋了一棟茅草屋作為每年專門算錢的處所。林家有數個互助會後

圖三十五 

問禮堂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圖三十六 

林家祠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來皆到這裡算。原本叫做次聖公廳因為這裡像是林家宗親集合的處所而改名林家

祠。祭祀公業的前身就是嘗會。這個名稱是日本人帶來的，日本人沒有互助會的概

念，而且日本人有產權所有人的概念，在調查的時候發現無法處理嘗會複雜的關

係，至今也仍舊沒有好的方法解決祭祀公業的產權問題。 

 

C. 家族歷史 

林衡山來台灣十幾年就過世了 乾

隆三十一年過世。後續其實主要靠的是

兩個兒子發展，但大兒子乾隆三十八年

也過世了，因此主要靠的是林先坤，也

就是最初建義民廟的參與人之一。而在

大夫第中看見比干的塑像，比干據說是

林氏的先祖，歷史上姓林的找不到一個

著名人物，最終就找比干當作先祖。 

 

 

 

D. 問題與反思 

i. 在很多的楹聯與對聯上都有看到宋代，是否有特殊意義? 

 

 在文字的歷史上想要表現我們家族是遠遠流長，要把他跟

著大時代的歷史連在一起。華南學派有個說法，台灣人追溯祖

譜大概都可以到明清，然而再之前的祖先就不清楚了。你可以

去大陸路邊的舊書攤買到明代以前的的祖先的祖譜 然後把你的

祖譜跟他們的祖譜結合，有可能跟這個是有關係的。這不會是

林家特有的，全台灣姓林的大概都會有同一個故事。 

 

 

 

 

 

圖三十七 

林家祖先牌位與比干像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圖三十八 

房屋內的楹聯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ii. 門上與房屋上都有東魯家聲與西河世第，其由來為何? 

 

 

林家祖先遷居魯國，今日河南省淇縣淇河之西處，後裔

林放為孔子弟子，唐玄宗因林放生於淇河之西，追封他為西

河伯爵，因而有東魯家聲與西河世第的堂號。 

 

 

 

 

E. 心得 

藉由文獻的閱讀，可以比過去出去玩時看見當地更多的事物與背後代表的意

義。這次的課程讓我對於新竹充滿了好奇，去市區也不再只是去吃飯而已，花了比

以往更多的時間在探索。期待未來也透過這次的學習經驗對於自己的家鄉有更多的

了解。 

  

圖三十九 

林家祠入口  作者自行拍攝   20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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