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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客家客家客家文化資產調查文化資產調查文化資產調查文化資產調查────────    

以屹立於現代建築叢林的頭份曾屋夥房為焦點以屹立於現代建築叢林的頭份曾屋夥房為焦點以屹立於現代建築叢林的頭份曾屋夥房為焦點以屹立於現代建築叢林的頭份曾屋夥房為焦點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古蹟應該與生活結合，用心去感受它。如果只是給予一個「古蹟」

的稱呼，讓它無法修護，沒有生氣，只會加速它的摧毀。房屋有人住

才能有人氣，才有生命力。近年來都市更新、農地改建、變更地目，

具有文化特色的夥房一棟棟改建，若不即時記錄其影像，隨著時代巨

變，將從記憶消逝。 

筆者透過拍照、觀察、紀錄及訪談曾屋家族長輩以獲得一手資料；

輔以閱讀文獻資料、田野調查及質性研究等方法。論文研究視角除了

理性的建築巡禮、歷史探究外，還有感性的文學詮釋。跨領域的研究

亦是本論文的特點。 

   「頭份曾屋夥房」走過八十多年的歲月，屋頂建築採「寺廟結合

客家三合院」方式，在傳統客家夥房中十分罕見。透過此次調查，為

客家文化資產再添一筆寶貴記錄，讓更多人了解客家文化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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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estigation on Hakka Cultural Historic Monuments 

Focusing on Hakkas Tzeng House for Extended Family 

in Toufen Firmly Standing in the Modern Jungle 

 

Abstract 

 

Historic monuments should be associated with life and felt with heat. The giving 

title,  historic monuments, without maintenances only could speed up their 

destruction. Vigor and vitality exist in houses with people living in. Owing to urban 

renewal, reconstruction of farmland and conversion of land category, reconstruction 

of Hakkas houses for extended family with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will vanish from 

our memory if we don’t record their images immediately in recent years. 

The writer got first-hand information via taking photos, observing, recording and 

interviewing family elders of Tzeng houses as well as through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reading documents, field survey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cluded not only rational building tour and history exploring but also perceptual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s a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the 

paper. 

Hakkas Tzeng houses for extended family of Toufen have stood there for over 80 

years. Temple roof combined Hakka sanheyuan way is rare in traditional Hakka 

houses for extended family. Through this survey, another valuable record was added 

to Hakka cultural historic monuments. Let more people comprehend the glory of 

Hakka culture. 

 

 

 

 

 

 

 

 

 

 

Key words：：：：Hakkas house for extended family,  building  , historic mon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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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緒論從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文獻探討分成三節探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家」是人類安身立命之處，是生命初始的記憶，是維繫家族感情之所在。

「曾屋夥房」是筆者成長之地，一直希望以自己所學為這個家1做些事，回饋這

個孕育我的家。筆者紀錄曾屋夥房的今日昨日風華，生活印象點滴，留予後代子

孫他年說夢痕，同時對夥房建造者貴秀公致敬──我的阿太。這是筆者研究動機

與目的最大動力。 

 

一一一一、、、、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曾有前輩在期刊介紹過「曾屋夥房」，但是，個人認為可以寫得更深入，筆

者除了理性論述還能兼顧感性書寫。 

    「曾屋夥房」上一代的長輩2已漸凋零，後輩對於「曾屋夥房」來龍去脈變

得不甚了解，加上夥房建造年代久遠，建物會受損需要修繕，進而改變原貌；甚

至就完全改觀不見了。 

    其次，近年來都市更新，一棟棟現代化的高樓大廈拔天而起，取代舊有建築，

一些農舍、老屋、古厝，慢慢退出視野。有的子孫人數眾多，對於祖產意見紛歧，

加上後代子孫成家立業、工作求學之故，紛紛離開老家，眼看土地價格上漲，於

是賣掉老宅獲利。另外有的子孫住不慣傳統老房子，屋齡又年久失修，因此改建

成現代樓房。 

    上述原因，我擔心再不行動就來不及了，希望及時紀錄調查，也為客家文化

資產略盡棉薄之力。 

    在二十一世紀，放眼社區城鎮中，要看到上個世紀的老房子非常不容易，除

非這棟房子是劃入地方古蹟；但是有些劃入古蹟，因後代子孫無力維護，以及牽

涉到古蹟維護法，反而加速古老建築的衰頹。 

    「曾屋夥房」是目前苗栗縣內古厝中格局保存十分完整，建築極為特殊的一

棟傳統古厝。曾屋夥房在現代建築圍繞下、農地變更為都市用地的利益誘因下，

                                                 
1筆者家是夥房中的一房，因此這裡的家不單是筆者的家，泛指廣義的整個家族。 
2即筆者的爺爺、爸爸那一代的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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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仍堅持屹立在水泥叢林間，即使經過歲月的洗禮，仍不失其大家閨秀神韻。最

重要的是曾氏子孫有維護家園，不賣祖宗田產、不變更祖屋格局、擴建不超越祠

堂高度的共識，並且對於曾屋「阿太」當初辛苦建築這棟房子的苦心不敢忘懷。

這棟房屋，它陪伴曾氏家族走過悲歡離合歲月，是生命記憶的一部分，有著割捨

不了的情懷，因此，曾家後代對它很用心的保存著。 

    這一代的曾氏子孫有維護祖厝家產的想法，隨著時間流逝，後代子孫對這棟

房子的感情將漸漸淡薄，所謂「枝開葉散」，子孫多維繫共識更不容易，甚至有

些歷史性的記憶會淡忘了。因此，本文將它以文字記錄，讓後世子孫了解「曾屋

夥房」，也為世人揭開「曾屋夥房」的面紗，一窺其珍貴之處。 

 

二二二二、、、、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本論文題目是「文化資產調查──以屹立於現代叢林中的頭份曾屋夥房為焦

點」，筆者認為「歷史」、「建築」、「文學」是論述重點，因此，本論文的研究目

的設定如下： 

(一)探討頭份曾屋夥房的歷史緣由 

(二)探討頭份曾屋夥房的建築風貌 

(三)探討頭份曾屋夥房的文學藝術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研究範圍與方法研究範圍與方法研究範圍與方法    

    從研究範圍、研究方法依序說明。 

  

一一一一、、、、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曾屋夥房」包括人事物，可研究的內容十分豐富。本文礙於時間限制及資

料收集，有關人物的歷史研究範圍僅限到筆者曾祖父；建物建造過程的考證，確

切證據僅能從長輩處口耳相傳。 

    「建築」的研究面向十分廣，本文以「曾屋夥房」形貌為論述重點。 

二二二二、、、、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方法，依不同內容有不同研究方法。在歷史方面：採資料收集、田

野調查方法及質性研究；建物方面：採文獻研究法，文學方面：採用文學理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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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茲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文獻研究法文獻研究法文獻研究法文獻研究法    

首先收集「客家夥房」相關的文獻資料，範圍涵蓋人事物，從建物外觀到內 

涵意義的書籍。包括前輩發表過的期刊、論文、專書等。 

((((二二二二))))田野調查法田野調查法田野調查法田野調查法、、、、質性研究質性研究質性研究質性研究    

   「曾屋夥房」內尚有長輩居住其中，直接訪問他們，可以獲得第一手的資料，

從而了解曾屋夥房興建的經過，以及聽聞其多年的心境。 

    拜訪頭份鎮上對於「曾屋夥房」有研究或是有關連的長輩，請他們點撥研究

方針，並惠予相關資料。 

((((三三三三))))文文文文學理論學理論學理論學理論法法法法    

    夥房內門柱、門板、牆壁上有佳句與對聯，可以從格律、修辭、文學賞析理

論說明。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對於客家夥房、客家建築研究的期刊論文不少。大部份著重在建物與地區兩

大議題。 

 

一一一一、、、、以建物研究為主以建物研究為主以建物研究為主以建物研究為主    

   建物研究可分為外觀與內涵意義兩方面。 

((((一一一一))))外觀方面外觀方面外觀方面外觀方面    

外觀又分建築與維護兩方面探討。    

1、建築領域 

    有施工工法、結構、雕刻、風水、建物型態、建物類型等研究。 

    這方面研究如：李 乾 朗 〈 傳 統 建 築 --客 家 建 築 〉、 彭 武 文 〈 淺 談 臺 灣

客 家 建 築 〉、 華 志 豪〈 客 家 伙 房 兼 具 風 水 與 實 用 性 〉、 黃 蘭 翔 〈 臺 灣 苗

栗 縣 客 家 建 築 在 日 本 統 治 下 的 結 構 與 室 內 空 間 的 變 遷 〉、 劉 敏 耀 〈 新

竹 縣 客 家 傳 統 伙 房 屋 的 幾 種 類 型 〉、 劉 敏 耀 〈 新 竹 縣 客 家 傳 統 伙 房 屋

的 幾 種 類 型 〉、賴 文 英〈 打 開 視 覺 的 窗  看 見 客 家 建 築 美 學 〉、王銘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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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學觀點論傳統建築之空間與型式》、劉懿瑾《客家聚落之空間性及其生活世

界的建構》等 。  

2、在維護專長 

    有彩繪、雕刻、整修等研究。 

    這方面研究如：黃 蘭 翔 〈 臺 灣 苗 栗 縣 客 家 建 築 在 日 本 統 治 下 的 結 構

與 室 內 空 間 的 變 遷 〉、 吳亞純《臺灣傳統建築之柱礎雕刻研究》、張智凱《臺

灣客家地區傳統建築裝飾藝術之研究》等。 

 

((((二二二二))))內涵意義方面內涵意義方面內涵意義方面內涵意義方面    

    內涵意義研究包含堂號、匾聯、卦書、根源、型態特徵意義、客家建築美學、

空間的對話、人情味、傳說、比較、落成儀式、歷史、傳說等探討。 

    這方面研究如：林明德〈家廟之匾聯探索〉、曾喜城〈六堆客家伙房的社會

文化意涵〉、劉 秀 美〈 六 堆 伙 房 內 部 的 文 字 裝 飾 〉、劉 秀 美、鍾 心 怡、徐

明 福 〈 臺 灣 客 家 傳 統 夥 房 屋 「 卦 書 」 之 初 步 研 究 〉、 羅 玉 良 〈 關 西 傳

統 建 築 (堂 號 )探 索 〉、 羅 永 昌 〈 客 家 伙 房 對 聯 及 其 文 化 意 涵 之 研 究 --以

苗 栗 公 館 地 區 為 例 〉 等 。  

 

二二二二、、、、以地區為主以地區為主以地區為主以地區為主    

    以地區為主探討過六堆、芎林、關西、新竹縣、苗栗縣、頭份、通霄烏眉、

老北勢、竹頭角、臺北、美濃鎮、土牛、十二寮、六家地區、田心村等地的客家

建築。 

    這方面研究如：山 河〈 美 濃 龍 肚 庄 西 角 蕭 屋 夥 房 史 略 〉、林 竹 貞〈 老

北 勢 曾 屋 伙 房 的 傳 說 〉、 梁 碧 珠 〈 通 霄 烏 眉 魯 國 堂 〉、 黃 堯 衡 口 述 、 古

秀 如 整 理〈 赤 柯 坪 黃 屋 簡 史 與 十 二 寮 大 夥 房 〉、 黎 曉 明〈 淺 談  「 美 濃

鎮 」  的 客 家 建 築 〉、劉 鳳 梅 〈 頭 份 鎮 魯 國 堂 〉、 鄭 慧 玟 〈 百 年 古 屋 --

馮 屋 大 夥 房 〉、 曾坤木《客家夥房之研究──以高樹老庄為例》等。 

    其中劉 鳳 梅 〈 頭 份 鎮 魯 國 堂 〉 與 此 本 研 究 主 題 較 有 關 聯 。 所 研 究

對 象 是 同 一 建 物 。作 者 站 在 研 究 文 化 古 蹟 的 觀 點 ， 視 角 投 注 在 建 物 形

制、工 法，文 字 書 寫 焦 點 放 在 建 物 的 描 繪，文 筆 洗 鍊 內 容 精 實。但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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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 房 有 四 家 人，文 章 在「 家 族 歷 史 與 發 展 」中 對 另 兩 戶 人 家 隻 字 未 提 ；

作 者 對 一 些 人 事 物 細 節 有 些 也 無 法 得 知 。  

    上述期刊論文的研究者，對於研究對象可能基於興趣、學業需要而研究。研

究者大都未在研究的古厝或建築中住過一段時間，甚至與研究建物的屋主無血緣

關係。 

    本文特殊之處，在於「頭份曾屋夥房」是筆者的成長之地，與「曾屋夥房」

有血脈關係，她的生命歲月與此緊緊相連，她親身經歷過古厝裡的悲歡離合。透

過她的第一人的視角敘述描繪，更貼切真實，可以發現、觀察到其他研究者無法

深究的細微處。比起其他研究者，主持人對於研究對象更多了一份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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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夥房歷史探究夥房歷史探究夥房歷史探究夥房歷史探究 

本章先說明「夥房」定義，再探討「 曾屋夥房」。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夥房定義夥房定義夥房定義夥房定義    

    客家人對於三合院或是四合院，稱為「夥房」。夥房又稱「火房」或「伙房」，

依據維基百科說法： 

 

      伙房（夥房）：夥房為「ㄇ」字型設計，正中央則是「廳下」﹙祭祀祖先 

      的廳堂﹚，以屋頂高低作為輩份之區分，廚房共用，共用一口灶，一起伙 

      食。
1
 

 

曾坤木認為： 

       

      在客家移墾居民定居臺灣之後，歷經內地化到土著化過程，家族繁衍人丁 

      眾，人口甚「夥」，而且家族內大夥在一起「合作」共耕共食又同財共居 

      一起生活，這些涵義只有「夥」字才能包容，而非只有在一起的「伙」伴 

      關係而已，因此「夥房」的「夥」字較「伙」、「火」涵義更深，適合客家 

      夥房的社會生活及文化。
2
 

 

在鍾理和的《笠山農場》，他認為： 

 

      「夥房」是客家族群所稱「族人聚居的院子」。
3
 

 

而《美濃鎮志》對「夥房」的解釋是： 

 

      夥房既是家族在空間格局上的表現，亦可視為家族的基本單位。夥房之內 

      又可細分為一至多個家庭單位；一個家庭即構成一個自行運作的經濟單位 

                                                 
1維基百科網址關於「夥房」網址如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5%AE%B6%E6%B0%91%E7%B3%BB  
2.曾坤木：《客家夥房之研究──以高樹老庄為例》(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5 年)，頁 63。 
3.鍾理和：《鍾理和全集 4》(高雄市：春暉出版社，1997 年.10 月)，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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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語意學上的探究，客家人用以指涉三合院、四合院或其他更為龐雜合 

      院建築的字眼──「夥房」。「夥」意指基於某種社會關係而結合的一群人； 

              「房」係涉指家族父系血脈與財產的基本繼承單位，因此，夥房即表示「有 

      嚴謹家族父系血緣關係與財產承傳關係的一群人，生活在一個居住單位裡 

      面」。 4   

       

依據張祖基在《客家舊禮俗》中是如此描述苗栗客家火房(夥房)： 

       

      舊式房屋之簡者，為三間橫排，堂寢有別。中為廳堂，作為宴客之用。左    

      右則為臥室廚房，不足者，則於左右兩房之前各再增築一間，與正屋連接 

      成倒寫之凹字。中留空地，農穫時為曬穀之用，平時則為晨夕休閒之所。 

      其式稍複雜者，則於兩旁外側各再增築若干棟，或為廚房臥室，或飼養牲 

      畜之所。合族而居者，則巨廈相連，旁通曲達，謂之火房。其門戶內外皆 

      通，頗為便利，惟內部光線不足，排水欠佳，故屋多暗濕，頗不衛生，急 

      待改進。富有者之宅，多環之以牆，有庭院之美，內植花卉。登階為堂， 

      室在兩側。廳之大者可容數桌，為宴會之用。廳門之上，懸以巨匾，上書 

      郡望，曰「某某堂」，以示閥閱。廳內或掛楹聯字畫，以彰風雅。
5 

 

    因此，目前大部分以「夥房」稱呼為主。本研究對象在苗栗，苗栗在地客家

人對「曾家古厝」的稱呼即是「曾屋夥房」。上述張祖基所言的確不假，曾屋夥

房的形制與其描述幾乎一樣。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曾屋夥房祖先溯源曾屋夥房祖先溯源曾屋夥房祖先溯源曾屋夥房祖先溯源    

     關於曾屋夥房的歷史背景探討，必須從曾家祖先渡臺歷程、曾家興盛的概況

來說明。曾家祖籍是福建省汀州府武平縣岩前城田寮鄉。據《曾氏族譜》〈富興

曾氏開基畧歷〉6： 

                                                 
4.美濃鎮公所：《美濃鎮志》(高雄：永裕製版，1997 年)，頁 877-878。 
5張祖基：《客家舊禮俗》(臺北市：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頁 370。 
6《曾氏族譜》乃家中相傳手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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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吾族人，統系綿延，次序昭明，祖訓曰：「慎終追遠」，是以作曾氏 

      祖譜，而知木本水源由來矣！緬維十六世自壽公、子際春公、姪特盛公 

      等，由原貫福建省汀州府武平縣岩前城田寮鄉渡臺島，擇居竹南堡頭份 

      田寮，從任農耕，教談慇勤自勉，越數年，丁口繁昌。然先人理藩、理廷、 

      理綱三公，以及胞兄雲麒等，志節堅持進入不毛之地，即大隘富興。沐 

      雨櫛風，掃蠻烟之瘴；披星帶(戴)月，闢荒蕪之疇，變為樂土之村。祖等 

      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以精勤，遂聚族創立家園，集鄰村而相安懷；且奮志 

      創立實業，經營糖、油、米谷(榖)發展，號曰協春。夙興夜寐，拓墾拓耕，   

      各安其事，此豈不是祖德宗功惠及而後，也乎！爰為數記，宜後各自勉之。 

      
7
 

 

    曾氏一族，源自十六世祖自壽公與其姪兒特盛公(附錄一)，叔姪二人從福建

渡海來臺一路篳路藍縷，原先在竹南堡頭份田寮開墾農耕，後來因為人口繁昌；

於是，第十九世先人理蕃、理廷、理綱三公及第二十世雲獅、雲麒公等，在道光

年間進入大隘富興庄開闢，當時富興是未開發之地。並於光緒九年（1883 年）

向金廣福墾隘承租獅頭山八寮附近從事開墾，曾氏一族胼手胝足辛勤工作，並創

立油行、米穀、糖廠、茶廠等重要民生物質生意，店名「協春號」。富興即為開

基立業之地，在曾氏帶動下，富興漸漸繁榮，同時曾氏家族逐漸成為地方的最大

姓家族。 

 

一一一一、、、、富興歲月富興歲月富興歲月富興歲月    

    富興是在新竹縣峨眉鄉轄下的一個村，位於峨眉鄉西北側，旁邊鄰近苗栗縣

三灣鄉，是峨眉鄉人口最多的地方，是個客家聚落。峨眉鄉原稱「月眉」，係因

峨眉溪曲流凸岸之半月形沖積河階而得名。到了日治時代大正九年（1920），總

督府於地方官制改正，將月眉才改為「峨眉」，一直沿用至今。
8
峨眉變電所就設

在富興，是台灣北部最重要的電力供輸單位，提供科學園村電力；隔著一道圍牆

                                                 
7曾雲獅誌：〈富興曾氏開基畧歷〉，《曾氏族譜》(明治廿八年乙未歲五月廿五日)。他乃曾氏廿

世 
裔孫。 
8見峨眉鄉公所全球資訊網 http://www.hcomt.gov.tw/web/02-2.asp，於 2015 年 9 月 28 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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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擋不住高聳電塔林立的景觀，位於馬路旁形成特殊景觀。 

    富興村的地形多是丘陵地，以種植茶葉為主，東方美人茶9是此地最富盛名

的特產。除茶葉外，還種植果樹，柑橘、 柚子佈滿山坡地，也是當地最重要的

經濟作物。 

    富興原來稱作「褲浪埔」，這是客語發音，意思指女人的褲底下，從地形上

看，富興地形就像一個熟睡女孩打開左右腳。靠近峨眉湖的是左腳坪、右腳坪，

變電所是胸部位置，富興剛好是在兩腳褲底位置，今茶葉產銷班後方山頭為頭

部，整體看來就是一睡女型態。
10
由於名稱不雅，於是改為「富興」，取其富饒、

興隆之意。 

    富興村原是不毛之地，經過曾氏家族開墾，逐漸熱鬧繁榮。曾氏遂為富興的

大姓家族。依據月眉觀光休閒產業文化協會介紹資料如下： 

 

……富興為小集村，居民以曾姓為大姓，庄中保存有曾家開莊魯國世第老 

宅，以及曾家經營的富興老茶廠
11
。……（富興村） 

富興曾家在百年前興建，製造紅茶外銷歐洲及北非等地。盛產時期日產

二、三千斤乾燥茶。於民國八十年初關廠，製茶機具、設備，在原地保存

至今。廠內同時也展出隆聖宮拆除留下來廟門、斗拱、麒麟堵、石雕等古

物，現正計畫朝茶葉博物館的方向規劃中。（富興老茶廠
12
） 

古色古香的大門，門前有棵幾可合抱的迎客松，門首上書「魯國世第」四

個斗大的字，是開發富興庄的老宅院，原係斗子磚砌成，惜大部份建築毀

於民國二十四年的大地震。重建後保留一百三十多年前蓋的正廳和右側大

門，以及前院部分牆壁、柱子。院子裡的地面係用壓艙石所舖成，在峨眉

來說是一棟深具歷史價值的宅院。（曾家老宅）
13
 

 

                                                 
9東方美人茶又稱膨風茶。 
10月眉觀光文化產業休閒協會    

http://yesmeyes.myweb.hinet.net/httpdocs/sceneryfu.html，於 2015 年 9 月 28 日查詢。  
11 2006 年已經確定是古蹟，見文化部文化資產個案導覽。 
12 富興老茶廠於 2006 年被文化局登錄為歷史建築，獲得經費補助後於民國 97 年開始修建。終

於在 2011 年 3 月 24 日隆重舉辦啓用典禮。 
13月眉觀光休閒產業文化協會網址 http://yesmeyes.myweb.hinet.net/httpdocs/sceneryfu.html。於  

  2015 年 9 月 28 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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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資料： 

 

      民國二十四年台灣關刀山大地震，將原建築震毀，遂改建成今日之建築風 

      貌，其內部建材構造以櫸木為主，此種建材堅固耐用、防蟲蛀，故能保持   

      原貌維持至今，歷經四代經營，盛極一時。至民國七十年代，因台灣農業  

      漸趨沒落，茶工廠的經營環境不佳，於民國八十年初，茶工廠遂停止生產 

      使用。富興茶工廠建物古樸幽雅，前經新竹縣文化局辦理之「新竹縣閒置 

      空間調查規劃」指認其文化、歷史與產業之特殊性，且以其位居富興莊樞 

      紐位置，為通往峨眉湖必經要道，資源角色定位殊屬重要。
14
 

 

    從上述，可知曾氏家族在富興村經營米、油、糖、榖民生物資，以現在而言，

等於是每天都有現金收入，掌控現金流，以致建立起輝煌的事業版圖。其所製造

的紅茶、綠茶甚至遠銷到日本、紐西蘭、北非等地，盛產時，每日產量多達二、

三千斤。曾家富興老茶廠仍保存，為富興庄第一家茶工廠，迄今已走過百年風華。 

從相關資料可以得知當時曾家在富興村確實留下過繁華的盛景。 

    然而，如同每個大族的故事，第一代的家長胼手胝足帶領下一代開天闢地闖

蕩新事業，一代又一代，家族人口增加，畢竟會面臨父執輩過世分家產、家裡空

間不夠居不易等問題，於是開枝散葉，就有人必須遷居他處的問題。 

     

    

二二二二、、、、遷居頭份遷居頭份遷居頭份遷居頭份    

在曾氏二十一世祖，即筆者曾祖父貴秀公時，家族事業已經到達最高峰，於

新竹州富興庄經營糖廠、製茶廠、米、油等生意致富。一代代繁衍下，從初始十

六世、十七世祖叔侄倆，到二十一世祖時，子孫越來越多，曾家古宅15就顯得地

小人稠；此時貴秀公已成家立業，家累眾多，於是考慮另遷他處。當然，在他鄉

另建家園，還要養家活口，口袋必須有足夠的銀兩，否則是難以成行。 

據祖父輩告知：當時貴秀公是靠經商致富。他往返於海峽兩岸經商，將臺灣

                                                 
14參見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
icInfo&caseId=JA09602001247&version=1&assetsClassifyId=1.2。於 2015 年 9 月 28 日查詢。 
15此處曾家古宅是指富興村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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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的糖、茶葉等民生物品運到大陸賣，再將大陸的人參載回本地販售。所做的

生意就是現在所說的現金流，當場收取現金。因此能累積足夠資金。 

貴秀公在當時通訊網路不發達下，卻有靈活的生意頭腦，他做生意會侷限在

富興一地，現在做生意是透過網路行銷世界各地，他是用雙腳帶著貨物銷售，把

彼物載到他處賣，再把他物載回彼處賣，如同現今的跨國貿易生意般。他所販售

的商品在當地絕對是稀貨，物以稀為貴就能貨暢其流，貴秀公藉由經商逐漸累積

錢財致富，同時將所賺的錢財購置大量田產。祖母說：當時，由曾屋夥房望眼四

周，全是其名下田地，在富興、峨嵋、南庄等地也有不少農田林地。 

逢年過節，佃農、幫傭送雞送鴨至夥房內絡繹不絕，其身家財產為鎮上富豪

之一。對於貴秀公的豐功偉業，一直讓後輩不敢忘懷。在日據時代，當時船運技

術及安全設備絕對比不上現在，更何況要在可怕的「黑水溝」往返作貿易更是危

險，貴秀公卻擁有這種膽識氣魄，令後代子孫難以望其項背，迄今無一子孫超越

他的豐功偉業。 

    曾氏家族從田寮落腳到進入富興開墾奠定家業，從十六世祖到二十一世祖，

經過六代人的努力經營，當時貴秀公面臨富興老屋手足眾多、家族人口龐大的問

題。加上富興地處鄉下，貴秀公考量富興畢竟是在山裡，他希望後輩能多接受文

教之風洗禮，為了子孫的教育問題。於是毅然決然將其一脈遷徙到新竹州竹南郡

頭份庄土牛。 

    興建曾屋夥房，象徵貴秀公另創家園之舉，也代表貴秀公一脈從此由富興遷

徙頭份，頭份曾屋夥房是他創立的家園，這一脈從昭和三年(1928)起定居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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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曾屋夥房發展曾屋夥房發展曾屋夥房發展曾屋夥房發展    

早期的客家人因為移民之故，為了互助合作及自我保護，通常以「圍樓」式

建築著稱，在福建尚存有許多圍龍屋的珍貴遺產。然而，在臺灣的客家民居，以

三合院或四合院為主。在臺灣早期農村的庄頭庄尾都可以看到夥房，一般人家的

夥房以三合院為主，蓋得很樸素，簡單的紅瓦房、土磚石灰矮牆為護龍，同姓一

家人住在一起，簡單的沒有「幾進式」，是屬於農村型的夥房。在竹苗客家比較

有名的夥房屋是新屋范姜老屋、北埔姜家、北埔金廣福、新竹市鄭用錫進士第、

關西鄭家祠堂、新埔劉厝、竹北大夫第、竹東六家古厝等，這些夥房屋都蓋得很

有特色。相較其他農村型簡樸的夥房，上述的夥房在當時可說是較為華麗，因為

這些不外乎是當官的或是有錢人家，才能把房子蓋得與一般簡樸的夥房不同。 

    當時貴秀公是富甲一方，他起造的「曾屋夥房」自然和那些普通常見的夥房

不同，從建築外形就可了解。與前述的那些有特色的夥房也不一樣。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曾屋夥房興起曾屋夥房興起曾屋夥房興起曾屋夥房興起    

    曾屋夥房一共有兩棟，一棟大一棟小，並且彼此相距不到一百公尺。頭份鎮

鎮裡的人，口中所說的「曾屋夥房」是指較大的那棟(圖 3-1-1)。這兩棟都是由曾

貴秀先生起造，小棟的設計觀念和大棟類似，只是格局較小，像是縮小版。建材

外貌沒有大棟來的雄偉講究。 

    小棟裡面住的是貴秀公長子一家人，在傳統觀念上要給長子較多的家產，並

讓其獨立於門戶外。因為它是比較晚蓋，所以夥房內都稱它為「新屋」(圖 3-1-2)1。 

    所謂父母在不遠遊，為了不讓長子與父母、兄弟之間情誼淡薄，乃選定在附

近定居，腳程五分鐘之內即可往來。曾貴秀在起屋時便想到這些因素，所以蓋了

兩棟(圖 3-1-3)。如此，長子比其他手足多一些獨立的生活空間。  

    據家族長輩告知，貴秀公賺了錢，想讓子孫有個宅第安身立命，他十分慎重

聘請當時有名的地理師陳展鴻2先生看好風水地理位置，然後慎重的慢慢的興

建。貴秀公從大陸廣東福建聘請建築師父、工人過海來建蓋房屋，甚至因為工期

長，他還在土牛庄租屋給這些師父、工人居住，讓他們可以專心安心的幫他蓋夥

房。建材也是採用廣東、福建製成的磚、石、柱，大型建材是趁往返做生意時順

                                                 
1 「新屋」的住戶已陸續搬出，現在無人居住，景象有點荒蕪。 
2.陳展鴻是國大代表陳運棟的祖父，是地方上有名的地理師，開福安堂擇日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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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載回來，一體成形約高兩公尺的石柱、鋪地板用的地磚，把它們當做壓艙石之

用，藉由一次次的往返海峽兩岸載回建材。從西元 1928 年至 1930 年間，一共花

費兩年時間才蓋好曾屋夥房。 

 

 

 

圖圖圖圖 3333----1111----1111    

曾屋夥房曾屋夥房曾屋夥房曾屋夥房    

 

 

圖圖圖圖 3333----1111----2222    

小間的曾屋夥房小間的曾屋夥房小間的曾屋夥房小間的曾屋夥房((((新屋新屋新屋新屋))))     



                                                               第三章 曾屋夥房發展 

 

 

15 

        
圖圖圖圖 3333----1111----3333    

兩間曾屋夥房相距不遠兩間曾屋夥房相距不遠兩間曾屋夥房相距不遠兩間曾屋夥房相距不遠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曾屋夥房建築形式曾屋夥房建築形式曾屋夥房建築形式曾屋夥房建築形式    

       陳展鴻先生幫曾貴秀選定土牛庄這塊地建築夥房，有其地理風水上的考

量。夥房方位座北朝南，房屋正面面對中央山脈，層層山巒形似筆架，筆架屬於

文人用具，期待子孫有文風；在前面有一河流過，此河乃匯集中港溪、土牛溪的

隆恩圳，在地理形式上表示玉帶水環繞貴地。 

    早期移民多但從事農業開墾，故多以充沛的水源為落腳定居的先決條件，溪

畔、池邊自然成群居之所。3更何況貴秀公是成功富有的生意人，傳統有土斯有

財的觀念，他買了很多很多甲土地，這些農田需要水源耕種。土牛溪、中港溪都

是灌溉來源又能兼顧風水說。於是就此定居，寫下曾屋夥房歷史。 

    本節從夥房設計、圍牆與半月形池塘、建築意象三方面敘述。 

    

一一一一、、、、    夥房設計夥房設計夥房設計夥房設計    

    從三合院融合寺廟風格、簷廊設計、增建修繕原則、負陰抱陽四方面論述。 

 

((((一一一一))))三合院融合寺廟風格三合院融合寺廟風格三合院融合寺廟風格三合院融合寺廟風格    

    曾屋夥房格局採「三合院」。「三合院」就是俗稱「正身帶護龍」或「大厝身、

雙護龍」，形狀如ㄇ字形，為正身加左右護龍形成維護的院落，是常見的農宅形

式，前埕可兼做曬穀場。
4
「護龍」就是客家人說的「橫屋」，以下則稱「橫屋」。

「正身」得祠堂裡供奉祖先的神主牌位，所以屋頂是夥房裡最高，左右橫屋屋頂

                                                 
3康諾錫：《台灣古厝圖鑑》(臺北市：貓頭鷹出版社，2011 年 3 月，2 版)，頁 9。 
4康諾錫：《台灣古厝圖鑑》，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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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必須低於祠堂，表現出傳統尊卑序位的觀念。從曾屋夥房全貌圖中(圖

3-2-1)，可以清楚的看出正身的屋簷覆蓋左右橫屋的屋簷，橫屋的屋簷明顯低於

祠堂，象徵向祖先致敬，是不忘本之意，有祖先才有我。 

房屋若是採傳統廟宇格局的，一般是正身接護龍；曾屋夥房的護龍(橫屋)卻

是單獨的，正身與橫屋互相連接起來呈ㄇ字型。位於正身那棟正中是祠堂，整個

正身的地基墊高，所以，位於祠堂旁相連的左右廂房房間較高，這兩房間有閣樓，

閣樓的高度可以住人。位居左青龍右白虎的橫屋較低，雖有閣樓卻只能當雜物堆

放貯藏間。 

    夥房的左右各有矮牆一道與左右橫屋相接，圍出一個寬闊的內埕，是公家使

用空間；內橫屋與外橫屋之間又圍成一個天井，這天井屬於橫屋人家自用空間。 

內埕的矮牆是泥土牆(土埆磚)外面粉刷石灰，施工師父技術高超建築技術用心，

結構非常嚴密而牢固。西元 1935 年發生中部關刀山大地震5，芮氏規模 7.1， 該

地震有感區域幾乎遍布全島，造成新竹州及台中州（約今新竹縣市、苗栗縣、台

中市），房屋全倒達 17907 戶，半倒則有 36781 戶。
6
在如此嚴重的地震災情下，

曾屋夥房屋裡雕飾和建築風貌完全不受大地震影響。 

    夥房建築設計以祠堂為中心軸，左右格局呈現兩兩相對，互為對稱。屋前有

半月型池塘，屋後有花臺
7
，臨馬路以整片交錯叢生的刺竹當作天然屏障的竹圍

牆。(圖 3-2-2、3-2-3)。 

 

 

 

                                                 
5 西元 1935 年新竹－臺中地震發生於 1935 年（昭和 10 年）當地時間 4 月 21 日清晨 6 時

2 分 16 秒的大地震，震央位於臺中市北北東三十公里的大安溪中游，因震央位於今天臺灣

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潭水庫及關刀山一帶，又名關刀山地震。 
參考網站：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35%E5%B9%B4%E6%96%B0%E7%AB%B9%EF%BC%8
D%E5%8F%B0%E4%B8%AD%E5%9C%B0%E9%9C%87，20160726 查詢。 
6參考網站：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35%E5%B9%B4%E6%96%B0%E7%AB%B9%EF%BC%8
D%E5%8F%B0%E4%B8%AD%E5%9C%B0%E9%9C%87，20160726 查詢。 
7花臺就是客家人說的「化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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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2222----1111    

曾屋夥房曾屋夥房曾屋夥房曾屋夥房全貌全貌全貌全貌    

 

圖圖圖圖    3333----2222----2222    

曾屋夥房曾屋夥房曾屋夥房曾屋夥房平面圖平面圖平面圖平面圖
8888        

                                                 
8此曾屋夥房平面圖，依筆者國小時的印象所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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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2222----3333    

曾屋夥房曾屋夥房曾屋夥房曾屋夥房平面圖平面圖平面圖平面圖        

    

 

 

 

((((二二二二))))簷廊設計簷廊設計簷廊設計簷廊設計    

    祠堂與橫屋連接，有轉折緩衝的屋簷(簷廊)，又稱為「廊下」。曾屋夥房是

屬於「外廊式」，所謂外廊式就是橫屋面向內埕，每房各自有單獨的出入門戶。 

「廊下」是各房之間往來走道，同時避雨、遮陽、乘涼，也是夥房裡大人聊天、

小孩嬉戲之處。(圖 3-2-4、3-2-5、3-2-6、3-2-7、3-2-8) 

      是二房是二房是二房是二房，，，，      是三房是三房是三房是三房，，，，      是四房是四房是四房是四房，，，，      是五房是五房是五房是五房    

二房二房二房二房 

五五五五房房房房 
三三三三房房房房 

四四四四房房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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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2222----4444    

正身與橫屋間的正身與橫屋間的正身與橫屋間的正身與橫屋間的外廊式外廊式外廊式外廊式簷廊簷廊簷廊簷廊     

                   

                                圖圖圖圖    3333----2222----5                       5                       5                       5                       圖圖圖圖    3333----2222----6666    

                                正身與橫屋間的正身與橫屋間的正身與橫屋間的正身與橫屋間的外廊式外廊式外廊式外廊式簷廊簷廊簷廊簷廊                            正身的外廊式正身的外廊式正身的外廊式正身的外廊式簷廊簷廊簷廊簷廊    

                     

                                圖圖圖圖    3333----2222----7777                                                                                                    圖圖圖圖    3333----2222----8888    

                                左橫屋的左橫屋的左橫屋的左橫屋的外廊式外廊式外廊式外廊式簷廊簷廊簷廊簷廊                                                            右橫屋的右橫屋的右橫屋的右橫屋的外廊式外廊式外廊式外廊式簷廊簷廊簷廊簷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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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廊式」就是走廊建於房子裡面，內部房間與房間可以互通，它的高度較

「外廊式」矮。依據聞子慶：〈客家夥房的傳統文化探索〉： 

       

      內廊式老夥房為了因應冬天又濕又冷的氣候，以廳下為中心，不論夥房如  

      何擴充增加多少橫屋，其內部都是為避雨維持相通的，即使分家但仍住在 

      同一夥房的兄弟親族可以不出門便隨時互通來往；尤其這種內部相通的多 

      護龍大型夥房，外人進入面對曲折迴轉肯定彷彿走入迷宮，因此，內廊式 

      夥房曾經是許多客家子弟小時與族人溫馨互動的回憶泉源。
9
 

 

    依我推測，曾屋夥房完工初期，必定有規劃內外部式簷廊。貴秀公是一家之

主，主持家中生計，孩子尚未長大成人，他身為父母，當然所有孩子一起同桌共

食，廚房、廁所、穀倉、天井、雞舍等等共享共用。誠如上述「同一夥房的兄弟

親族可以不出門便隨時互通來往」，所以，一定有「內廊式」。 

     長輩說，當時還有長工，每次吃飯要開好幾桌，甚至輪流上桌吃。在此情

形下，這麼大的夥房，這麼多的人口要在夥房裡工作流動，必定有內廊供長工、

孩子們來來去去走動。 

    我的父親就是在夥房落成那年，在夥房裡出生，那時他還是小嬰兒，所以當

時的夥房規劃必定和現在不同，因為每一時期的背景不同，更何況祖父輩們尚未

分家。還是「一家人」，有貴秀公 (我的阿太)當家，他當然希望夥房內氣氛熱熱

鬧鬧，兄弟、妯娌、孩子、孫子穿門串戶互相往來，同時方便大家庭成員方便做

事，所以內廊肯定是必備的，免得颳風下雨還要繞道外頭內埕外埕出出入入，多

不方便！ 

    後來貴秀公、婆太相繼過世，就從「一家人」變成「五房」。內廊不再是必

要的，各個屋簷下是不同家人，內廊的存在反而干擾他人的生活隱私，加上各房

人丁旺，需要增加內部使用空間，趁著房子改建翻修時，內廊漸漸拆除。即使尚

留存一、二，也僅供自家人使用。 

    在我的印象中，曾屋夥房確實有過「內廊式」的屋簷(簷廊)，這個記憶一直

到我國小一年級時都還有，位置在二房、四房的天井處有一簷廊，位於我家(二

                                                 
9聞子慶：〈客家夥房的傳統文化探索〉，http://subtpg.tpg.gov.tw/web-life/taiwan/9512/9512-07.htm，

105 年 7 月 15 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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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與三房、四房與五房之間，在兩戶相鄰之牆蓋成簷廊。除了內部自家人走動，

牆壁側邊開有一扇門，可以讓兩家人往來。 

    我記得，小時候下牙床的牙齒掉落時，聽大人說要把掉落的牙齒往上丟，才

會向上長。當時個子小，就把蛀牙往這個屋簷上丟。後來，家族間有些紛爭，令

人難過的是，阿婆(我的奶奶)曾經從這個屋簷上摔下，……，後來簷廊下相通的

門上鎖了。 

    各房趁著翻修房子之際，屋簷、牆壁全拆了，牆壁重新砌成紅磚牆，塗上水

泥。沒了簷廊，板瓦、土角磚、白色石灰泥，它們瞬間被敲碎，一一被工人用簸

箕扛出倒掉，痕跡消失無影，彷彿從來不存在般。 

    有形的簷廊、土角厝牆雖然拆了，當時家族間熙熙攘攘的喧囂聲，卻深烙在

腦海裡。那時的我年紀小，可是，歲月的記憶卡並未格式化，往事仍深植我心。 

        據長輩告知，以貴秀公當時財力，可能是位居鎮上前三名，既然是有錢

人家，所蓋的夥房必定與一般農村簡樸型的夥房不同，應有其特殊性。它的特點，

就在於祠堂的設計。 

    曾屋夥房將正身地基墊高，使其高於橫屋，形制上採俯臥式。造成正身屋簷

蓋過橫屋屋簷，正身簷廊地面高度較橫屋高，以致從內埕踏上祠堂時，需增加一

台階以便上下。    

    建築外形是三合院加寺廟的方式(圖 3-2-9)。也就是夥房的格局採用三合院架

構，建物裝飾融合寺廟元素。例如有石柱、柱珠、樑柱架構、獅座、馬背、雀替、

橫批窗、吊筒、脊飾等。這種外型建築手法，在一般民宅夥房中的確十分罕見。

這就是前面所提及，曾屋夥房與其他三合院最大不同處。 

    這種「寺廟加客家三合院式」、「祠堂居高俯地式」建法，真得很少見到，難

道貴秀公在蓋屋時沒有參照其他大家族的夥房格局嗎？貴秀公怎麼會採用此特

殊造型，身為後代子孫的我，亦無法參透先祖用意。 

    我從小在這樣的氛圍中長大，面對這些建築藝術，覺得它們就是我生活中的

一部分，不覺得有何特殊，甚至一度認為房子本來就是這樣，有這些元素很自然

啊！ 

    後來去廟裡拜拜，心中會有疑問，為什麼廟裡牆壁上貼的磚、地上舖的磚、

屋頂的瓦片、大門門板和家裡的一樣呢？等到長大去參觀古厝時，不禁暗忖，為

什麼古厝裡的磚、瓦、牆、柱……，和我家這麼相像？這些東西我家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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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小學同學都說，從馬路那只看到你家屋頂，你家屋頂和廟好像。甚至曾

經有人誤闖進入夥房外埕，然後很不好意思的對我們道歉，只因為從外面看到屋

頂，誤以為我家是廟，想進來參拜。我家以前竹圍高達兩公尺，或許造成「蒼蒼

竹林寺，杳杳鐘聲晚」，讓人有古寺大隱隱於竹林的錯覺！ 

    現在想想，自己能住在古厝是件幸福的事情，這是何其幸運！也許對一般人

而言這些物品是古董古物，對我而言，它們不是遠在天邊的藝術品，是我生活的

一部分，是我日常生活舉目所視、伸手可觸可摸的「居家飾品」，這才是真正落

實「物盡其用」，它們並不是拱在天邊的「骨董」！曾屋夥房令我心有所繫的，

並不是因為「古厝」，而是「家」的涵義！ 

 

 

 

 

圖圖圖圖    3333----2222----9999 

夥房夥房夥房夥房三合院加寺廟三合院加寺廟三合院加寺廟三合院加寺廟的的的的建築外形建築外形建築外形建築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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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增建修繕原則增建修繕原則增建修繕原則增建修繕原則    

    隨著年代各房人口數增加、房屋年久失修造成生活不便，所以各房在夥房

88 年歲月中，做了多次的房屋增建改建修繕工程。族人很有默契的遵守一些潛

規則：首先，不管各房的房屋是如何動工、修繕、改建，增建高度絕不可超過祠

堂高度，這是為了尊敬祖先；其次，左右橫屋的內橫屋絕不可動。 

    右邊橫屋的前兩棟橫屋建物一直沒有不變動，仍保留天井。在房子最後面庭

院處，才增建獨棟兩層樓高建物(圖 3-2-10、3-2-11)。左邊橫屋只保留前面第一

道橫屋沒更動，天井之後全改建(圖 3-2-12)。就這樣，各房的穀倉、天井、廚房、

庭院就在歷次的改建中逐漸消失。 

    舊時廚房用大灶生火，採用煤炭、木柴、樹枝、穀殼煮飯做菜，現代的廚房

有設備完善的流理臺；不再從事農耕種稻，自然穀倉派不上用場；很多舊時農家

生活物件，都隨時代需要做改變，追求生活便利過得更舒適亦是人性使然。 

 

 

 

 

圖圖圖圖    3333----2222----10101010    

右橫屋保留橫屋原狀右橫屋保留橫屋原狀右橫屋保留橫屋原狀右橫屋保留橫屋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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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2222----11111111    

右邊橫屋保留內外橫屋和右邊橫屋保留內外橫屋和右邊橫屋保留內外橫屋和右邊橫屋保留內外橫屋和天井天井天井天井 

 

圖圖圖圖    3333----2222----12121212    

左邊橫屋左邊橫屋左邊橫屋左邊橫屋改建後改建後改建後改建後保留內橫屋保留內橫屋保留內橫屋保留內橫屋 

 

 

    ((((四四四四) ) ) ) 負陰抱陽負陰抱陽負陰抱陽負陰抱陽        

    通常蓋在馬路旁的房屋幾乎是採面向馬路，這樣方便出入也較熱鬧。曾屋夥

房卻是背對馬路，面向土牛溪(圖 3-2-13、3-2-14、3-2-15、3-2-16、3-2-17、3-2-18)，

這倒是符合大家琅琅上口的「我家前面有小河」歌詞。 

    夥房後方種一整片交錯生長、茂密高聳的刺竹竹圍當作圍牆隔離馬路，馬路

與夥房之間相隔寬度約五公尺的後花臺。後花臺的設計是把高度墊高(圖 3-2-19、

3-2-20、3-2-21、3-2-22、3-2-23)，讓夥房如有靠山。依據李乾朗《台灣古建築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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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二十講》一書中說： 

     

      中國古代總結出來「負陰抱陽」的格局最佳。所謂「負陰」，即建築物背 

      負陰，有凹入的山勢最好。建築物有如人張開雙手，向前擁抱平坦開闊之 

      地，即「抱陽」。……在鄉村的農村，背後靠山丘，或者環植竹林，即是 

      要「負陰」。而宅前常鑿水塘，或有小溪繞過，這即是「抱陽」。
10 

 

從上可知「負陰抱陽」是最佳格局，觀看曾屋夥房背面、左右有竹圍環繞，後花

臺地基高凸視為靠山屏障，這就是「負陰」。屋前有半月池，正面流過的小河，

乃匯集中港溪、土牛溪的隆恩圳，在地理形式上有「玉帶水環繞貴地」，就是「抱

陽」。 

    當初之如此設計，一來是風水上考量，傳統房子依山傍水、靠山面水最好。

最實際的用途，應該是可以阻隔馬路上閒雜人等以及來往車輛的噪音。同時彰顯

大富人家的門戶，是不隨意洞開，也請閒雜人等勿擅入。 

    後花臺種了許多果樹(圖 3-2-24、3-2-25、3-2-26、3-2-27、3-2-28、3-2-29、

3-2-30、3-2-31)，有梨子、芭樂、釋迦、檸檬、龍眼、芒果，甚至曾有香菇寮出

現。在物質缺乏的年代，小孩為了解饞，會到後花臺找尋果子裹腹。筆者小時後

百般無聊之際，常到後花檯流連，最常摘芭樂和水梨，這兩種水果都是原生種，

不是改良過的品種，有時吃起來澀澀的，卻是「尚青」別有番滋味。 

    有時我會學泰山，爬上水梨樹，或是芭樂樹，在樹上面盪啊盪，登高望遠，

卻望不出竹圍外，因為竹圍長得太高大了。對於兒童的我，還是很好玩，整個後

花臺都是我的天地，當時真是不知愁的年代！ 

    大約在十年前，為了拓寬馬路，於是七十多年的竹圍、一些果樹就被砍掉，，

整個後花臺深度約減少一公尺左右。因求學、結婚、育兒，多年不見，地基仍是

墊高，依然種許多花果，只是，我不會再爬上樹採果、玩耍了，……時光已經不

復從前！ 

 

 

                                                 
10李乾朗：《台灣古建築鑑賞二十講》(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05 年 11 月，初版)，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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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2222----13                          13                          13                          13                          圖圖圖圖    3333----2222----14141414    

2007200720072007 年整治年整治年整治年整治中中中中的土牛溪的土牛溪的土牛溪的土牛溪                                                             2007200720072007 年年年年整治中整治中整治中整治中的土牛溪的土牛溪的土牛溪的土牛溪    

  
圖圖圖圖    3333----2222----15                        15                        15                        15                        圖圖圖圖    3333----2222----16161616    

2007200720072007 年年年年整治後夕陽下的土牛溪整治後夕陽下的土牛溪整治後夕陽下的土牛溪整治後夕陽下的土牛溪                            2007200720072007 年年年年整治後夕陽下的土牛溪整治後夕陽下的土牛溪整治後夕陽下的土牛溪整治後夕陽下的土牛溪            

            
圖圖圖圖    3333----2222----17                          17                          17                          17                          圖圖圖圖    3333----2222----18181818    

2015201520152015 年的土牛溪年的土牛溪年的土牛溪年的土牛溪                                                                                        2016201620162016 年的土牛溪年的土牛溪年的土牛溪年的土牛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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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    

3333----2222----11119999                                                                                                    圖圖圖圖    3333----2222----20202020    

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地基墊高地基墊高地基墊高地基墊高                                                                                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地基墊高地基墊高地基墊高地基墊高    

    

 

                    

圖圖圖圖    3333----2222----21               21               21               21               圖圖圖圖    3333----2222----22               22               22               22               圖圖圖圖    3333----2222----23    23    23    23        

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地基墊高地基墊高地基墊高地基墊高                                        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                                                                        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    

    

    

        

圖圖圖圖    3333----2222----24                          24                          24                          24                          圖圖圖圖    3333----2222----25252525    

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                                                                                                                    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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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2222----26                          26                          26                          26                          圖圖圖圖    3333----2222----27272727    

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                                                                                                                    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    

    

   
圖圖圖圖    3333----2222----28                         28                         28                         28                         圖圖圖圖    3333----2222----29292929    

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                                                                                                                    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    

    

                                            
圖圖圖圖    3333----2222----30                      30                      30                      30                      圖圖圖圖    3333----2222----31313131    

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                                                                                                    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後花臺    

    

    

二二二二、、、、圍牆與半月形池塘圍牆與半月形池塘圍牆與半月形池塘圍牆與半月形池塘    

    本段從圍牆與半月型池塘來說明夥房屋外的建築形式。 

 

((((一一一一))))圍牆圍牆圍牆圍牆    

曾屋夥房屬於一進式。圍牆與水塘建得相當特殊。以圍牆作內外區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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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牆維持內外埕之別。第一道圍牆，牆上層內部是土角磚外塗白色石灰泥，牆基

內是紅磚外鋪洗石子(圖 3-2-32、3-2-33)。 

    外牆圍牆蓋得中低兩旁高(圖 3-2-34、3-2-35、3-2-36、3-2-37)，在風水上可以

把對面南山(中央山脈)秀氣吸進來；第二道圍牆外是半月形的池塘。 

    初始外埕與池塘並沒有圍牆隔開，以貴秀公站在祠堂簷廊下往外看，期待中

是一望無際直到對面中央山脈，呈現開闊的視野，更何況據長輩說明，當時放眼

望去，四周舉目所見都是曾家土地，怎麼直線進行的視線突然被圍牆打斷了呢？

原來是他有位孫女不幸發生意外，為了避免再發生憾事，乃築圍牆保障家人安

全。有圍牆護衛阻隔外界，讓夥房感覺像是一座堅固的城堡般。 

    記得小時候要「大號」時，必須穿過黑暗的外埕才能到達茅房，尤其在冬夜

裡感受特別深，樹影搖晃，北風呼呼，幸好圍牆隔絕了野外，至少不要讓我看到

黑暗中的田野、蘆葦……，甚至擋住陌生人或野狗闖入。總之，這扇圍牆讓我有

被城牆保護的感覺！ 

    圍牆用了將近八十年，中間經歷數次地震都屹立不搖，畢竟是土角磚砌的圍

牆，經不起歲月摧殘年久風化，漸漸呈現傾圮狀，恐有倒塌之虞。直到 2014 年，

家族成員商量後決定重建。這次採用紅磚、水泥、鋼筋、洗石子等素材砌牆(圖

3-2-38、3-2-39、3-2-40、3-2-41、3-2-42、3-2-43)仍保留兩側高、中間低的設計。(圖

3-2-44、3-2-45、3-2-46、3-2-47、3-2-48) 

    舊圍牆的內外牆面上層都塗上白石灰，牆基一律是鵝卵石，不管是由內看或

是由外瞧皆是白色牆；新圍牆由內看是紅磚牆，由外看是白牆，靠近池塘那面抹

上白石灰了。 

    舊圍牆高到低轉圜處外型建得像「馬背」，新圍牆就沒有蓋得這麼細膩；舊

圍牆中間突起呼應屋脊蓋法，還有鋪上紅瓦作牆簷，造型講究作工細緻；新圍牆

是一體成形的洗石子，沒有牆簷(圖 3-2-49、3-2-50)。舊圍牆牆腳由鵝卵石堆砌成

而成，與上半土角磚交接處有一排紅磚凸出，紅磚是裝飾也是上牆的墊腳石；新

圍牆牆腳用整片洗石子，雖有留突出處可踩著爬上牆，但不如舊牆紅磚好踩又穩 

。 

    此外，舊圍牆牆脊牆簷有青苔覆蓋，白石灰牆壁上有黑色汙漬，外表雖老舊，

卻讓人覺得古樸的不做作！那是大自然留下的痕跡，是走過多少年華的象徵，是

歲月累積的成果，是一種歷經滄桑的美！ 



客家文化資產調查──以屹立於 

現代建築叢林的頭份曾屋夥房為焦點 

 

 

30 

    舊圍牆「上」、「爬」、「趴」的感覺較符合人性，它像是「兒時玩伴」，小時

候常攀牆，雙手伸長扣住牆脊，一腳蹬在紅磚凸處施力，馬上就可上牆，然後雙

手抓住牆脊身體趴在牆上，兩眼望遠凝視中央山脈；或俯視池塘裡的魚，家裡養

過鯉魚、吳郭魚等；或餵飯粒、麵包屑給池塘的魚吃，看它們爭食逗趣樣；曾經

池裡長滿荷花浮萍，看它們迎風搖曳美不勝收；或看池塘邊田地裡的農夫犁田插

秧收割；玩捉迷藏時，調皮的男孩們甚至翻牆藏到牆後頭；放沖天炮時把牆簷當

成發射支架，看著火花在空中散開。之後，它陪伴我走過少女時代，它沉默的目

送我坐上禮車出嫁，看著我攜子回娘家坐月子，帶著孩子在這度過寒暑假……，

那是段美好回憶。 

    新圍牆雖然較堅固的樣子，給我的感覺卻是不好上、不好趴，甚至不想碰它，

它真的就是「牆」。或許，舊圍牆與我走過太多共同歲月！ 

    不管如何，我相信這道牆將會繼續陪伴著、守護著曾屋後代子孫。 

 

 

 

 

圖圖圖圖    3333----2222----32323232    

內圍牆內圍牆內圍牆內圍牆((((從外往內看從外往內看從外往內看從外往內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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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2222----33333333    

內圍牆內圍牆內圍牆內圍牆((((由內向外瞧由內向外瞧由內向外瞧由內向外瞧))))    

   

 
圖圖圖圖    3333----2222----33334444 

外圍牆全貌外圍牆全貌外圍牆全貌外圍牆全貌    

    

圖圖圖圖    3333----2222----35353535 

外圍牆全貌外圍牆全貌外圍牆全貌外圍牆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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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2222----36363636                                                                                                                    圖圖圖圖    3333----2222----37373737    

外圍牆兩側高中間低外圍牆兩側高中間低外圍牆兩側高中間低外圍牆兩側高中間低                                                                            外圍牆兩側高中間低外圍牆兩側高中間低外圍牆兩側高中間低外圍牆兩側高中間低    

    

  

圖圖圖圖    3333----2222----38383838                                                                                                                圖圖圖圖    3333----2222----39393939    

新圍牆施工中新圍牆施工中新圍牆施工中新圍牆施工中                                                                                                新圍牆施工中新圍牆施工中新圍牆施工中新圍牆施工中    

 

  

圖圖圖圖    3333----2222----40404040                                                                                                            圖圖圖圖    3333----2222----41414141 

新圍牆施工中新圍牆施工中新圍牆施工中新圍牆施工中                                                                                            新圍牆施工中新圍牆施工中新圍牆施工中新圍牆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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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2222----42424242                                                                                                            圖圖圖圖    3333----2222----44443333    

新圍牆施工中新圍牆施工中新圍牆施工中新圍牆施工中                                                                                            新圍牆施工中新圍牆施工中新圍牆施工中新圍牆施工中 

  

圖圖圖圖    3333----2222----44  44  44  44                                                                                                          圖圖圖圖    3333----2222----45454545 

新新新新圍牆圍牆圍牆圍牆((((左方左方左方左方)                        )                        )                        )                        新新新新圍牆圍牆圍牆圍牆((((右方右方右方右方))))    

           
圖圖圖圖    3333----2222----46464646                                                                                                圖圖圖圖    3333----2222----47474747    

新新新新圍牆圍牆圍牆圍牆((((左方左方左方左方)                    )                    )                    )                    新新新新圍牆圍牆圍牆圍牆((((右方右方右方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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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2222----48484848    

田野田野田野田野那側那側那側那側的的的的新新新新圍牆圍牆圍牆圍牆    

    

    

    

圖圖圖圖    3333----2222----49494949                                                                                                        圖圖圖圖    3333----2222----50505050    

舊舊舊舊圍牆圍牆圍牆圍牆牆脊牆脊牆脊牆脊                                                                                                新新新新圍牆圍牆圍牆圍牆牆脊牆脊牆脊牆脊    

    

    

    

((((二二二二) ) ) ) 半月形半月形半月形半月形池塘池塘池塘池塘    

    中國古代的官署或學校之前常設水池，先秦時天子所用之壁雍設圓形水池，

諸侯及士大夫只能用半月形水池，學校所用者稱為泮水，其形制也呈半月池。至

明清時期的官衙或文武廟都採用半月形水池，甚至民宅之前也用半月池。11曾屋

夥房屋前正是半月形池塘。 

                                                 
11李乾朗：《台灣古建築鑑賞二十講》(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05 年 11 月，初版)，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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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夥房的池塘具有養魚、觀賞、消防、灌溉、洗滌及調節空氣溼度等功能，

從風水觀點看：半月形池塘中的水帶有吸收靈氣之用。12。半月池凹面向屋內，

凸面向外，具有「水能聚氣，氣能生財」的涵義，即是所謂「風水池」，深含風

水思想。聞子慶在〈客家夥房的傳統文化探索〉提到： 

 

      「有水斯有財」，半月池的興建，反映先民期望招財進寶富貴如意的世俗 

      心態，它的水源必須是活水，又有所謂「左青龍進，右白虎出」的定律， 

水流入池後必須緩慢『漫出』，稱為文水或玉帶水，表示細水長流財源聚 

集，如果水流湍急，表示錢財來的快也去的快。13 

 

此外，屋後有地基高凸的花臺借為靠山屏障，屋前正前方的半月池彷彿是明鏡，

正是呼應風水上「前為鏡，後為屏」的格局(圖 3-2-51、3-2-52、3-2-53、3-2-54)。 

    內埕與池塘有下水道相通，即使大雨氾濫，也不用擔心內埕的水淹上簷廊步

道。之前夥房人家裡的家用廢水會排到池塘，池塘水滿到一定高度，池水會溢出

到旁邊的溝渠，經此溝渠再流向土牛溪。 

    池塘有過不同風情，曾經養過魚，如吳郭魚、鯉魚、鰻魚、烏龜等，養魚是

為了觀賞好玩，家裡剩飯也有去處。每當餵食時，魚兒爭食的模樣真可愛，烏龜

彼此間也會爭食推擠喔！曾經種過荷花、浮萍等，小時候曾經撈過浮萍當作家裡

養的鴨子的食物。 

    曾經什麼都沒飼養，只有深綠色的池水，我丟顆石頭進池心，看水波蕩漾成

小皺紋般，漣漪一圈一圈甚是有趣；我曾注視池水幻想「金斧頭銀斧頭」的故事，

不知是否會發生？雖然我沒有掉斧頭。 

    在池水豐盈時，曾經綁多根大竹竿做竹筏，再把竹筏放在池塘上，然後很有

閒情逸致的泛舟；在池水下降時，曾經攻佔池塘一隅，大夥兒往那填土，幻想學

「精衛填海」，竟然做起填池造陸工程，最後在池畔邊完成一小塊「人造地」。當

雨季來臨雨水下滿池塘，一切又復歸平靜。 

    念國中時，池塘依然是水源充沛。當時母親在池畔邊種了些蔬菜，傍晚時分

                                                 
12參考信和電視臺：〈貓裡行腳‧曾家古厝〉，陳運棟先生之講解。 
13〈客家夥房的傳統文化探索〉：臺灣月刊雙月電子報 95 年 12 月，

http://subtpg.tpg.gov.tw/web-life/taiwan/content9512.htm。2015 年 9 月 25 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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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幫忙澆菜，走下池畔三四顆石頭堆砌的階梯，就可以舀到池水。這時的池塘，

靠圍牆側的走道雜草叢生，水裡也是雜草多、水很濁，看不到池底，令人覺得有

點害怕。此時，大人們總告誡孩子們不要到池塘邊玩！ 

    這中間找過工人清理池裡淤泥、雜草，重新幫池畔砌過鵝卵石牆，夥房人家

排放汙水另闢溝道，廢水不再往池裡排放。但是不知怎麼，池塘漸失去它往日風

華！氣候越來越乾燥，雨水不足下雨量少，大地鬧乾旱，到了 2009 年前後，池

塘竟然乾涸見底，池底泥土龜裂(圖 3-2-55、3-2-56、3-2-57、3-2-58、3-2-98、3-2-60)，

這種情景，與以往綠波粼粼餘波蕩漾大相逕庭，是我從未想像過的，只能用可怕

兩字形容！ 

    雖經整治，卻不得其要，從此未見綠波，只見淤泥雜草於池底(圖 3-2-61、

3-2-62、3-2-63、3-2-64、3-2-65、3-2-66)。 

    當年的綠波漣漪只能夢裡追憶！ 

 

 

 

   
圖圖圖圖    3333----2222----51                       51                       51                       51                       圖圖圖圖    3333----2222----52525252    

半月型池塘裡松柏倒影清晰可見半月型池塘裡松柏倒影清晰可見半月型池塘裡松柏倒影清晰可見半月型池塘裡松柏倒影清晰可見            半月型池塘中倒影真美半月型池塘中倒影真美半月型池塘中倒影真美半月型池塘中倒影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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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2222----53  53  53  53                                                                                                      圖圖圖圖    3333----2222----54545454    

池塘水仍豐盈池塘水仍豐盈池塘水仍豐盈池塘水仍豐盈                                                                                            池塘水綠波盪漾池塘水綠波盪漾池塘水綠波盪漾池塘水綠波盪漾 

                

    圖圖圖圖    3333----2222----55                           55                           55                           55                           圖圖圖圖    3333----2222----55556666                                                        

    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池塘池塘池塘池塘底龜裂底龜裂底龜裂底龜裂                                                                            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池塘池塘池塘池塘底龜裂底龜裂底龜裂底龜裂    

                    

圖圖圖圖    3333----2222----57                           57                           57                           57                           圖圖圖圖    3333----2222----58585858    

整治後整治後整治後整治後池塘池塘池塘池塘((((龜裂龜裂龜裂龜裂))))                                                                            整治後整治後整治後整治後池塘池塘池塘池塘((((乾涸乾涸乾涸乾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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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2222----59595959                                                                                                                圖圖圖圖    3333----2222----60606060    

整治後整治後整治後整治後池塘池塘池塘池塘((((乾涸乾涸乾涸乾涸))))                                                                                    整治後整治後整治後整治後池塘池塘池塘池塘((((龜裂龜裂龜裂龜裂))))    

  

圖圖圖圖    3333----2222----61616161                                                                                                            圖圖圖圖    3333----2222----62626262    

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池塘池塘池塘池塘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                            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池塘池塘池塘池塘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    

            
                圖圖圖圖    3333----2222----63636363                                                                                                圖圖圖圖    3333----2222----64646464    

                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池塘池塘池塘池塘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                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池塘池塘池塘池塘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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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    3333----2222----65656565                                                                                                圖圖圖圖    3333----2222----66666666    

                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池塘池塘池塘池塘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                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池塘池塘池塘池塘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裡淤泥堆積雜草叢生    

    

    

三三三三、、、、建築意象建築意象建築意象建築意象    

            從以「貴」為主」、連接現代與傳統的小徑、松柏長青三方面論述。 

 

((((一一一一))))以以以以「「「「貴貴貴貴」」」」為主為主為主為主    

    當初陳展鴻先生詢問貴秀公對於風水方面有何要求，因為貴秀公的名字有個

「貴」字，他說對於後代子孫不求官運不求大富，只要風水地理帶有「貴」。14因

此，整個房子是依循「貴」字的意義當作標準來考量風水與地理。依據康諾錫在

《台灣古厝圖鑑》中所言： 

 

      前有池塘，後有果林，並有竹林緊密圍繞，甚具預防禦性功能。此營建配 

      置手法係風水上一種環抱、護衛與聚氣的貴格形勢。15 

 

依上文所言，要在建築形式求得高貴，格局上求得典雅，乃藉池塘、果林(花臺)、

竹林(圍)等風水象徵物呈現「貴」格。陳展鴻風水師在設計時融入這些配置符合

                                                 
14.筆者於 2010 年 5 月 15 日訪問曾任國大代表陳運棟先生。請教有關貴秀公建築曾屋夥房之事，

陳運棟先生提及此事緣由。因筆者國中就讀於大成中學，當時陳校長就在大成中學服務，所以尊

稱其為校長。 
15康諾錫：《台灣古厝圖鑑》，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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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父想望。這些象徵物前文已說明，在此不再重述。 

在風水上已經採用「貴」格氣勢，在夥房建築上也要彰顯其不凡。尋常農舍

型的三合院表現不出「高貴」氣質，或許，藉著採用廟裡的裝飾藝術才能妝點襯

托曾屋夥房。既然是取樣於廟裡的裝飾品，相信必定高雅不俗。 

誠如前面章節所言，夥房在布局上採「三合院融合寺廟」設計，整個建材、

做工都十分講究，展現出貴氣、富麗，符合貴秀公要的是「高貴」，而不是金錢

堆積出來的俗豔。凡是到過曾屋夥房的客人，一踏進內埕，立刻被這建築外貌所

震懾，覺得這一定是大戶人家的房子，因為它所呈現的氣勢風華，就是令人目不

轉睛，發出讚嘆之聲。 

    我曾經思索過，這種獨特性的「三合院融合寺廟」設計用在住家是否妥當？ 

然而，在所有田產因故消失，也唯有這棟曾屋夥房，富麗堂皇貴氣的建築保住，

讓後代子孫得以安身立命，永遠記得他。每天到祠堂上香時，看著他畫像，緬懷

他的偉大。 

    貴秀公當時不愁食衣住行，田產多得數不清，只考量風水地理帶有「貴」，

不求官運不求大富。之後，家族中再也沒有像他這麼傑出的大商人。 

 

((((二二二二))))連接現代與傳統的小徑連接現代與傳統的小徑連接現代與傳統的小徑連接現代與傳統的小徑 

    一般的古厝大都是大門接馬路或是拐彎就到，目標明顯，不會藏身在幽靜小

徑中，也不會讓人「眾裡尋他千百度」。 

    然而，曾屋夥房卻是隱身在一整排竹圍後方(圖 3-2-67、3-2-68)16，出入曾屋

夥房之鑰，僅是一條長約二十公尺的小徑(圖 3-2-69、3-2-70、3-2-71)，就算站在

大門旁的馬路上，目視小徑盡頭依然未能見到房屋蹤影。 

    從馬路走進曾屋夥房，一共要經過三道門，才能走到祠堂(正廳)。夥房除了

鄰近池塘那面有圍牆屏障，另外三面全種滿竹子，以「竹圍」的方式將曾家夥房

籠罩其中，是有意和外界隔開。種在四周的竹子長得非常高，站在馬路邊只能依

稀看到曾屋夥房的屋頂，無法窺見夥房全貌。 

    因為走到小徑底，還要轉 90 度彎，才看到外埕。不禁讓人想起高燦榮所說： 

 

                                                 
16 目前這整片竹圍是重新種過，不如舊竹圍茂密高聳。原先舊竹圍種了七十多年之久，長得又

高又密，約十年前左右，於土牛里馬路拓寬時，全部被移除。 



                                                               第三章 曾屋夥房發展 

 

 

41 

      豪富的人家，前堂後室，街裡街外，幾道門屋，幾處中庭，重重間隔，層   

      層封閉，真是「庭院深深深幾許』。17 

 

第一道門緊鄰馬路，區隔出門內門外。入門後，映入眼簾是一條長長的小徑，

走到底向右轉彎，這裡種了六棵高大的龍柏樹，樹頂枝葉交織，長約兩公尺多，

彷彿是個「山洞」具有隱密特色(圖 3-2-72、3-2-73、3-2-74)18
。過了這個龍柏樹形

成的天然「山洞」，即將邁入第二道門，踏入門內見到第一個庭院就是外埕。再

往前走約二十步，經過階梯進入第三道門，方見祠堂(正廳)、內埕、夥房面貌 (圖

3-2-75、3-2-76)。每次我從熙熙攘攘的都市回家，走進這個「山洞」，瞬間由熱鬧

塵囂轉為寧靜世界，彷彿穿越時光隧道進入「桃花源」般！ 

    如此難窺堂奧的人家，通常外人是不敢輕易進入，因為不知路的盡頭是什

麼，而且這是人口眾多大戶人家，任意擅入，豈不是讓屋主誤為賊人闖入，所以，

很少外人敢隨意進入。 

    這條看似普通羊腸小徑，卻像桃花源的洞口，讓曾屋夥房彷彿是獨立於另一

世界，進去是傳統，出來是紅塵。 

 

 

 

 

                                                 
17 高燦榮：《台灣古厝鑑賞》(臺北市：南天書局，1995 年 2 版)，頁 12。 
18 這六棵龍柏樹是由筆者母親初嫁入曾家時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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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    3333----2222----67676767                                                                                                圖圖圖圖    3333----2222----68686868    

            曾屋夥房隱身在竹圍後曾屋夥房隱身在竹圍後曾屋夥房隱身在竹圍後曾屋夥房隱身在竹圍後                                                屋後的竹圍屋後的竹圍屋後的竹圍屋後的竹圍    

    

    

                

            圖圖圖圖    3333----2222----69696969                                                        圖圖圖圖    3333----2222----70               70               70               70               圖圖圖圖        3333----2222----71717171    

            通往夥房的小徑通往夥房的小徑通往夥房的小徑通往夥房的小徑                                通往夥房的小徑通往夥房的小徑通往夥房的小徑通往夥房的小徑                                    小徑盡頭轉彎方見夥房小徑盡頭轉彎方見夥房小徑盡頭轉彎方見夥房小徑盡頭轉彎方見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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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333----2222----72                72                72                72                圖圖圖圖    3333----2222----73               73               73               73               圖圖圖圖    3333----2222----74747474    

天然的龍柏樹山洞天然的龍柏樹山洞天然的龍柏樹山洞天然的龍柏樹山洞                                天然的龍柏樹山洞天然的龍柏樹山洞天然的龍柏樹山洞天然的龍柏樹山洞                            天然的龍柏樹山洞天然的龍柏樹山洞天然的龍柏樹山洞天然的龍柏樹山洞                                                                                    

 

                                            

圖圖圖圖    3333----2222----76767676    

祠堂祠堂祠堂祠堂外貌外貌外貌外貌    

 

圖圖圖圖    3333----2222----75757575    

夥房夥房夥房夥房初印象初印象初印象初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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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松柏長青松柏長青松柏長青松柏長青    

    夥房外埕種有兩棵樹，從祠堂往外看過去，左邊是松樹右邊是柏樹，取其「松

柏長青」之意(圖 3-2-77、3-2-78、3-2-79、3-2-80)。 

    自古人們對松樹就獨有情鍾。王安石《字說》說：「松為百木之長，猶公也。

故字從公。」《論語‧子罕第九》說：「歲寒而後知松柏之後凋」，又如黃山絕

壁間聳立的迎客松，它飽經風霜依然屹立不搖。 

    柏樹和松樹一樣終年常青不凋謝，在《詩經．小雅．天保》：「如南山之壽，

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形容如松柏般長春不凋。19故有「松

柏同春」。松柏象徵著永恆與不朽，既然是「長青」，種植這兩種樹，就是期待

這裡的人、物也能永保青春活力，具有長壽的象徵。 

    從祠堂望向對面即是中央山脈，讓祖先在視野上可以眺望美景。近看外庭，

目光所在正是左右邊的松柏樹，有取「松柏長青」之意涵，應該是祖先希望家運

就像松柏樹長久興旺。 

 

 

 
圖圖圖圖    3333----2222----77777777    

松柏長青松柏長青松柏長青松柏長青((((由外往內看由外往內看由外往內看由外往內看))))    

                                                 
19教育百科 
http://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E6%9D%BE%E6%9F%8F%E5%90%8C%E6%98%A5
。1050726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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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    3333----2222----78787878    

松柏長青松柏長青松柏長青松柏長青((((由內往外看由內往外看由內往外看由內往外看)))) 

            

                    圖圖圖圖    3333----2222----79797979                                                                                                圖圖圖圖    3333----2222----80808080    

                    松松松松樹樹樹樹                                                                                                                柏柏柏柏樹樹樹樹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曾屋夥房住家曾屋夥房住家曾屋夥房住家曾屋夥房住家    

    貴秀公娶頭份望族廖氏香鐵為妻，育有五子三女，長子新和、次子新興、三

子新旺、四子新寰、五子新漢。除了長子外，其餘四子都住在這。長子並未住在

這，在第三章第一節已經提及，客家人傳統觀念要給長子多一點田產，所以，給

予他單獨一棟夥房。 

    貴秀公對於夥房安排是：祠堂位於ㄇ字的正身，正身左邊是三兒子抽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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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是貴秀公和滿子(小兒子)住，左青龍位置是二兒子居住，右白虎位置是四兒子

居所。 

    聽長輩20說當初是用抽籤方式決定住所。但是，做籤的是貴秀公，至於籤有

沒有特殊之處，只能臆測，不過一般說來父母較疼愛滿子。貴秀公是家長，理論

上應該住在祖宗祠堂旁的房間，剛好就是滿子抽到。 

    曾屋夥房中住了四戶人家，在生活起居作息上是各自獨立的，不會被其他房

影響。除了三道大門是公用出入通道，若是要進入各房，則每一房都有獨立進出

互不打擾的門，每房各有各的廚房、飯廳、浴室、穀倉(現在都改建了)、廁所(傳

統的已拆除或封住)等，這種往來關係，各房之間可以說是親戚又是鄰居。 

 

 

 

 

 

 

 

 

 

 

 

 

 

 

 

 

 

 

 

                                                 
20 這裡指筆者小叔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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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曾屋夥房建物內涵曾屋夥房建物內涵曾屋夥房建物內涵曾屋夥房建物內涵 
    夥房建築不論大小，都十分精致，在設計、安排等十分用心，限於篇幅只約

略介紹，其中「祠堂」是家族重心，特別著墨。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屋頂設計與裝飾屋頂設計與裝飾屋頂設計與裝飾屋頂設計與裝飾    

                本節從屋瓦與馬背、正脊裝飾藝術兩方面探討。    

 

一一一一、、、、屋屋屋屋瓦與馬背瓦與馬背瓦與馬背瓦與馬背    

       屋頂有高低之分，正廳最高，左右房次之，橫屋最低(圖 4-1-1、4-1-2)。屋頂

通常有三個主要部分：屋脊、紋路、斜坡。屋脊又細分成正脊、曲脊、垂脊。屋

頂的「斜坡」，主要由其上的瓦片排列，和其下的檁木椽木支撐所構成。夥房採

用一般民屋常用的板瓦，板瓦形狀微彎，以仰合瓦方式鋪瓦，呈波浪韻律起伏，

非常美麗。 

    仰板瓦兩邊翹起，似笑臉的嘴角，代表喜氣討好，稱為「笑瓦」；翻轉變成

俯板瓦或像竹筒剖開覆蓋的筒瓦，似嘴角向下的哭喪嘴形，稱為「哭瓦」(圖五

4-1-3、4-1-4)。仰合對稱依序排放，正反相扣，由下往上，垂脊陰陽兩坡的弧度，

可使雨水成拋物線落出，防雨水滲漏。1 

曲脊作三個彎角，成三弧形，稱水形馬背。2即是客家泥水匠所稱的「三山

棟」，取其三個彎角像三座山一樣。其左右兩邊圓角被垂直拉開，使脊頭下沉而

顯得寬大，為客家型。3(圖 4-1-5) 雖然屋頂是瓦狀安排，採俯地式的設計，曲脊

卻是拱形的馬背式(圖 4-1-6)，彼此互為輝襯、相得益彰。 

    屋頂採傳統兩坡導水方式施作，就是在正身和橫屋(護龍)屋頂相接處，有設

計「轉溝」(圖 4-1-7、4-1-8、4-1-9、4-1-10、4-1-11、4-1-12)。依據聞子慶在〈客

家夥房的傳統文化探索〉一文中說： 

      臺灣夏季有梅雨季節，客家夥房在正身與橫屋相連的廊間屋頂構築的「轉             

溝」（亦稱「橫溝」），又是一種特殊建築設計。它是在廊間與橫屋屋頂

                                                 
1老古板的傳統建築之旅：分門別類介紹台灣傳統建築與傳統建築裝飾

http://gogohsu.blogspot.tw/2013/03/blog-post.html。1050716 查閱。 
2高燦榮：《台灣古厝鑑賞》，頁 44。 
3老古板的傳統建築之旅：分門別類介紹台灣傳統建築與傳統建築裝飾

http://gogohsu.blogspot.tw/2013/03/blog-post.html。1050716 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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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接合處，從屋脊呈四十五度傾斜，以承接雨水順屋頂斜坡流下，雨季

發揮排水功能時，先民常用陶缸將雨水承接備用。轉溝不但是優美建築型

態之設計，現在看三合院外觀，若要分別客家或閩南的房子，只要從正身

廳下側面與廂房相連之間的屋頂看上去是否有「轉溝」即立見分明。
4
 

 

「轉溝」匯集許多雨水，水勢快又急，下大雨它就像小瀑布般疾馳而下。住在夥

房時，下雨天常玩「天女散雨」遊戲，站在簷廊下撐雨傘，再把傘放到「轉溝」

下，然後轉動傘柄，雨水就從傘面四散，藉此把水灑向其他孩童身上。大人總是

嘟嚷著：「下雨天地面已經夠溼，你們還玩水！地溼溼會讓人跌倒！」 

   除此，也會在「轉溝」下放水桶接雨水，但，不是為了承接雨水備用，而是

玩打水仗！  

    曾屋夥房經歷 88 年歲月，屋頂上的瓦片大部分完好，只有少數破裂。例如

我家左護龍上方屋瓦曾漏水，請水泥師父整修過。 

    除此，許是小鳥經過，把口中銜著的種子掉落在屋頂，屋頂上就會冒出植物，

這些植物對屋瓦會造成損傷。無奈屋頂太高，不適合普通人爬上去清理，只能眼

看著它迎風搖曳(圖 4-1-13、4-1-14、4-1-15)。 

    貴秀公蓋夥房時，把祠堂地基架高，相對護龍的屋頂也變較高，一般竹梯是

搆不到屋頂，即使找到較高的竹梯架上，又擔心竹梯加上人的重量會壓壞屋簷瓦

片。縱使上到屋頂，屋頂的坡度讓人萬一站不穩會從上摔下洗石子地板，這是危

險高的任務！ 

    

    

    

    

    

    

    

    

    

                                                 
4聞子慶：〈客家夥房的傳統文化探索〉，http://subtpg.tpg.gov.tw/web-life/taiwan/9512/9512-07.htm，

105 年 7 月 15 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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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444----1111----1111                                                                                                                圖圖圖圖    4444----1111----2222    

屋頂有高低之分屋頂有高低之分屋頂有高低之分屋頂有高低之分                                                                                    屋頂有高低之分屋頂有高低之分屋頂有高低之分屋頂有高低之分   

 

   
圖圖圖圖    4444----1111----3                           3                           3                           3                           圖圖圖圖    4444----1111----4444    

凸是合瓦凸是合瓦凸是合瓦凸是合瓦，，，，凹是仰瓦凹是仰瓦凹是仰瓦凹是仰瓦                                                                交織鋪陳的屋交織鋪陳的屋交織鋪陳的屋交織鋪陳的屋瓦瓦瓦瓦呈現美麗風景呈現美麗風景呈現美麗風景呈現美麗風景    ((((仰仰仰仰合合合合瓦瓦瓦瓦))))    

    

        

圖圖圖圖    4444----1111----5555                                                            圖圖圖圖    4444----1111----6666    

馬背馬背馬背馬背                                                                        馬背馬背馬背馬背    

祠堂祠堂祠堂祠堂    
左房左房左房左房    橫屋橫屋橫屋橫屋    祠堂祠堂祠堂祠堂    

左房左房左房左房    

橫橫橫橫    屋屋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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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    4444----1111----7   7   7   7                                                                                           圖圖圖圖    4444----1111----8888    

        轉溝轉溝轉溝轉溝                                                                                                                轉溝轉溝轉溝轉溝                            

     

                                            

                    4444----1111----9999                                                                                                    圖圖圖圖    4444----1111----11110000 

                    轉溝轉溝轉溝轉溝                                                                                                                轉溝轉溝轉溝轉溝    

    

 圖圖圖圖

圖圖圖圖    4444----1111----11 11 11 11                                                                                                 圖圖圖圖    4444----1111----12121212    

轉溝轉溝轉溝轉溝                                                                                                                        轉溝轉溝轉溝轉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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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444----1111----13131313    

左橫屋左橫屋左橫屋左橫屋屋屋屋屋頂頂頂頂上長雜草上長雜草上長雜草上長雜草    

                                    

    圖圖圖圖    4444----1111----14                    14                    14                    14                    圖圖圖圖    4444----1111----15151515    

    正身正身正身正身屋屋屋屋頂頂頂頂上長雜草上長雜草上長雜草上長雜草                                                左橫屋左橫屋左橫屋左橫屋屋屋屋屋頂頂頂頂上長雜草上長雜草上長雜草上長雜草((((背面背面背面背面))))    

    

    

二二二二、、、、正脊裝飾藝術正脊裝飾藝術正脊裝飾藝術正脊裝飾藝術    

    本段從鏤空通風磚、泥塑、花磚三方面分別敘述。 

 

((((一一一一))))鏤空通風磚鏤空通風磚鏤空通風磚鏤空通風磚    

屋脊頂端正脊處改用磚頭砌，磚頭重量比板瓦重以便壓住屋瓦，免得風從底

下吹就把屋瓦吹翻，講究的人家會在磚塊外再塗上水泥。正脊上頭用泥塑、花磚

間隔鏤空通風磚堆疊，一方面是裝飾一方面利於通風，鏤空通風磚可以減少風阻

和減輕屋脊重量，保護屋脊使其不易損壞，也保護瓦片免被吹壞，如此房屋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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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持久耐用。 

    同樣用磚，曾屋夥房在細節處不忘同中求異(圖 4-1-16)，祠堂正脊上的磚是

金錢形圖案(圖 4-1-17、4-1-18)，橫屋正脊上的磚圖案是柳葉、亦名柳條磚(圖

4-1-19、4-1-20)，採用雙片式砌槽柳條疏磚式做法。鏤空通風磚的顏色赤黃和瓦

片相同，使得屋頂在整體色彩搭配十分得宜顯得雅致。 

     

圖圖圖圖    4444----1111----11116                            6                            6                            6                            圖圖圖圖    4444----1111----11117777    

祠堂祠堂祠堂祠堂與與與與左左左左橫屋用橫屋用橫屋用橫屋用磚磚磚磚不同不同不同不同                                                                祠堂的屋祠堂的屋祠堂的屋祠堂的屋脊脊脊脊用金錢磚用金錢磚用金錢磚用金錢磚    

正正正正身用泥塑身用泥塑身用泥塑身用泥塑，，，，橫屋用彩磁橫屋用彩磁橫屋用彩磁橫屋用彩磁    

                                            
    圖圖圖圖    4444----1111----11118  8  8  8                                                                                                          圖圖圖圖    4444----1111----19191919    

    祠堂及左房的屋祠堂及左房的屋祠堂及左房的屋祠堂及左房的屋脊脊脊脊用金錢磚用金錢磚用金錢磚用金錢磚                                                左橫屋左橫屋左橫屋左橫屋屋屋屋屋脊用脊用脊用脊用柳葉磚柳葉磚柳葉磚柳葉磚((((背背背背面照面照面照面照))))    

    

圖圖圖圖    4444----1111----20202020    

左左左左橫屋橫屋橫屋橫屋屋屋屋屋脊用脊用脊用脊用柳葉磚柳葉磚柳葉磚柳葉磚((((正面照正面照正面照正面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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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泥塑泥塑泥塑泥塑    

    大脊一般最常見的裝飾，就是中間一大段鏤空圖案，和兩邊各一小段的泥塑

圖案。
5
夥房正身屋脊有泥塑裝飾，即是以此方式設計(圖 4-1-21、4-1-22)。 

    泥塑，廣東稱「灰塑」，為石灰(貝殼灰+煮熟的海菜+麻絲+糯米漿+紅糖)在

脊上、牆上所做的淺浮雕，或立體塑雕，可為各種玩偶或圖案，乾後色灰白，可

漆上顏料。
6
  

    夥房建築已有一段時間，有些泥塑作品已斑駁、脫落、褪色。辨識它們的模

樣依稀是龍、獅、虎及花草等(圖 4-1-23、4-1-24)。這些泥塑圖案應該是以民間認

為吉祥象徵者為佳。才符合「貴」的原則。 

 

 

 

圖圖圖圖    4444----1111----21212121    

正身的泥塑正身的泥塑正身的泥塑正身的泥塑    

    

 
圖圖圖圖    4444----1111----22222222    

正身屋脊正身屋脊正身屋脊正身屋脊中間鏤空磚兩邊泥塑中間鏤空磚兩邊泥塑中間鏤空磚兩邊泥塑中間鏤空磚兩邊泥塑    

                                                 
5高燦榮：《台灣古厝鑑賞》，頁 16。 
6高燦榮：《台灣古厝鑑賞》，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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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444----1111----23                            23                            23                            23                            圖圖圖圖        4444----1111----24242424    

正身屋脊泥塑正身屋脊泥塑正身屋脊泥塑正身屋脊泥塑，，，，有些已經脫落有些已經脫落有些已經脫落有些已經脫落                                        正身屋脊泥塑正身屋脊泥塑正身屋脊泥塑正身屋脊泥塑，，，，有些已經脫落有些已經脫落有些已經脫落有些已經脫落    

 

 

((((三三三三))))花磚花磚花磚花磚    

    臺灣開始大量出現這種色彩明亮的建築面磚，可能始於 1920 年代。
7
花磚的

好處，比起石雕木雕它的成本低廉施工更快速，裝飾效果佳，亮麗持久易保養，

能在施工前看到成品，可以掌控完工後的品質。康諾錫在《台灣老花磚的建築記

憶》一書提到： 

 

      彩瓷裝飾的主要目的有三：其一，美化建築物，營造視覺美感；其二，彰  

      顯主人的身分地位或財力；其三寄寓祈福、教化功能。
8
 

 

基於上述三理由，夥房也有花磚裝飾。 

    正身是泥塑與金錢磚搭配，為了與正身屋脊做區別，也是視覺的變化，於是

橫屋屋脊以花磚搭配柳葉磚交錯裝飾(圖 4-1-25)。花磚拼貼時，以中間九塊，兩

側五塊花磚的方式線狀拼貼，圖案組合有不同的搭配 (圖 4-1-26、4-1-27、4-1-28)。    

    橫屋花磚的花種紋樣，有單一植物和數種植物組合成的。有富貴的牡丹、清

高的菊花、花期長的「長春花」，又稱薔薇。貼這些花卉圖案彩瓷是帶有吉祥含

意，也是一種期盼和追求。除了花朵，也有「瓜果」紋樣。可食用的瓜果類紋樣，

通常會搭配藤蔓來呈現，代表民生豐裕、物產富饒，或是綿延不絕、子孫昌盛等

                                                 
7康諾錫：《台灣老花磚的建築記憶》(臺北市：貓頭鷹出版社，2015 年 9 月初版)，頁 94。 
8康諾錫：《台灣老花磚的建築記憶》，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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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寓意。
9
我觀察到橫屋的屋脊有佛手、桃子、石榴三種瓜果組成在一塊花磚

上，據悉是明清沿襲到現在，它們是「福壽子三多」，寓意多福、多壽、多子。
10

正是符合風水師及貴秀公期望。 

 

 

  

圖圖圖圖    4444----1111----22225                          5                          5                          5                          圖圖圖圖        4444----1111----22226666    

左橫屋左橫屋左橫屋左橫屋屋屋屋屋脊花磚與柳葉磚交織裝飾脊花磚與柳葉磚交織裝飾脊花磚與柳葉磚交織裝飾脊花磚與柳葉磚交織裝飾                左橫屋九塊花磚連成線狀拼貼左橫屋九塊花磚連成線狀拼貼左橫屋九塊花磚連成線狀拼貼左橫屋九塊花磚連成線狀拼貼    

((((正面照正面照正面照正面照)                          )                          )                          )                          花卉和瓜果圖案花卉和瓜果圖案花卉和瓜果圖案花卉和瓜果圖案    ((((屋背面屋背面屋背面屋背面照照照照，，，，圖案一圖案一圖案一圖案一))))    

        
圖圖圖圖    4444----1111----22227                       7                       7                       7                                       圖圖圖圖    4444----1111----22228888    

左橫屋九塊花磚連成線狀拼貼左橫屋九塊花磚連成線狀拼貼左橫屋九塊花磚連成線狀拼貼左橫屋九塊花磚連成線狀拼貼                                        左橫屋左橫屋左橫屋左橫屋兩側兩側兩側兩側的花磚裝飾的花磚裝飾的花磚裝飾的花磚裝飾，，，，由五由五由五由五塊塊塊塊    

((((屋背面屋背面屋背面屋背面照照照照，，，，圖案二圖案二圖案二圖案二))))                                                                        花磚連成線狀拼貼花磚連成線狀拼貼花磚連成線狀拼貼花磚連成線狀拼貼    ((((屋背面照屋背面照屋背面照屋背面照))))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簷廊裝飾簷廊裝飾簷廊裝飾簷廊裝飾 

    曾屋夥房正身與橫屋的簷廊都十分講究。本節研究的簷廊裝飾以正身為對

象。橫屋的簷廊也很美觀(圖 4-2-1、4-2-2、4-2-3、4-2-4)，橫屋的簷廊屋架同樣是

「抬樑式」作工，比較簡樸，沒有獅座，不做「捲棚」。但，在此不另敘述。 

    夥房簷廊下的廊道空間屬於「步口廊」設計。「步口廊」指的是正廳或護室

                                                 
9康諾錫：《台灣老花磚的建築記憶》，頁 86。 
10康諾錫：《台灣老花磚的建築記憶》，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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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簷下的走廊，它可能只是以斗栱出挑的廊道，也可能是較寬敞的廊柱。
11
這裡

的步口廊空間設計十分豐富考究，跨出祠堂門檻，其簷前正身走廊是拱形狀，通

常只有官家孔廟才有這樣的設計。 

    據筆者觀察一般民居古蹟或是廟宇裡的裝飾，這裡都尋得著。簷廊下的樑雕

刻精心，木雕作品採「內枝外葉」法雕刻，有彩繪、鏤空雕花、獅子造型等，雕

飾豐富用料厚實，工法繁複、作工細緻，頗為考究。尤其是獅子雕飾，依據陳運

棟先生在信和電視台訪問中說：只有三灣鄉慈善堂有類似這樣造型與高超手藝的

雕刻。 

    正身的簷廊屋架的建築架構採用「抬梁式」。所謂「抬梁式」就是把屋架以

水平的橫樑與垂直的瓜柱架成階梯狀，力量自上向下傳達，大樑承受所有的重

量，有如抬物之勢，台灣匠師稱為趖瓜疊斗棟架(圖 4-2-5)。
12
屋架上使用雙樑，

把桷木彎曲如弧形為頂，由下往上看，簷廊下的屋頂就呈現捲棚之式(圖 4-2-6、

4-2-7、4-2-8)。「捲棚」做法比較費工！ 

    捲棚下有「步通」和「員光」。依據李乾朗：《台灣古建築圖解事典》的解釋： 

 

      「步通」位於步口廊。架於簷柱與金柱間較短的通樑。通常只得三架深， 

      即有二個瓜柱，寺廟多做一對獅座。步通內端插入柱中，外端穿過步口柱， 

      出挑承受外寮重量，步通之下常置員光。
13
               

      「員光」在較短的樑下的長形木構件，可施雕，其功能為穩定樑柱，保持 

      樑柱交角成九十度而不變形。
14
 

 

由上可知，寺廟裡的「步通」會多做一對獅座，觀察曾屋夥房的「步通」就有一

對獅座，這是「三合院融合寺廟」設計的證據。獅座應是採「踢地起突」
15
法雕

                                                 
11李乾朗：《台灣古建築鑑賞二十講》，頁 108。 
12李乾朗：《台灣古建築圖解事典》(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11 月，三版)，
頁 94。 
13李乾朗：《台灣古建築圖解事典》，頁 85。  
14李乾朗：《台灣古建築圖解事典》，頁 87。 
15黃淑貞：《以石傳情─廟宇石雕意象及其美感》，(臺北市：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2016 月 12 月)， 

頁 128。「剔地起突法」是「高浮雕」或稱「半圓雕」。它是將背景深深地鑿去而凸 出紋樣的主

體，「地」則層層凹下。有的甚至大量採用「穿枝過梗」的透雕鏤空 手法，刻出玲瓏剔透的游龍

或流雲，使得主題異常凸出。常見的題材有龍虎堵、 麒麟堵、人物堵、祈求吉慶堵、御路石等。

如艋舺龍山寺三川殿石雕窗下一幅窄 窄的腰堵石雕，就是以「剔地起突」刻出博古架及花瓶等

書房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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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簡單的說就是留圖去地之意。保留獅子樣貌，去掉多餘木料。木雕的獅子的

眼睛像銅鈴般大，一對耳朵大大的，嘴巴張開，毛髮、鬍鬚、腳趾都刻得栩栩如

生、精雕細琢，面貌看起來不兇。獅座上方「束隨」內書寫「富貴無疆」、「太平

有象」、「五福臨門」、「吉祥如意」，都是傳統的吉祥話。上文還提到「員光」可

施雕，曾屋夥房的「員光」正面是採手工雕刻，另一面則是彩繪，彩繪的主題有

「海棠壽帶鳥」、「旭日東昇照九州、松鶴同沐壽萬年」，既有富貴之氣、又充滿

野逸之韻、朝氣長壽寓意(圖 4-2-9、4-2-10、4-2-11、4-2-12、4-2-13)。 

    夥房的正身有兩根步口柱，步口柱，上為木，下為實心石柱。兩根柱上的「步

通」、「員光」雕刻、彩繪圖案都不同。另外，獅座的設計採面對面擺放。依筆者

觀察，所謂的「頭巾」、「束隨」、「看隨」、「八字束」、「束木」、「束尾」、「通屐」、

「員光屐」、「拱尾斗」(圖 4-2-14、4-2-15)等等一樣都不缺。 

    在夥房經歷七十多年後，木料上的色彩斑駁，呈現老態褪色。為了保護木材，

也為了恢復光彩，於是在 2006 年，祠堂門面、步口廊廊下木質雕件全部重新上

色，連石柱上的字也同時重新上漆。 

    來不及把之前木雕作品照相存查，現今資料都是 2006 年重新上色後的的影

像，所以，看不到這些古蹟原來舊樣子，無法觀看它們原來色彩，真是一大憾事。 

步通、員光上的圖畫保留原樣，其他雕刻作品也是不變其形，只是重新上漆。 

    近年來古蹟有所謂「修舊如舊」，這不是件簡單的事，需要眾人觀念的接受，

況且「修舊如舊」比「修舊換新」往往要花上更多修繕費用。觀察現存的古蹟裡，

多已荒廢無人居或拆除重建，在人口眾多的家族，要意見一致本來就不容易，家

族成員能有心維護家業、並能慷慨解囊修繕，就已經非常棒了！ 

    修繕後雖然不見往日原色，從作工、型制，仍可以感受當初雕刻匠師的手藝

必定不凡。 

    簷廊下由兩根石頭圓柱矗立，這兩根圓柱不是灌水泥成形的，而是由一塊大

石塊一體成型鑿成的，圓柱上並有刻字，柱頂頂著獅子木雕，柱下雕成「南瓜」

造型，有子孫瓜瓞綿綿之意。也有將此造型稱為「蓮瓣型」。將在第五章第三節

「石柱」中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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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444----2222----1111                                                                                                                     圖圖圖圖    4444----2222----2222    

左橫屋簷廊左橫屋簷廊左橫屋簷廊左橫屋簷廊                                                                                                            右右右右橫屋簷廊橫屋簷廊橫屋簷廊橫屋簷廊    

                                                    
            圖圖圖圖    4444----2222----3 3 3 3                                                                                             圖圖圖圖    4444----2222----4444    

            左橫屋簷廊左橫屋簷廊左橫屋簷廊左橫屋簷廊                                                                                            右右右右橫屋簷廊橫屋簷廊橫屋簷廊橫屋簷廊    

    
圖圖圖圖    4444----2222----5555                                                                圖圖圖圖    4444----2222----6               6               6               6               圖圖圖圖    4444----2222----7777 

抬樑式抬樑式抬樑式抬樑式                                                                    捲棚捲棚捲棚捲棚形形形形                                                                屋頂下呈屋頂下呈屋頂下呈屋頂下呈捲棚捲棚捲棚捲棚形形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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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444----2222----8888                                                                                                                圖圖圖圖    4444----2222----9999 

屋頂下呈屋頂下呈屋頂下呈屋頂下呈捲棚捲棚捲棚捲棚形形形形                                                                                        獅座獅座獅座獅座和用雕刻的員光和用雕刻的員光和用雕刻的員光和用雕刻的員光        

    

        

圖圖圖圖    4444----2222----10101010                                                                                                    圖圖圖圖    4444----2222----11111111 

獅座獅座獅座獅座    富貴無疆富貴無疆富貴無疆富貴無疆    太平有太平有太平有太平有象象象象((((正面正面正面正面)    )    )    )    獅座獅座獅座獅座    富貴無疆富貴無疆富貴無疆富貴無疆    太平有象太平有象太平有象太平有象((((背面背面背面背面))))    

員光正面是雕刻員光正面是雕刻員光正面是雕刻員光正面是雕刻                                                                        員光背面彩繪員光背面彩繪員光背面彩繪員光背面彩繪    

                                                                                                                                「「「「    旭旭旭旭日日日日東昇照東昇照東昇照東昇照九九九九州州州州、、、、松松松松鶴同鶴同鶴同鶴同沐壽萬年沐壽萬年沐壽萬年沐壽萬年」」」」圖圖圖圖    

    

            

圖圖圖圖    4444----2222----12121212                                                                                                        圖圖圖圖    4444----2222----13131313    

獅座獅座獅座獅座五福臨門五福臨門五福臨門五福臨門    吉祥如意吉祥如意吉祥如意吉祥如意((((正面正面正面正面))))                            獅座獅座獅座獅座五福臨門吉祥如意五福臨門吉祥如意五福臨門吉祥如意五福臨門吉祥如意((((背背背背面面面面))))    

步通步通步通步通、、、、員光正面員光正面員光正面員光正面圖案圖案圖案圖案                                                                步通步通步通步通、、、、圖圖圖圖員光背面員光背面員光背面員光背面圖案圖案圖案圖案        

員光正面是雕刻員光正面是雕刻員光正面是雕刻員光正面是雕刻                                                                                員光背面彩繪員光背面彩繪員光背面彩繪員光背面彩繪「「「「海棠壽帶鳥海棠壽帶鳥海棠壽帶鳥海棠壽帶鳥」」」」圖圖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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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444----2222----14141414                                                                                                        圖圖圖圖    4444----2222----15151515    

步口柱步口柱步口柱步口柱、、、、通屐通屐通屐通屐、、、、員光屐員光屐員光屐員光屐、、、、拱尾斗正面照拱尾斗正面照拱尾斗正面照拱尾斗正面照                        步口柱步口柱步口柱步口柱、、、、通屐通屐通屐通屐、、、、員光屐員光屐員光屐員光屐、、、、拱尾斗側照拱尾斗側照拱尾斗側照拱尾斗側照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祠堂巡禮祠堂巡禮祠堂巡禮祠堂巡禮    

    祠堂是一家族的精神象徵、情感維繫之所在。在傳統的客家社會，客家宗族

無論大小都建立起自己本族的祠堂，祠堂是祖先的安放靈位處，其主要功能就是

崇神和祭祀祖先。祠堂供奉牌位，俗稱「祖公牌」、「神主牌」，置於祠堂上廳的

神案上。筆者家裡稱祖先是「阿公婆」牌。 

    在過去男婚女嫁時，也要在祠堂或祖廳的祖像之前祭拜，表示其虔敬之意。

女子出嫁時，要在祖像前祭拜；男方的接親者也要到女方的祖像前進行供奉；新

婚拜堂時，要在祖先牌位前拜天地、祖宗與父母。曾屋夥房內親戚結婚無一例外，

統統要祭拜祖先，這樣的儀式如同向祖宗稟告事情。筆者年輕時曾經有公證結婚

省去繁瑣結婚儀式的想法，被長輩訓斥一頓，他們認為一定要守禮節按規矩祭拜

祖先，才算是光明正大出嫁。正因為有了祠堂的維繫，在夥房內婚喪喜慶不是個

人的事，而是整個家族的事，除了夥房內的現居成員，夥房外三姑六婆各方親戚

全都會到場。 

    家族遇到喪事時，尚未停棺進入祠堂前，要先用白色紙把「阿公婆」牌蒙住，

不讓祖先知道有子孫過世而難過。喪事期間家屬要在祠堂內守夜，三扇門只開兩

扇出入，通常是左側門關上，中間門還要放下白布幔。 

    在平日，祠堂(正廳)還可以當作交誼廳，用來接待重要賓客或相親或討論宗

族大事，不過目前，各房都在自家裡招待客人。 

    在第三章已經論述過：正身屋頂提高，其高度和一般寺廟相當，整個正身外

貌從上往下看，具俯地式的氣勢，讓祠堂(正廳)處於居高臨下的地位。陳運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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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客家人的這種傳統建築形式，純粹是基於我國孕育於農業社會的傳統文化 

      精神。……在建築的形式上，便以房子的中軸及最高大的一間為整棟建築 

      的最尊長地位；……在家庭裡，便是正廳或祖、父母房。在客家村落裡， 

      那些三堂四橫一圍龍的大房子，我們可以拿中軸和建築物的高度，很容易 

      就分辨出，居於其中的人在這個家庭裡的輩份了。
16
        

                    

如上文所述，曾屋夥房的祠堂(正廳)正好位於正身(圖 4-3-1)的中軸以示尊重，此

外，前面亦提及貴秀公和滿子就住在祠堂(正廳)的右邊，與客家人傳統觀念不謀

而合。 

    正身這棟的房屋特別墊高地基，應是祠堂設於正身之故，地面高度高出天井

37 公分，落差甚大，增設一石階(圖 4-3-2)，必須踩上它，方能跨上正身簷前走廊，

藉高度突顯正身之氣度。祠堂的簷廊以棟架及捲棚撐起正身屋頂，刻意營造出素

雅而穩重的氛圍(圖 4-3-3)。 

    祠堂屋架建築方式採「擱檁式」(圖 4-3-4)，這是直接將桁木置於山牆上的作

法，屋頂共有十一支大橫樑深入牆壁，是十一架檁。山牆上緣留有凹洞，讓桁木

可插入牆體，以牆體為承重(圖 4-3-5)。在臺灣民宅及街屋常用「擱檁式」的建築

方法。這與簷廊「抬樑式」手法不同。屋頂除了樑支撐，還鋪上木板，木板上有

彩繪樹葉形狀圖案(圖 4-3-6)。 

    在祠堂入口右側疊砌磚牆上設有小小的精簡的鐵製香座，它是取代傳統的天

公爐，在拜完天公後插香用的，香座前附有鐵環狀可以放置水杯(圖 4-3-7、4-3-8)。

疊砌磚牆下方是青斗石，牆基做「櫃臺角」造型，是屬於一半隱入牆面的附壁柱

礎。 

    以下從門、祠堂擺設兩點說明祠堂的藝術特色。 

 

 

                                                 
16陳運棟：《客家人》(臺北市：聯亞出版社，1983 年 4 月 5 版)，頁 343。 



客家文化資產調查──以屹立於 

現代建築叢林的頭份曾屋夥房為焦點 

 62  

     

圖圖圖圖    4444----3333----1111                                                                                                                                            圖圖圖圖    4444----3333----2222    

正身正身正身正身有有有有俯地式的氣勢俯地式的氣勢俯地式的氣勢俯地式的氣勢                                                                                                    內埕上祠堂有增一石階內埕上祠堂有增一石階內埕上祠堂有增一石階內埕上祠堂有增一石階    

                                                                                                                                                                                                

    

        
圖圖圖圖    4444----3333----3333                                                                                                            圖圖圖圖    4444----3333----4444    

簷廊以棟架及捲棚撐起正身屋頂簷廊以棟架及捲棚撐起正身屋頂簷廊以棟架及捲棚撐起正身屋頂簷廊以棟架及捲棚撐起正身屋頂                            祠堂屋架擱檁式祠堂屋架擱檁式祠堂屋架擱檁式祠堂屋架擱檁式    

    

    

  
圖圖圖圖    4444----3333----5555                                                                                                                圖圖圖圖 4444----3333----6666    

祠堂屋架祠堂屋架祠堂屋架祠堂屋架桁木插入牆體桁木插入牆體桁木插入牆體桁木插入牆體                                                                樹葉形狀圖案樹葉形狀圖案樹葉形狀圖案樹葉形狀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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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444----3333----7777                                                            圖圖圖圖    4444----3333----8888                                                                        圖圖圖圖    4444----3333----9999    

天公香座天公香座天公香座天公香座                                                天公香座天公香座天公香座天公香座                                                祠堂門檻高祠堂門檻高祠堂門檻高祠堂門檻高    

 

 

    

一一一一、、、、門門門門    

   進入祠堂前有一門檻須跨過，門檻的設立是讓人進入祠堂時，身體藉由「跨

過」動作自然會前傾，如同對屋裡致意招呼般，是做人基本禮貌。祠堂的門檻特

別高，設計的比廂房、橫屋門檻來得高，一方面是這間的地位比其他房間更尊貴，

另一方面是象徵這間房不可隨意進出。因為屋裡擺設歷代祖先牌位，是莊嚴肅穆

的場所，門檻高可以阻隔幼兒、貓狗動物進入。以免打擾祖先清淨。 

    大人一向告誡著：祠堂不准小孩隨意進入嬉戲，更遑論允許小孩站在門檻上

面玩，怕有失莊重並干擾「阿公婆」清靜。筆者孩提時把門檻當平衡木玩耍(圖

4-3-9)，常與堂弟妹站在門檻上走來走去，看看誰會失去平衡掉下地面，每當被

大人發現，免不了一頓斥責，對小孩而言「走平衡」是很好玩啊！ 

    門是宅院的出入口，大小與位置有關，例如入口中門必定比邊門或側門大，

以示尊卑主從。另外，門有聚財聚氣之意。17祠堂設「三關六扇門」(圖 4-3-10)，

門額書「魯國堂」堂號。依據劉致平著，李乾朗‧王其明增補：《中國居住建築

簡史─城市‧住宅‧園林》中說： 

 

                                                 
17康諾錫：《台灣古厝圖鑑》，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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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關六扇式──這種門用在房屋的中昂間前面，它將面寬分成三部，中間 

      是雙扇板門，左右是兩對格門，板門和格門中間安門坊，平時出入俱經板 

      門，不用格門，格門只是採光和必要時開敞。18 

 

如同上文所言，曾屋夥房中間是雙扇「板門」，中門確實比兩邊門大(圖 4-3-11、

4-3-12)，它以實心木一體成型，門面沒有作任何裝飾，門背後用數根橫木，再

加上門閂固定。實木木門又厚又重，製作堅固耐用，多用在對外之門，防衛性高。

板門上有八卦圖樣的門環(圖 4-3-13)，門環不可任意敲打，開啟大門時，必須動

作緩慢且謹慎。 

    左右邊門是「格扇門」，各有兩扇，加上中門總共是「六扇門」。依據康諾錫

說： 

 

      格扇門又稱格門，以方木做框架，框內可分隔成四部分：滌環板、身板、 

      腰華板及裙板，將人體的意象放在形式之中。其中的身板多為鏤空的櫺條 

      或雕刻，室內因此採光更好、更通風。視開間或進深大小做組合，裝飾意 

      味較濃，故多用於廳堂正面。19。 

 

曾屋夥房祠堂的設計正是符合上述，格扇門用於「廳堂正面」，且「身板是鏤空

的櫺條雕刻組成」。「櫺」，指窗上的方格子。所謂「門或窗檻、欄杆上雕花的格

子。橫直交處為閒子，如綺文瓏玲」，故曰「櫺」。夥房的左右格扇門有手工精細

的窗櫺，在「身堵」(身板)採用「螭虎
20
圍爐」圖案(圖 4-3-14)，圖案的構造是對

稱，「對稱」是基本原則。以「透雕 」又 稱 為「 鏤空 雕」法雕出六條「軟團」

21
螭虎，作 品層 次分 明 頗具 立體 感。因為這是窗櫺，中間 採鏤 空 方式可以透

光透氣(圖 4-3-15、4-3-16)，視野 穿越具有搭接與通透的效果。 

    用數隻螭虎組成香爐狀的「螭虎圍爐」具有避邪趨吉的功能，另有香火綿延、 

                                                 
18劉致平著，李乾朗‧王其明增補：《中國居住建築簡史 ﹝城市‧住宅‧園林﹞》(臺北市：藝

術家出版社，2001 年 9 月，初版)，頁 279。 
19康諾錫：《台灣古厝圖鑑》，頁 18。  
20螭虎，是「龍生九子」其中之一，也稱「夔龍」。 
21所謂軟團，就是線條如圓圈般團團打轉，也就是說螭龍身長的曲折變化，完全由曲線來設計。

參考網站三峽之美：http://lib.hssh.tp.edu.tw/database/san/htm/templemain9.html，1050810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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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孫滿堂，更含有吉慶如意、廣賜福、祿、壽、喜、財之意。
22
中間兩條螭虎盤

成花瓶造型，「瓶」有祈福平安的暗喻，花瓶中間有似蝙蝠的圖案，表示「福氣」 

之意。為了保護「螭虎圍爐」木雕圖案，在背面加裝玻璃保護。格扇門「頂堵」

用透雕法(圖 4-3-17)，「腰堵」用淺浮雕雕出花朵圖飾(圖 4-3-18)，「裙堵」用彩繪

繪出「白鶴、松鷹、黃鶯、鸚鵡」圖案(圖 4-3-19、4-3-20)。 

    平時只開中間板門出入，左右兩旁格扇門平日不開只是採光用，在重大日子

如祭拜與婚慶必要時才打開。格扇門上方有「橫披窗」(圖 4-3-21)。李乾朗說： 

 

      橫披窗的作法和檻窗很類似，都是用細條木做成連續的直條或幾何圖樣。 

      在較高大的建築裏，於門窗與屋頂所安裝固定的窗扇，其具有氣窗的作用 

      ，可採光通風，雖然位置很高，但製作卻很精細，圖案之花樣很複雜。
23
 

 

從上文中，可知橫披窗就是類似我們現代的氣窗，主要調節室內空氣對流。夥房

的橫披窗是固定的，因為祠堂地基有墊高，所以它比一般建築裡的橫披窗位置更

高，得仰頭仔細觀察。共有三扇，都用細條直木，橫與直交錯或平行鑲組而成，

設計成幾何或吉祥圖案，圖案中心點鑲上木雕小花(圖 4-3-22)，更顯得作工雅緻。

中間那扇位置被堂號匾遮住，彷彿捉迷藏似的躲在匾後方(圖 4-3-23)，若不仔細

看容易忽略它的存在。一直認為三扇橫披窗圖案相同，直到從祠堂往外看橫披窗

透出的剪影不同，方驚覺原來左右兩扇圖案相同，中間圖案不同(圖 4-3-24)。左

右扇木條排列較方(圖 4-3-25)，中間那扇有八角造型(圖 4-3-26)，八角造型帶有避

邪鎮煞作用，連這麼細小地方都巧思安排，當初建造設計這房子真是不簡單！ 

    祠堂門前懸掛的堂號匾很講究，它的造型不是平常人家而是官家使用的樣

式，匾上有夥房完成日期於「戊辰閏二月念五日」(即西元 1928 年、昭和三年)(圖

4-3-27)。匾的顏色綠底金字，匾下方左右有一對木質雕刻精細的獅座承載著匾，

中間置有鏤空木刻小球，球旁以祥雲圖案木雕飾襯托。木刻匾額在周圍邊框採透

雕法，雕飾各種龍鳳、花卉、圖案花紋極盡華麗(圖 4-3-28)。因曾氏的祖先是「曾

子」。根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第七》記載： 

                                                 
22老古板的傳統建築之旅：分門別類介紹台灣傳統建築與傳統建築裝飾。

http://gogohsu.blogspot.tw/2014/06/blog-post_21.html。1050808 查詢。 
23李乾朗：《台灣古建築圖解事典》，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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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  

 

《索隱》解釋：「武城屬魯」。 曾子是魯國人，為緬懷先人，故以「魯國」為堂

號，這是曾屋夥房堂號由來。 

    入門有對聯，橫披：「南山拱秀並有清溪水環繞」，上聯：「魯質大賢教訓千

古延道脈」，下聯：「國封宗聖遺遵萬古振家聲」。上下聯運用句首嵌字法，嵌入

「魯國」二字，呼應堂號名稱。 

    對聯大意：南方筆架山的襯托下，將曾屋夥房的秀麗拱現出來，還有清澈的

溪水環繞屋前蜿蜒流淌。曾參這樣魯鈍直樸的大賢人，留下的教訓歷經千古延續

道統脈絡。國家封曾參為宗聖，要遵循他的遺訓歷經萬古，發揚曾家名聲。李乾

朗在：《台灣古建築鑑賞二十講》中提到： 

 

      客家的儒農精神也反映到住宅建築上，門楣上必有斗大題字或堂號，標舉 

      「孝友傳家」、「詩禮傳家」之精神，歷來均以耕讀傳家勉勵子弟向上。
24
 

 

由上可知，堂號「魯國」，入門對聯句首嵌字「魯國」，都是具有儒農精神的潛意

識，不揣推測，貴秀公的用意，是希望子孫莫忘祖先遺訓，晨昏定省進出祠堂之

際看看對聯，省思省思！ 

 

 

                                                 
24李乾朗：《台灣古建築鑑賞二十講》，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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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444----3333----10101010    

三關六扇門三關六扇門三關六扇門三關六扇門    

            

圖圖圖圖    4444----3333----11111111                                                圖圖圖圖    4444----3333----12121212                                    圖圖圖圖    4444----3333----13131313    

中門是板中門是板中門是板中門是板門門門門                                            中門的中門的中門的中門的門門門門臼臼臼臼                            板門上的八卦圖門環板門上的八卦圖門環板門上的八卦圖門環板門上的八卦圖門環    

                                            

圖圖圖圖    4444----3333----14141414                                            圖圖圖圖    4444----3333----15 15 15 15                                                             圖圖圖圖    4444----3333----16161616    

格扇窗格扇窗格扇窗格扇窗「「「「螭虎圍爐螭虎圍爐螭虎圍爐螭虎圍爐」」」」                        格扇門透光性強及門栓格扇門透光性強及門栓格扇門透光性強及門栓格扇門透光性強及門栓                祠堂往祠堂往祠堂往祠堂往外望格扇窗的剪影外望格扇窗的剪影外望格扇窗的剪影外望格扇窗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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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444----3333----17 17 17 17                                                                                                             圖圖圖圖    4444----3333----18181818        

頂堵頂堵頂堵頂堵                                                                                                                                    腰堵腰堵腰堵腰堵    

    

    

圖圖圖圖     4444----3333----19 19 19 19                                         圖圖圖圖    4444----3333----20  20  20  20                                  圖圖圖圖    4444----3333----21212121    

右格扇門右格扇門右格扇門右格扇門裙堵圖裙堵圖裙堵圖裙堵圖                        左格扇門左格扇門左格扇門左格扇門裙堵圖裙堵圖裙堵圖裙堵圖                                橫披窗位在格扇門上方橫披窗位在格扇門上方橫披窗位在格扇門上方橫披窗位在格扇門上方                

                                        

        
圖圖圖圖    4444----3333----22 22 22 22                                                                                                 圖圖圖圖    4444----3333----23232323    

鑲上木雕小花鑲上木雕小花鑲上木雕小花鑲上木雕小花                                                                                        隱藏在匾後方的橫披窗隱藏在匾後方的橫披窗隱藏在匾後方的橫披窗隱藏在匾後方的橫披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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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444----3333----24242424                                                                                                                                            圖圖圖圖    4444----3333----25 25 25 25         

祠堂祠堂祠堂祠堂往外看往外看往外看往外看三扇橫披窗三扇橫披窗三扇橫披窗三扇橫披窗的剪影的剪影的剪影的剪影                                                                        左右左右左右左右扇扇扇扇橫披窗圖案剪影橫披窗圖案剪影橫披窗圖案剪影橫披窗圖案剪影        

    

    

            

圖圖圖圖    4444----3333----26 26 26 26                                                             圖圖圖圖    4444----3333----27 27 27 27                                         圖圖圖圖    4444----3333----28282828    

匾後方的橫披窗圖案剪影匾後方的橫披窗圖案剪影匾後方的橫披窗圖案剪影匾後方的橫披窗圖案剪影        匾上有匾上有匾上有匾上有夥房完成日期夥房完成日期夥房完成日期夥房完成日期        堂號匾堂號匾堂號匾堂號匾                                

((((中間扇中間扇中間扇中間扇)                )                )                )                戊辰閏二月念五日戊辰閏二月念五日戊辰閏二月念五日戊辰閏二月念五日    

    

    

    

二二二二、、、、祠堂擺設祠堂擺設祠堂擺設祠堂擺設    

祠堂正中置高約一百八十公分神案，神案木質厚重兩側有雕刻圖飾，雕工精

細。神案中間奉祀「阿公婆」牌位(圖 4-3-29)，右側奉祀「司命帝君」神位 (圖

4-3-30)，下方是「龍神」神位 (圖 4-3-31)。依據李乾朗所言： 

   

  神桌上只供奉祖先牌位，很少供奉道、佛神明，與孔廟精神一致。
25
 

 

                                                 
25李乾朗：《台灣古建築鑑賞二十講》，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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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言，祠堂上以奉祀歷代祖先為主，沒有擺設佛像。至於安排「司命

帝君」與「龍神」在旁，也只是書寫在紙上，並沒有擺設其圖象(圖 4-3-32)。 

筆者認為「司命帝君」是「灶神」，主管廚房與飲食之事，常言請灶神「上

天奏好事，下界保平安」，在早期農業社會「民以食為天」，吃飯是件大事與人民

生活息息相關，當然要向灶神問安。 

「龍神」又稱為土地龍神，在神龕下通常設有「龍神」神位，這是客家建築

特有的神明，客家人相信透過「牽龍」儀式，可以將天地山川的靈氣引入家宅鎮

守，進而護佑家族平安，以及五穀豐登子孫滿堂。聞健在〈農業時代的風水家神‧

客家夥房的土地龍神〉一文提及： 

 

  尤其客家夥房的「龍神」涵義是，將龍脈接引進來，安置在神龕正下方， 

  通過正門門檻，直達半月池，形成客家夥房整體的風水中軸線，能夠庇蔭 

  宗族子孫繁盛昌榮。
26 

 

依據上文，人站在曾屋夥房「龍神」神位位置，視線往前直視，果然可以「通

過正門門檻，直達半月池，形成夥房整體的風水中軸線」。視野的確無遠弗屆，

再把鏡頭拉往遠方，可以眺望中央山脈，白雲圍繞層峰間，風景甚是美麗！「龍

神」的上方是歷代祖先，相信祖先們日日欣賞美好風景，心情開朗之際更加護佑

子子孫孫！ 

「阿公婆」牌位由整塊木頭製成神主牌神龕，長約一公尺半寬約一公尺，造

型如同一座小屋，是請大陸師傅以實木一體雕刻，周邊有精緻的雕刻花紋，其中

刻有花瓶圖案象徵「平安」。從大陸完工後運回，牌位最上面書寫「祖德流芳」，

這四個字下方有歷代世祖的名諱。陳運棟校長在《貓裡行腳》節目中講解時曾誇：

「神牌雕刻得很完美」
27
。 

牌位上頭是「福祿壽」百壽圖，象徵福氣、祿位、長壽意義。牌位後面牆的

兩旁掛有兩副對聯。誠如李乾朗所說： 

 

                                                 
26參考網頁：聞健：〈農業時代的風水家神‧客家夥房的土地龍神〉， 
 http://subtpg.tpg.gov.tw/web-life/taiwan/9802/9802-12.html，105 年 8 月 10 日查詢。 
27參考資料來自信和電視臺〈曾家古厝〉VCD 節目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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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廳的左右牆上通常掛長聯，道盡祖先來臺披荊斬棘、創業維艱之意涵。 

  
28
 

 

如同上文所述，祠堂的設計可是有根據的，左右牆上果真掛長聯。其中一副對聯

是日本作家寫給貴秀公的對聯：「貴□頻臨光世第，秀喚逸理超人文。」對聯用

嵌字法巧妙地嵌入「貴秀」公的名字，屬句首嵌字。其大意是：貴人經常蒞臨我

家，光大世家門第，輕聲秀美的喚起飄逸的哲理，超越人文。因為歲月因素也未

能妥善保護，日本作家贈送的墨寶有字跡褪色筆墨脫落掉落的現象，造成有些字

不易辨認。 

    另一副是曾任東海大學校長曾約農先生親自到曾屋書寫的，對聯內容如下：

「門對尖山詩書濟世，緒承祖澤忠厚傳家。」末有湘鄉曾約農敬撰（昭楠敬書）。

其大意是：正門面對突出高聳的筆架山，以詩書傳家濟世，後代子孫傳承祖先恩

澤，以「忠厚」傳家。依據李乾朗《台灣古建築鑑賞二十講》書中說： 

 

      客家建築在其內部深處隱藏著很古老的儒家文化，尊儒底蘊深厚，特別側 

      重人文傳統。近年有學者認為這是一種「儒農文化」。
29
 

 

依前文，客家建築在其內部深處隱藏著「儒農文化」，這兩副對聯意義深厚，都

有提到「詩書、人文」，與「儒農文化」不謀而合，可見貴秀公在經商致富之餘，

逐漸重視文化內涵，也是對家族的期許。 

    對聯旁左右牆壁掛貴秀公夫婦相片(圖 4-3-33、4-3-34) 。這兩張是請畫師畫

的，將貴秀公夫妻神韻畫得傳神。注視畫像時，常常覺得我的阿太、婆太同樣在

看著你。不知是否心理因素，以至於小時候一進入祠堂裡，總是肅靜輕聲不敢造

次的！ 

在畫像上有一綠釉花窗，是民宅常使用的漏窗之一，主要讓空氣流通。綠釉

花窗與格扇門搭配讓空氣對流，保持祠堂空氣新鮮，室內乾燥不潮溼。 

放置祖先牌位這面牆，與左右牆面不同，它是採紅磚白牆整體素雅鮮明，頗

有客家建築風味。在福祿壽畫、對聯、綠釉窗最上方白灰牆壁，則用長條紅綢巾

                                                 
28李乾朗：《台灣古建築鑑賞二十講》，頁 139。 
29李乾朗：《台灣古建築鑑賞二十講》，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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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住。 

    神案是一個翹頭案，在牙條牙頭之處，有螭虎(龍)造型雕刻，腿足底部有虎

造型雕刻，帶有威武莊嚴攝人心魄的感覺(圖 4-3-35、4-3-36)。翹頭案前置有兩張

供桌，靠近門的供桌前掛八仙圖案的「桌圍」，三張桌子排列在宅地的中軸線上，

桌子是由外而內層層高升遞進(圖 4-3-37)。 

                左右邊各置一櫃子，櫃子簡單質樸精美，供桌兩旁各擺放一套仿明式桌椅
30
。

祠堂右側牆面掛有一張昭和十三年貴秀公八十一生日，全家族團圓黑白照(圖

4-3-38)。在那個年代，要請攝影師到家裡拍照，必定所費不貲。這是一張珍貴的

紀念照，透過它讓後代能知道祖先的模樣。 

祠堂入口上方有一根特殊燈樑，懸掛著兩盞宮燈(圖 4-3-39、4-3-40)。目前懸

掛的宮燈是更換過的。地面鋪六角形紅磚(圖 4-3-41)，六角磚外形就像龜甲，烏

龜壽期長所以又稱為「長壽磚」。鋪這種磚有特別意涵，一般都用於寺廟的祭祀

神殿，或民宅神明廳的地板上。以符合人在膜拜時，心裡潛意識「與龜同壽」的

願望和祈求。 

左右牆面使用實木、紅磚、洗石子、青斗石(圖 4-3-42、4-3-43)。牆面上半部

用實木，一直到與屋頂相接處。牆面下半部以紅色長方型磚為主，運用斗仔砌法、

一順一丁交砌法、順砌法交織而成，牆基是洗石子、青斗石。「斗仔砌」，是一種

以左、右、上、下交疊，而牆心中空的磚牆砌法，而在牆心中空的地方，再填入

土漿或土确等材料。此種疊砌方法，較為繁複特殊，所以都使用在較具規模的重

要建築。
31
整個牆面顏色、材質做不同的搭配組合，加上紅磚的疊砌變化建築看

來相當氣派雄偉，展現出設計者的用心與匠師的手藝。 

左右實木牆上各掛一張貴秀公夫妻相片，右邊牆還掛一大鐘擺時鐘(圖 4-3 

-44)。以前掛的鐘要用上發條，現在的鐘不用，整點時會發出噹噹聲響，迴盪在

祠堂，聲響特別低沉渾厚。 

祠堂的陳設無多餘長物，每件恰如其分，物雅而不俗，符合「貴」字需求。

當你站在祠堂裡，望著歷代祖先神龕，牆上巨大的阿太、婆太照片，雖然整室不

語唯有滴答響，然而，空氣中彷彿瀰漫著一種靜謐感覺，格扇、橫披窗總是透出

                                                 
30 因建夥房初始使用具有七十五年歷史的椅子被偷走了。 
31資料來源：磚窯故鄉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4/C0423500256/d100.htm，105 年 8/月 15 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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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幽天光，彰顯出祠堂有其弔詭卻又神聖不可侵犯的莊嚴肅穆感。 

    祠堂在家族心中具有很重的份量，它象徵「祖先」。儘管夥房的人口後來漸

增，各房紛紛在夥房主建物原有架構下往外擴建，家族唯一不變的共識是：增建

改建房屋絕不能超越祠堂高度，這是對祖先的尊重。 

 

 

 

                                    
圖圖圖圖    4444----3333----29 29 29 29                                                     圖圖圖圖    4444----3333----30303030                                                                圖圖圖圖    4444----3333----31313131    

阿公婆牌位阿公婆牌位阿公婆牌位阿公婆牌位                                    司命帝君神位司命帝君神位司命帝君神位司命帝君神位                                龍神神位龍神神位龍神神位龍神神位    

    

    

           
圖圖圖圖    4444----3333----32323232                                                    圖圖圖圖    4444----3333----33333333                                                                圖圖圖圖    4444----3333----34343434    

神案擺設圖神案擺設圖神案擺設圖神案擺設圖                                            祠堂對聯祠堂對聯祠堂對聯祠堂對聯                                                                祠堂對聯祠堂對聯祠堂對聯祠堂對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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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444----3333----35353535                                            圖圖圖圖    4444----3333----36363636                                                                            圖圖圖圖    4444----3333----37373737    

翹頭神案翹頭神案翹頭神案翹頭神案                                            神案螭虎神案螭虎神案螭虎神案螭虎((((龍龍龍龍))))造型雕刻造型雕刻造型雕刻造型雕刻                                神桌層層遞進八仙圖案神桌層層遞進八仙圖案神桌層層遞進八仙圖案神桌層層遞進八仙圖案「「「「桌圍桌圍桌圍桌圍」」」」    

    

        

圖圖圖圖    4444----3333----38383838                                                                                                                                                    圖圖圖圖    4444----3333----39393939    

貴秀公貴秀公貴秀公貴秀公 81818181 歲生日家族紀念照歲生日家族紀念照歲生日家族紀念照歲生日家族紀念照                                                        祠堂入門燈飾祠堂入門燈飾祠堂入門燈飾祠堂入門燈飾    

    

        

圖圖圖圖    4444----3333----40404040                                                                                                                                圖圖圖圖    4444----3333----41414141    

入門燈樑入門燈樑入門燈樑入門燈樑                                                                                                    六角形長壽磚六角形長壽磚六角形長壽磚六角形長壽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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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    4444----3333----42  42  42  42                                                      圖圖圖圖    4444----3333----43 43 43 43                                                         圖圖圖圖    4444----3333----44444444    

    祠堂上半牆面用實木祠堂上半牆面用實木祠堂上半牆面用實木祠堂上半牆面用實木        祠堂紅磚斗砌祠堂紅磚斗砌祠堂紅磚斗砌祠堂紅磚斗砌、、、、順砌法順砌法順砌法順砌法    右側牆掛鐘與紀念照右側牆掛鐘與紀念照右側牆掛鐘與紀念照右側牆掛鐘與紀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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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對聯介紹對聯介紹對聯介紹對聯介紹    

    曾屋夥房要求「貴」的藝術，加上以曾子後裔自居，所以在ㄇ字型簷廊下的

石柱皆有雕上詩對，這些詩對都很有內涵，意在訓示子孫要忠孝。祠堂與各房人

家大門上書寫對句，祠堂門外廊下牆上有石刻對句，皆頗具意義。 

    貴秀公重視文風，生活環境也配合設計以達境教效果，以下從牆面、石柱、

門板上的對聯文字，一一介紹。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牆的牆的牆的牆的藝術藝術藝術藝術    

    夥房的橫屋、山牆、圍牆以紅磚白牆客家建築風味為主，運用洗石子、青斗

石或鵝卵石為牆基，整體風格素雅明淨(圖 5-1-1、5-1-2、5-1-3、5-1-4、5-1-5)。

祠堂兩旁的左右房則完全是紅磚砌牆。紅磚牆運用了斗砌法、順砌法，直「丁」

或橫「順」砌法讓牆面增添變化，加上斗仔砌牆周邊有類似花邊造型的收邊(圖

5-1-6、5-1-7)。讓樸實的紅磚變得美觀起來！    

    通常在兩面斗仔砌磚牆交接處會有順砌疊牆做變化，疊砌牆牆身下方是青斗

石當基底，基底有櫃檯角石雕造型(圖 5-1-8、5-1-9、5-1-10)，曲線流暢，雕工細

膩分明。櫃檯角可以歸類為一半隱入牆面的「附壁柱礎」(圖 5-1-8)。在夥房的多

處牆身或牆角可以看到「附壁柱礎」設計。 

    在祠堂(正身) 外，連接左右房牆壁的窗戶上有石雕裝飾，是洗石子石材製作

的橫匾，以紅磚「騎湖」砌法鑲邊。左邊橫匾刻「竹苞」、右邊橫匾刻「松茂」(圖

5-1-11、5-1-12、5-1-13、5-1-14) ，字體是楷書塗上金箔。「竹苞松茂」的語法結

構屬於並列式。出自《詩經‧小雅‧斯干》：「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苞」就是茂盛的意思。「竹苞松茂」就是松竹繁茂。引申家族興盛。也用

於新屋落成、祝壽頌辭。因為寓意很好，常見民宅中使用。 

    祠堂旁兩房人家入門門上有「龍飛」、「鳳舞」文圖搭配得宜的石雕。石雕作

品製作成匾額般，整個嵌入牆面，字體採行書，紅底金字(圖 5-1-15、5-1-16)。「龍

飛」、「鳳舞」的圖像石雕是一條龍(麒麟)、鳳凰一對。背景深藍色，龍鳳在白雲

間，代表在天上；還有太陽高掛，表示運勢興旺。不管文字或是圖像石雕，兩者

邊緣是瓷器彩繪，色彩斑斕圖樣繽紛(圖 5-1-17、5-1-18)。 

    「竹苞」「松茂」、「龍飛」「鳳舞」嵌在牆上的位置，都是以兩兩對應，對稱

手法設計。採「壓地隱起」淺雕手法雕刻，石材表面平整，以去地浮現凸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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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立體感的石雕技法。 

    「龍飛」、「鳳舞」語出宋．蘇軾〈表忠觀碑〉：「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

鳳舞，萃于臨安。」原先是用來形容書法的筆勢飄逸多姿，後來引申山勢蜿蜒起

伏，氣勢磅礴。會採用「龍飛」、「鳳舞」語彙，應該是取其「氣勢磅礴」的意象，

希望家運像龍在天上飛騰，像鳳在空中歡舞，家運家勢一片朝氣蓬勃。 

 

 

 

    
    圖圖圖圖    5555----1111----1                         1                         1                         1                         圖圖圖圖    5555----1111----2222    

    白牆白牆白牆白牆                                                                                                                    白牆白牆白牆白牆    

 

 

     

圖圖圖圖    5555----1111----3               3               3               3               圖圖圖圖    5555----1111----4               4               4               4               圖圖圖圖    5555----1111----5555    

白牆白牆白牆白牆、、、、鵝卵石為牆基鵝卵石為牆基鵝卵石為牆基鵝卵石為牆基                    鵝卵石為牆基鵝卵石為牆基鵝卵石為牆基鵝卵石為牆基                                            紅磚白牆紅磚白牆紅磚白牆紅磚白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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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555----1111----6                6                6                6                圖圖圖圖    5555----1111----7               7               7               7               圖圖圖圖    5555----1111----8888    

紅磚白牆紅磚白牆紅磚白牆紅磚白牆、、、、                                                        斗仔砌紅磚收邊斗仔砌紅磚收邊斗仔砌紅磚收邊斗仔砌紅磚收邊、、、、                            青斗石牆基青斗石牆基青斗石牆基青斗石牆基、、、、櫃臺角櫃臺角櫃臺角櫃臺角    

斗仔砌紅磚斗仔砌紅磚斗仔砌紅磚斗仔砌紅磚                                                        洗石子牆基洗石子牆基洗石子牆基洗石子牆基    

                

                圖圖圖圖    5555----1111----9                      9                      9                      9                      圖圖圖圖    5555----1111----10101010    

                斗仔砌與順砌法組合的紅磚牆斗仔砌與順砌法組合的紅磚牆斗仔砌與順砌法組合的紅磚牆斗仔砌與順砌法組合的紅磚牆                    牆基用洗石子與青斗石牆基用洗石子與青斗石牆基用洗石子與青斗石牆基用洗石子與青斗石    

        
圖圖圖圖    5555----1111----11                         11                         11                         11                         圖圖圖圖    5555----1111----11112222    

竹苞石雕竹苞石雕竹苞石雕竹苞石雕                                                                                                        松茂石雕松茂石雕松茂石雕松茂石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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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    5555----1111----11113333                                                                                        圖圖圖圖    5555----1111----14141414    

            竹苞石雕竹苞石雕竹苞石雕竹苞石雕                                                                                            松茂石雕松茂石雕松茂石雕松茂石雕    

    

  

圖圖圖圖    5555----1111----15151515                                                                                                        圖圖圖圖    5555----1111----16161616        

龍飛龍飛龍飛龍飛                                                                                                                            鳳舞鳳舞鳳舞鳳舞    

                    

        圖圖圖圖    5555----1111----17171717                                                                                                        圖圖圖圖    5555----1111----18181818    

            龍飛龍飛龍飛龍飛                                                                                                                        鳳舞鳳舞鳳舞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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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門上對句門上對句門上對句門上對句    

    正身旁左右兩家人門的造型較特殊，是用紅磚砌成的半圓拱形門（員光門、

彎光門）(圖 5-2-15-2-2、5-2-3)，拱形門有「規矩」人文意涵。
1
祠堂、橫屋則是

長方形門。 

    夥房各房的大門都是長方形實木板門，大門底色一律漆上黑色，門板上皆有

書寫文字，字體是紅底金字金邊框，整片色彩鮮明分外搶眼。推測其字樣採「披

灰捉麻」的作法，相當少見
2
。祠堂舖首銜環是銅製八卦造型(圖 5-2-4)，正身左

右人家的舖首銜環造型較簡潔(圖 5-2-5)。橫屋大門沒有舖首銜環。 

    祠堂大門對聯是「以文會友」、「惟德成鄰」(圖 5-2-6、5-2-7、5-2-8)。「以文

會友」此句出自《論語‧顏淵第十二》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3
，

大意是「君子用知識去結交朋友，用朋友來輔助仁義。」曾子是曾家祖先，在祠

堂大門選用他的教誨，這也是數典不忘祖的表現。 

    「惟德成鄰」是來自《論語‧里仁第四》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大意

是：有良好德性的人是不會孤單的，必定有志同道合的人前來親近，比鄰而居。 

簡單的說就是要有好德性自然會與你為鄰。 

    「以文會友」、「惟德成鄰」這兩句呼應祠堂大門對聯「魯質大賢教訓千古延

道脈，國封宗聖遺遵萬古振家聲」。祖先要後代子孫記「教訓」、振「遺遵」，以

知書達禮傳家為要旨。 

    二房家大門門板上書「月照壁窗」、「風吹簾動」(圖 5-2-9、5-2-10) ，四房家

大門門板上書「靜聽鶯影」、「閑遊柳坂」(圖 5-2-11、5-2-12)，這兩家的對句是上

下四字。在三房家大門是「淑景」、「祥光」(圖 5-2-13、5-2-14) ，五房家是「月

影」、「花黃」(圖 5-2-15、5-2-16)，這兩家左右門板各書兩字。以行書體為主。這

些語詞都有吉祥美好的寓意。 

    二房與四房是住橫屋、三房與五房是住正身旁，皆是對門人家，所以文字字

數相當，門框也具有對稱特色。 

                                                 
1資料來源：磚窯故鄉

http://ws2.htes.chc.edu.tw/%B6m%A4g%B8%EA%AE%C6/teach/92htes/data_6/main6_3.htm 
2李乾朗：《台灣十大傳統民居》(臺中市：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 1 月，初版)，頁 143。 
3參考網站：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ctext.org/analects/yan-yuan/zh?searchu=%E6%9B%BE%E5%AD%90%E6%9B%B0%EF%BC
%9A%E2%80%9C%E5%90%9B%E5%AD%90%E4%BB%A5%E6%96%87%E6%9C%83%E5%8F
%8B%EF%BC%8C%E4%BB%A5%E5%8F%8B%E8%BC%94%E4%BB%81%E3%80%82，105 年

8 月 18 日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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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555----2222----1  1  1  1                                      圖圖圖圖    5555----2222----2  2  2  2                                                  圖圖圖圖    5555----2222----3333    

拱形門拱形門拱形門拱形門                                                    拱形門拱形門拱形門拱形門                                                            拱形門拱形門拱形門拱形門    

                                            

            圖圖圖圖        5555----2222----4 4 4 4                                                                                                     圖圖圖圖    5555----2222----5555    

            祠堂舖首銜環八卦造型祠堂舖首銜環八卦造型祠堂舖首銜環八卦造型祠堂舖首銜環八卦造型                                                            左右房的左右房的左右房的左右房的舖首銜環舖首銜環舖首銜環舖首銜環                                                            

            

圖圖圖圖    5555----2222----6666                                            圖圖圖圖    5555----2222----7777                                                                        圖圖圖圖    5555----2222----8888    

祠堂大門祠堂大門祠堂大門祠堂大門                                            惟德成鄰惟德成鄰惟德成鄰惟德成鄰                                                                以文會友以文會友以文會友以文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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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555----2222----9999                                                        圖圖圖圖    5555----2222----10101010                                                            圖圖圖圖    5555----2222----11111111    

月照壁窗月照壁窗月照壁窗月照壁窗                                                        風吹簾動風吹簾動風吹簾動風吹簾動                                                        靜聽鶯影靜聽鶯影靜聽鶯影靜聽鶯影    

                                

    圖圖圖圖    5555----2222----12 12 12 12                                                         圖圖圖圖    5555----2222----13131313                                                                圖圖圖圖    5555----2222----14141414    

    閑遊柳坂閑遊柳坂閑遊柳坂閑遊柳坂                                                            祥光祥光祥光祥光                                                                                淑景淑景淑景淑景    

    

                    

圖圖圖圖    5555----2222----15151515                                                            圖圖圖圖    5555----2222----16161616                                                                                    

花黃花黃花黃花黃                                                                            月影月影月影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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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石柱對聯石柱對聯石柱對聯石柱對聯    

夥房有富麗的雕梁畫棟，簷廊下的柱子也是大有來頭。每根柱子都是真工實

料的石材，石柱一體成形，不是灌水泥塑型的。據長輩告知，這些石材是從山裡

挖鑿出來，經過打磨方成石柱。經過八十幾年使用後，柱子有風化狀況，內部構

造有些裸露出來，竟然瞧見有貝殼類緊緊的嵌在石柱內，推測在多年之前它們應

該是埋在海底，才會出現柱中含貝(圖 5-3-1、5-3-2)。 

    夥房建築以祠堂為中軸線，設計是採左右對稱，所以石柱採倆倆相對的配

置。正身簷廊下有兩根石柱，橫屋簷廊下各有三根(圖 5-3-3、5-3-4、5-3-5、5-3-6)，

總共八根石柱撐起夥房所有簷廊。正身簷廊下的石柱最高最粗，巍峨聳立在祠堂

前左右側，彷彿是兩大天王站崗在那守護著家園，像椰子樹般高大，站在那增添

幾分嚴肅靜穆氣息。橫屋與正身交接處是方柱(圖 5-3-7)，後兩根是圓柱。石柱雕

刻字是陰刻，柱上的字體有隸書、楷書，文字飾以金粉。石柱上方都連接棟架，

下面都有柱礎。「柱礎」，依字面解釋即為柱子的基礎。其作用主要為阻隔地面濕

氣，以及防止柱腳受損。
4
有了這些柱礎保護，石柱方能屹立不搖支撐簷廊多年。 

    石柱外型有大小、圓方差別外，柱礎花紋樣式、雕刻花紋也不盡相同。即使

是圓柱，正身和橫屋的還是有細微的變化，需要仔細觀察方能發現不同。 

   夥房的柱礎通通都不埋入臺基中，而是立於臺基之上。在外型上屬於「束腰

型」柱礎，是臺灣最為常見有「肚」有「腰」的柱礎形式，通常將裝飾的重點雕

刻在礎肚。
5
在腰部明顯收凹的束腰型柱礎，依據夥房柱子的形狀，有圓、四角

(方)、形式。    
 

一一一一、、、、正身石柱正身石柱正身石柱正身石柱對聯對聯對聯對聯    

    正身的圓柱最高最粗，在刻字旁有雕刻花紋鑲邊，精緻的刻痕沒有奪取文字

風采，它彷彿不著痕跡般襯托著文字(圖 5-3-8)。若不是這次研究，筆者在此居住

多年，之前竟然毫無所察！在圓柱上方，刻有蝙蝠造型，象徵「福」的吉祥徵兆

(圖 5-3-9)。圓柱與棟架相接處做三個由小到大圓圈造型變化，像是戴帽子般(圖

5-3-10)！ 

                                                 
4吳亞純：《臺灣傳統建築之柱礎雕刻研究》，(新北市：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1 年 7 月)，頁 11。 
5吳亞純：《臺灣傳統建築之柱礎雕刻研究》，頁 102。 



                                                                   第五章 對聯介紹 

 

 

85 

    正身兩根圓柱的柱礎是屬於蓮瓣造型，由蓮瓣的造型演變而來，有如數個長

橢圓形組成，也有人視其形狀稱作「瓜瓣型」，也就是「南瓜」，祈求子孫瓜瓞綿

綿之意(圖 5-3-11)。通常有束腰的形式，但也有少數沒有，是臺灣古建築中柱礎

常見的一種形制。
6
這種蓮瓣型柱礎在日治時期是最常見的柱礎樣式。

7
曾屋夥房

在民國 17 年完成，當時的背景正是日據時代。 

圓柱上刻有「魯國先賢承道統」、「武城後裔接宗支」(圖 5-3-12、5-3-13)，

意思是：魯國先賢曾參承繼孔子道統，我們是武城曾參的後代接續曾氏宗族支脈。 

 

二二二二、、、、橫屋橫屋橫屋橫屋石柱石柱石柱石柱的對聯的對聯的對聯的對聯    

    左右橫屋各有三支石柱，外型是一方兩圓，前面方柱後面圓柱，方對方圓對

圓。成人用雙手環抱正身的石柱很勉強，環抱橫屋的石柱十分輕鬆還可以雙手交

錯，它們比正身前的石柱份量小多了！連小孩都可以環抱(圖 5-3-14)。 

    圓柱與棟架交接處做縐摺傘狀造型，並刻芭蕉扇圖案(圖 5-3-15)。方柱與棟

架交接處則是量斗狀造型(圖 5-3-16)，沒有刻任何裝飾花紋。兩者在刻字旁皆沒

有雕刻花紋鑲邊。 

    在礎肚方面，不管是圓形礎肚環圈，或四角礎肚四邊都雕刻傳統吉祥圖案的

紋樣，採淺浮雕手法。有雕刻書冊(圖 5-3-17)、花瓶(圖 5-3-18)、葡萄(圖 5-3-19)、

佛手(圖 5-3-20)、蓮葉(圖 5-3-21)、水仙蒂(圖 5-3-22)、花苞(圖 5-3-23)、花朵(圖

5-3-24、5-3-25、5-3-26)、葫蘆(圖 5-3-27)、芭蕉扇(圖 5-3-28)、螃蟹(圖 5-3-29)、

蝦子(圖 5-3-30)、魚(圖 5-3-31)、鯉魚(圖 5-3-32)、桃樹、龜、貝殼、蝙蝠、蟾蜍

等，每根柱的每面礎肚雕刻裝飾都不同。每種圖案都有背後的寓意。 

                左右橫屋共有六根石柱，三幅對聯。由內到外，依序是「三省家風傳泗水，

千秋宗聖繼尼山」，「魯質紹尼山道統，國朝衍沂水家聲」，「魯邑文明功高萬古，

國家育化德重千秋」(圖 5-3-33、5-3-34、5-3-35、5-3-36、5-3-37、5-3-38)。將石

柱上文字資料整理如下：              

 

 

 

                                                 
6吳亞純：《臺灣傳統建築之柱礎雕刻研究》，頁 104。 
7吳亞純：《臺灣傳統建築之柱礎雕刻研究》，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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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555----3333----1111    

橫屋石柱上的文字橫屋石柱上的文字橫屋石柱上的文字橫屋石柱上的文字    

 

    對聯的意思是：曾參每日三省吾身的家風傳揚於泗水，千百年來被封為宗聖

繼承孔子的道統。曾參這種質樸的資質繼承孔子道統，在國家朝堂之上延伸故鄉

沂水曾家名聲。曾參對魯國都邑的文明居功高偉流傳萬古，對於國家教育的感化

功德重於千秋萬世。 

    祠堂木門對聯開頭句首嵌字為「魯國」，祠堂前圓柱「魯國」、「武城」，橫屋 

圓柱對聯一是「魯質」、一是「魯邑」。皆與祠堂堂號「魯國堂」互為呼應。再三

強調，數典不忘祖，莫忘自己是曾參的後代！念哉思哉記取祖先曾參教誨！莫忘

祖先曾參美好德儀！可見先祖念茲在茲不忘〈富興曾氏開基畧歷〉中訓示「祖訓

曰：『慎終追遠』是以作曾氏族而知本水源由來矣！」 

    從上可以看出夥房設計的特色在「對稱」，不管是造型、形狀、文句字數、

意義、數量等方面的「對稱」。 

    當我是小孩時，大家玩捉迷藏時，石柱是我們最佳的躲藏物，小孩身體瘦小

只要側身，就可在柱後藏得很隱密。過年時，小孩子愛玩鞭炮，膽小不敢放鞭炮

又想玩鞭炮的小孩，就會把鞭炮拆開將裡面火藥粉灑在柱礎的邊緣，然後站得遠

遠，手上拿根點著的香輕碰火藥粉，「嘶──」一聲冒出陣陣濃煙，覺得好玩極

了！ 

    有時候百般無聊，小孩子會雙手抱緊緊石柱，站在柱礎上沿著它的邊沿走一

圈，誰沒抱好柱子走完柱礎一圈，在中途掉下來的就算輸。因為處於貧乏年代，

連這種簡單玩法的遊戲都覺得玩得有趣，現在想來真不可思議！ 

    祖先透過石柱給子孫境教，小孩把石柱當玩具。石柱就這樣靜靜地不語矗立

在那陪伴曾屋。它是教誨，它是玩伴，陪我走過懵懂無知的歲月！如今，竟然發

  位置   字數 

柱形 

左青龍 

二房 

右白虎 

四房 

上下字數 

 

方柱 三省家風傳泗水 千秋宗聖繼尼山 7+7 

圓柱 魯質紹尼山道統 國朝衍沂水家聲 7+7 

圓柱 魯邑文明功高萬古 國家育化德重千秋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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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些柱礎出現龜裂痕跡 (圖 5-3-39、5-3-40、5-3-39、5-3-40)，我心疼地撫摸著

它粗壯的軀幹，彷彿摸著孩子的頭憐愛，真是令人不捨！ 

 

 

 

           
         圖圖圖圖    5555----3333----1111                                                                        圖圖圖圖    5555----3333----2222    

                                    圓柱含貝圓柱含貝圓柱含貝圓柱含貝                                                                        圓柱含貝圓柱含貝圓柱含貝圓柱含貝    

    

    

    

  

圖圖圖圖    5555----3333----3                           3                           3                           3                           圖圖圖圖    5555----3333----4444    

左橫屋石柱左橫屋石柱左橫屋石柱左橫屋石柱                                                                                                    右橫屋石柱右橫屋石柱右橫屋石柱右橫屋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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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555----3333----5555                                            圖圖圖圖    5555----3333----6666                                                    圖圖圖圖    5555----3333----7777    

左橫屋石柱左橫屋石柱左橫屋石柱左橫屋石柱                                    右橫屋石柱右橫屋石柱右橫屋石柱右橫屋石柱                                            右橫屋與正身交接石柱右橫屋與正身交接石柱右橫屋與正身交接石柱右橫屋與正身交接石柱    

           
圖圖圖圖    5555----3333----8888                                                    圖圖圖圖    5555----3333----9              9              9              9              圖圖圖圖    5555----3333----10101010 

正身石柱正身石柱正身石柱正身石柱                                                    正身石柱正身石柱正身石柱正身石柱                                                            正身石柱正身石柱正身石柱正身石柱    

刻字有鑲邊圖飾刻字有鑲邊圖飾刻字有鑲邊圖飾刻字有鑲邊圖飾                            上方有蝙蝠圖案上方有蝙蝠圖案上方有蝙蝠圖案上方有蝙蝠圖案                            與棟架交接有圓圈造型與棟架交接有圓圈造型與棟架交接有圓圈造型與棟架交接有圓圈造型    

    

圖圖圖圖    5555----3333----11111111                                                                                        圖圖圖圖    5555----3333----12           12           12           12           圖圖圖圖    5555----3333----13131313    

蓮瓣蓮瓣蓮瓣蓮瓣    ((((南瓜南瓜南瓜南瓜))))造型柱礎造型柱礎造型柱礎造型柱礎                                                正身圓柱對聯正身圓柱對聯正身圓柱對聯正身圓柱對聯                                正身圓柱對聯正身圓柱對聯正身圓柱對聯正身圓柱對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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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555----3333----14             14             14             14             圖圖圖圖    5555----3333----15151515                                                                                    圖圖圖圖    5555----3333----16161616    

小孩能小孩能小孩能小孩能環抱環抱環抱環抱橫屋前橫屋前橫屋前橫屋前方柱方柱方柱方柱        橫屋圓柱上方刻有芭蕉扇圖案橫屋圓柱上方刻有芭蕉扇圖案橫屋圓柱上方刻有芭蕉扇圖案橫屋圓柱上方刻有芭蕉扇圖案                方柱上方量斗造型方柱上方量斗造型方柱上方量斗造型方柱上方量斗造型    

    

         

圖圖圖圖    5555----3333----17171717                                                                                    圖圖圖圖    5555----3333----18            18            18            18            圖圖圖圖    5555----3333----19191919    

柱礎書柱礎書柱礎書柱礎書冊冊冊冊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                                                        柱礎柱礎柱礎柱礎花瓶花瓶花瓶花瓶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                    柱礎柱礎柱礎柱礎葡萄葡萄葡萄葡萄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    

    

       

圖圖圖圖    5555----3333----20202020                                                            圖圖圖圖    5555----3333----21212121                                                    圖圖圖圖    5555----3333----22222222    

柱礎佛手柱礎佛手柱礎佛手柱礎佛手圖圖圖圖案雕飾案雕飾案雕飾案雕飾                            柱柱柱柱礎礎礎礎蓮葉蓮葉蓮葉蓮葉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                            柱礎柱礎柱礎柱礎水仙紋水仙紋水仙紋水仙紋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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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    5555----3333----23             23             23             23             圖圖圖圖    5555----3333----24242424                    圖圖圖圖    5555----3333----25252525 

    柱礎柱礎柱礎柱礎花苞花苞花苞花苞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                        柱礎柱礎柱礎柱礎花朵花朵花朵花朵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                            柱礎柱礎柱礎柱礎花朵花朵花朵花朵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    

    

                            

圖圖圖圖    5555----3333----26262626                                                    圖圖圖圖    5555----3333----27272727                                                    圖圖圖圖    5555----3333----28282828                

柱礎柱礎柱礎柱礎花朵花朵花朵花朵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                        柱礎柱礎柱礎柱礎葫蘆葫蘆葫蘆葫蘆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                        柱礎柱礎柱礎柱礎芭蕉扇芭蕉扇芭蕉扇芭蕉扇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    

    

                
圖圖圖圖    5555----3333----29292929                                            圖圖圖圖    5555----3333----30303030                                    圖圖圖圖    5555----3333----31313131    

柱礎柱礎柱礎柱礎螃蟹螃蟹螃蟹螃蟹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                柱礎柱礎柱礎柱礎蝦子蝦子蝦子蝦子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        柱礎柱礎柱礎柱礎魚戲浪魚戲浪魚戲浪魚戲浪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圖案雕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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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555----3333----32323232                                                                                            圖圖圖圖    5555----3333----33333333                                            圖圖圖圖    5555----3333----3434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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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老房子是時代的容顏，所謂「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一棟經過歲月洗禮的房

屋，它是多少人生命記憶的歷史，悲歡離合、婚喪喜慶，這些收錄在老房子裡的

生活聲息都是生命的感動。文化古蹟應該與生活結合，用心去感受它。如果只是

給予一個「古蹟」的稱呼，讓它無法修護，沒有生氣，只會加速它的摧毀。徒留

「古蹟」知名度卻讓它凋零，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頭份曾屋夥房走過八十多年的歲月，目前夥房內仍有人家居住，生氣蓬勃且

屋況維護得不錯。在目前現存客家古厝中，可以算是保存完整、格局建築又特殊

的一棟傳統古厝。 

曾屋夥房走過八十年歲月，由於建築技術及施工師父技術高超，在民國二十

四年關刀山大地震時，雕飾和建築風貌完全不受大地震影響，可見當初蓋房屋時

地基扎實、樑棟接榫精密，才經得起考驗。其建築設計匠心獨具、蘊藏藝術巧思、

深具訓示子弟教育意義。深植於客家人心中「耕讀傳家」的儒農文化，讓房屋多

了人文情懷色彩。這是其最大特色 

    曾屋夥房的建築風格是紅磚用得多、屋脊翹得高、拱形馬背、白牆紅磚，以

及重視環抱、護衛與聚氣的貴格形勢。其中最大特色是屋頂建築方式採「寺廟結

合客家三合院」俯地式設計，在傳統客家夥房中少見。不知貴秀公當初為何有此

構思？還是他往來兩岸，在大陸做生意到處走動觀摩的影響？可惜無法穿越時空

就教於他。也不知臺灣是否也有同樣的建築物？囿於完稿時間規範，惜無法一一

敘述詳盡。 

 

    以下從維修原則、未來發展、尊重居住者三方面討論。 

一一一一、、、、    維護維護維護維護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老房子像個老朋友，需要感情培養；有人住才能有人氣，才有生命力。人有

生老病死，同樣地老屋也有破舊損壞面臨修繕之際。這時需有一些原則，以便凝

聚家族共識。 

((((一一一一))))房屋高度房屋高度房屋高度房屋高度    

曾屋夥房到第二代時，人口已經增加很多，原先規劃不夠，需要增建房子。

這是要考慮增建房子的高度，曾家有優良傳統家風：增建不超過「阿公婆」(祠

堂)高度，這是對祖先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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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主體結構主體結構主體結構主體結構    

在夥房超過四十年時，為了讓房子的設備跟上時代，使人住得舒服。各房開

始陸續修繕，如改善廚房浴室設施、土埆牆敲掉換成鋼筋水泥牆等等。此時家族

把握的原則：正身與內橫屋不動、不拆。就是三合院ㄇ字型主體結構要維持。 

((((三三三三))))修繕費用修繕費用修繕費用修繕費用    

貴秀公曾經規劃公田，將收成的稻穀變賣後，充作公帑作為公務維修費用。 

無奈遇到政策改變，使此規劃落空。於是每有公家之物修繕時，就由四家人均攤。 

近年來有「 修舊如舊」的觀念興起，其實維持「舊」比「新」更難，花費

更鉅。對於「古蹟」二字，原本就不是夥房所企望的，只想能繼續住在阿太蓋的

房子裡。因此，修護老宅時只能盡量維持原貌、不悖離設計初衷，家族的態度與

觀念很重要，居住者的需求也要顧及。 

所謂「人能創造空間，而空間也能塑造人」
1
。曾屋夥房已經 88 年，子孫在

不違背大原則下，作適度修繕才能生活舒適。老房子要讓住在裡面的人樂活，人

氣旺才能煥發它的光采，才有機會傳承後人，繼續書寫它的故事。 

二二二二、、、、未來未來未來未來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夥房有了約定成俗依循的修繕規則，仍不免有一些隱憂。例如近年來，池塘

整修、簷廊棟架重新彩繪、圍牆重砌，都是一筆筆不小開銷。在祖父輩時，由四

位長輩決定就可，到了二、三、四代人口增多，難免遇到意見難調眾口紛紜，屆

時各房對話窗口是誰？修繕費用分攤由誰負責？這些需要有人擘劃。此外，各房

是否有人繼續留守老屋？住在老屋的後輩能依循往例維護夥房嗎？ 

    夥房位於鎮郊又是農業地，並非繁榮之市區，筆者小時候居家附近舉目所望

處處是水田地。隨著鎮上繁榮，城鎮都市化，現在整個村莊裡除了曾屋夥房，其

他已變更為住宅用地。近兩三年附近別墅、高樓一棟棟蓋起來，外在環境不斷改

變，曾屋後代子孫能抗拒金錢誘惑嗎？能抵擋市場趨勢嗎？能逃離現代文明入侵

嗎？後代子孫能團結一心繼續守護貴秀公留下的家產嗎？ 

三三三三、、、、尊重居住者尊重居住者尊重居住者尊重居住者    

    夥房建築稍有歲月遂有薄名，偶有陌生人來訪。這些陌生人突兀的出現在曾

屋私人住宅土地上，令人非常錯愕。他們未告知屋主、甚至未經允許下擅入，其

                                                 
1 李乾朗：《古蹟新解珍重故事的舞台 Treasuring the Plafform of stories》(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2004 年初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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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種私闖行為，干擾夥房人家生活。我認為，既是私人領域，擅入本來就是違

法。加上夥房仍有人家居住，必須尊重住在裡面居民的隱私權。 

    曾經在不知情且未告知下，一早打開家門，突見內外埕冒出五十幾人在那到

處逛。詢問帶隊者，她竟然出言道：「進來參觀是給曾屋夥房面子，給曾屋打知

名度，不要不識好人心。」筆者認為夥房人家安靜自在的住著，從未追求「古蹟」

之虛名。大凡進入他人家門，都要打聲招呼。哪有堂而皇之登堂入室，甚至進入

人家祠堂還視為理所當然呢？豈有侵門踏戶之理？ 

    這位闖入帶隊者無理在前，還以文化參訪美名掩蓋自己違紀！巧飾自己違法

行為！尤其近日，假借參訪之名，實為探路的偷竊者，更讓夥房人家掩上門扉謝

絕參觀。 

   古蹟之美，的確令人想造訪，那必須取得各房屋主同意。夥房本來就是大家

庭，你得取得每一房同意方可進入，因為他們是共同居住戶。筆者身為夥房家族

成員，在此呼籲：請尊重夥房人家的居住隱私權。 

 

 

    研究「曾屋夥房」最大的限制在於受訪對象。當初蓋「曾屋夥房」是「阿太」

和爺爺奶奶那一輩的的長輩，然而那一輩的長者多半過世了，只剩 96 歲的小叔

婆，她是目前「曾屋夥房」中年紀最長者，親眼見證「曾屋夥房」興建，了解「曾

屋夥房」從動土到落成。然而，小叔婆年紀已長，只靠她一人口述歷史，找不到

其他人印證。這是很可惜。然而，今日若是不趕快紀錄保存小叔婆的口述歷史，

將來更得不到相關的蛛絲馬跡訊息。 

夥房落成之際，筆者的父親就是在這裡出生的，所以與父親同輩的叔叔們對

建後的「曾屋夥房」也有印象。 

    其次，「曾屋夥房」興建前的歷史取得不易，這方面無法深入著墨。「曾屋夥

房」有四房居住其中，對於各房的人事變化，事關個人隱私，在此不探討。 

    建築並非個人專長，雖參考專業書籍請教專家，然，恐對其仍未深入鑽研，

若有不足之處尚祈方家指正。願以此篇，紀錄客家文化資產珍貴之處，並達拋磚

引玉之效。 

    在一波波高房價推動下，周遭已變更為住宅用戶區，曾屋夥房依然不為所

動。對比鄰近高樓華廈，它宛如遺世珍珠般，孤傲的屹立在現代叢林建築中。這



客家文化資產調查──以屹立於 

現代建築叢林的頭份曾屋夥房為焦點 

 96 

是曾氏家族的堅持，才能擋住現代潮流的衝擊。站在祠堂前，眺望遠方中央山脈，

88 年前的貴秀公也曾在這地點佇立過，當時他的心情又是如何？夥房能邁入百

歲嗎？百五十歲？甚至兩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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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附錄一：富興曾家系譜
1
      

    

    

                                                 
1 此資料來自《曾氏族譜》之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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