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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祭祖是家族的重要活動，特別是客家人透過祭祖儀式讓家族中不同

世代的成員相互產生鏈結，個體與群體有著共同的意識以達凝聚情感、

增進認同。有鑑於此，研究者從客家後生的角度，從世代差異的觀點切

入，以美濃區瀰濃里西柵門劉屋為研究對象，探討該家族的歷史脈絡、

祭祀空間、祭祀行為的展現以及各世代家族成員對於祖先崇拜的認知、

想像與認同等相關問題。 

    研究的過程運用了文獻的探索、實際在現場參與活動與觀察、對受

訪者的訪談，透過口述歷史的方法，讓家族耆老或參與家族活動的成員

闡述自己的生命經驗，表達對家族祭祖活動的看法及見解。分析家族廳

下（祖堂）與墳墓的祭祀空間，了解空間的用途與深層的文化意涵；本

文綜合整理後，再深入家族整體脈絡，並進一步理解家族的世代差異如

何反映在祖先崇拜的文化上。 

    研究結果顯示，清代入墾時期，瀰濃西柵門劉屋加入同姓祖嘗，透

過族譜編修由上而下串聯各地的劉氏宗親，以得到宗親照顧與協助；到

近代家族透過在自家廳下祭祖及興建家族墓、家塚，維持完整家族祭祀

組織，透過共同祭祀空間來集結家族力量，莫忘祖德。因此，從劉氏家

族老中青三代對四個層面中問題的答覆，經分析後發現部分題目顯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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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性極小，表示劉家族人間有集體的共同心念，透過年年的牌位祭

祀及墳墓祭祀，無形中凝聚共識而增進宗族之向心力。西柵門劉屋僅是

美濃地方上的小家族，雖然家族衍分各房自立門戶，但隨著興築安置歷

代祖先骨骸的家族墓及家塚，除了表達崇高的敬祖之意，也表示親族之

間的情感與凝聚力，凸顯出祭祀祖先仍具有整合血緣性宗族的功能，此

點宜在後續研究中持續關注與探討。 

 

關鍵詞：祖先崇拜、祭祀空間、族譜、世代、美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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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eneration of the dead is an important family activity. This fact is 

particularly true in Hakka people, who hold veneration ceremonies to allow 

clan members from different generations to bond. Through this practice, 

individual members and the clan develop identical values and beliefs that lead 

to within-clan affections and approval. Therefore, in this study, the 

perspectives of Hakka descendants and generation differences were adopted, 

and the Liu clan of West Gate, Minong Village, Meinong District was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 to explore various issues such as its clan history, space for 

veneration, and veneration behavior as well as the perception, imagination, 

and approval of veneration of the dead among clan members from different 

generations. 

In this study, literature review, on-site event participations and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Family elders and family event 

participants orally elaborated on their life experiences in an attempt to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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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views and opinions of veneration of the dead. The spaces for veneration 

found in family halls (ancestral halls) and graveyards were analyzed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ir usage and profound cultural meaning. The findings were 

organized and family context-related information was examined to shed light 

on how generation differences were reflected on the culture of veneration of 

the dea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uring the migration and reclam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Liu family of West Gate, Minong Village, Meinong District took 

part in other Liu families’ zuchang (a practice in which public farmland is 

sold in order to collect the money needed to venerate ancestors). Subsequently, 

the pedigree of the Liu clan was edited to connect all the Liu families together 

and facilitate within-clan care and assistance. In the modern era, the Liu clan 

maintains a complete veneration system by practicing veneration in their own 

family halls and constructing family tombs and cemeteries. In addition, 

common spaces for veneration are utilized to bond the families together. 

Questions covering four aspects were introduced to three Liu clan generations, 

to which the answers revealed minim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generations, indicating that the clan members share identical values and 

beliefs. By venerating ancestors at their memorial tablet and tomb locations 

each year, consensuses are reached and cohesion is formed between clan 

members.  

The Liu clan of West Gate, Minong Village, Meinong District is a small 

clan. Although the clan has split up and each family manages its own affairs, 

the construction of tombs and cemeteries to hold the bodies of their ancestors 

together serves to illustrate the respect that the clan has for its ancestors as 

well as close relationships and cohesion between clan members. These 

practices exemplify that veneration of the dead has the effect of uniting clan 

members of same lineage, which shall be investigated in follow-up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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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系譜‧祭祀：瀰濃西柵門劉屋的發展與世
代成員的認同 

 

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一個客家家族中，在不同年齡層的世代，他們看

待自身家族活動的參與、觀念以及感受。試圖了解在跨世代之間每個

人對於家族祭祀祖先的想法，進一步探討承載家族的聚合與傳承的組

織與祭祀空間。本章節以四個面向進行探討，首先是研究動機與目的，

再來是研究區域及背景，接續說明相關文獻回顧，最後是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客家人從原鄉遷徙來臺，在三百餘年的時空裡，持續的與不同的

族群相互融合，而造就出不同的風俗民情文化。客家人特別重視祭祖，

祖先崇拜的觀念存在於在客家社會中，既是對客家宗族社會的反映，

亦是對客家人的道德準則、思維方式與生活態度。李亦園（1998：

127-132）指出祖先崇拜的儀式是傳統漢人家族生活的一部分，是一個

世系觀念所衍生的慎終追遠行為表現，漢人家族的發展與祖先崇拜有

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性。歷經現代社會的劇烈變遷後，面對祭祀行為及

祖先崇拜信仰，至今仍然存在臺灣漢人的文化中，特別是在研究者的

家鄉─美濃。 

 

壹、研究動機 

    2015 年 2 月，那是研究者讀大學期間的最後一個寒假，在某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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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結束後，接到了一通電話，傳來的訊息是祖父辭世的噩耗，當

時馬上放下手邊的工作驅車趕回位於美濃的老家。那天正值大年初

二，原本是很歡喜的年節期間，所有的家人情緒頓時都變得惘然若失，

整條街道充滿了沉寂的氣氛。在守靈的那段期間，全家人有一大半的

時間都待在祖堂，所有的親友也前來關心，研究者忽然想起所待的祖

堂，是逢年過節全家大小都會聚集的場所，父親也提醒過只要家中要

拜祖先一定要排除萬難回來祭祖。這讓研究者不禁有個疑問，祖堂只

有拜祖先的功能嗎？為什麼能把家族內所有的人凝聚在一塊？從年幼

到成年，都是跟隨父親的腳步，父親與長輩們做什麼，就跟在一旁做，

不敢多問，即使問了問題他們也只回：「等你長大後就明白了。」研究

者現今已成年，已經到了可以成家立業的年紀，有些關於家族中的事

至今卻從未深入了解。研究者還記得家人替祖父在祖堂舉行喪禮時，

喪禮的儀式是傳統的客家喪禮，過程繁雜瑣碎，但研究者沒有多想，

只能強忍悲慟的情緒聽從指示送祖父最後一程。 

    研究者身為一個客家人，想要了解客家本應理所當然，但卻對客

家中的精神與文化懵懂無知，這片面紗看似清晰，卻又茫然，讓人不

知從何下手。在祖父辭世的同年研究者考上了研究所，淺略接觸了客

家文化後，開始轉化探索自己與家族的關係，卻讓研究者對自己的「家

族」有更多的疑慮，回想起每年過年的祭祖、清明的掛紙，家族中的

人們總是能齊聚一堂，這種情感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聯繫並持續的留

存？令研究者想更徹底的摸索，找出答案。 

    曾經，研究者的家族是當地的大戶人家，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當代

社會環境的影響，現今在客家家族中較年輕一輩的家族成員，對於祭

祖的觀念與家族中年長一輩的耆老相比有些許的差異，有鑑於此，為

了要了解祖先崇拜，研究者抱持著微觀的思維逐漸擴至宏觀的視野，

透過本研究進一步了解客家人的祖先崇拜，從家族中不同世代的成員

做為研究對象，進行跨世代之間的差異分析與比較，期望研究成果能

展現客家研究理論更上一層的發展與突破，同時也為自己的家族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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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難能可貴的紀錄。 

    客家人長遠下來的特殊文化、硬頸精神代代相傳，研究者身為家

族後代子孫，願意重新摸索、解開心中的長久的疑慮。期望藉此研究

能夠實踐客家諺語所說的：「寧賣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寧賣祖宗坑，

莫忘祖宗身。」為自己的家族打拼，留下一份可貴的紀錄傳承給每一

位後代子孫。 

 

貳、研究目的 

一個家族的世代變化中涵蓋了年輕化、現代化以及少子化，透過

歷史的認知，每個家族成員在參與家族活動的過程中，是否真正了解

活動背後所傳達的含義。客家人始終保留著對祖先的緬懷與尊重，以

嚴謹的態度面對自己的先祖，客家族群中的祭祀行為，為何能永久的

把客家族群凝聚在一塊，永續長存。本文針對高雄美濃區瀰濃里西柵

門劉屋為研究對象，探究該家族生長於不同世代的家族成員對於家族

自我的認知及參與祭祀活動的過程中是否了解其背後的文化意涵，能

否延續傳統讓後代子孫不忘根源不忘本。 

綜合前段所述，本研究目的之探討： 

一、探索家族在地方上的拓墾與發展。 

二、探究劉家的祖先崇拜，祖堂與墳墓空間建造及祭祀儀式的展演。 

三、祖先崇拜的文化在家族各世代成員間的比較分析。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分析 

 
    本節主要透過蒐集相關文獻資料外，同時也回顧前人的研究，與

本研究相同或相異之處做交叉分析，描述與詮釋，做有系統的整理，

以作為本研究的基礎。以下，研究者擬將回顧相關文獻，分為四項構

面：漢人的宗族組織、宗族組織中的系譜功能性、祭祖儀式與祭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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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研究、世代的意義及理論。 

 
壹、漢人的宗族組織 

    作為血緣組織的宗族被認為是人類最重要的初級組織，也是每個

人必經階段的組織（許琅光，2002：11）。國內外學者，如莊英章、陳

其南、戴炎輝、清水盛光、Maurice Freedman、Morton Fried 等人，在

漢人宗族組織的研究上，都有極大的貢獻，並提出不同的解釋及相關

理論進行說明與釐清。論及漢人的宗族組織，Maurice Freedman 是在這

方面的研究領域中較為耳熟能詳的學者之一，他的主要貢獻在於漢人

社會的親屬研究，特別針對廣東、福建兩省兩地分析當地宗族組織的

結構。Freedman（1966：159-164）試圖探討為什麼宗族的組織常出現

在中國東南沿海，卻不普遍見於其他地方？從功能的觀點來解讀，提

出三個因素來解釋，分別為：水稻種植、水利灌溉以及邊疆環境。他

認為稻米的生產需要龐大的社會團體來從事水利建設及耕作，對於當

地宗族組織的發展就相當有利，同時稻作的產量高，容易形成剩餘資

本，就可以讓這些宗族進一步發揮其內部功能，例如設置祖產或擴張

組織。其次，福建、廣東兩地在中國的歷史上屬於邊疆地區，單靠政

府的力量無法有效控制，面對突如其來的匪亂、械鬥或族群紛爭，使

得人們不得不群聚而居來自保，這些種種的因素促使宗族成員團結，

讓宗族組織能在社會階層分化的複雜社會中留存並不斷延續下去。 

宗族（lineage）與氏族（clan）在長遠的中國社會歷史中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人類學者對於這兩個單系繼嗣群體的界定有顯著的區分，

以至於兩種繼嗣群的範圍令人難以辨別（莊英章，2004：27）。有關宗

族與氏族方面的研究，Morton Fried 以系譜的關係來為這兩個單系繼嗣

群作分類，從他的見解中，要成立一個宗族必定要選擇一個共祖，而

這個共祖與宗族存在著密不可分的血緣關係；在建構氏族的概念中，

則是以相同姓氏作為契約關係，他們無法清楚來自何方，追溯血緣。

有鑑於此，在認定宗族或氏族成員的資格，前者僅受限於共同的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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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無法任意增減，後者則是以同姓為基礎的契約關係來予以辨別

（引自莊英章、陳其南，1982：281-310）。陳支平（2004）探討家族制

度在中國封建社會下的發展與變遷，中國的封建社會的動盪與變遷，

是構成福建家族制度發展的外部動因，因為王朝政權不斷的更換交

替，使得當代的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方面的身份地位也跟著變換，

但是家族的制度卻是相當穩定。其中提及許多福建華僑受到西方世界

影響，有著光宗耀祖的觀念，當他們在海外賺了錢，便會積極贊助家

鄉家族的各種活動，例如修祠堂、蓋寺廟、置蒸嘗、重祭祀等，這樣

的論點觸及本研究的問題，亦可提供給研究者做為研究過程中的反

思，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宗族的建立通常是依靠族產或宗祠作為基礎，這類的族產在閩客

之間有不同說法，閩籍稱為「祭祀公業」，客籍則稱「蒸嘗」。戴炎輝

（1945：231）針對臺灣的祭祀公業的組成區分為「鬮分字祭祀團體」

與「合約字祭祀團體」兩種，前者是分配家產時抽出一部分做為祭祀

公業，共同祭祀的祖先為世代較近的祖先，在臺灣大部份的家族將此

稱為「來臺祖」或是「開臺祖」；後者的祭祀團體大部份是來自同一祖

籍地的墾民，以契約認股方式合資購買田地，共同祭祀的祖先大多為

遠祖，為了要包容更多的成員他們會以「唐山祖」為祭祀對象。 

    臺灣存有特殊的歷史背景，漢人宗族組織的形成、結構與功能都

與在原鄉的先祖有相當大的差異。國內有關宗族的碩士論文如潘秋伶

（2009）主要以中國粵東村落的宗族組織為對象探討宗族復振活動，

除了論述該宗族在該地的特色與發展，含括修祠堂、祖墳以及編纂族

譜這些內容的概述。此論文是針對漢人社會宗族發展的研究，其中女

性融入宗族參與宗族事務的論述讓研究者有所啟發，是值得更進一步

的探究，作為本研究的借鏡。 

 

貳、宗族組織中的系譜功能性 

    族譜的存在是由宗族的發展而形成。從一個家族的歷史記憶，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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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的血脈及美德這些記載都可以呈現族譜之重要性。族譜的名稱繁

多，亦可稱為系譜、譜牒、家譜、支譜、世普、源流考等多種名稱，

其內容記載著一個家族世系的歷史記錄。陳捷先（1999）指出族譜的

淵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至今已有千年歷史。族譜的運用尚未

興盛時在上古時期稱為牒與譜，用來紀錄帝王貴族世系的資料，「譜」

指的是圖、表，將世系以旁行斜上的方式書寫；而「牒」表示支柱，

簡易的記述遠古帝王的行次、諡號、生卒。劉黎明（2007：143-152）

認為族譜在血族習俗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長久以來在宗族的組

織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沒有族譜血脈就不存在，宗族幾乎是群聚而居，

世系稍遠就相視如路人；同時族譜也是進行倫理道德教育的題材，家

訓的記載都是讓一代又一代的家族成員能夠瞭解家族在過去的美德和

精神。完善的族譜不僅能反映家族的歷史紀錄，並能提供給後代子孫

了解前人過去的生活方式及生命歷程。 

    族譜乃是家族檔案，一個家族若要發展壯大，除了依靠豐厚的物

質條件外，同時也能從族譜內所蘊藏的豐富資料，來展現宗族的功能

與世系先祖的起源。族譜中的內容不單紀錄家族的源流、史蹟、家訓，

其中的世系圖更能一目了然的看出一個家族中「親屬關係」。世系圖所

記載的內容涵蓋了所有的家族成員的姓名（尤其是以男性成員為主）、

生卒年月日、婚姻生子、輩份高低等資料。從上述資料中可以將親屬

關係建構在一個家族上，無論是血脈傳承或是姻親之間的追蹤，皆可

讓原本鬆散的家族組織有更明確的架構及建立出完善的運作形式與規

範，透過親屬關係更有助於了解自己出生的家庭背景延伸至整個家族

間相互連結，這是建立一個家族的基礎，同時也在世系傳承中不可或

缺的理念（馬志超、錢正民，2009：16）。 

    探討族譜的功能性，阮昌銳（1984：43-46）對中國族譜的社會功

能性提出了十點的看法：確立個人地位、紀錄家庭歷史、維繫家族傳

統、鞏固父系傳承、促進人際關係、加強社會規範、發揚傳統美德、

促進祖先崇拜、激發民族精神與愛國情操。相同的研討會，也有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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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廣東香山徐氏族譜的個案分析，來闡述中國家族的功能，從該案例

中可以看出除了「敬宗收族」外，族譜對於族人也有懲罰的警惕作用

（劉翠溶，1987：410-416）。 

    羅香林（1992：76）認為客家人最重視譜牒，所謂「崇先報本，

啟裕後昆」，對自己的祖先創造源遠流長優秀的傳統文化而感到尊崇，

繼承祖先所遺留下的精神或財富，回報給先祖，造福後代，全都是依

照譜牒作為託付依據。羅運用譜牒建立客家民系，主要依據的族譜以

父系系譜占為多數，證明客家族群是來自中原的民系；觀察族譜中所

記載的遷移路線，他認為客家族群從中原歷經五次大遷徙到閩粵贛

後，血統與活動受到畬族的影響，而一部分的畬族也受到漢化影響，

就在不知不覺中喪失畬族意識而成為漢族。從羅香林的觀點來檢視，

他的學說是一種實證性的研究，但卻無法從根本去解釋客家的淵源流

變及發展過程；而後續在相關研究上的學者也對他的論點產生批判性

討論，持續加以延伸及修正。 

 

參、祭祖儀式與祭祀空間的研究 

    宗族的發展與延續在漢人社會中備受重視，面對家族中的傳承及

運作方式是不斷被提出討論的核心議題，其中祖先崇拜的行為，可以

說是漢人宗族文化之一的體現，透過共同祭祖的儀式活動，往往可以

增強其家族及宗族意識（莊英章，2004：252-254）。 

    臺灣人的敬天思想與祖先崇拜可見鈴木清一郎《臺灣舊慣習俗信

仰》（1989）書中指出漢民族的民族統一，是建立在敬天思想上，重

視報本返始的道德；而家族的制度則是建立在祖先崇拜上，重視「慎

終追遠」的道德。這兩大基本思想相互為用，因而更能發揮其威力，

最終形成漢民族難以同化的特殊民族性。敬天思想在漢民族中並非限

制於政治哲學，包括倫理道德以及教育制度都是淵源於這種天命思

想。所以天就如同萬物般的父母，因此祭天乃成為最重要的事。臺灣

人的祖先崇拜是源自漢民族的倫理思想，認為只有後代子孫用各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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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方式來奉祀祖先，使祖先在陰間的生活舒適安定，這樣祖靈才會

庇護子孫，保佑全族家人的繁榮。 

    莊英章（2004：252-270）以崁頂及六家這兩個閩、客聚落的祖先

崇拜的實際運作情形，做實質的討論與比較，他將祖先崇拜分成祖先

牌位的祭祀與墳墓的祭祀。從祖先牌位的形式來分析，崁頂的閩南地

區較常見的祖先牌位偏向日式的「龕式牌位」，六家地區的客家人仍

保持傳統的大牌位型式。在祠堂內除了若干重要的祖先維持個別的牌

位外，其餘的歷代祖先均並列於一面神祖牌上。從崁頂及六家這兩地

的祖先牌位設立來看，崁頂地區的曾姓宗族團體比六家地區的林姓宗

族團體來的鬆散，前者通常於分家之後將祖先牌位填回自己家中的廳

堂個別奉祀，後者的祖先牌位幾乎都供奉在祠堂或公廳，尤其是具有

較強固宗族團體的祖先，即使兄弟已經分家，很少會有將祖先牌位填

回自家廳堂奉祀的情況之列。從這兩個閩客族群表現在祠堂、公廳或

廳堂的祖先崇拜差異，可以得知六家林姓家族重視祠堂的共同祭祖，

所有的派下子孫皆一脈相承，無論在世與否，均將成為本族被奉祀的

祖先；即使客家男子被招贅，死後的神主牌位仍可以回到本家公廳被

供奉，而仍存活於世間的子孫則以長生祿位方式名列於祖先牌位上。

反觀崁頂曾姓族人的祖先崇拜型式，著重於個別家宅的廳堂祭祖，以

主祭者為本位，由活著的人來追溯其所屬的房支祖先，而不會有未亡

而上祖先牌之例。 

    其次對於祖先的墳墓祭祀，崁頂與六家兩個聚落亦有差別。由於

六家客家村落多具有清楚的世系脈絡，因此發展出祖塔的墳墓形式，

同時客家族群又重視二次葬的習俗，在人過世後的頭三年是不去墓地

掃墓的，在三年後的掃墓才是正式的掃墓。而崁頂閩南聚落的墓祭形

式正好與六家相反，凡是人死後都需要「樹墓」來表達兒女的孝思，

下葬後連續做三年或只做一年，在崁頂地區祭掃個別祖墳占為多數，

近年來，後代子孫為了方便，避免跑多處四處掃墓，因此將歷代祖先

合為一墓稱之總墓，與客家式的祖塔有相似之處（莊英章，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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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283）。 

    福建民間家族的祭祖方式可分為家祭、墓祭、祠祭與雜祭四類。

首先是家祭，家祭是以家庭為單位，在自身的居住空間進行祭祖，這

是最基本也是在福建家族內普遍可見的祭祀方式。其次是墓祭，墓祭

又被稱為「掃墓」，祭祀的時間較為固定，分春祭及秋祭兩種。福建

民間家族雖然群聚而居，但歷代祖先的組塋大多分散於各地，座落在

山上，偏僻之處族人們平時鮮少會於此處活動，家族雖會派人不定期

巡視，但無人管理之時也致使塋墓雜草叢生甚至遭受破壞。崇敬先祖

緬懷之意永遠置於各族人心中，故此每年舉行春秋兩次的墓祭，整個

家族動員各房兒輩挑選吉日一同前往進行掃墓，眾人進行大規模的清

掃及維護，並且秉持真誠的悼念心情祭拜先祖，以達此墓祭之慎終追

遠最終目的。再者為祠祭，亦即在供奉祖先牌位的祠堂內進行祭祀活

動。與家祭相比，祠祭較為鄭重，但也不像墓祭那樣受到經濟條件的

影響，它是較為正規化的一種祭祀形式。祠祭分春秋兩祭，當祭祀儀

式結束後，都會舉行「食祖」的宴席。家族各房子孫分家後遷居於外

地，每年共同參與祠祭，除了享用豐盛的酒菜及供品，也藉由一年中

所有族人難得相聚之時，利用拜拜或茶餘飯後的空檔彼此寒暄問候，

相互交流加深親情間的凝聚力。最後是雜祭，除了上述三種有規範性

的祭祀活動外，還有一些是不規則、非定時的祭奉荐享，例如添丁、

婚娶、架屋等。由上述四種福建家族的祭祖活動，可以發現臺灣地區

與福建地區的習俗有許多雷同之處，對於各項祭祀的儀式、規模都說

明了家族之間的祭祀文化與脈落傳承之重要性（陳支平，2004：

171-179）。 

 

肆、世代的意義及理論 

    有關世代（generation）方面的研究，很早就有相關的論述及解釋，

特別是世代之間存在的差異現象。環境的變遷會迫使人類的生活型態

而產生差異，人們也會因為不同的社會文化，價值觀在心理上也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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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變化，「世代」著眼的是一個長時間的趨勢變化，而在不同世代間產

生隔閡的差異現象，有許多學者有不同的見解與定義。 

    Kupperschmidt（2000：65-76）認為世代是由一群年齡相近者，彼

此擁有共同的經歷，隨著時代變遷發展而成長，同時也受到重大事件

的影響。因此，在一個組織中，可以從是否擁有共同記憶與成長背景、

經歷過相同的社會歷史事件來辨別相同世代的出生者，因為可以從中

看出彼此的態度及行為較為相似。由此可知，若要從一個族群來看不

同的世代的表徵，可以觀察外顯的行為、文化內涵的表現，不同的時

代背景自然會烙印出不同世代的性格，且呈現出不同的主觀意識及專

業表現。 

Solomon（1995：469-489）對於世代的觀點他主張世代同期群

（generation cohort），意指生活於同一年代，因處於相同的生命階段，

互相分享生活與經驗，又因處於同樣的生活環境、經濟狀況、流行文

化、天災人禍、國家政策與科技發展的環境下，因而塑造出緊密不分

的世代並形成同期群，這些曾共同歷經相同事件的一群人，受到的共

同影響稱為「世代效應」。Mannheim（1997：276-322）指出世代是在

社會的發展與歷史演變的過程中，具有「共同位置」的一群人，因處

於相同世代，而讓這一群人受限於特定的經濟領域、思想、經驗模式

以及獨特的行動類型之中。蘇淑麗（2005）認為世代是因為出生年代

與成長背景的差異，以至於各世代族群間的價值觀、偏好、態度與行

為，明顯的呈現出與其他世代不同的型態。謝杏慧（1998）認為世代

是指一群處於同一時代的人，他們擁有相同的文化認知及受到當代社

會勢力的影響，由於有著相同的成長經驗以及共同歷經重大事件，所

以具有高度同質性，且有一定的人數。 

    綜合前段所述，國內外的研究學者對於「世代」的定義普遍有兩

個共通點，分別為出生於相同階段與歷經重大事件的一群人。有鑑於

此，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將「世代」定義為同一時期出生的一群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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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群人的成長過程，無論是在價值觀、偏好、態度或行為等方面的

呈現，都能呈現出相同的型態。 

    每個國家的時代背景不同，相對於世代的劃分也不盡相同，國外

學者如 Havighurst、Erikson、Levinson、Gould、Super 等人對於世代的

界定，是以成年期發展來劃分，以舒伯（D.E.Super）生涯發展理論的

觀點來看， Super（1957）他根據 Havighurst（1953）提出的發展任務

論加以延伸、擴展，將成人期的發展劃分以下五個時期： 

    （1）成長期（growth）：0至14歲，其中又可分為幻想（4至10歲）、

興趣（11至12歲）以及能力（13至14歲）等三個時期。 

    (2)探索期（exploration）：15至24歲，其中分為試探期（15至17歲）、

過渡期（18至21歲），以及試驗並稍作承諾（22至24歲）等三個時期。 

    （3）建立期（establishment）：25至44歲，又分為試驗-投入與建立

（25至30歲）以及晉升（31至44歲）等兩個時期。 

    （4）維持期（maintenance）：45至64歲。 

    （5）衰退期（decline）：65歲以後，又分為衰（65至70歲）與退

（71歲過後）等兩個時期（引自胡珮軒，2008：27-31）。 

「世代」這個名詞在現今是最新興的議題，其之間的差異、劃分

標準並無統一，但國內外學者常以出生年來作為世代差異的認定，近

年來，在國內對於世代的分類有「年級生」的說法。鄭亘良（2004）

指出「年級」一詞最早出現於2000年，在網路中的「明日報個人新聞

臺」裡，文字工作者Mimiko等一群民國50年代出生的人，他們將自己

自稱為「五年級」，意指出生於民國五十年至五十九年，這群人架設了

「五年級訓導處」逗陣網，寫下他們自身的童年回憶與成長經驗。隨

著這股「五年級」風波，大眾開始稱呼民國60年代的為六年級生，民

國70年代的為七年級生，使「年級」遂成大眾對「世代」的另一種稱

呼。而後更發展出幾年幾班的說法，代替自己的出生年，例如七年五

班表示在民國75年出生的人。 

    參考上述國內外不同學者對於世代差異的論述，本研究將世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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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為出生於相同的時期，在成長過程中，歷經過特定的經濟、文化、

思想及經驗，有著共同烙印並在價值觀、偏好、態度或行為等層面受

到影響的一群人，故採用 Super 學者的論說將家族中的成員分為三個世

代，將衰退期歸類為「老年世代」，維持期歸類為「中生世代」，成長、

探索至建立這三個時期歸類為「青年世代」。老年世代係指 1952 年以

前出生(65 歲以上)、中生世代係指 1953-1972 年出生（45 至 64 歲）、

青年世代係指 1973 年後出生（44 歲以下）。本研究礙於研究時間與其

他主觀或客觀的限制，故無法進行長期的追蹤與研究，於是採用橫斷

面研究，其世代差異的分類如下表： 

 

表 1-2-1 本研究世代差異分類 

世代名稱 出生年（西元） 
目前年齡 

（至 2017 年） 

老年世代 1952 年以前出生 65 歲以上 

中生世代 1953 年至 1972 年出生 45-64 歲 

青年世代 1973 年後出生 44 歲以下 

資料來源：舒伯（D.E.Super，引自胡珮軒，2008）生涯發展理論觀點製作 

 

    世代的研究記錄著人類隨著時間在多種因素下產生不同差異的一

項紀錄，這項紀錄可以讓人類檢視著過去與現況，亦可作為理解自我

在社會變遷中所擔任的角色。世代研究也是在回顧歷史，歷史中所發

生的重大事件往往都讓人們訴說他們自己生命中的故事，以敘述的方

式表達出來促使他人認同，透過這樣的訴說有關生命的故事，暗示著

人們想逐漸變成它們所呈現的樣子，於是敘述成為了世代認同（蕭阿

勤，2005：12）。 

    從世代的角度來看待一個家族的發展與變遷，可以從中去建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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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故事，將故事一代一代流傳下去。作為一個世代的成員，透過他

人的故事，從口述歷史中掌握自我與家族之間的聯繫，有利於我們從

現代看待過去歷史的視野，這也是世代研究價值的意義所在。 

    綜觀上文論述，顯現出世代之間的差異確實會受到生長環境的影

響，甚至影響到個人價值觀以及日常生活方式。因此本研究指出三大

世代：老年世代、中生世代以及青年世代，藉由這三大世代進一步的

透過實證方式，從不同世代之間的家族成員，分析他們對於祖先崇拜

的觀念、想像與認同的差異情形。 

 
伍、客家祖先崇拜的相關研究 

    客家人重視祭祖，對於祖先崇拜的觀念有濃厚的意識，在他們的

祭祀文化中具有宗族教育以及文化教育的功能，「不忘根本」是先祖對

後代子孫的訓示。近年來探討客家家族祖堂與墳墓祭祀的相關研究屈

之可數，但仍可從數篇的論文中發現同性質的祭祖論述，作為本研究

的開端。 

    按研究者對本研究方向初步探索，較為關注的學位論文是潘秋伶

（2009）的研究，以廣東省梅縣南口鎮為範圍，分析該地區潘宗族後

代裔孫們面對祖先崇拜的意識，內容涵蓋宗族後裔在祖先崇拜的復甦

後，如何面對修祠堂、祖墳與翻修族譜，整篇論文從人口來源、土地

開發、社會發展、宗族內部結構與運作模式，深入淺出的描述祭祖活

動的特色。臺灣客家地區的祭祖，杜奉賢、劉美芝、曾純純（2016）

以臺灣南部的六堆客家地區為研究範圍，探討在六堆地區清明掛紙的

傳統禮俗儀式，分析該研究範圍中各地區對於祭祖相關儀式實際作法

的差異性。    劉紹豐《美濃地區家塚形制及其文化意涵研究》（2013）

與鍾采芬《通過儀式觀點下的人、家族與聚落：以美濃十穴下鍾屋夥

房的過年與掛紙為例》（2016），兩篇學位論文的研究範圍及主題與本

研究有極大的關聯性，前者探究美濃地區藏屍納骨方式與墳墓制式的

演變，分析該地區獨特的家塚形制與墳墓構件在客家文化中象徵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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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並且以該地區的「朱家墓園」為例，論述家塚在當代美濃地區所

呈顯的文化意義；後者以美濃十穴鍾氏家族為研究對象，以家族的新

年與「掛紙」兩種不同的歲時節慶禮俗作為研究的範疇，研究者所設

定並試圖解決的問題包括：新年歲時節慶禮俗的種類與其象徵意涵、

通過儀式分析美濃客家人、家族與聚落的新舊轉換，在這兩個問題的

層面上主要目的在詮釋該地域的人們對於歲時節慶禮俗的執行方式，

而研究結果顯示，該研究對象位處的地點與美濃中心的聚落相比較為

多元，因此衍生出的歲時節慶也與美濃中心的聚落也有所差異。而從

該研究中歲時節慶的文字記載，以通過儀式分析當地人、家庭聚落的

新年及掛紙的轉換過程，可供有意對美濃地區深入了解的讀者參閱，

亦可作為本研究的借鏡。 

    近年以「傳承」意識為宗旨，展現客家精神以及重建客家祭祀文

化脈絡，與此相關主題的學位論文代表是黃秉森（2016）的《客家族

群的凝聚意識與傳承精神-石岡區梅子里林家問禮堂宗祠》。作者以臺

中市石岡區梅子里的林家為研究對象，主要的問題意識為客家人的祭

祀行為是因為何種原因能凝聚世世代代的客家人，得以永續長存。作

者以歷史、空間、社會三大層面分析研究問題的闡釋，他認為宗祠的

存在與傳承的意涵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宗祠代表的是客家人的精神，

而宗祠的祭祀即是將客家人的傳承精神永無止境的延續下去。 

 

 

第三節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的主題為「瀰濃西柵門劉屋的發展與世代成員的認同」，研

究者主要以傳統祭祀祖先─祠祭與墓祭為主軸，採取的是質性研究取

向。研究方法採用文獻分析、參與觀察、深度訪談以及口述歷史等四

項研究方法。研究者先蒐集地方相關史料與方志檔案資料，相關文獻

作初步調查，針對「祖先祭祀」的重點：祠祭與墓祭儀式過程則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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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觀察法，並針對儀式進行過程紀錄與分析。由於世代變化難以現

場觀察，且研究者認為不同世代受外部性如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等及內

部性如家庭社會化等因素的影響，於是做深度訪談，輔以半結構式訪

談大綱做為訪談工具，以補足文獻檔案資料無法取得的部分，期能針

對研究主題做更深入的探討。 

 

壹、研究方法與資料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是一種具有歷史價值的圖書文物資料，舉凡圖書館、

藝術館、檔案室或私人所收藏具有價值的知識載體。採用文獻分析是

以客觀的界定、評鑑並綜括證明的方法，來求證過去事件的確實性和

結論，其目的是讓研究者瞭解能過去、洞察現在、預測未來（葉至誠、

葉立誠，2002：136-138）。文獻分析法是經常使用的研究方法之一，但

採用此方法時，必須先行檢核文獻、所找尋文獻的可信度及可靠度是

否為恰當、合適的資料。研究者認為，文獻研究的優點在於無反應性，

可以專研那些無法真實接觸到的研究對象，文獻只是在陳述和解釋過

去發生的歷史事件，重點是在了解歷史的事實真相，適合作為縱斷面

的分析，但也有缺點，例如文獻品質難以保證、稀有資料不易取得、

時間與空間的變異等皆有可能會與現實形態有所差距。因此在蒐集文

獻階段，必須根據文獻中所陳述的目的或理論，與現實檢視是否相契

合（袁方，2002：381-404）。 

    研究者在確立研究方向與議題後，採用文獻分析法，期望能藉由

多方學者所累積的知識，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讓研究有所依循，以補

強研究者對客家家族祭祀活動，家族中不同世代成員對祖先崇拜的認

同、觀念及想像等多方面的知識，建立研究者寬宏的視野，增加論文

的廣度及研究可行性。 

    現今與家族的世代變化看待族群活動的相關論文，依據研究者在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網站中，以「客家」、「族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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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祭祀」、「世代差異」為主要關鍵字搜尋，篩選出與本研究相關

之博碩士論文數篇，藉由前輩學者累積的知識作為輔助，讓研究者對

於研究方向有所依循，以節省時間並聚焦於研究問題之上。 

    在專書的部分，就「客家家族」、「族譜」、「祭祀」、「世代差異」

等面向而言，則檢閱有關家族與家庭、族譜文獻學、祭祖活動等專書；

就「客家文化」的面向而言，除了從客家宗族的形成背景與發展、族

譜在客家家族中的功能性、祭祀活動中的文化意涵等傳統的客家文化

論述紮根奠定基礎外，舉凡有關與本研究相關著述等書籍，皆可作為

參考之用。 

    除了以上專書與論文的資料，研究者也網羅其他相關文獻，類似

方志如《美濃鎮志》，由於本論文是有關於家族史，因此研究者將向家

族的耆老們蒐集現有史料，例如劉氏新舊族譜、嘗會紀錄簿、點燈輪

值表、帳簿、權狀、買賣契約、戶籍資料等，或是將參與觀察現場所

紀錄之照片皆可納入，這些資料都有助於研究者在探討本研究中之問

題意識時作為參考之用。 

    文獻資料紀錄著過去所發生的事實，我們可以跨越時空的限制去

做分析，在研究者有限的生命和知識認知的限制下，利用文獻分析可

以超越個人的經驗與視野，有助於研究者了解過去，重建過去事實原

貌的呈現。 

 

二、參與觀察法 

    除了利用文獻資料，本研究也試圖使用參與觀察法作為資料的來

源。文獻資料的分析重視理論，較為抽象，無法精準的猜測或判斷資

料的可信度，造成研究者的誤導，為了排除這樣的限制，研究者亦使

用參與觀察法，與文獻資料的相輔相成下，使研究更為精確。 

    參與觀察法是質性研究中主要搜集資料的方法之一，觀察，也是

人類對於周圍世界的認知之基本方法，包括從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

人文科學中的一個重要手段。最早使用參與觀察的學者（Linde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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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將觀察者分為兩大類型：客觀的觀察者以及參與觀察者。前者意指

研究者不被要求進入被研究者的日常活動中，透過訪談作為一個旁觀

者來瞭解事情的發展動態；後者則指研究者進入田野實地觀察，有目

的、計畫性的去參與活動，認真聆聽並詳細記載整個過程（陳向明，

2002：307-310）。 

    在觀察法中又可依據研究者是否參與觀察對象的活動，進一步分

成「參與型觀察」與「非參與型觀察」兩種形式。參與觀察係指觀察

者和被觀察者一起生活、工作、密切的相互接觸與體驗，從中傾聽和

觀看他們的言行。這種觀察的情境是最自然的，觀察者不僅能夠對當

地的社會文化現象得到比較具體的感性認識，而且可以深入到被觀察

者文化的內部，瞭解他們對自己行為意識的解釋。在操作層面上，研

究者可以隨時問自己想暸解的問題，並且可以從被研究者的行為上來

發問。這種觀察具有開放、靈活的特點，允許研究者根據研究問題和

情境的需要不斷調整觀察的目標、內容和範圍（陳向明，2002：308-309）。 

    劉氏家族每年例行辦理家族祭祖活動，分別是在劉氏祖堂內的敬

祖公、祖婆，以及在劉家家族墓與家塚的掛紙。劉氏祖堂的祭祖一年

共有四次，分別為農曆十二月三十日（小年夜）、農曆正月初一（春節）、

農曆五月五日（端午節）、農曆七月十五日（中元節）。小年夜又稱除

夕日，這天的祭祖時間約在中午 12 時至下午 1 時，隔一日的正月初一

祭祖時間族長們會按農民曆選個較佳的時辰，子時或卯時來祭祖；清

明、端午以及中秋，這三個歲時節慶的祭祖日時間則是在上午八時。

而劉氏家族每年亦舉行一次位於劉家家族墓與家塚的掛紙祭祖活動，

為了讓家族所有人都能避開繁忙的平常日回鄉祭祖，則把時間訂定在

每年農曆二月的第一個星期日。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於 105 八月至 106

年六月實際參與劉氏家族一年之中每一次的祭祖活動，參與祭祀時間

及地點如表 1-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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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3-1 研究者參與劉屋祭祖的時間與地點 

祭祀時間 祭祀類型 祭祀地點 

105/8/17 上午 8 時 敬祖公、祖婆（中元節） 劉氏祖堂 

106/1/27 下午 1 時 敬祖公、祖婆（小年夜） 劉氏祖堂 

106/1/28 (子時或卯

時) 

敬祖公、祖婆（正月初

一） 
劉氏祖堂 

106/2/26 上午 8時 掛紙（清明節） 劉家家族墓與家塚 

106/5/30 上午 8 時 敬祖公、祖婆（端午節） 劉氏祖堂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在本研究中，有關客家族群對於祖先崇拜在世代差異之間比較的

相關問題，基於溯往文史資料有限之故，研究者將進行實地參與並作

為觀察者，並預先擬定觀察提綱（如表 1-3-2），同時利用照相機、錄

音筆及隨手可記錄之工具，將當下所看到的人、事、物等，針對重點

研究對象以及祭祀過程執行完整的紀錄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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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 參與觀察提綱 

觀察重點 觀察提綱 

準備祭品 
有哪些供品？種類、數量為何？祭品的意義？擺放位

置？由誰準備祭品？ 

祭拜過程 由誰領導發聲？每個人所站的位置？ 

上香、敬酒 由誰負責插香？倒酒的次數為何？ 

祭祀者 前來參與祭拜有哪些人？區分幾代世系？ 

成員互動 
家族成員在祖堂時是否會互相問候？家族成員是否會

和他人表示自我身份？ 

成員共識 
家族成員是否清楚祭祖時間？家族成員是否清楚共同

祭祀的是哪一位先祖？ 

交談對話 
家族成員是否都使用客家話交談？年輕輩份的成員是

否聽得懂客家話？年輕輩份的成員是否會說客家話？ 

輩分區隔 

家族成員知道自己是第幾世子孫？不同輩份成員是否

知道雙方的稱謂？不同輩份成員是否知道對方的名

字？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三、深度訪談法 

    「訪談」是一種研究性交談，研究者透過口頭談話的方式，從被

研究者處蒐集第一手資料的方法（陳向明，2002：211）。進行有關社

會科學的研究時，時常會涉及到人的理念、意義建構和語言表達，因

此訪談便成為社會科學研究中相當有用的研究方法。依照研究者對訪

談結構的控制程度而言，可將訪談分成結構型（封閉型）、無結構型（開

放型）、半結構型（半開放型）等三種類型。一般在訪談的初期使用開

放型的形式，初步暸解受訪者思考問題的方式以及建立彼此的信賴關

係，隨著研究過程的深入，逐漸轉向半結構型的訪談，依循前面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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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現的重要問題以及未提出的疑問進行追問（陳向明，2002：

229-230）。 

    本研究中採取「半結構型」的訪談方式，在半結構型的訪談中，

依據研究中的問題意識設計出訪談大綱（如表 1-3-3）再對受訪者提問，

為了避免在訪談中偏離主題浪費太多時間，研究者會視訪談所獲得具

體的成效，對訪談的程序做適當的調整。為了使本研究達到預定的研

究目的，訪談對象的選擇是以熟悉或曾經暸解家族史及家族的祖先崇

拜為優先考量，其作法是要暸解受訪者對於此研究議題的認知與概

念。在進行訪談之前研究者也會先對欲訪談的主題做深入了解，針對

家族中的歷史背景、祭祀祖先的儀式先有初步的了解，以便在進行訪

談的當下能適時的回應受訪者回憶的脈絡，也有利於驗證訪談資料的

可信度。 

 

表 1-3-3 半結構型訪談提綱 

歷 

史 

層 

面 

1、請問您是否了解劉家的祖先是從何而來，祖籍地在哪嗎？ 

2、請問您有看過劉家的族譜嗎？ 

3、現今的劉家祖堂由誰建造、何時翻修，您是否清楚？ 

4、您是否有聽過劉家在歷史上有哪些光榮事蹟，或有名的人

物？ 

空 

間 

層 

面 

5、請問您認為在祭祀祖先上，劉家祖堂與劉家墳墓有什麼關

聯？ 

6、請問對於劉家祖先的墓地，遷葬前後所在的位置，您是否

清楚？ 

7、每一次祭祖的過程，該準備哪些牲禮、紙錢，您清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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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3(續)半結構型訪談提綱 

社 

會 

層 

面 

8、請問您認為每年祭祀祖先帶給劉家家族的意義為何？ 

9、在您小的時候，有跟父母親或其他長輩到祖堂或墳墓祭拜

祖先的經驗嗎？ 

10、您是否會帶著你的小孩來祭祖，並告知祭祖的重要性與

意義？ 

現 

實 

層 

面 

11、您是否清楚您在劉家是第幾世代的子孫？ 

12、您知道在祖堂與墳墓祭祀祖先這兩者有何差異？ 

13、請問您在未來死亡後是否願意將自己的骨灰放置於劉家

的家塚？ 

14、對於劉家家族的祭祀活動的保存與傳承，您有什麼看法？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為了尊重受訪者，在進行訪談前，會事先取得受訪者同意並與對

方充分的溝通，大略說明研究目的及此次訪談的重點，同時也縮短與

受訪者間的距離。為了防範資料遺失，研究者在每次進行訪談前告知

受訪者，訪談過程會全程錄音，取得受訪者同意後，在訪談的後續將

資料做最詳實的紀錄。 

    結束訪談一週內，研究者將錄音資料轉換成電子檔，同時將訪談

內容打成逐字稿，利用訪談當下的筆記資料與錄音檔資料進行初步的

分析。為了能夠確實的找出研究所需資料，研究者將反覆熟讀訪談資

料，並針對研究中之問題保持一定的敏銳程度，以便從龐大無邊的資

料中尋求解答，進行整理、歸納及分析。 

    最後，本研究綜理觀察紀錄及訪談內容之逐字稿進行語意分析，

對重要敘述句進行編碼及彙整，以便於後續研究結果與討論的說明。 

 

四、口述歷史法     

    人們總是會面臨衰老，步向日薄西山之路，在那之前，他們必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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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靈上回顧自己的一生。「老人學」學者 Robert Butler 回顧自己一生

時曾說過：「記憶讓我們意識到自我的存在以及其延續；它令我們感到

歡悅、羞辱或是傷痛。回憶指出我們的根源，它能被解說事情；也會

有詐局。」（唐諾．里齊，1997：53）。透過個人的記憶與想像，可以

與個人所屬或相關的群體相互連結，而這種經由闡述個人經驗與想像

的過程，可視為一種歷史資料的詮釋，更是另類文本的表現。 

    口述歷史的使用在近代被越來越多各方領域的學者所接納，特別是

與社會學有關的領域，在這個領域裡的研究者漸漸體認到口述歷史的

重要性。根據江文瑜（2008：205）對口述歷史的解釋，她認為「口述」

及「歷史」是兩個不同層次的理念，前者是可替代文本的方式，亦即

透過個人或是群體將他們的生命經驗、寫實的生活、或是人生中的獨

特故事記錄下來；後者是對事件的詮釋，牽涉到人、事、時、地、物

等，那些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從事實的觀點所做的解釋。當「口述」

與「歷史」結合在一起時，卻彰顯不一樣意義，推翻了我們前所未知

的想像。口述歷史承載著個人的過去，讓受訪者以自己的方式敘說，

描繪他過去的記憶，雖然受訪者在敘說的過程可能會因為時空的變化

而產生記憶磨損，失靈的腦袋無法在短時間內喚起珍貴的影像，但我

們能從對方的說詞上適時引導，拼湊出答案，作為重組歷史的重要材

料。  

    本研究採用口述歷史的原因，發現在彙整單一家族的史料文獻有

限之故，例如年長者教導年輕後輩在祭祀祖先應準備哪些牲禮與祭祀

祖先的過程，或者在家族內有著某些不可告知的秘密或心酸故事，這

些即將面臨消失卻富有獨特價值的人、事、物，研究者藉由與家族族

人間的親情關係，將他們列為主要的受訪者進行訪談，將訪談結果與

現有的文本資料搭配，試圖歸納加以分析來詮釋出家族各世代間看待

祭祀保存與傳承的具體想像。本文在問題的擬定上，主要是針對瀰濃

劉氏家族中「不同世代」間家族成員他們對於家族內活動的觀念及認

同。主要分為歷史、空間、社會、現實四個層面，由於每個家族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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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會參與家族內的各項活動，研究者試圖藉由祭祖、掃墓的機會，

從他們的經驗中找出在跨世代間面對祖先崇拜的保存與傳承，作為訪

談問題的最終目的。 

    對於本研究中的訪談人物的對象與性別，研究者參閱完家族族譜中

近代的系譜關係表後，挑選出家族老、中、青三個不同世代共十二位

的家族成員作為訪談對象（如表 1-3-4）。進行訪談前，研究者將簡略

說明訪談主要目的，以及有關家族崇敬先祖的問題描述；接續作為一

個傾聽者，讓受訪者回憶自身的生命經驗，參與家族祭祀祖先的感受

及主觀看法，等待受訪者的敘說有了大致上的時間脈絡，與主題接軌

後，再從中提出問題，讓受訪者可以藉由問題的牽引，回顧自身更內

心深層對於家族記憶的感受與答案。 

    透過一個客家家族個人的生命史訪談資料，我們可以從每位受訪

者他們的口語中來解讀對家族的描述、記憶或是詮釋，來淺談他們的

生命經驗對於家族的認同與想像。最後，本文是以家族史與崇敬先祖

為切入點，研究者試圖以自身經驗、家族的親情情感以及跨世代的成

員，藉由個人的經驗與想像逐一的淺談，將悠久的祖先崇拜文化得以

保存與傳承。 

 

   表 1-3-4 訪談對象一覽表 

所屬世代 受訪者姓名 
年

齡 
性別 現居地 

老年世代 劉祐上 92 男 高雄市美濃區 

老年世代 劉正廷 72 男 高雄市美濃區 

老年世代 劉傅金蓮 87 女 高雄市美濃區 

老年世代 劉貴添 87 男 高雄市美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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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3-4(續)訪談對象一覽表 

所屬世代 受訪者姓名 
年

齡 
性別 現居地 

老年世代 劉賢雄 71 男 高雄市鳳山區 

中生世代 劉紹鋅 58 男 高雄市小港區 

中生世代 劉紹良 53 男 高雄市小港區 

中生世代 劉紹仁 67 男 高雄市鳳山區 

中生世代 劉美蓉 55 女 高雄市三民區 

青年世代 劉孟宣 26 女 高雄市小港區 

青年世代 劉紹龍 41 男 屏東縣屏東市 

青年世代 劉恩舜 39 男 高雄市苓雅區 

    資料來源：研究者按訪談統計繪製 

 

貳、研究範圍與對象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範圍，以高雄市美濃區瀰濃里作為研究主要的核心

區域（如圖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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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美濃區行政劃分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改繪自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4/48/Meinong_villages.svg/80

0px-Meinong_villages.svg.png 

      

     美濃區位於高雄市之中部，屏東平原的北端，南北長 15 公里，東

西寬九公里，全區總面積約為 120.031 平方公里，三面環山，東以茶頂

山西鄰六龜區，西北以月光山系與杉林區交界，二山脈交會於東北之

尖山，西至楠梓仙溪接旗山區，南至荖濃溪西側與屏東縣高樹鄉隔溪

相望，南臨屏東縣里港鄉（李允斐、鍾榮富、鍾永豐、鍾秀梅，1997：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4/48/Meinong_villages.svg/800px-Meinong_villages.svg.png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4/48/Meinong_villages.svg/800px-Meinong_villages.svg.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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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美濃區共有中圳、東門、泰安、瀰濃、福安、合和、祿興、中壇、

德興、清水、吉洋、吉和、吉東、龍山、獅山、龍肚、廣德、興隆及

廣林等 19 個里，截至 2017 年 5 月底為止，合計 382 個鄰共 14,689 戶，

戶籍人口數為 40,279 人，其中男性佔 21,118 人，女性佔 19,161 人。1交

通系統主要為公路，東西以省道臺 28 線、南北以高 181 縣道貫通全區。

區內的居民主要為客家人，大約佔總人口數的 90%以上，且祖籍大多

來自廣東省嘉應州的鎮平縣及梅縣等地。 

瀰濃里的里界範圍，東至民生路、西至福美路、南至中興路、北

至自強路（如圖1-3-2）。海拔50公尺，年平均氣溫25度，年降雨量

1500-2000公釐，全里現有人口2,549人（如表1-3-5），里面積5平方公里，

由下庄及橫街兩個自然村組成，當地俗稱「下庄仔」，以與較早開發「上

庄仔」、「中庄仔」作為區別，在1960年分屬於瀰濃里和永平里，1982

年兩里合併為瀰濃里。本里主要是稻田農業區，居民多以務農維生，

里內以二層平房為主，是一個平靜恬淡的客家聚落。近年美濃區文化

觀光漸成風氣，知名的粄條街也在本里。 

 

 表1-3-5 高雄市106年（2017年）5月瀰濃里戶口及人口數 

鄰數 戶數 男 女 合計（男+女） 

31 1038 1322 1227 2549 

資料來源：研究者統計自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http://cabu.kcg.gov.tw/Web/StatRpts/StatRpt4.aspx 

 

 

 

 

                                                        
1 高雄市政府民政局（2017，５）。高雄市里鄰戶口數與戶籍動態登記數統計。上網日期：2017年

6月 6日。網址：http://cabu.kcg.gov.tw/cabu2/statis61B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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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 美濃區瀰濃里界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改繪自 http://ikh.tw/vc/kh3114/?pn=map 

 

二、研究對象 

本文之研究對象為美濃區瀰濃里西柵門（西門大橋附近）劉屋，

戶籍地址為永安路 346 號劉捷貞派下的廳下。 

劉姓在美濃地區是三大姓之一，且為興寧開基祖劉開七後裔。劉

開七生一子廣傳公，廣傳公生 14 子。遷居美濃的只有長房巨源公、二

房巨湶公、四房巨淵公、六房巨浪公、11 房巨河公派下子孫，而且分

屬平遠、程鄉、鎮平、大埔等四縣，來到美濃以後又散居中壇、瀰濃、

龍肚、竹頭背、九芎林、金瓜寮、月眉、旗尾和新威等地（黃森松，

2015：738-739）。 

其中二房巨湶公派下，原籍梅縣白渡鎮鳳嶺村虎形的劉屋人擇居

於瀰濃里。瀰濃里轄境包括曾為繁華一時的永平里，由永安路尾段（前

列）、美興河（橫街）、博愛街（後列）、福美路中段等四條街路貫穿轄

境，屬於美濃老莊的「下庄仔」。清代較早入墾的是博愛街林屋、陳屋、

李屋、曾屋、楊屋、宋屋等，其次是永安路尾段宋屋、劉屋、廖屋、

黃屋（黃森松，2015：25）。西柵門即永安路尾端劉屋及陳屋夥房附近，

原是刺竹圍籬的柵門，是通往河壩埔必經之路，已興建西門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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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柵門劉屋，由於新建西門大橋成為明顯地標，當地人遂稱西門

大橋劉屋，其來臺祖為 16世的應賢公。15世祖善友公帶長子應德公以

及次子應賢公從廣東省渡海來臺開基，各房立志創業。善友公來臺數

年後即返回原鄉，家務、農事、教育全由應賢公掌持，傳下子孫多人。 

    劉屋雖然是美濃區瀰濃里諸多夥房的一座，因在文化層面上具有

代表性的仕紳世家，通過對劉屋的個案分析，主要以劉屋老中青三代

的家族成員作為研究對象，去分析生長於不同世代的族人對於客家人

的祖先崇拜的觀念及看法，頗具重要性與價值性。特別是研究者藉著

身為劉家的一份子，更可細部的去透視及描寫家族的組織運作，以及

探討劉家各個世代對於族群認同和家族認同的態度差異。為達成以上

研究目的，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採用質性研究方法裡的文獻分析、參

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為主。經由文獻分析發現歷史所要表現

的文化意涵，透過參與觀察、深度訪談瞭解人的真情流向。 

 

參、研究實施 

   一、根據本研究目的，建立研究之架構，如圖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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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3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二、本研究流程，如圖 1-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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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4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肆、章節安排 

本研究以「客家‧系譜‧祭祀：瀰濃西柵門劉屋的發展與世代成



31  

員的認同」為題，以高雄市美濃區瀰濃里西柵門劉屋作為主要研究對

象，試圖探討劉家子孫，老、中、青三代對於家族祭祀活動的觀念、

想法以及認同感。全文重點區分成美濃歷史背景及劉氏家族之發展、

家族祖堂的祖先崇拜、家族墳墓的祖先崇拜、祖先崇拜的世代差異四

大部分，故全篇論文共分成六章，所論述內容如下： 

    第一章緒論，主要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區域及背景、相關

文獻回顧、及研究方法。其中相關文獻回顧又分為四項，首先敘述漢

人的宗族組織，其次就客家宗族組織的形成，探討系譜在宗族組織中

的功能性，再者，探討祭祖儀式與祭祀空間的研究，最後聚焦在世代

的意義及理論，做為全文探討的重點為基礎。 

    第二章為美濃歷史背景及劉氏家族之發展，本章首先描述研究者

選定的研究範圍，當地的發展過程與時空背景，其次描述劉氏家族世

系源流、劉屋鬮分字與合約字公業，最後透過劉氏家族族譜的呈現、

翻修與保存，象徵家族凝聚的共識及力量。 

    客家族群中「祭祖」長久以來備受重視，甚至將祭祀列為家族的

重要活動。第三章、第四章的內容主要展現的是劉家祭祀空間格局與

祭祀行為的展現。而祭祖又分為祖堂祭祀與墳墓祭祀，研究者將親身

參與及深入了解，詳實紀錄，期望研究成果能讓劉氏家族中的族人與

後代子孫更了解家族祭祀背後所代表的文化意涵。 

    接續第五章為祖先崇拜的世代差異，研究者要處理的問題是分析

不同世代的家族成員對於祖先崇拜的觀念、想像與認同感。本章節主

要以研究者在劉氏家族中與受訪者訪談結果為依據，將老、中、青三

個不同世代的家族成員如何看待祭祀祖先，進一步做出跨世代差異的

比較分析。 

    最後第六章為結論，在結論中呈現本研究的成果，並論述本研究

的價值，以及進行本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所遭遇之研究限制與困境，

藉由整體的論述觀點及研究結果做為後續相關研究的溝通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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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濃歷史背景及劉氏家族之發展 

     

    臺灣擁有特殊的歷史背景，宗族組織在漢人社會中的許多功能與

原鄉有明顯的差異，其樣貌亦呈現多元且複雜（莊英章，2004：24）。

劉氏家族祖先從原鄉渡海來臺開墾至今已逾兩百餘年，墾荒過程除了

要尋覓適宜的置身之地，更要面臨與不同族群之間的衝突對立。他們

遷徙到臺灣南部的美濃平原，最後定居於瀰濃，與其他來自原鄉不同

姓的鄉親在同一個區域建立聚落、興築屋舍、創立家業，代代相傳；

具有相同血緣的劉氏家族，亦透過族譜記載世系人物與史實等珍貴資

料，一脈相承至如今，已逾八代。本章區分四節，旨在詮釋瀰濃劉氏

家族在地方上的開墾與發展，首先以美濃的形成與發展作為開端，接

著論述劉氏家族的世系源流，然後說明劉屋鬮分字與合約字公業，最

後將家族中的族譜呈現與翻修的情形做一個完整的紀錄。 

 

 

第一節 美濃地區開庄發展過程 

 

    瀰濃是美濃平原中最早建立的聚落，屬於六堆客家組織中的「右

堆」，也是右堆的統御中心，此地的居民大部份是來自廣東省鎮平縣（蕉

嶺）與梅縣的客家方言系。雍正十年（1732 年）自吳福生之亂結束後，

原居住於武洛庄居民長久以來受到地域的劣勢，飽受水患之苦，且又

孤立於閩籍聚落，時有械鬥事件發生，逼得庄民另尋安身之處。乾隆

元年（1736 年）清政府以「敕賜義民享食耕地」理由，特許在吳福生

之亂作戰中有立功的武洛庄總理林豐山與副總理林桂山兄弟兩人，移

墾至美濃（鍾壬壽，1973：74）。依《美濃鎮誌》記載，原武洛庄總理

兩兄弟在獲得朝廷進入美濃開墾後，當年立秋時分，隨即率領武洛庄

張、徐、黃、劉、曾、鍾、陳、余、李、林、廖、何、邱、左、盧、

宋等十六姓宗親四十餘人，進入美濃拓墾，分別定居在靈山、月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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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雙峰山等地區，拓墾後為了要祈求安康，墾民們於靈山山腳下設置

開基伯公壇（如圖 2-1-1、圖 2-1-2）（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1997：38），

歷經百年時空至今，開基伯公不僅是當地人的信仰中心，也成為了聚

會、活動場所。 

由於開墾時該墾地為沙阿魯阿族出沒耕作狩獵之地，且水源取得

不易，為求安全顧慮而不敢夜宿於新開墾地，只好於每日日落時將農

具、耕牛放置於最西邊的開庄伯公壇處，翌日清晨再由武洛渡溪北上

開墾（林正慧，2008：94）。如此數年後，開墾漸有成就，為求可在此

地永久安居之計，墾民沿著瀰濃河北岸、柚仔林溪、羌仔寮溪會合處

附近興建屋舍，結聚成庄，當時瀰濃共有兩條主要街道，一是沿著瀰

濃河北岸而行的街道，開庄之時先民在此共建造了二十四座夥房（洪

馨蘭，1999：63）。為求可於此地永久安居，而將此街道命名為「永安

街」，即現今所稱的「永安老街」；另一條街道由三洽水處往北指向雙

峰山之橫街，即今日之「美興街」（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1997：38）。

今日的永安老街，在過去曾是整個庄頭最繁華的商業道路，除了有古

色古香的夥房，還有醫院、布料行、榻榻米商店、理髮店……等，如

今成為美濃的歷史縮影。 

 
 
 
 
 
 
 
         圖 2-1-1 開基伯公壇           圖 2-1-2 伯公壇碑石與香座位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12/10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12/10 

 

至於瀰濃庄名之稱，有許多不同說法，最初來到此地並興建開基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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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的墾民，依開基伯公碑文末段所記載：「今晨吉期，開基福神新壇甫

竣，我等同心誠意，祭告山川，懇祈上蒼，佑此土可大，亦因可久，

將亦世於瀰濃」（如圖 2-1-3）。祭文中述說著墾民對於這塊土地的自然

環境抱持尊崇與敬畏之意，祈求上天護佑成長壯大並可長久停留，故

將此地命名為瀰濃。美濃庄之所以命名為「瀰濃」的另一種說法是，

在乾隆元年，乃因該地以水為源，用水不斷，而取「瀰」字；居民因

務農賴以維生，而取「濃」字。直至大正九年（1920 年），日本政府在

臺各地實施地方制度，將多處地名引用日國地名，因「瀰濃」與日國

地名「美濃」同音，套用至瀰濃作為新地名（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

1997：133）。無論是「瀰濃」或是「美濃」，皆帶給人物阜民豐之感，

有如世外桃源，越是這般恬靜，越是引人想一探究竟。 

 

圖 2-1-3 開基伯公碑文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12/10 

 

    瀰濃庄的範圍廣大，自開庄之初所建立的二十四座夥房，以及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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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移墾至此地的居民，使得瀰濃庄的人口數不斷攀升，居住地呈現越

來越密集與狹小，當各家子孫越來越多時，向外拓墾是各家族成員解

決居住問題唯一的辦法。向外拓墾之時，整個瀰濃庄以永安路為主要

中心點，朝向四周拓墾荒地，庄民橫渡瀰濃河到南岸建立柚仔林聚落，

南柵門是上庄仔與柚仔林兩地居民的主要通道；墾首林豐山家族也向

外移墾至中圳埤畔興建夥房並逐漸形成埤頭下聚落。以永安路為主的

上庄仔、中庄仔以及下庄仔三個庄頭，還有陸續興建之柚仔林、埤頭

下聚落，在各姓家族各房之下持續的拓墾，形成了一個大範圍的瀰濃

庄，對照現今的行政區域，瀰濃庄涵蓋的範圍有東門里、泰安里、瀰

濃里、中圳里以及和合里（李允斐，1989：33-35）。 

 

 

第二節 劉氏家族世系源流 
 

    依據劉賢德《重編劉氏族譜》（2014）指出，大始祖劉開七原為福

建汀州府寧化人（今為福建省三明市寧化），南宋嘉定年間擔任廣東省

潮州市軍事的主帥，掌管軍隊。在南宋末年，劉開七率兵參與黃彥章

之亂，在戰爭中擔任指揮官，鎮守粵東保護境內的居民，在每一次的

戰爭場上以優渥的戰術取勝，建立功名，但最後依然遭遇奸賊的暗算，

卒於戰場中的黃蜂嶂上，朝廷為了表揚劉開七公平息叛亂，精忠報國、

盡忠死節，將其葬於黃蜂嶂之中，墳墓案外乾峰獨秀，崗背河水長流，

雄偉壯觀，是得之不易的吉穴佳陵。 

    劉開七被尊為興寧開基始祖，生有一子：劉廣傳。二世祖劉廣傳

生有十四子，其次子劉巨湶（三世祖）生有八子，巨湶公的三子劉亁

正（四世祖）生兩子：劉永通與劉元達（見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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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1 劉氏家族興寧開基祖世系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重編劉氏族譜》（2014）繪製 

 

    劉永通是興寧第五世祖，亦為鳳嶺開基祖。永通公生於寧化石壁，

學業有成博學多聞，對風水地理方面亦所涉獵，為了逃避戰亂遊抵古

梅而開始有了遷居的計畫，他短暫在溪南休息時發現此地有數個吉

穴，遂立即返回寧化帶著家眷遷居，並一同攜帶祖父母及父母弟姪的

骸骨葬於那塊風水寶地的四處，遂尊劉永通為鳳嶺開基始祖。永通公

在遍遊鳳嶺各鄉時，見龜漿都之嶺背村山環水秀，即於飛鵝山下考卜

而定居，逝世後葬於鳳嶺村方村坪，有著象形的王字穴位處，坤山艮

向，兼未分金，而永通祖婆葬於該村的蓮塘裡，畫眉跳架形辛山乙向，

辛有辛卯分金。鳳嶺位於廣東省的東北方（如圖 2-2-1），梅縣白渡鎮

境內，土地面積為 4.5 平方公里，屬於偏鄉地區，目前人口數不及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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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至鄰近的梅州市區約有 24 公里的路程。 

 

 

 

 

 

 

 

 

 

 

 

圖 2-2-1 廣東省與梅縣境內圖 

說明：紅框線內為廣東省，紅色氣球為鳳嶺村 

資料來源：研究者改繪自 https://goo.gl/maps/TbNDQ6GTw8E2 
 

美濃地區三大姓之一的彭城堂劉氏，都是興寧開基祖開七公、廣

傳公派下裔孫，分別來自梅縣白渡堡象湖坪、梅縣松口堡鳳嶺村倉樓

下及嶺背與梓山村、梅縣東廂堡摺田戶、饒平縣浮山鄉與揚康鄉、鎮

平縣招福鄉澗下戶、平遠縣壩頭鄉等地（黃森松，2015：151-152）。 

上庄仔有鎮平縣招福鄉的劉屋，可能是隨從林豐山和林桂山兄弟

從武洛北遷的第一批移民，卜居永安路前段；其次是居住在永安路中

段原籍梅縣東廂堡摺田戶的劉屋，推估是永安莊開基以後陸續來臺；

擇居下庄仔的有三戶劉屋，應為乾嘉年間的移民湧入。一是來自鎮平

縣招福鄉澗下戶劉屋，來臺祖幼開公開基於靠近中庄的橫溝仔。一是

來自於梅縣白渡堡象湖坪的子掄公（劉開七派下第 17 世），落腳下庄

的中間一帶。一是來自於梅縣白渡鎮鳳嶺村的應德、應賢、應奎三公

（劉開七派下第 21 世，鳳嶺派第 16 世），其中應德公與應賢公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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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公之子（如表 2-2-2、表 2-2-3），應奎則為善寶公之子，同為 14 世

清雲公孫子。 

 

  表 2-2-2 劉氏家族鳳嶺開基祖世系表（一世～八世）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重編劉氏族譜》（2014）繪製 

 

   表 2-2-3 劉氏家族鳳嶺開基祖世系表（八世～十六世）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重編劉氏族譜》（2014）繪製 

 

日據初期，應德公派下，已居住在中庄北邊，或遷居旗尾（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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崙仔頂）；應賢公派下，部分則已居住在靈山下，或轉居圓潭仔（旗

山區中正里），居住在下庄多為捷貞公後裔；應奎公派下，已居住在

靈山下，廳下（祖堂）在瀰濃里福美路（劉于銓，2012：67）。 
本文調查的主要對象為捷貞公派下裔孫，目前聚居在永安路路底

的西柵門，當地人稱西門大橋邊劉屋。來臺祖善友公歷經辛勤耕作建

立基業，數年後返回原鄉養老以終、未再渡臺，其田產、房舍交由應

賢公管理，應賢公生三子，長捷盛，次捷興，三捷貞，唯長子次子葬

在原鄉，在瀰濃下庄的基業由捷貞公主持，代代相傳至今成為美濃頗

具聲望的劉氏家族。捷貞公派下俊彥輩出，第 19 世劉華康曾任美濃國

小校長，劉永壽與劉文灝都是留日醫師，第 21 世劉祐上、劉秋景、劉

冬景等均為地方士紳。 

 

 

第三節 劉屋鬮分字與合約字公業 

 

清光緒六年（1880 年）黃釗所纂《光緒鎮平縣志》（又名《石窟一

徵》）記載： 

 

俗重宗支，凡大小姓，莫不有祠。在縣城者為宗祠，一村之中，

聚族而居，必有家廟，亦祠也。（黃釗，2003：225） 

 

嘉應原鄉大小各姓設立蒸嘗的意旨，首要之務就是祭祖與祭墓，藉以

緬懷祖德、飲水思源。宗祠祭祀是由蒸嘗管理人主辦，《光緒鎮平縣志》

又言： 

 

祭祀之外，其用有三：朔日進子弟於祠，以課文試童子者助以

卷金，列膠庠者助以膏火及科歲用度，捷秋榜赴禮闈者助以路

費；年登六十者祭則頒以肉，歲給以米；有貧困殘疾者論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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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給穀，無力婚嫁喪葬者亦量給焉。遇大荒則又計丁發粟，可

謂敦睦宗族矣。此風粵省大抵相同。（黃釗，2003：227） 

 

蒸嘗還有發揮獎助科甲、表揚仕宦及敬老卹婺的精神，達到敬宗追遠

敦親睦族的作用。 

從嘉應原鄉渡海來臺以後，在瀰濃雖然已經無法維持「一村之中，

聚族而居，必有家廟」的大格局，但是散居各村各莊或各鄉各鎮的同

姓宗親，仍然不遺餘力籌組蒸嘗、購地租佃、收取贌穀、定期祭祀共

同的祖先。黃森松（2015：742-745）曾根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孔邁隆

博士提供的資料，整理出「清代美濃的嘗田名稱、土地、管理人」共

135個嘗田，其中劉家與黃家、鍾家一樣，都擁有19個嘗田，與瀰濃劉

家有關的嘗田如表2-3-1： 
 
表 2-3-1 清代瀰濃劉家嘗田一覽表 

所在地 嘗田的名稱 土地面積合計 管理人 
瀰濃 劉捷利公嘗 1.0615 甲 劉開雲 
瀰濃 劉捷禎公嘗 0.5330 甲 劉華美 
瀰濃 劉應賢公嘗 5.6555 甲 劉振榮 
瀰濃 劉粦官三嘗 4.7545 甲 劉阿丁、劉阿錦 
瀰濃 劉五代嘗 2.7165 甲 劉阿四 
六堆 劉開七公嘗 13.5565 甲 劉阿德 
六堆 劉永通公嘗 8.8905 甲 劉金安 

資料來源：看到，美濃三百年（742-745）。黃森松（2015）。高雄：今日美濃雜誌

社。 

 

從表 2-2-1 來看，前四筆的公嘗應為應德、應賢、應魁來臺祖派下

成立的鬮分字公約。劉應德公單傳一子 17 世捷利公（欽加五品御），

生三子（18 世來福、來壽、來康），18 世來福公係清代大學生，生十

子，長子開秀自幼出嗣胞叔來壽公，次子 19 世開鳳即前清秀才劉炳文

（〈美濃簡史記〉著者），三子 19 世開雲公（劉紹豐，2013：77），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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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利公嘗的管理人即為開雲公。 

其次，劉應賢公嘗、劉捷禎公嘗及劉粦官三嘗應為應賢公派下的

鬮分字公業，只是耐人尋味的是管理人均非應賢公嗣孫。劉應賢公生

三子 17 世捷盛公返回原鄉，次子捷興生五子（18 世雙榮、金榮、順榮、

聯榮、鎮榮），金榮出嗣胞伯捷盛公，三子捷貞生四子（秀榮、錦榮、

銘榮、錡榮）。經筆者翻閱族譜及詢問家族長輩，推估這份資料（表

2-2-1），有不少筆誤，「劉振榮」疑為捷興公之五子「劉鎮榮」（18 世），

而劉華美（20 世）為劉鎮榮之次子，即有可能將「劉捷興」筆誤為「劉

捷禎」，由管理人的姓名來看，「劉應賢公嘗」與「劉捷興公嘗」應為

捷興公派下在鬮分家產時，抽出一部分來作祭祀公業，以為拜祭二房

的直系父祖。 

至於「劉粦官三」是誰呢？《彭城堂劉氏歷代祖考/妣族譜》記載：

「十七世祖考皇恩欽賜貢生，諡儉約讚詒，號琦珍，字捷貞，名麟官

三」，因此「劉粦官三」有可能是筆誤，也有可能是由同一名字兄弟共

有的祖嘗，這極有可能與劉捷貞家族有關，但管理人名字，並非族人，

且家族長輩一再表示，並未成立劉捷貞公嘗，是未成立還是早就解散？

反而另外三個合約字公業「劉五代嘗」、「開七公嘗」、「劉永通公嘗」

與捷貞公派下關係比較密切。 

合約字公業是同姓族人按股湊錢而購置田產的祖嘗，或指定用途

的辦事公業，往往是由大戶人家設立。「劉五代嘗」是瀰濃上庄劉能於

乾隆 13 年（1748 年），置田開圳，集資興築中圳埤，其產權與管理權

皆為劉屋劉五代嘗，時間維持 42 年，從道光 8 年至民前 2 年（1828 年

～1886 年），管理人依序為劉丙那、劉阿四等人（古秀妃，1995：1）。 

「開七公嘗」是劉能家族成立於嘉慶 21 年（1816 年），即採取津

斂銀圓的方式設立，設立目的：「一以尊祖宗，一以聯叔姪，一以序

昭穆」。2此嘗會在會份共有 101 份半，分為嶺背戶、平遠戶、塌田戶、

                                                        
2 猶他家譜中心藏，〈劉開七祭祀公業帳簿〉，微捲號 GS14188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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澗下戶、長田尾、松源戶、長田戶楠樹凹、八輪車戶五溝水、大埔縣、

山棗樹戶、高埤戶、畬坑戶（梅縣）、南靖人等，3代表分屬不同祖籍

地的劉氏子孫，以宋代遠祖劉開七為享祀者而共同成立的祖嘗。其後

裔分布在瀰濃、龍肚、中坛、竹頭角等瀰濃舊聚落，尚有內埔、老東

勢、五溝水等聚落的後裔，其中以中坛會屋家的子峰公與平遠縣的華

生公、子集公、公遠公家族為會份最主要的家族（劉于銓，2012：163），

顯然嘗會的管理與分紅並非由鳳嶺派下裔孫主導。根據〈開七公嘗 昭

和 4 年度會分簿暨收支結算〉記載，這個堪稱美濃最大的祭祀公業嘗

田，共有水旱田 25 筆，合計 11 甲 2.566 分，年收贌租穀 335 石 6 斗。

昭和 4 年（1929 年）的年度支出費用，包括地租、農會費、戶稅、埤

頭租、治水工事費、行政費、旅費等，還有年滿 60 歲的敬老金以及卒

業花紅（黃森松，2015：738-739）。 

然而，研究者詢問家族耆老與各房長輩，卻未能找到家族持股「開

七公嘗」的紀錄，反而與劉金安管理的「劉永通公嘗」的關係較為密

切。據日人丸井圭治郎（1993：91）於大正8年（1919年）調查，當時

全臺財產最多的祖公會是位於內埔「劉永通祖公會」，其所屬財產有建

物敷地0.549甲、田26.9249甲、園1.405甲，總收入為859.96圓。「劉永

通公嘗」、「劉永通祖公會」還有西柵門劉屋曾參與的「劉永通祖嘗」，

由於管理人相同，辦事處都在內埔鄉，極有可能為同一公業，且此公

業內部股分析分和彼此入股的複雜程度遠高於其他公業。 

根據劉賢明（22世）提供《遠號：劉永通祖嘗簿》，從題字來看，

這是劉氏家族以廣東鳳嶺開基始祖劉永通之名成立的祖嘗（如圖

2-3-1），創建之年代及相關史料不詳，負責保管祖嘗簿的劉賢明直言說： 

 

這本祖嘗簿從我爸爸出生時就留存下來了，我只知道嘗簿的

名字是以大陸那邊的祖先來命名，至於是何時、何地、何人

                                                        
3 猶他家譜中心藏，〈劉開七祭祀公業帳簿〉，微捲號 GS14188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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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創立的，這些從未存在於我的記憶當中。（2017/3/11-劉賢明

訪談稿） 

 

 

 
 
 
 
 
 
 
 
 
 

圖 2-3-1 西柵門劉屋保存的《遠號：劉永通祖嘗簿》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3/16 

 

唯嘗簿內規章是於中華民國 41 年（1952 年）元月 13 日施行，並

確定公嘗的使用嘗印。劉永通公嘗共有六嘗，分別為：劉老永通嘗、

劉老永通渡嘗、劉永通文嘗、劉二世祖妣嘗、劉宋祖妣嘗、劉新永通

嘗。祖嘗成立之初，辦事處位於屏東縣內埔鄉東寧村劉氏宗祠內。依

據嘗簿規章第一章第三條所列之：一、祭祀劉永通公上下列祖考列祖

妣；二、族內育英事業設施補助；三、敬老尊賢罹災救恤及其他於本

嘗有利事業之經營。由此可知，劉氏家族設立公嘗目的，是為了「祭

祀」、「教育」、「建立功業」以及救助「有困難之人」，在早期沒有社會

福利資助的臺灣社會，這種公嘗無疑是能帶給家族族內人們生活基本

的保障。 

管理方式為成立之日，抄立祖嘗嘗簿五本（如表 2-3-2），編為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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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源流遠，計由： 

  祖字號簿交劉友才保管 

  德字號簿交劉鳳喜保管 

  源字號簿交劉彩祥保管 

  流字號簿交劉發興保管 

  遠字號簿交劉丁桂保管 

公嘗於每年農曆正月二十日上午為祭典日及召開結算總會，公嘗

之事業經費概由本公嘗之收入及其他收益以充之，且公嘗之職員，含

管理人壹名及評議員 16 名（上庄 8 名、下庄 8 名）均為義務職，但可

給與職務酬賞及事務辦事費，其數額由評議員會決定之。 

 
表2-3-2 劉永通祖嘗簿的明細表 

名稱 會份 地番（地目） 
面積

（甲） 
備註 

劉老

永通

嘗 

善享、清連、捷利、鼎

瀾、復偉、海存、孔彰、

從忠、佩瀾、復偉、海

存、二世祖妣嘗、二世

祖妣嘗、有瀾、京賢、

恒存、清賢、步顯、士

梓、有瀾、恒存、揆剛、

從河、揆剛，以上共有

貳拾肆份正。 

屏東縣萬巒鄉

五溝水 
（田八則、田八

則、畑十四則、

畑十四則、畑十

八則、建七九

則、畑十四則）

以上七筆 

1.3514 

以上被

征收放

領地共

8.18235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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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續)劉永通祖嘗簿的明細表 

  屏東縣萬巒鄉

五溝水 
（田八則、田八

則）以上兩筆與

渡嘗共有計

4.815分本嘗持

分2.4075分 
（田八則、田八

則、田八則、田

八則、田八則、

田八則、田八

則、田八則、田

八則、田八則、

田八則、田八

則）以上12筆與

渡嘗共有計4甲
9分6毛本嘗持

分2.4530甲 
（田十六則） 

2.85775  

屏東縣萬巒鄉

五溝水 
（田八則、田八

則、田八則、畑

十四則、畑十四

則、畑十四則、

畑十四則、畑十

四則、畑十四

則、畑十四則、

畑十四則、畑十

四則、畑十四

則、田十六則、

田八則） 

5.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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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2(續)劉永通祖嘗簿的明細表 

  屏東縣萬巒鄉五

溝水 
（田十六則） 

0.126  

老永

通渡

嘗 

士洪、麟賢步顯（共壹

份）、揆毅（半份）、清連、

步顯、習河、京賢、志亨、

及昌、從俊、亮賢、順奎、

增貴、從河、步顯、增貴、

嘉文、善祥、海存、習賢、

善享、清賢、捷利、清賢、

清賢、佩瀾、達上、步顯、

達綸、恒存、安存、達保

（半份）、士梓、達三、

彩文，以上共有會份參拾

肆份正。 

屏東縣竹田鄉二

崙 
（田八則） 
屏東縣萬巒鄉四

溝水 
（田八則） 
 

0.3946 

以上共

被征數

放領地

4.3984
甲 

屏東縣萬巒鄉五

溝水 
（田八則、田八

則）以上兩筆與

老永嘗共有本嘗

持分2.4075分 
（田八則、田八

則、田八則、田

八則、田八則、

田八則、田八

則、田八則、田

八則、田八則、

田八則、田八則）

以上12筆與老永

嘗共有本嘗持分

2.4530甲 
（田十六則） 

2.8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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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2(續)劉永通祖嘗簿的明細表 

  屏東縣竹田鄉

二崙 
（田八則）與二

世祖妣嘗共有

本嘗持分1.3215
分 
（田八則、田八

則） 

1.70465  

永通

文嘗 
士相、克騰、孫仁、逵

瀾、步高、克貞、子掄、

子挺、仁勳、達保、達

瀾、達淮、從瑜、奕瀾、

步達、嘉棟、乃安、孫

漢、書勳、海存、麟賢、

從鸞、乃顯、乃成、清

梅、步欽、達任、克全、

步登、士登、步謙、士

捷、京賢、嘉英、元祿、

尚浩、從雁、元孟、士

洪、達綸、清雲、嘉文、

從俊、佩瀾、達瀾、達

濱、恒存、佩瀾、彩文、

克成、步柄、增瀾、從

河、揆標、宏瀾、元瀾、

廷瑞、亮賢、達鳳、廷

盛、子瑄、習賢、清賢、

達上、清連、步達、鴻

文、嘉仁、習賢、揆剛、

應德、步顯、步顯、步

顯、從琮、安存、步達、

嘉玉、步喜、增魁、麟

賢、步顯、履寧，以上

合共有會份捌拾參份。 

屏東縣萬巒鄉

四溝水 
（田八則、田八

則、田九則、田

九則、田九則） 

1.4585 

以上共

6.4055
甲被征

收放領

地 

屏東縣竹田鄉

二崙 
（田八則） 

0.4489 

屏東縣萬巒鄉

五溝水 
（畑十五則、建

七八則） 

0.111 

九芎林、五溝

水、二崙 
（略） 

7.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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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2(續)劉永通祖嘗簿的明細表 

永通

二世

祖妣

嘗 

士相、錫貴、佩瀾、清

梅、步顯、恒存、從河、

從瑾、達紀、義宏、乃

宸、從振、應文、錫貴、

麟賢、仲寶、南玉、克

廣、麟賢、嘉杰、步欽、

清連、子旺、步階、步

烈、彩文、雲賢、孫璠、

從俊、達淳、進智、廷

瑞、步顯、京賢、從琮、

清賢、應貞、光星、步

孔、仁勳、達上、清雲、

錫華、達綸、從雁、習

裕、達三、尚浩、亮賢、

麟賢、安祚、達瀾、喬

芳、步登、有瀾、達綸、

亮賢、清雲、宗瀾、士

鴻、士璉、亮賢、善常、

習裕、鳳賢、嘉現、清

賢、步喜、廷盛、子拔、

及昌、應鴻、鴻猷、揆

毅、嘉文、書勳、達德、

及中、善祥、應孔、慶

超、增富、清梅、清穆、

慶超、亮賢、乃安、增

貴、義芳、盛芳、寧存、

慶超、增貴、喬芳、連

文、進富、增成、新芳、

煥祿、京賢、慶超、仁

勳、麟賢、步高、尚淮、

廷彩、嘉俊、士相、增

成、嘉杰、彩彰、孫環、

步謙、步喜、貞興、從

屏東縣竹田鄉

二崙 
（田八則）與渡

嘗共有本嘗持

分0.466分 
 

0.00466 

以上被

征收放

領地

0.13215
甲 

屏東縣內埔鄉

忠心崙 
（田七則）與新

永嘗共有本嘗

持分2.335分 

0.2335 

屏東縣竹田鄉

二崙 
與新永嘗共有

本嘗持分2.385
分 

0.2385 

屏東縣內埔鄉

忠心崙 
與新永嘗共有

本嘗持分9.810
分 

0.9810 

屏東縣竹田鄉

二崙 
（田八則）與渡

嘗共有本嘗持

分1.3215分 

0.1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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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麟賢、仲宏、增慶、

麟賢、達瀾、元官、元

科、傳芳、揆剛、清貞、

增貴、元祿、麟賢、士

捷、應盛、錫華、清海、

京賢、從瑜、增信、元

鳳、增富、士桐、步顯，

以上合共有份數壹佰參

拾玖份半。 
 

永通

宋氏

祖妣

嘗 

亮賢、步達、從江、亮

賢、從河、亮賢、增信、

新芳、京賢、廷梅、康

漢、步謙、步高、鳳賢、

亮賢、尚質、應臺、及

昌、從達、應文、增慶、

孫環、善增、善長、清

賢、善祥、順奎、揆普、

錦祥、應貞、南玉、智

宏、嘉文、傳源、亮賢、

增富、嘉進、孫廣、仲

炳、鳳賢、增貴、增貴、

京賢、福亮、增信、京

賢、寅瀾、捷利、步孔、

步顯、步顯、增富、從

俊、德廷、清連、應貞、

步起、光星、清桂、步

達、麟賢、嘉棟、善友、

傳源、京賢、京賢、安

全、從秀、有賢、廷連、

增貴、廷彩、善享、旋

郎、善鵬、善謙、增貴、

麟賢、煥秀、應貞、從

振、步顯、揆晉、尚浩、

屏東縣內埔鄉

內埔 
（田十二則） 

0.07 

以上三

筆共

1.7250
甲保留

地 

屏東縣內埔鄉

新東勢 
（田九則） 

1.0610 

屏東縣內埔鄉

新東勢 
（田九則） 

0.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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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裕、嘉謀、鴻綸，以

上合共同會份捌拾柒

份。 
 

新永

通嘗 
慶超、廷連、喬芳、思

名、步顯、增貴、廷瑞、

亮賢、從玠、增貴、步

謙、步烈、習賢、贊芳、

清梅、善統、善友、步

喜、傳源、恭芳、步謙、

嘉文、士相、步孔、清

栢、增貴、嘉現、廷彩、

煥河、尚恭、福亮、智

宏、達杞、尚信、揆剛、

宿瀾、步達、從瑾、亮

賢、從俊、廷盛、京賢、

尚浩、孫璋、孫漢、佐

勳、從振、從達、習裕、

增富、達三、士相、從

河、子拔、善俊、達德、

麟賢、從琮、步顯、尚

質、增富、玉霖，以上

合共同會份陸拾貳份。 
 

屏東縣內埔鄉

忠心崙 
（田七則） 

1.0200 

以上四

筆共

1.505甲
保留地 

屏東縣內埔鄉

忠心崙 
（田七則）與二

世祖妣嘗共有

本嘗持分3分27 

0.3270 

屏東縣內埔鄉

忠心崙 
（田七則）與二

世祖妣嘗共有

本嘗持分7厘85 

0.0785 

屏東縣竹田鄉

二崙 
（田七則）與二

世祖妣嘗共有

本嘗持分7厘95 

0.0795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據《遠號：劉永通祖嘗簿》整理之 

 

為了進一步了解劉氏家族與劉永通公嘗的經營方式與管理制度，

研究者試圖詢問家族內七十歲以下的族人，多半不清楚祖嘗收入支出

的運作方式與其他功能，最後是靠家族中現齡 93 歲的族長劉祐上伯公

口述，他清晰的描述往事： 

 
約還在民國 60-70年時，劉家的祖嘗還有在正常的運作，每年

都會在農曆正月二十於下庄（現在行政區為屏東縣內埔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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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氏宗祠召開公嘗會，由負責各個公嘗的管理人員結算並公佈

各公嘗的各項收入及支出（如圖 2-3-2），並在公嘗會後享用公

嘗飯（宗族人員餐會）。當時公嘗的運作方式由各房的人出錢

參與，買田買地後，出租給宗親或願意承租的耕作之人，並將

各項租金收入置入嘗會，保管人就將做為宗親各項扶助及公益

事項等等用途之用。（2017/3/25-劉祐上訪談稿） 

 
 
 
 
 
 
 
 
 
 
 

圖 2-3-2 劉氏家族《遠號：劉永通祖嘗簿》內頁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3/16 

    
   從劉祐上伯公的口述中，可以得知公嘗是有組織性的，固定的開

會時間集結各公嘗的負責人，共同參與討論決議重要事項，以及透過

用餐來凝聚族人情感。但是在劉祐上伯公的敘述中，未曾提及劉永通

公嘗與西柵門劉屋的關係，在六個不同嘗會之間是如何聯繫？又是誰

負責佈達重要訊息，掌握最大的管理權？研究者持續追問有關公嘗權

益的相關事務，祐上伯公深思熟慮的停頓了一下，這便繼續整理記憶

說明當年參與祖嘗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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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劉家和劉永通祖嘗原先是沒有任何關係的，是因為下

庄的劉氏宗祠發現我們與他們同樣都是劉永通公的後代，有血

緣關係，所以每年就被劉氏宗祠的管理人邀約我們過去參加，

其餘的嘗會也是由他們負責通知，主導的權力都在他們手中。

據我所知他們的祖先有可能比我們早來臺開墾，因此所有的田

地都是屬於下庄那邊的劉家擁有，我們這邊的人過去參加公嘗

會不用出錢。（2017/3/25-劉祐上訪談稿） 

 

從表2-3-2觀之，劉永通公嘗祀產跨越許多區域，萬巒鄉五溝水、四溝

水，竹田鄉二崙，內埔鄉忠心崙、內埔、新東勢都是位於下庄，上庄

只有九芎林（位於美濃區最北端與六龜、杉林區交界）有公業地，總

計九芎林建0.401分、田34.555分、畑5.142分，與整個劉永通公嘗約28

甲土地相較，公嘗位於美濃的田產，僅有4甲（40分）。 

 

永通祖嘗當時對於每筆土地的運作方式，是租給有意願承租的

耕作人，當然不限劉氏宗親可以承租，所以在祖嘗簿中內容的

收入部分可以看到非劉姓人士的名字，那就是繳交租金給永通

祖嘗的承租人。（2017/3/25-劉祐上訪談稿） 

 

    站在家族的立場觀之，祖嘗是為崇拜祖先與維持家族制度，為何

至今絕大部分已經不再運作？我們可以比較大正 8 年（1919 年）「劉永

通祖公會」的公業地統計約 28.8789 甲（丸井圭治郎，1993：91），中

華民國 41 年（1952 年）「劉永通公嘗」的公業地統計約 28.58276 甲，

大致上總面積變化不大，顯然殖民政府在大正 12 年（1923 年）元月元

日起禁止新設祭祀公業，對六堆聚落已經存在的公業影響不大，但是

以後不得再設立新的祭祀公業。 

    當研究者提到為何公嘗會没落的疑問時，劉祐上伯公回想起過去

長輩告誡過的話，並語重心長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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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十九世的祖先劉華溫當初被邀請去參加開公嘗會時，他選

擇不參加，而是由同樣為十九世的劉華壬，二十世的劉永曰、

劉永富三人出席。因為劉華溫不希望自己的後代子孫從事管理

嘗會事務，雖然嘗會中的土地、財務不是由我們接管，但不能

確定未來會有哪些變數。因為華溫公他認為，土地管理的越

多，越容易引起人的貪念，當貪心的念頭浮在腦中時，便會想

要變賣土地，越貪心越賣越多，到最後對後代子孫會有極大的

影響。（2017/3/25-劉祐上訪談稿） 

 

從這段敘述我們可以得知，內埔「劉永通公嘗」當時不止邀請西柵門

的劉屋，包含來臺祖應德、應賢、應奎公等裔孫，劉華溫是應賢公派

下，劉永曰、劉永富是華溫公的弟弟華清公的長子、次子，劉華壬是

應奎公派下，而首先保管《遠號：劉永通祖嘗簿》的劉丁桂是應德公

派下。其次，設立祖嘗原本祭祀祖先為目的，但是歷經百年，到了二

次大戰後，弊端漸漸顯露，清代設立的祖嘗常因剩餘財產的管理問題，

進而產生諸多紛爭，甚至演變至對簿公堂的地步，我們可以看到《遠

號：劉永通祖嘗簿》贌穀收入用以支付田賦代、所得稅、戶稅、印花

稅等賦稅，有不少是旅費及律師費、訴訟雜費。祖嘗制度大體上並未

達到其設立目的，甚至令人懷疑它的存在價值，因此華溫公早早就勸

誡子孫不加入祖嘗，以免惹來「物慾之爭」，導致宗親鬩牆。 

  真正導致祖嘗消滅的，應該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三七五減租及公地

放領等土地政策，嚴格限制公嘗土地面積（最多不得超過三公頃），以

表2-3-2的備註欄註記，總共被征收放領地為22.3484甲，幾乎是原土地

面積的七成八，在《遠號：劉永通祖嘗簿》最後一次決算是中華民國

46年2月19日戶主全體大會，在祠內開催結算，批明徵收地所領稻谷、

甘藷實物債券及水泥公司、紙業公司、農林公司、工礦公司等四大公

司股票詳細記載以本籍之末尾。這是這本祖嘗簿最後的紀錄，顯然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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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放領後的祖嘗無法繼續維持正常運作，因收入減少而萎縮。 

  依據劉祐上伯公與其他叔公伯的回憶描述，在民國 70 年後，通知

召開公嘗會的次數越來越少，到最後各個嘗會的管理人相互失聯，打

聽各嘗會管理人的消息，得知是管理人將帳冊交給下一代後，有關帳

務的事情漸漸的在家族中消失匿跡，無論是土地或金錢財物都被一點

一滴的侵占了。所以祐上伯公用開玩笑的語氣說道： 

 

這個公嘗的命名啊！意思就是你嚐一點，他嚐一點，我自己再

嚐一點，最後就被大家嚐光了，所以現在保留下來的帳冊，已

經完全沒有效用，就只能做為紀念冊了。（2017/3/25-劉祐上訪

談稿） 

 

    劉永通祖嘗由下庄（內埔）的劉家負責管理一切事務，上庄（美

濃）的劉家按例派代表參與，但是藉由留存的文本資料與家族耆老的

口述內容，我們可以了解劉屋鬮分字與合約字公業在過去歷經的種種

變化，與地方社會產生的連結關係。祖嘗在傳承的過程中，如同耆老

說的，掌管的長輩生前沒有交代，後代子孫對於嘗會事務懵懂無知，

即使有交代，一旦不孝子孫心中有了意圖不軌的念頭，對祖嘗起了貪

念，以至於發生侵占盜賣的事情，結果是令人遺憾，到最後只留下一

本帳冊和卷宗。許多的後代子孫都不知道嘗會的運作情形與歷史由

來，就如同劉賢明更直接說明這是上一代的事情，不方便過問。 

 

 

第四節 族譜呈現與翻修 

 

    族譜就是一個家族的歷史記憶，族譜的文字記載及圖像紀錄更可

作為歷史留存的證據，讓後代子孫了解祖先的生卒年、功名、官爵、

葬地等家族史料。阮昌銳（1984：43-46）提出了族譜在社會功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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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以為編撰族譜確實能維繫家族的傳統、鞏固父系傳承、發揚傳

統美德以及促進祖先崇拜等功能。族譜內容的呈現不僅是依照史事的

發生而做出一連串的紀錄，若家族中的成員有生、歿、葬相關的變化

時，持有族譜的子孫後裔都必須相互通報並確實補充新內容（陳嬿羽，

2011：154）。客家先民從原鄉遷徙來臺時，大多數人未帶族譜，等到

生活較安定後，有些人會回到原鄉抄寫族譜。族譜除了能了解己之所

從出，家族制定的家訓或家規，更時時刻刻警惕著族人莫忘孝親敬祖、

飲水思源，因此修譜對客家人而言是件重要的家族大事，唯有勤奮修

譜才能讓家族的歷史永遠保存下去。瀰濃西柵門劉屋現存的族譜，有

老族譜、紙本手抄、精裝新族譜等四種版本的族譜。 

 

壹、《梅縣鳳嶺鄉劉氏族譜》 

    自民國以降，劉氏家族保存最久遠的族譜為《梅縣鳳嶺鄉劉氏族

譜》（如圖 2-4-1），此本族譜已成為西柵門劉屋的老族譜。 

民國 3 年（1914 年），寓居臺灣內埔的劉家後代劉繡蓀捐資重修祖

堂，發起重修族譜，由鳳嶺永通祖 19 世孫東山師範畢業生劉海霖負責

彙集臺灣及原鄉各地劉氏子孫世系整理，將自原鄉鳳嶺遷臺之族譜依

循史實重修成《梅縣鳳嶺鄉劉氏族譜》，根據當時擔任梅縣縣議會議員

的 18 世裔孫劉吉軒所撰寫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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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梅縣鳳嶺鄉劉氏族譜》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1/08 

 

庚戌之秋，有繡蓀叔及發興姪寓臺南董理族中嘗會，曾致信于

余曰，余有三件事為家鄉之重大關鍵者，三者維何？一曰祖

祠，一曰學校，一曰族譜，如次第為之嘗款不足，私款負担亦

極所願。迨三者告成，則吾等之願足矣。居今日祖祠與學校，

予等既聞命而合并建築，且將告竣矣，客歲又致信于余而勉之

曰三大件事，既由姪等不辭其責而成二，惟此族譜一件，豈可

任其闕如乎？需款若干，在臺嘗內担任，殷殷諄囑，一再勸勉，

予等奉命之餘，又不敢不勉盡義務，以成其篤至親，聯疎遠之

意。（劉伯芙，出版年不詳：3）。 

 

上述文中所提及的「繡蓀」即是管理人劉金安的字。根據《梅縣鳳嶺

鄉劉氏族譜》記載：劉繡蓀於日據時期獲「臺灣總督府賞賜紳章」，其

父劉思敬為前清郡庠生，其祖劉習賢為前清恩貢生候選教諭，均為地

方上重要仕紳，在內埔地區擁有大批資產，並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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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21 年（1895），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澎湖給日本，當

時日軍佔領臺灣東北部，劉金安曾率領義軍與日抗爭，因敵不過日軍

猛烈炮火襲擊，戰敗後隨即返回老東勢家。光緒 29 年（1901），劉金

安戰敗後返回內埔東勢老家，全力奉獻於公益事業，參與地方事務，

因而被任命為內埔保甲局長，以優勢名望持續在地方上安撫民心（曾

慶貞、張添雄，2007：56-57）。由於內埔的劉氏宗族得到很好的發展，

創立了劉永通公嘗，一直到中華民國時期，內埔的劉姓與原鄉仍有著

密切的往來，為了回報原鄉，他們決定為原鄉的宗族辦理幾項公益事

業，因此，在劉金安的委託下，梅縣縣議員劉吉軒主持打理這些族中

事宜，著手編撰族譜，建成「鳳嶺學校」。 

經研究者翻閱劉氏家族各版本族譜，均有揭示老族譜的譜序，但

撰寫老族譜的作者與時間，僅見譜序文末記載：「開七公十九世裔前清

刑部福建司主事乙夘科順天舉人伯芙謹序」。研究者翻閱其他版本族

譜，欲從中尋求答案，發現族譜內並無記載劉伯芙此人，僅能推論老

族譜編撰者為劉伯芙，但從族譜內頁印有「梅縣泰豐興承印」字樣，

推測老族譜是經由原鄉廣東省梅縣攜回來臺。民國 3 年（1914 年）老

族譜再經由劉吉軒、劉海霖重修及續編，增添並修正老族譜之內容。

其譜序有云： 

 

……，迨我 開七祖興寧開基 廣傳祖瑞金作宰，而十四房派

別枝分，布滿天下。今者譜系告成，孝子慈孫有作於以尋其源，

而溯其本，遂如網之在綱云。（劉伯芙，出版年不詳：1）。 

 

梅縣鳳嶺族裔渡臺者聚族於今內埔、萬巒、竹田、高樹、美濃一帶，

為當地之大族。此本族譜即將渡臺 14 房後裔，甚至遠在中國的宗親納

入，達到「血濃於水」敦親睦族的作用。 

 

貳、《彭城堂劉氏歷代祖考/妣族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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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昭和時期（1926 年至 1946 年）受過日式教育的第 21 世劉祐

上，醉心於書法，對於家族事務瞭若指掌，年輕時為傳承家族文化，

便起心動念開始編纂族譜，為家族留下珍貴的紀錄，並傳承給下一代，

因此劉氏家族的第二本族譜（如圖 2-4-2）於民國 37 年（1948 年）誕

生。這本族譜純以手抄方式著譜，翻至第一頁看到的內文即為老族譜

的〈劉氏族譜序〉，一字不漏的詳實轉述一遍。手抄族譜亦引用老族譜

下述資料：受姓劉氏大始祖累公、沛縣開基祖榮公（一世～30 世）、寗

化開基祖公（一世～20 世）、興寗開基祖開七公（一世～三世 14 房）、

歷代相承世數（54 世～106 世開七公）。 

《彭城堂劉氏歷代祖考/妣族譜》的主要內容為撰者劉祐上的家

譜，從嶺背開基始祖永通公，二世到 15 世以直系先祖，15 世善友公→16

世應賢公→17世捷貞公（不錄長捷興）→18世秀榮公（不錄次錦榮、

三銘榮、四錡榮）→19 世華忠公、華溫公（不錄三華清）→20世以下

僅錄華忠及華溫公裔孫，至 23 世晚近出生者。本族譜最大的特色在於

資料記載甚詳，如出生年份、生辰、葬地等，皆被鉅細靡遺的記錄下

來；礙於紙張日久易於泛黃，墨色稍褪文字略顯模糊，且手抄譜未經

過裝訂，紙張鬆散，至今妥善收藏，做為傳家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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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彭城堂劉氏歷代祖考／妣族譜》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1/08 

 

參、《劉氏大族譜》 

    繼民國 37 年（1948 年）編纂的手抄族譜後，劉氏家族的新版族譜

是民國 51 年（1962 年）出版發行的《劉氏大族譜》（如圖 2-4-3），此

族譜為紅色精裝本，是由劉氏家族編輯委員會集結不同遠祖、支派的

劉姓宗親資料所整理出版。內容與之前版本的劉氏族譜更為豐富，詳

列各派別族譜譜序、劉氏歷代名士列傳、昭穆等與劉氏歷代世系及傳

記等資料，特別是編有「世系表」，詳盡的列出劉姓以前至皇帝的公譜

與至近代開臺祖後第 22 世的派譜，可以在圖表中檢視各世代每一位家

族成員的名字。世系表的呈顯能讓每一位劉姓後代裔孫清楚自己在家

族中的位置、輩分關係、家族成員的名字等功能性，在《劉氏大族譜》

中，世系表清楚的呈現出各世代劃分、成員名字、兄弟長幼關係也使

用橫、豎線條連接，次序分明使閱讀者一目了然；唯一略顯不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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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再次製作世系表改進的地方是 

                              各表之間的排序，次頁與前頁的世 

                              代順序並無連貫，重複列出相同世    

                              代，以至於閱讀者需反覆翻閱才能 

                              找到與自己相同血緣的歷代家族成 

                              員。研究者反覆推敲世系表的編排  

                              方式，推論是劉家相同世代子孫眾 

                              多，編纂者將單頁篇幅分為兩區塊 

                              顯示同世代孫，而原本應銜接串聯 

                              的世代資料卻移至到下一頁。《劉氏 

                              大族譜》的世系表雖然是以這樣的 

   圖 2-4-3 《劉氏大族譜》         方式呈現，在閱讀上需耐心的檢閱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方能理解，但對於劉氏家族的子孫 

        2017/01/08                 來說，檢閱新版的族譜，除了可以 

看到內容的增加，也能更快速，更清晰的了解家族源流脈絡。新的家

族史料更能顯現後代子孫對於家族的重視，在固定年限後就翻修增

補，進一步的將族譜作為家族認同的依據。 

 

肆、《劉氏族譜》 

    研究者在劉氏家族中為第 23 世的裔孫，名字已見於劉氏家族最新

版族譜中的世系表上（如表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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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研究者與劉家關係世系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劉氏族譜》繪製 

 
    劉氏家族的最新版族譜《劉氏族譜》（如圖 2-4-4）於民國 103 年

（2014 年）由第 21 世劉貴祥及劉賢德重新翻修，以酒紅色精裝版裝訂，

採用電腦打字彩色印刷，字體大小適中使讀者觀看較為舒適不費力，

新增了目錄的頁面讓閱讀者更快翻至欲觀看的內容，相較於先前族譜

的版本，《劉氏族譜》的結構已然完備，內容更為詳盡。第 21 世裔孫

劉貴祥，曾在續編族譜時於譜序寫過一段話： 

 

修族譜的目的在重倫常，起源脈，知其所自出，序輩份明親疏

而維繫綱常。否則親宗兄弟叔侄勢成陌人。余不敏，薄學無知

庸碌。而著手編譜，厥成不易。尚祈宗親支持指正。體諒修譜

之苦心，珍藏之續修之。薪火相傳，永懷祖德，永不忘本。（劉

貴祥，201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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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 《劉氏族譜》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1/08 

 

由此可見劉氏後代子孫對祖訓銘記在心，翻修族譜的過程極為艱辛，

但修譜者卻不求回報，自發性為家族背負著編輯族譜的重擔，因為他

們知道，「如果今天不做，續譜的工作就會愈加沉重！」修譜人劉貴祥

更與劉氏家族族人組團至原鄉尋根，找尋鳳嶺開基祖永通公塋墓（如

圖 2-4-5）以及鳳嶺鵝形、虎形祖堂（如圖 2-4-6、圖 2-4-7），讓族譜透

過真實照片，使家族族人與先祖及原鄉的想像有更親密的貼切、真實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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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 永通公塋墓                    圖 2-4-6 鳳嶺鵝形祖堂    

 

 

 

                                            

 

 

   
 
 
 
 
   

圖 2-4-7 鳳嶺虎形祖堂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翻拍《劉氏族譜》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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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短時間內理解家族世系源流，讀懂家族族譜的內容，可以從

呈現在世系表上的「昭穆」來觀察各房子孫的輩份排序與世代之間的

關係。根據李衡眉（1992：97-102）對昭穆的見解，他認為昭穆是條清

晰可見的裂紋，這條裂紋是區隔輩份之間的界線，由於在氏族中輩份

的關係格外被重視，因此這條界線說明昭穆與血緣關係有著密不可分

的關聯性。所謂的「昭穆」，是顯示「世輩」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讓人

易於記住名字、世代輩份而取名的方法，主要的做法是預先將來世族

人的名字穿插一個「字」，便以記憶與區分世代之輩份。劉氏家族的昭

穆，在《劉氏族譜》裡有清楚的闡明昭穆的用意：「……以此編定，在

字行之間不可紊亂，終而復續，俾後之閱譜者，開卷暸然，庶幾昭穆

於此序，親疎於此分，尊卑於此別也，而敬宗睦族之道得焉爾。」從

來臺祖後第 21世開始，劉氏家族昭穆依序為：「上紹唐堯柞、燃藜大

乙光、朝宗江漢遠、奕世頌其昌」，以下為劉氏家族第 21 世至第 40 世

的昭穆表（如表 2-4-2）： 

 

表 2-4-2 劉氏家族第 21 世至第 40 世昭穆表 

世代 昭穆 世代 昭穆 

二十一世 上 三十一世 朝 

二十二世 紹 三十二世 宗 

二十三世 唐 三十三世 江 

二十四世 堯 三十四世 漢 

二十五世 柞 三十五世 遠 

二十六世 燃 三十六世 奕 

二十七世 藜 三十七世 世 

二十八世 大 三十八世 頌 

二十九世 乙 三十九世 其 

三十世 光 四十世 昌 

資料來源：研究者依《劉氏族譜》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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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穆的出現使得人名中的字成為了標誌，其本質就是要讓一個家

族中的族人懂得分辨尊卑，遵循倫理道德上的秩序，也透過昭穆清楚

他人或自己在家族中是第幾世代的子孫（孔永松、李小平，1995：

36-37）。研究者為劉氏家族第 23 世的子孫，從族譜內昭穆來看應取名

為：○唐，但卻未依照昭穆來命名，而是另請民俗專家按生辰八字給

予合適的名字；研究者觀察族譜中的世系表，發現與家父相同輩份（第

22 世）以及至祖父輩份（第 21 世）前的世代幾乎都有依照昭穆來取名，

但至研究者這一世代依照昭穆取名的子孫少之又少，由此可見，人們

的思維跟隨世代不斷的在變化，從傳統的簡易、統一、便於記憶的方

式，轉換為迷信名字影響運勢或與自己命格匹配的觀念而命名。 

    劉家族譜中的每字每句都代表著家族子孫們的努力，若沒有依靠

前人們的口傳以及後代子孫的具體行動來編纂族譜，每位家族成員對

於祖源、事蹟或是家族歷史之事根本一無所知。透過當代人修編族譜，

重新建立世代關係表，讓子孫清楚自己與家族的親緣關係，理解世代

間的輩分次序；族譜的存在，對於劉家最重要的意義乃至於理解先祖

的奮鬥過程，緬懷先祖、慎終追遠、承先啟後，經由後代持續的修譜，

代代相傳使族譜成為家族的血緣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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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家族祖堂的祖先崇拜 

 

    臺灣六堆客家地區的傳統建築格局中，祖堂不供奉祖先以外的神

明，亦不作為其他功能，僅作為祭祀祖先專屬的空間，因此「祖在堂，

神在廟」這句話說明了客家人崇敬先祖的特色（張孟珠，2009：65）；

若從地方上的歲時習俗進行觀察，亦可以發現與人民的宗教信仰觀與

社會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性。劉家每年會例行在祖堂舉行歲時節

慶的祭祀有：除夕（農曆十二月三十日）、春節（農曆正月初一）、端

午節（農曆五月五日）與中元節（農曆七月十五日），一年共有四次，

各房各家庭皆會扶老攜幼或僅派一名代表出席祭祖，透過祭祖的過程

家族成員彼此寒暄問候，無形之中拉近且加深了親族間的情感與距

離，其顯現祭祖在歲時習俗中的涵義與重要性。本章區分三小節，首

先從劉氏家族祖堂的建造與建築格局談起，就劉家祖堂建造的歷史與

翻修紀錄情形做一詳實敘述，並探討祖堂在六堆地區傳統建築的風貌

與特色。第二節則完整紀錄歲時節慶劉氏家族成員在祖堂祭祀儀式的

過程。第三節則說明劉家祖堂的現況使用情形以及管理方式，祖堂如

何不被破壞、守護香火，全是仰賴劉氏家族成員們的意識與團結的力

量。 

 

 

第一節 祖堂的營造與空間格局分析 

 
    客家人重視儒家思想中親疏遠近的倫理觀，祭祖的行為除了能確

立長幼倫常、奉行孝道，維繫家族親屬間的情感外，最正要的是緬懷

先人，體現慎終追遠的精神，子孫若能定期祭祀自己的先祖，必定能

獲得庇佑，繁榮富貴（渡邊欣雄，2000：99）。祖堂正是為凝聚家族子

孫而興建，置於整體建築的中央，代表祖堂是神聖的空間且占有崇高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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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落於高雄市美濃區瀰濃里永安路 346號的劉家祖堂，佔地面積

共 0.057036 公頃，建造人為十七世的捷貞公，興建時期之地理師、泥

水匠師以及興建總經費至今已不可考，祖堂內或是家族族譜等文史檔

案均未記載。建築的本體為「二堂二橫」的四合院格局，「二堂」指的

是後堂的祖堂以及前堂的門廳，另外「二橫」則是左右兩側的橫屋（曾

坤木，2005：72-78）；至於二堂二橫整體的四合院格局呈現出一個「口」

字形，在六堆傳統的建築體系中常以「夥房」稱之。客家人傾向集居，

前述的夥房建築格局與閩式傳統建築的差異在於建築體不斷向外擴

增，當閩式建築不足容納更多家族成員時，通常會選擇在分家時另建

一座屋舍；反觀客式傳統建築，最初的原始建築面貌只是基本的構造，

隨著子孫不斷增加，空間減少，則視需求將建築體向外延伸，當不斷

的向外增加屋舍，原先的「夥房」則會逐漸形成「圍龍屋」的建築規

模（張孟珠，2007：59-60），而劉屋的夥房則是呈現出「合院圍屋」的

建築型態（如圖 3-1-1、圖 3-1-2）。  
 
 
 
 
 
 
 
 
 

圖 3-1-1 劉屋祖堂及夥房平面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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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劉屋祖堂與夥房範圍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4/23 

 

    劉家家族的夥房其空間組織包含了前堂、後堂、正對祖堂兩側的

橫屋、天井、為主要區塊，以及向祖堂後方延伸的、橫屋、與八卦形

相似的天井也是家族夥房的一部分（如圖 3-1-3 至圖 3-1-6）。客家人將

居住的場所稱為「屋」，並在屋前加上姓氏代表該家族居住的屋舍，如：

劉屋、李屋，在研究者家族所處的美濃地區，稱呼某一家族居住的房

舍時，通常以劉屋夥房、李屋夥房稱之，若要更增加辨識度，則會加

上所處區域，如：下庄仔劉夥房、柚仔林李夥房等。  

 

 

 

 

 

 

 

      圖 3-1-3 前堂、橫屋與天井                圖 3-1-4 橫屋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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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5 已坍塌之橫屋              圖 3-1-6 祖堂後延伸之橫屋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4/23 

 

夥房的功能以後堂的祖堂為最重要的空間，祖堂是建於整座建築的中

軸線上，全是歸於「祖先為大」的觀念（曾坤木，2005：78），神聖的

空間即為家族成員們祭祀的場所；由後堂向外延伸，正身間、天井、

前堂、左右兩側橫屋等空間的配置都另有特色： 

壹、 祖堂： 

    劉家祖堂是整個家族神聖的祭祀中心，為獨立空間，與左右兩側

橫屋不相通。民國 68 年由 21 世劉貴善首次發起修建，修建工程主要

拆除祖堂整體建築的屋頂，將原有破舊瓦片、角子全面汰新，並鉋除

土泥牆壁，重整粉刷且使用現代壁面洗石技法等數項工作內容，修建

經費總計新臺幣九萬九千九百元整，由劉氏家族各房成員自由捐贈。 

    面對祖堂大門的牌匾及對聯以水泥塑框題字，右側為「彭城新世

第」、左側為「祿閣舊家聲」，在門面上方牌匾以「校書第」作為劉姓

的堂號（如圖 3-1-7）。踏入祖堂後，可見祖牌直立於正前方水泥製桌

上、兩只大理石花瓶直立於地面，其他祭祀所需用品堆疊在供桌左側，

放置祖牌桌下方則設有土地龍神香座位。祖公牌兩側的對聯在修建同

時以紅色油漆寫於牆壁上，左右兩側文字分別為「宗功世澤長」與「祖

德源流遠」，橫批是「承先啟後」，而祖公牌後方的壁面寫有黑色的大

「壽」字樣。另在祖公牌兩側拱門上的對聯，左側為「龍飛」、右側為

「鳳舞」（如圖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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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7 祖堂門面          圖 3-1-8 修建後祖堂內面貌與擺設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4/23 

 

東西兩側牆面各印有十六字棟對，左右兩側內容分別為「由鳳嶺肇基

而求其舊子孫齊載永通公」與「自虎形纘緒以迄於今昭穆近承養益祖」

（如圖 3-1-9、圖 3-1-10），祖堂修建前其棟對是寫於祖公牌兩側，改建

時則以油漆寫在兩側牆中央，左側是描寫祖先的來源地，右側則是作

為訓勉後代子孫的佳句；留有燈柱，原吊掛於燈柱上方的子孫燈因世

代變遷、人丁與日俱增至今已卸除。 

 

 

 

 

 

 

 

 

 

          圖 3-1-9 左側棟對         圖 3-1-10 右側棟對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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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前堂 

    前堂，與左右兩側橫屋相連，是位於夥房屋的迎面建築。民國 79

年端午節祭祖日由 21 世劉祐上發起募款，自由樂捐修建前堂，其修建

項目與修建祖堂大略相同，修建總支出計新臺幣六萬餘元整。大門兩

側對聯，在建築工藝的表現下，以水泥塑框題字，精美泥塑漆作，展

現客家建築樸實而華麗的風采，對聯左側題字為「盛傳家裡五株榮」，

右側題字為「集木庭前雙鳳彩」，門楣上方以浮雕字體砌成「集盛」兩

字，據家族耆老的說詞，相傳家族先祖搬遷到此地定居時，經營染布

工坊作為家業，家族各房人丁依靠染坊的收入扶養子孫傳下數代，因

此「集盛」又可作為劉家在昔日開設染坊的商號（如圖 3-1-11）。鄰近

馬路旁的大門為木作材質，自興建祖堂以來，長年飽受風吹日曬，蟲

蟻侵蝕，表面已呈現顯著的中空狀，斑駁不堪，為顧慮安全性現今已

不再使用，以石塊檔於門面最下方，並用紅紙分別黏貼於兩側門面正

中央，以黑墨題字，左側門為「景興」、右側門為「慶雲」。前堂大門

的現況是以鐵柵欄取代過去的木門、其主要的功能是防範貓、狗其動

物闖入破壞(如圖 3-1-12)。踏入前堂，左側牆面設有「劉氏十七世捷

貞公派下世代系統表」(如圖 3-1-13)，以仿銅材質板材固定於牆面，

板面上刻有劉氏家族來臺祖以及捷貞公派下各房子孫本名，其世代已

列至第二十四世。 

 

 

 

 

 

 

      圖 3-1-11 劉家夥房屋前堂門面            圖 3-1-12 前堂舊木門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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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3 劉家捷貞公派下系統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5/07 

 

    前堂最具有代表性且富有歷史價值的是通往祖堂的木造柵門以及

懸掛有匾額一方。木造柵門的構造為一柵三川形式，自興建祖堂時使

用至今，外觀雖有蟲蛀侵蝕坑洞，但整體保存狀況仍然堅固且屹立不

搖，其門上印有花瓶圖案做為裝飾，為整座柵門增添藝術欣賞價值。

懸掛於柵門正上方之「文魁」牌匾，依匾額上文字記載，得知是由劉

仁海於光緒五年所立，極有可能是劉氏同宗的功名。文魁，是古代科

舉制度中，對通過地方考試者的一種稱呼，經由考試成為舉人所頒發

相對應的牌匾，人們通常會將牌匾懸掛於自宅門上，表示光宗耀祖的

心境與得來外界的光采。匾額為紅框藍底，文魁兩個大字以金黃色刻

於中央顯得特別醒目，左右兩旁有數行字說明匾額的來歷，沒有絢麗

的花邊雕刻，懸掛於柵門上卻顯得古樸莊重。 

 

 

 

 

 

 

          圖 3-1-14 木造柵門                 圖 3-1-15 文魁匾額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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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橫屋 

    以祖堂為中心，由兩側向後延伸的橫屋是由土磚結構的施作方式

建造，從現況來看整體構造，面貌殘破不堪，黑瓦、土磚等建材嚴重

脫落與毀損，屋頂坍塌，已不具有居住功能。與前堂相連兩側延伸到

祖堂前天井兩旁的橫屋，在修建前堂時，由 20 世劉富璥負責將原有的

牆壁鉋除，改用水泥壁與油漆重新粉刷。傳統夥房屋中的橫屋在過去

是家族成員居住與活動的空間，隨著祖先將屋舍分給各房派下成員

後，人口不斷益增，家族成員也逐漸搬遷到以鋼筋水泥建構的房屋，

一旦夥房屋內的人員全數搬離後，無人居住與管理，屋舍的生命就開

始改變。劉家夥房橫屋的現況，已經完全失去原有的功能，但從簡陋

的桌椅擺設，或許能對眼前所見到的空間產生昔日明媚的光彩。  

 

 

第二節 祖堂形式的祖先崇拜 

 
    在客家人的歲時節慶中，劉家每年會在祖堂舉行四次的祭祖活

動，分別是除夕日（農曆十二月三十日）、春節（農曆正月初一）、端

午節（農曆五月五日）與中元節（農曆七月十五日）， 每當祭祖日期

接近，各家戶便會開始準備三牲、金紙、鞭炮來祭拜祖先。「三牲」為

歲時祭儀使用的祭祀用品，是從豬肉、雞肉、鴨肉、魚肉、雞蛋五種

當中任取三樣（陳運棟，1991：140-144）作為祭品，依研究者在美濃

地區對各家族準備祭品的觀察，三牲通常是一隻全雞、一大條豬肉、

乾魷魚為主，在地居民又以「一副牲禮」稱之。而準備牲禮在美濃地

區的居民又會以客家話說「辦牲禮」，意即要採買完整的祭品來敬拜祖

先，一副完整的牲禮除了有上述提及的豬肉、雞肉兩種肉品及乾貨魷

魚外，尚有米酒一瓶（附三個杯子）、魚罐頭（可替代乾魷魚）、冬粉

一包（如圖 3-2-1、圖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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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1 一副牲禮(A)               圖 3-2-2 一副牲禮(B)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2017/01/28                           2017/01/28 

 

    早期農業社會時期（約民國 40至民國 60年）物質缺乏、生活困

苦，幾乎每戶人家皆有飼養雞、豬或其他的農畜，自給自足。因此適

逢年節祭祖都會親自殺雞宰豬，很少會向外面的攤商購買；而養豬還

有另一個目的，豬隻養大後可以賣錢，賣得而來的錢可以供應家中的

子女讀書，作為學費。至民國 80 年後，國民所得與生活水平逐漸提升，

飼養家畜的家戶漸漸減少，市場攤商普及，蓬勃發展，因此每遇祭祖

之日，各戶人家準備祭品以向商家攤販購買為主。 

    採買祭品時要特別留意時間，由於美濃地區各家族祭祖的日期幾

乎一致，攤商供應的貨源有限，所以各家戶都會事先探聽好肉商的休

息日期，以除夕日及春節兩個日期來說，農曆年節依照過往在美濃地

區，肉商們通常在農曆 12 月 30 日前就會提前結束營業，暫停販售休

業至春節過後，若錯失攤商營業時間沒採買到或遇提早收攤而撲空，

屆時祭祖日會將無祭品可用。為了備齊三牲於其他祭祖用品，每年按

慣例研究者的父親會在祭祖日的前一週，向美濃當地熟識的肉商預定

豬肉以及雞肉，將預先採買的肉品放置冰箱冷凍保存，維持新鮮度。

祭祖用的三牲，購買回來後並非直接使用，須經由適當的處置才能成

為祭品，放到祖堂的供桌上來祭拜祖先。三牲用品的製作是由研究者

的家父或大伯父獨自完成，製作時間通常在祭祖當日一大清晨或前一

晚就寢前，在製作前會預先用大圓鍋燒熱水用來川燙豬肉、雞肉及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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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等待鍋內水滾後，可將豬肉與雞肉（全雞）同時放入鍋內，全雞

下鍋前要先用一根竹筷將雞頭固定並朝上，手持已固定的雞頭，在川

燙過程中不斷以鍋杓盛水淋在全雞的外表以利熟成，另外豬肉與雞蛋

則是置於鍋內以滾水悶煮，整個川燙的過程大約數十分鐘，主要是將

雞肉與豬肉的血水去除，帶有血水的祭品不可端上供桌。烹煮完成的

祭品，會與其它的祭品一併放進鐵桶或塑膠桶內，再將托盤覆蓋於桶

子上，當要前往祖堂時，左右手分別提起金香紙燭與牲禮，僅需單人

就能完成這項工作。 

    祭品擺放方式，托盤左邊為魚（乾貨魷魚或魚罐頭）、豬肉在右側、

雞置於托盤中央，其中豬皮要朝外且豬頭與雞頭方向要一致，面向前

方祖牌，最後將雞心、雞肝、冬粉、雞蛋置於托盤空位處，米酒及三

個杯子至於托盤前。對於牲禮擺放的位置，家族長輩在教導小孩時常

以：「左魚右肉雞中間，頭要向前」一句話簡易的表達（如圖 3-2-3）。

在祭品中的「豬頭」擺放方式令研究者感到好奇，什麼是「豬頭方向」

呢？研究者父親說：「一塊豬肉有分豬頭與豬尾，在購買時要事先告知

店家豬肉用途是祭祖所需。豬肉的頭尾以目測就可以分辨，『頭』指的

是較厚實、大塊的瘦肉部分，『尾』則是脂肪較多或是肥瘦相間的三層

肉部位。」將祭品放置於祖堂的供桌上，金香紙燭集中於祖堂門口旁，

可稍作休息，等待其他家戶到場準備就緒後，即可開始點香祭祖。劉

家祖堂祭祖活動一年當中共有四次，研究者以除夕日（農曆十二月三

十日）為例，詳述該節日劉家成員在祖堂祭祖的盛況與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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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牲禮擺放位置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農曆 12 月 30 日是劉家祭祖日，約略中午 12 點左右祖堂內會有人

員開始準備祭祖前的工作事項，主要是將祖堂內供桌清空，由於祭祀

的牲禮數量眾多，還必須於祖堂門口前的天井多加兩張供桌以利擺

放，稍做清潔擦拭隨後再將前堂後方的兩個金爐搬至前堂後方的天

井。祖堂內陸續有家戶將牲禮與其他祭品放置於供桌上，越早到的可

以自行挑選位置，當天劉家的祭祖共有 19 份牲禮（如圖 3-2-4、圖

3-2-5）。當所有人準備就緒，祭祖時刻迫近，輩分較高的長輩會主動並

大聲用流利的客語呼喊：大家來「唱喏」（cong ia´）喔！意即叫在場

人趕快就定位準備拜拜的意思。此刻在祖堂週遭休憩的家族成員們趕

緊聚集在祖堂前的天井，由兩至三位成員負責點香發給其他在場成

員。祭祖時家族成員手持線香站立於天井，由於空間有限且劉家子孫

眾多，一旦天井無法容納時，許多成員便會站在兩側橫屋以及前堂後

門的屋簷下。（如圖 3-2-6）每位成員站立的位子皆可自由選擇，但面

向祖堂的首排按慣例應留給家族輩分最大、最年長的耆老或男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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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耆老們相互推派輩分最大的長者擔任這次祭祖儀式的主持人，被

推薦到的耆老以謙虛的口氣說：「沒關係，你也可以講，誰來講都一樣

拉」相互推辭；從研究者過去參與劉家祭祖的經驗中觀察，每年祭祖

儀式的主持人通常是由 21 世劉祐上或 20 世劉富璥兩人輪替，若依循

家族輩分或長幼順序來看主持人應由劉富璥掌持，但劉富璥偶時會禮

讓給劉祐上，其原因是劉祐上曾任教職工作，懂得運用精闢且有條理

的字語，例如開頭語會說：「劉家的歷代高曾祖，祖公、祖婆，今天

是……」除了稱祖先為祖公、祖婆外，亦將祖先區分成遠祖以及近祖，

表達的語句更能呈顯出心中的畏敬之意，而今年劉家的祖堂祭祖則是

由 21 世劉祐上擔任儀式的主持人。 

 

 

 

 

 

  
 
     圖 3-2-4 祖堂內供桌擺放牲禮        圖 3-2-5 天井放置祭祖供桌 

 
 

 

 

 

 

 

 

圖 3-2-6 劉家成員於祖堂祭祖一景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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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成員就定位置安靜後，祭祖儀式正式開始，舉香拜三下，主持人

開始念：「劉家的歷代高曾祖，祖公祖婆，今天是農曆年三十，大年夜，

子孫準備三牲、水果，邀請祖公祖婆一起來享用，請祖公祖婆保佑子

孫身體健康、闔家平安、事業順利，賺大錢。」（詳如附錄）念完祭詞

後，在場所有人異口同聲的說：「有」，代表向祖先的祈求都會實現的

意思。所有人舉香再拜三下後，由幾位代表負責收香，將線香分別插

在大門旁及天公臺香爐、祖牌前香爐、土地龍神香座，每個香爐皆不

可遺漏。 

    祖堂的祭祖又被稱「敬祖公、祖婆」，意指在祖堂內替祖先上香的

意思，完整的祭祖儀式會上香兩次。第一次上完香後家族成員便各自

進行不同的活動，青壯年者將全體牲禮中的米酒打開，雙手持酒瓶先

向祖先牌位行禮後，倒三分之一量的酒於杯中，倒酒順序為中間杯子

優先，接續左右兩側，在燃燒金紙前分三次將杯子倒滿（如圖 3-2-7、

圖 3-2-8）。 

 
 
 
 
 
 

          圖 3-2-7 倒酒動作              圖 3-2-8 雙手持酒瓶倒酒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1/27 

 
婦女、小孩或其他自願的成員，則將集中的金紙銀紙提至天井的香爐

旁摺金紙，香爐共有兩座，分別燃燒壽金與銀紙（如圖 3-2-9 至圖

3-2-11），每年祭祖時大人們總會提醒幫忙摺金紙的小孩，壽金是給燒

給神明，銀紙是給祖先，不可以將兩種混在一起。祭祖日天氣特別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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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燃燒金銀紙火苗產生的熱氣令人無法忍受，因此燒金的做法會先

將金、銀紙對摺好全數投入金爐內後，隨後點火燃燒。點燃金紙後再

由兩位男性將鞭炮提至前堂外的馬路上，連接成一長串，等待第二次

上香結束後點燃鞭炮。 

   

 

 

 

    圖 3-2-9 摺金紙(A)      圖 3-2-10 摺金紙(B)      圖 3-2-11 燃燒金紙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1/27 

 

至於耆老以及老年者在祭祖上香後幾乎會聚集在夥房屋的前堂，前堂

作為每次祭祖後家族議事、開會討論的空間（如圖 3-2-12）。每年在此

刻會由主要的負責人報告去年度祖堂的收入支出情形，商研議事今年

度預計要執行的事務，請在座成員發表意見。夥房屋是先祖努力為家

族建造的財產，透過血脈傳承而下，年長輩份成員或耆老們對於夥房

過去的使用情景或許能從一磚一瓦中回想起蛛絲馬跡的記憶，即使劉

家夥房的現況已無人居住，但劉姓族人仍然懂得運用夥房的空間與功

能，對於夥房的情懷源遠流長，將豐富深厚的傳統文化代代相傳正是

每一位家族成員的責任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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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2 家族成員於前堂研商議事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1/27 

 

    第二次點香祭拜的時間與首次上香結束相距大約為三十分，金、

銀紙燃燒快結束時，祖堂內再度傳來「唱喏」（cong ia´）的聲音。從

研究者待在天井一旁的觀察，第二次點香祭祖的人數比第一次明顯減

少一半的人數，緣由是氣溫高，燃燒金銀紙煙霧瀰漫於整個祖堂與天

井的周遭，許多婦女提前帶著小孩返回自宅洗手、臉，整理儀容，留

下參與的多半為青壯年、耆老輩分成員與主持人為主，點香、發香及

收香的動作與第一次祭拜時相同，主持人會再以簡略的祭詞，告知祖

先們今年的祭祖已結束，請護佑劉家子孫身體健康、闔家平安。插完

香結束後，會有男性成員在前堂外的馬路上呼喊：「要放鞭炮囉！」，

隨即待在前堂門廳裡的人會重複一次，將同句話往祖堂內傳，告知待

家祖堂內所有人的要放鞭炮了，此用意是為了避免在頓時間受到驚

嚇，讓人有預期心理的準備，當鞭炮點燃完畢後，表示今年的祭祖活

動已圓滿結束（如圖 3-2-13、圖 3-2-14），各家戶開始收拾牲禮與祭品，

各自返家，留下數位男性待在祖堂，清掃鞭炮的灰燼，確認金爐內火

苗燃燒情形，至完全殆盡時，將金爐移置原處，收起供桌並簡易整理

祖堂內外環境，完整的祭祖儀節就在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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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13 點燃鞭炮        圖 3-2-14 燃放鞭炮一景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1/27 

 
 

第三節 祖堂的管理與輪值流程 

 
    祖堂是屬於所有家族成員的共同資產，每個人背負著相同的責

任、權利與義務。除了在歲時節慶舉行祭祀活動外，鮮少有機會把祖

堂作為其他活動的場所，因此，為了維護祖堂使神聖的祭祀空間擁有

正常的機能，在運作方式上，設有專職掌管的負責人以及配置輪替工

作的人員。 

    據研究者對劉家祖堂的調查，自首次修建後由 21 世劉祐上擔任管

理人，掌管祖堂裡外以及籌辦與家族的一切事物，不辭辛勞的為家族

付出。近年來，因原管理者考量自身年邁緣故，將執事的責任轉交給

21世劉正廷。新任管理者接棒後，主要負責祖堂的帳務，記錄收入、

支出等財務運用情形，並且在每年的除夕祭祖日請所有家族成員聚集

於前堂，將收支情形與本年度預計執行項目向所有在座成員報告周

知，同時將年度管理收支表（如圖 3-3-1）張貼於前堂牆上，以便家族

成員查閱。 

    祖堂的管理除了人力外，財源更是重要的一環，主要的收入是來

自負責香火輪值的家戶所繳納的公錢。除了年度的歲時節慶祭祖，劉

家祖堂設置點香輪值人員，任期時間為一年，當值者每週撥二至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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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祖堂點香奉祀祖先。民國 78 年祭祖日經家族開會決議，祖堂的點香

輪值舊式制度為一年輪替一次，在新的年度開始，改為以「月」為單

位（如圖 3-3-2），而擔任輪值的家戶在年度除夕祭祖日繳交 1000 元的

公錢作為祖堂基金，而這些收到的公錢將會添購金香紙燭作為平日祭

祀所需用品。近年來，點香輪值的工作與過去相比更為簡便，以吊掛

香環的方式（如圖 3-3-3）取代線香，每週僅需至祖堂一至兩天，更換

燃燒完畢的香環、向祖先奉茶、整理周遭環境等簡易工作內容，並在

每月結束前，通知下一位輪值人員牢記時間準備祖堂點香輪值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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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3-1 劉家祖堂管理收支表     圖 3-3-2 劉家祖堂點香輪值表 

以上資料來源：劉正廷提供 

 

 

 

 

 

 

 

 

 

 

圖 3-3-3 點香環取代線香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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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家族墳墓的祖先崇拜 

 
    墳墓存在於這個世界已有久遠的歷史，其建造的形制在長遠的時

空下演變出多種納骨藏屍的做法。而演變過程在歷史中被視為一種文

化流傳物。客家人重視掃墓祭祖，在傳統的歲時節俗中，墳墓的祭祀

一直以來被作為分析的主軸之一。劉道超（2009：141）認為祭祖活動

能作為一個宗族親屬間情感交流的平臺，除了達成緬懷先祖，對祖先

表達敬畏之意的同時，亦可增進宗族內成員的認同與歸屬感，獲取個

人對於家族的期望與自信。 

    研究家族墳墓的祖先崇拜，首先須認識墳墓的構式，從傳統簡易

的作法繁衍至現代複雜的工序，乃至於近距離的接觸，從中解讀墓葬

文化的深層意涵。劉氏家族對於祖墳的興修有濃厚的意識，不斷的追

求符合當代對祖墳的安葬方式，慎終追遠的祭祀情景，更能呈顯出崇

敬先祖的敬畏之意。本章區分三節，主要探討劉氏家族墳制的差異、

興築與變化的過程以及祭祖形式的介紹，從中解讀墓祭形式的衍化以

及祖先崇拜的內涵。 

 
 

第一節 瀰濃劉家的祖墳與墓祭 

 
   客家人對先人的墳塋建造方式，依江西客家族譜所記：「竊思人各

有祖，祖各有墳」，說明了墳塋的建造僅區分為單穴或是附葬兩種形制

（周建新，2007：137）。 

    臺灣民間的墳墓體系因地而異，客家人將二次葬墳墓的建造稱為

「做風水」。有關墳墓的二次葬風俗的解釋，是將已下葬往生者的遺骨

進行兩次或兩次以上的埋葬程序（周蘇平，2004：161-162），這種葬法

的盛行是受限於早期經濟因素的影響，待經濟改善後再一併修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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墳；亦有說法是，先人死後不忍將其大體骨化，這樣的作為是一種孝

思的表現（黃萍瑛，2010：16）。在現今的客家社會，整體的環境與過

去相比大幅改善、經濟較為優越，施行二次葬禮儀的風俗已逐漸邁入

歷史。 

    論及墳墓的建造，以美濃地區為例，該地區的墳墓類型，有「長

地」、「寄罐」、「風水」、「古老大人」、「打銀牌」、「生基」、「家塚」、「納

骨塔」不同的墳制葬法，其中的「風水」亦可分為「泥墳」、「半墳」、

「白地墳」(曾純純、劉紹豐，2016：5)，其中風水墳裡的「白地墳」

建造形式在美濃地區已廣為普及，誠如大陸廣東，墓體的構造呈現前

低後高，以俯視角度觀望相似橢圓形，往生者的骨骸則埋葬於圓形後

方，井然有序的排列，墓碑則設立於正前方，整座墳體的外觀有如袖

珍版的客家陽宅建築-圍龍屋（謝劍、房學嘉，1999：171）。美濃「白

地墳」形制建造的墳體，其構造與大陸粵東大致雷同，但在外觀與規

模上仍有顯著的差異，主要原因是經濟因素的考量，雄偉或簡樸構式

的墳體皆是取決於各家戶財力的多寡。 

    自民國 85 年前，劉氏家族的祖墳其建造形制皆以白地墳為主，祭

祀對象為 16 世至 20 世先祖，歷代祖先埋葬地點如下： 

    16 世祖應賢公：葬於竹子門濫底。 

    16 世祖妣勤儉慈勷林孺人：葬於牛埔後南片四孤路。 

    17 世祖捷貞公：葬於家冬溝（今稱崙仔頂）純乾山庚戌分金。 

    17 世祖妣勤操懿順梁孺人：葬於家冬溝（今稱崙仔頂）下方。 

    18 世祖秀榮公、18 世祖妣裕操慈儉吳孺人：公妣合葬於家冬溝 

    （今稱崙仔頂）中間。 

    19 世祖華溫公、19 世祖妣慈勤陳氏阿美孺人：公妣合葬於人頭 

    山田內。 

    20 世祖東玕公、20 世祖妣傅氏喜妹孺人、妣張氏有娣孺人：公 

    妣合葬於九芎林公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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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舉行傳統的風水祭祀上，因歷代先祖墓地多，且又分葬於不同處，

若要逐一祭拜，交通、時間或其他因素上皆有不便之處。有鑑於此，

經由家族成員各自提出疑慮討論與決議後，決定在每年祭掃之日，由

捷貞公派下三房後裔孫輩相互輪流祭掃第 16 世開臺祖至第 18 世祖的

塋墓，而第 19 世與 20 世祖則由該先祖的血緣後嗣獨自祭拜，因此每

年各房子孫除了要獨自祭拜第 19、20 世的先祖外，還必須多準備一副

牲禮，祭掃第 18 世前其中一位的先祖；但同一年度的祭祖並無侷限僅

派同一房前往祭拜，若他房後輩裔孫有意出席，也可與該房負責準備

牲禮的裔孫共同前往墓地祭拜祖先。 

   在劉氏家族六處的傳統風水中的地理位置，地勢較為險惡的祖墳為

第十六世來臺祖應賢公的墓地，該祖墳的地理位置於美濃竹子門濫底

的半山腰上。研究者詢問家父，在他有限的記憶中，對於家族來臺祖

墓地的地理位置以及祭拜情形的了解，是否曾發生令人印象深刻的經

驗？家父記憶猶新的娓娓道來： 

 

在你讀幼稚園時，我跟你媽媽還有到應賢公的墓地掃墓，以

前那邊的交通很不方便，祭祖當日清晨五、六點就要起床準

備，車子開到附近要停在路旁，開始走路爬山，山路因無人

管理平常也沒人在走，因此遍佈雜草，帶頭的要負責拿鐮刀

除草，跟隨在後的人幫忙拿三牲、金香竹炮還有打掃工具等

等的物品，每年的行程、作法幾乎都一樣，隨然很麻煩但是

還要這麼做，這樣的祭祖從我小時候就開始了，長輩他們做

什麼，我們就跟著學，不去也不行，會被家族裡的長輩不斷

督促與指正呢！（2017/4/26-劉紹良訪談搞） 

     

    劉氏家族臺祖第十六世應賢公的墓地，位址的選擇是由大陸來的

地理師盧祀選定，於咸豐九年己末年建於美濃竹子門半山腰上，因在

過去墓葬建造的技術尚未成熟，因此後續分別在民國九年及六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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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整修，該祖塋地處偏僻、交通不便、雜草滿道以至於每年到祭祖

之日，輪到任何一房祭掃時，都足以讓家族人士疲憊不堪，相當辛勞。

無論是家族的來臺祖或十七世至十九世的祖先，掛紙的日期由劉家全

體後代共同決定，選定在每年農曆二月份的第一個星期日，上午八點

前提早半小時集合準備，一到八點時刻準時點香，統一優先祭掃來臺

祖，結束後再前往他處的祖塋。 

    劉家在傳統風水的掛紙日，準備的祭祀用品與在劉家祖堂祭祖的

用品大致相同。美濃地區的居民對於掛紙用品的準備大多採用三牲居

多，依陳運棟（1991：140-144）對祭祀上使用的牲禮可分成五種，分

別為豬肉、雞肉、鴨肉、魚肉、雞蛋，這五種祭祀用品稱為五牲，若

只取用其中三樣則稱為三牲。以研究者逐年在美濃地區的觀察，各家

族掛紙之日準備的牲禮種類幾乎一致，以三牲為主，分別為一塊大豬

肉，一隻全雞以及魚（魚可以使用乾魷魚或魚罐頭），上述這樣的三牲

祭祀用品在美濃地區的居民統一稱為「一副牲禮」。在一副牲禮中，當

然不只有豬肉、雞肉及魚肉，還有煮熟的雞蛋三顆，並附上雞肝與雞

胗、米酒一瓶（要附上三個杯子）、另外還有紅龜粄、發粄、水果（可

有可無），若在當年度家族有新的男丁出生，該家庭還會多準備一份新

丁粄，與先祖報喜並祈求新生兒平安健康。 

    往年掛紙的順序，都是先祭祀完來臺祖或輪值祭祀的十七至十八

世祖後，便接續祭掃第十九世祖。劉家第十九世祖華溫公的風水位於

美濃福安里人頭山田內（如圖 4-1-1），此地為研究者祖父擁有的三七

五減租之田地。墓地位於田野道路間，坐北朝南的白地墳風水，車子

停妥後不必長途跋涉，所有人將祭品還有簡易清掃工具帶上手，穿過

田野間的溝渠即可抵達先祖祖塋。往年參與華溫公祭祖的人員為華溫

公派下三房，有五個家庭，人數約有 38 人（如圖 4-1-2、圖 4-1-3），當

所有人到齊，祭品、鮮花擺放完畢，蠟燭點好後，便開始進行祭祖，

點香分發給每位到場的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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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劉屋第 19 世華溫公祖塋（右側） 

資料來源：劉紹龍提供 

 

    點香的工作沒有特別指定誰，但通常是由青壯年的男士主動負

責。在整個祭祀的過程是由研究者的伯公（第二十一世的劉祐上）主

持，所有人拜三下後，主持者開口念：「阿公、阿嬤，今天是掛紙，我

們準備三牲、水果來敬拜祢們，希望祢們來享用，保佑子孫平安健康

賺大錢。」祐上伯公一說完，在場眾人齊喊「有」，簡潔俐落又整齊的

一聲。再進行掛紙的期間，分別會倒三次酒，首次為第一次插完香，

每次倒三分之一於杯中，倒滿三次即開始燒金紙，在點最後一次香祭

拜，告知祖先今年掛紙已結束要返家了，放完鞭炮後整個掛紙就告一

段落。 

 

 

 

 

 

 

  圖 4-1-2 劉家傳統風水墳祭掃（Ａ）      圖 4-1-3 劉家傳統風水墳祭掃（Ｂ） 

  以上資料來源：劉紹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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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曾參與過家族十九世祖的掛紙，回想當時的情景，每年掛

紙當日天氣相當的酷熱，在烈日當空下要站在無樹蔭的祖塋周圍令人

悶熱又難受，因此有家庭每年準備祭祀用水果時，會多準備一份（無

需經過祭拜），在第一次插完香後分送給大家食用，解渴消暑，整個掛

紙結束後準備收拾供品前，會開始分發可立即食用的熟食，如紅粄、

發粄給前來參與的家族成員，若當年度有新生兒出生亦會多一項新丁

粄，分發粄食的家戶每年不固定，均是無償、自願性的行為。在掛紙

當日的最後一項行程是家族聚餐，當所有人要離開祖墳時家族的長輩

會告知每個家庭的戶長今年用餐的餐廳及地點，隨後將祭拜的用品帶

回家休息片刻後出發前往餐廳用餐。美濃地區的客家家族每年掛紙結

束後幾乎都有舉行家族聚餐，其主要的目的是聯繫彼此間的情感，分

享歷年的生活往事或是決議重要事項。往年劉氏家族在掛紙結束後的

家族聚餐，是所有人返回其中一戶家庭的自宅，將祭拜祖先的供品雞

肉、豬肉、雞蛋，加上其他的配菜烹煮成一大桌豐盛的佳餚，席開二

至三桌。近年來，因考量到有些家族成員須於飯後趕回他處，加上掛

紙結束體力稍感疲憊，又要動員人力烹煮午膳，對於體力是不小的負

荷。因此經由長輩的提議，日後家族掛紙的家族聚餐一律前往餐廳用

餐，費用由各個家庭分攤；也因為每個家族掛紙後在自宅開伙煮飯的

意願變低，以至於美濃地區的餐廳在掛紙的日子都呈現客滿的狀態，

必須提前預訂，而像這樣節日中全家族團聚的情景也漸漸的成為當地

的傳統。 

 

 

第二節 分祭近祖興建 20 世祖家塚 
 
壹、家塚興建始末 

    臺灣的客家地區對於藏屍納骨的方法以及諸多的觀念是傳承於原

鄉（曾純純、劉紹豐，2016：6），近年來隨著社會環境不斷的變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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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受到知識經濟的影響，美濃地區墳塋形制的建造，從傳統的風水墳

逐漸轉變為家塚的形制。 

    「家塚」是仿造生人的陽宅建築而從地上砌成的穴，這類型的墳

塋主要的用途是可以存置大量的金罐，將先祖的骨骸共同放置一處以

便後人祭掃。這類型的墳制名稱臺灣南北客家地區有不同的說法，北

部客家名為「祖塔」，而在南部的美濃地區則稱「家塚」（曾純純、劉

紹豐，2016：9）。從家塚的構造、功能、特色等均可呈顯出客家文化

以及民俗信仰中的文化意義，同時也可作為地方上墳制象徵的代表。 

    研究者曾祖父（第二十世祖）的風水位於美濃區九芎林的公墓內，

葬有劉東玕公、妣傅氏喜妹孺人、妣張氏有娣孺人三位佳城，墳塋建

於民國 59 年，以白地墳形制的風水建造，並在民國 73 年進行第一次

的重修。東玕公生有三子：劉享廷、劉育廷、劉正廷，二十世祖墳塋

重修後數年，三人意識到美濃墳塋興築的體制已從傳統的白地墳逐漸

轉為家塚，同時也想替後代子孫在未來省去尋求墓地、興建風水與祭

祀祖先等諸多的困擾，經三人研議後直至民國 85 年，決定在原墳塋的

前方空地興建家塚，家塚建造總經費為 76 萬餘元，由東玕公三子均分。

家塚新建完成後，將金罐移至家塚墓室內，原有的白地墳風水卻未移

除，墓龜內已無骸骨，卻用混泥土填補，墓碑未移除但敲裂痕跡清晰

可見。研究者在民國 106 年參與家族掛紙要插香時，發現家族成員們

除了把線香插在新建家塚香座上後，便繞至後方將線香插入原白地墳

祖塋香座上，且香座旁擺放一包紅粄。看到此景象令研究者在心中產

生疑問，既然已替先祖興築家塚，舊有的墳塋已不再使用，為何不拆

除？詢問家父也一知半解，因此研究者向最初研議興建家塚的第 21 世

劉正廷（東玕公三子）詢問此事，他表示當初為 20 世東玕公於舊墳前

方空地建家塚時，深怕移除舊墳成為空地後，會有其他家族在此地興

建家塚，後方一旦多了遮蔽物，家塚的高度又超越劉家，按民間風水

地理的角度來解讀，猜測是否會替劉家後代子孫帶來不利的影響，因

此興建家塚前決議保留原祖塋。祖塋重建過程繁複，首先從舊有祖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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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龜起掘，接續將墳塋內金罐移出後敲毀墓碑，起掘後的墓龜以混泥

土填補回原貌，毀損並帶裂痕的墓碑則重新直立於墓龜前方（如圖

4-2-1）。經研究者叔公劉正廷說明，興建家塚時以這樣手法施作，目的

是讓他人誤信該墳塋尚有主家在祭拜，不敢親近或擅自破壞；即便舊

有墳塋之金罐已移出放置家塚內，已無魂體居住，但近看墓體外觀，

殘缺痕跡卻清晰可見，而劉家的舊祖塋至今也成為「號墳」4的實例之

一（如圖 4-2-2）。劉氏家族每年在家塚祭祖時，仍會至舊祖塋上香，

以表崇敬先祖之意。 

 

 

 

 

 

 

 

      圖 4-2-1 舊墳塋墓碑                   圖 4-2-2 劉家舊祖塋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4/09 

 

    劉家的家塚以「三山形」的形制來建造（如圖 4-2-3），在所有家

塚形制的分類中，美濃地區普遍選擇三山形的形制來建造家塚（劉紹

豐，2012：83）。三山形制式的家塚，在外觀上最顯著的特色是墓室最

上方的牆面，有如三座山型曲面連接的形體，若對比傳統陽宅合院的

建築，宛如護龍正面屋脊或廳堂側牆，亦是由三個曲面構成之馬背的

形體（林會承，2009：57；李乾朗、俞怡萍，2000：67）。屋簷下的正

上方有一塊刻著祖德流芳的匾額，匾額下即是墓碑，墓碑中書寫著二

                                                        
4 號墳，意即唯恐祖墳週邊遭人佔葬，而佔地墳塚，實則未埋瘞金斗甕、骸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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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祖妣以及來世裔孫與嫁入劉家女性的名字（如圖 4-2-4）；墳制的

建造在墓室的兩側各設一墓門，方便在進金時開啟加罐，安置方式為

男左女右，共可存放 68 罐金罐。 

 

 
 
 
 
 
       圖 4-2-3 三山形之劉家家塚            圖 4-2-4 劉家家塚墓碑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2/26 

 
貳、掛紙墓祭 

    民國 106 年 2 月 26 日為劉家為 20 世祖家塚祭掃之日，為了讓家

族所有成員都能參與掛紙之祭祖活動，由家族叔伯們共同協商，將掛

紙時間擇定在假日，而日期則訂定每年農曆二月第一個星期日。所有

人於約定的時間到場後，開始擺放祭品，祭品的準備與擺放方式與來

臺祖掛紙大同小異，部分的人處理祭品，另一夥人則負責打掃家塚周

遭環境及黏貼五福紙，墓碑最上方圓弧邊貼五張、兩側后土各一張、

前方天公臺一張（如圖 4-2-5 至圖 4-2-7）。當天掛紙參與的人員有大房

（劉享廷派下）、二房（劉育廷派下）、三房（劉正廷派下），包含已出

嫁女兒，女婿及其子女等所有後世裔孫共約 5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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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2-5 墓碑貼五福紙    圖 4-2-6 后土貼五福紙   圖 4-2-7 壁畫貼五福紙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2/26 

 

    祭品擺齊全，所有人準備就緒後掛紙正式開始，由兩位男生幫忙

點香分發給在場每位參與者。劉家家塚在祭祀時通常是由最大的兒子

做為代表，今年由研究者伯公第 21 世的劉享廷主持，帶領在場所有人

拜三次後開始呼喚已故成員的稱謂：「阿伯、阿母、嬸嬸、小玲」5，接

續念詞：「今天是掛紙，我們三兄弟準備三牲水果、金香紙燭來敬拜您，

希望您們來享用，保佑大家身體健康，讀書的人用功讀書，上班的人

賺大錢，劉家的子孫平安順利。」所有人拜三下後開始收線香、插香

（如圖 4-2-8、圖 4-2-9）。 

 

 

 

 

 

 

    圖 4-2-8 劉家家塚掛紙（Ａ）        圖 4-2-9 劉家家塚掛紙（Ｂ）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2/26 

                                                        
5 阿伯指的是第 20世祖劉東玕；阿母指的是劉傅喜妹；嬸嬸指的是劉張有娣；小玲指的是劉敏玲，
第 21世劉正廷未出嫁次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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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家第 21 世最大的兒子為劉享廷，由於劉享廷是東玕公的養子（劉永

珍過房給劉東玕，如表 2-4-1），故掛紙時呼喚 20 世祖、妣稱謂時是以

「伯、母、嬸」而非「阿爸、阿母」。第一次插完香後的下一個動作是

倒酒，掛紙期間每隔數十分會到一次酒，倒滿三次即可燒金紙，在等

待燒金紙的過程中，家族成員會開始分吃紅粄、水果，部分的成員則

是幫忙摺金紙（如圖 4-2-10、圖 4-2-11）。金紙燃燒接近餘燼時，再點

最後一次香向祖先拜拜，告知祖先今年掛紙告一個段落，整個掛紙的

活動就此完成，所有的流程與劉家來臺祖掛紙大致相同。 

 
 
 
 
 
 
          圖 4-2-10 掛紙分食紅粄               圖 4-2-11 摺金紙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2/26 
 

 

第三節 共祭遠祖興建 16-19 世祖風水家族墓 
 
壹、風水家族墓興建始末 

    客家人重視風水，與閩南人的風水觀概念中相比，閩南民系較傾

向個人的墓地，而客家族群似乎偏好於集體祭祀的家族墓（莊英章，

1994：155）。所謂的家族墓是將家族歷代先祖的骨骸放置於同一個墓

穴，由於客家人對自我的宗族意識與世系概念相當清楚，當世代人數

倍增後，為求祭祖的方便性，故會興建大型的家族墓讓家族成員與後

代子孫祭拜。家族墓的興建並非一朝一夕之事，當家族面臨祭祖形式



95  

的改變，其過程必定面臨重重的關卡與挑戰，家族的祖塋從傳統的白

地墳風水演變成風水家族墓的過程，正是彰顯家族的力量與親族之間

的凝聚力。劉氏家族的祖塋在改建成家族墓的過程中，發生了不少插

曲與挑戰，但家族成員依然不放棄興建家族墓的決定，費盡心思的尋

求解決之道。 

    客家人認為先祖的墳塋會影響到後世子孫的榮枯興衰，在安葬

時，地域、方位等細節都不為輕忽，特別重視風水，因此個別墓穴在

美濃地區處處可見，一代祖先一個墓，歷經數代墓穴倍增，致使無法

於一日內將所有祖塋祭掃完畢（杜奉賢、劉美芝、曾純純，2016：66），

因此將歷代先祖的祖塋合葬的想法便漸漸萌生。美濃地區客家人的掛

紙日期並非與其他族群一樣，依照農民曆上的清明節來祭拜祖先，在

農曆二月過後，就開始有家族進行掃墓活動，各個家族都是自定日期，

自農曆二月開始到國曆三月二十九青年節前這段時間完成祭祖活動

（劉紹豐，2012：75）。研究者詢問家父為何劉家的祭祖日期要選定在

每年農曆的第一個星期日早上八點整，家父表明其中的涵意是要告訴

子孫這天是家族所有人跟祖先祭拜的日子，讓子孫們了解有先祖的開

墾，才會有現在的劉家，讓後代懂得飲水思源；而另一個原因乃是現

在是工商社會的時代，每個人工作時間不一，訂定統一時間主要是讓

子孫們能安排時間確實返鄉參與重要的祭祖活動。劉家興建家族墓除

了解決祭掃不便的問題外，在時間、人力與經濟上，這些瑣碎的花費

也替人丁不旺的家族減輕不少負擔。  

    瀰濃劉氏家族來臺祖 16世應賢公墓地於咸豐九年己末年建於美濃

竹子門半山腰上，因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山路雜草叢生，每年

掛紙對於年長者相當不便。民國 101 年（2012 年），該年端午節正逢祭

祖之日，劉家 21 世孫劉正廷發起興建家族墓，將應賢公的祖塋遷移到

應賢公之妻墓地（牛埔後南片四孤路）共葬，並將近祖（17-19 世祖）

附葬於同穴，但經該地地主 21 世劉○○反對而暫停。隔年（民國 102

年）端午祭祖之日，再由 21 世劉正廷提議有關墓地遷移問題，當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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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為此事苦惱，尋無合適的地點興建家族墓時，此時由 21世劉祐上發

言，他認為替歷代先祖尋覓合適安葬之地並非難事，親族之間不該持

續的為此事論辯，既然要興建家族的祖塋，就應該興建於自家的土地

上，於是他讓出父親（第 20 世劉永珍）留下的土地，同意將家族墓興

建於此，該地原先為第十八世秀榮公考妣的祖塋。劉氏家族新建之家

族墓位處美濃與旗山交界的家冬溝（今稱崙仔頂），家族墓葬有 16 世

祖應賢公、16 世祖妣宋孺人、宋孺人、林孺人、17 世捷貞公考妣二位、

18 世秀榮公考妣二位、18 世綺榮公一位、19 世華忠公考妣二位、19

世祖華溫公考妣二位、阿員姑一位（19 華忠公未出嫁親妹），合葬共計

14 罐金罐。興建時間自民國 102 年 7 月 9 日至民國 102 年 12 月 16 日

風水圓工。 

    家族墓是屬於整個家族的資產，人人皆有責任來維護與管理，其

興建的經費由劉氏家族各房家戶自由樂捐，除了提供土地的劉祐上先

生免捐金額外，共有 42 員參與，金額數目從五千元至十萬元不等，其

中以二萬元最多，計有 17 筆，所有樂捐的經費計新臺幣 99 萬 9 仟元

整。 

    客家人墨守成規的祭祖觀念與思想隨著社會風氣的變化而改變，

興建家塚並不是什麼壞事，劉氏家族的成員在議論興建家塚的前期，

由於意見的分歧、各執已見，始終無良好的共識。對於家族內族親不

合的問題總是要仰賴時間來磨合，直至最後，解決問題的方針是藉由

耆老的智慧，同意於自有的土地原地重建。興築家塚除了解決了長年

祭祖不便的問題，也替陽世之人預備未來歸依之處所，讓後世子孫無

後顧之憂，省去繁瑣的墳葬祭祀困擾等問題；家塚興建完成後不但解

決往年掛紙的諸多不便，同時也跟進當代藏屍納骨的墓葬墳制或其制

度，例如將掛紙日期統一調整為假日就是最佳的實例。 

 

貳、掛紙墓祭 
   劉氏家族墓位處美濃與旗山交界的崙仔頂，掛紙的日期由家族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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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共同決議，訂於每年農曆二月第一個星期日舉行。在掛紙前一至兩

週，各家戶就會開始準備「辦牲禮」（準備拜拜用品），在美濃地區各

家掛紙日期不統一，但戶數眾多，牲禮難免會有供不應求的情況發生，

預先購買的牲禮先放進冰箱的冷凍庫，維持肉品的鮮度，直至掛紙當

日再取出處理。 

    民國 106 年 2 月 26 日父親六點左右起身燒一鍋熱水準備川燙豬

肉、雞肉，同時準備乾魷魚、雞蛋三顆、附上雞肝與雞胗、米酒一瓶、

紅粄（十個為一包）、放三牲的托盤、鮮花、壽金一束、鞭炮一個，將

燙好的豬肉與雞肉裝進塑膠袋再和其他的祭祀用品一併裝箱放上貨車

（如圖 4-3-1）。研究者的祖父有兩個兄弟，每房各生有兩子，自 22 世

開始每年有六個家庭會一同前往掛紙，行程大同小異，必須在清晨早

起準備，時間一到長輩在家門外呼喊：「時間到了喔！來出發了！」全

部人就要趕緊出家門，坐上車前往掛紙的地點，研究者詢問父親為何

掛紙行程要如此緊湊，難道不能各自出發，晚到的再個別拜嗎？父親

說明：「掛紙的時間是家族共同訂定的，約定幾點集合，一定要在時間

內抵達，不然會被長輩罵，而且同一個祖先的家塚只能拜一次，所以

長輩們才會如此急迫，要大家加快動作趕快出發。」劉氏家族墓距離

研究者家約 10 分鐘的車程，車子行駛過羊腸小徑的道路，穿過鱉的養

殖池塘後即可抵達。 

 

 

 

 

                

 

圖 4-3-1 將祭祀用品放置貨車上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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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氏家族的來臺祖家塚是一座大型「白地墳」制式的墳塚建築（如

圖 4-3-2）。「白地」是美濃地區的客家人對墳墓的一種說法，其建造的 

                              體制是經過「泥墳」、「半墳」、「白  

                              地墳」三種不同階段式的演變（曾 

                              純純、劉紹豐，2016：10）。整座塋 

                              墓部以混凝土施作，搭配著洗石子     

                              的工法修整塋墓表面，使塋墓整體 

       圖 4-3-2 劉氏家族墓       看起來較為整齊、潔淨，直徑約 40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公尺左右，墳堂的周圍以 50 公分的  

         2017/02/26        矮牆圍住（如圖 4-3-3），而墳塚的後環由

右向左刻有「祖德流芳」四字，其家族姓「劉」字又刻於德及流字中

央(如圖 4-3-4)，以正身面對墓碑，在矮牆外圍的右側為后土，左側為

金爐（如圖 4-3-5、圖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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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3 墳塋圍牆                     圖 4-3-4 墳塋後環 

 

 

 

 

 

 

           圖 4-3-5 后土                        圖 4-3-6 金爐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2/26 

 

    墓碑的形體似為官帽，以羅香林（1992：181-182）對廣東東江客

家墳墓建造體制的觀察：「中立石碑，旁護面匡，上築墳頭。」石碑上

頭有圓弧造型、兩側有面匡，這是客家墳塚建築體制的特徵，特別是

在臺灣南部的六堆地區，其建造形制與廣東原鄉有共通之處。劉家家

塚墓碑中的石碑記載著來臺祖十六世至十九世祖的祖妣及裔孫的名

子，墓頭上刻有「壽」字，兩側面匡由右至左對聯依序為：「幾嶂文峯

朝吉穴、一灣秀水繞佳城」。墓碑的前方為墓桌，上有香座，前方黏貼

三張印有五福臨門的五福紙，墓桌上僅擺放兩束鮮花、蠟燭、紅粄與

發糕（如圖 4-3-7），其餘的牲禮、水果等祭祀用品皆放置於前方的墳

堂上（如圖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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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7 墓碑與墓桌               圖 4-3-8 墳堂與祭祀用品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2/26 

 

    各房家戶抵達家塚後，各自把牲禮與其他祭品放置於墳堂上，整

齊有序的排列，牲禮必須放置於托盤上，擺放的順序中間為雞、右邊

是豬、左邊是魷魚，雞蛋、雞肝與雞胗則放在豬肉上，雞頭、豬頭（整

塊豬肉較厚的一端）朝向前方墓碑，牲禮前方放三個杯子與米酒一瓶，

鞭炮與紙錢則聚集堆放在左側的地上，擺放好牲禮的家戶，則站在一

旁等待，彼此閒話家常，今年（民國 106 年）劉家的來臺祖掛紙共有

23 份牲禮。 

    早上八點整，是家族相互約定的掛紙時刻，由二至三位男性負責

點香，發給在場每個人三隻線香，發完畢後，所有人站定點位置（如

圖 4-3-9 至圖 4-3-11），由家族內輩分高、較年長者擔任主祭者，此刻

站在主祭身旁的幾位長者大聲呼喊：「要來拜拜了喔」，所有人注視前

方，雙手持線香拜三下，隨即主祭者開口念：「應賢公派下的歷代祖先，

今天是二月的掛紙，派下子孫準備三牲、鮮花和水果，祈求祖先保佑

子孫身體健康，工作順利，讀書的人用功讀書，大家事事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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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9 點香      圖 4-3-10 劉家掛紙一景  圖 4-3-11 劉家眾人祭拜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2/26 

 

主祭者說完後，在場所有人齊聲喊：「有」簡潔有力的一聲後，由二至

三位成員收集每個人手中的線香，分別插在墓碑、后土與天公臺的香

座中（如圖 4-3-12、圖 4-3-13），接著開始倒酒，將每一戶準備牲禮中

的米酒倒滿三分之一，同時也開始將各戶帶來的紙錢分成壽金與銀紙

打散對摺並分成兩堆（如圖 4-3-14 至圖 4-3-16），當下研究者也加入幫

忙，上述的倒酒及摺紙錢並無性別及長幼的限制，皆是取決於自願性

的行為，而較年長者，則是坐在或站立於家族墓的空曠處聊天、閒話

家常。 

 

 

 

 

 

 

      圖 4-3-12 線香插置墓碑香座       圖 4-3-13 線香插置天公臺香座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2/26 

 

研究者在現場觀察發現，做出點香、收香、倒酒這些主動性動作的家

族成員以壯年者居多，且男性比例高於女性，研究者父親即是其中之

一，由此可見，在家族中男性具有較大的領導權力與責任感。整個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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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的過程倒酒的次數共三次，首次於第一次拜拜完，後兩次在燒壽金

與銀紙錢，當燃燒金紙的火苗漸漸變小後，即可點第二次香，主祭者

會以簡短的幾句話，告知劉家的祖先今年的掛紙已結束，所有人要回

家了。各家戶把自己帶來的牲禮和其他祭祀用品收齊依序離開，最後

會留一位男性在原地，查看壽金與銀紙是否燃燒殆盡、沒有殘留火苗

以確保安全，並點燃鞭炮，完成整個家族墓的掛紙活動流程。 

 
 
 
 
 
 
            圖 4-3-14 倒酒                  圖 4-3-15 燒金紙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2/26 

 
 
 
 
 
 

圖 4-3-16 燒金前分類壽金與銀紙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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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祖先崇拜的世代差異 

 

    林曉玲（2003）曾舉出十八世紀的哥德說：「無論是誰只要早生或

晚生十年，以個人的教育和行動上的範疇來看，大有可能成為一個完

全不同的個體。」來說明世代間確實存有差異性。本研究以「訪談」

的方法，比較劉屋三個不同世代出生的成員，如何看待祭拜祖先。換

言之，即是在每次祭祖的過程中，以這些成員作為單一的角色，探究

他們「對於家族的認知與瞭解、祭祖的經驗與場域的辨識、如何看待

祭祖這件事、現在與未來的想像」，從四個層面來看「他們」對於「祭

祖」這件事以及對於「現在、過去與未來」在個人的理解以及想像，

比較老、中、青三個世代的異同，從訪談的方法中分析文本，進一步

的歸納出結論。 

 

 

第一節 劉家歷史敘事的世代差異 

 
    依據族譜上的記載，劉家的來臺祖來自廣東省梅縣鳳嶺鄉，於清

乾嘉年間渡海來臺開墾，選擇瀰濃定居並創立家業，並由此繁衍生息，

今已是人丁興旺，綿延九代。研究者在進行研究之初，即向家族長輩

詢問並借取現存的家族文獻史料，得知西柵門劉屋現存四種各個年

代、不同版本的族譜。除了族譜，其他與家族歷史相關的資料，尚有

祖堂的碑記，以詳實的文字記載著祖堂的建造人、興建及翻修時間，

綜合這些史料與祖堂內留存至今的文物或遺跡以及透過家族後裔說出

記憶中的故事，逐步建構完成劉屋的家族歷史文化脈絡與瀰濃地區各

姓氏家族之互動。在本節中，研究者依序從老年世代、中生世代以及

青年世代，對受訪者提出與劉家歷史背景相關的問題，試圖從他們個

人的生命經驗或記憶闡述對家族歷史的認知，如「是否了解劉家的祖

先從何而來，祖籍地在何處？」「是否有看過或翻閱過劉家的族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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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清楚家族祖堂由誰建造，何時翻修？」及「是否聽過劉家在過

去歷史中有那些著名人物或光榮事蹟」等問題。 

    多數人認為，家族中的耆老或是年邁的長輩對自身家族的一切事

物都暸若指掌，但實際上真是如此嗎？民國 14 年出生，今年 92 歲的

劉祐上，目前為家族中的耆老代表，對於劉家的祖先從何而來，祖籍

地在哪個位置，他說：「這個地方就是大陸的梅縣啊」（2017/2/26-劉祐

上訪談稿）。中國原鄉土地面積廣闊，梅縣僅是廣東的一個小型規模的

地域，他的回答雖不是很精準，但是雖不中亦不遠，對祖先的來歷仍

存有記憶的；而劉祐上曾經為家族製作過族譜，進行受訪時一再表示

族譜是他親手撰稿，這本族譜就擺放在客廳顯眼處，讓來訪者一看就

知道，因此他對家族的歷史及一切活動瞭如指掌，於是研究者進一步

的詢問對於劉家歷史的認知，例如祖堂是由誰蓋的，有整修過嗎？或

是有哪些人物的故事，他思索了一下回答： 

 

祖堂我不知道是誰蓋的，但是翻修我知道，以前祖堂是用土磚

還有黑瓦，翻修的時候就改用水泥重新做過。然後你說我們劉

家有什麼人物故事嗎？你去看我們祖堂前面的門不是有掛一

塊文魁的匾額嗎，那個就是我們劉家以前的人有拿到文官還是

武官，由皇帝頒發的匾額。（2017/2/26-劉祐上訪談稿） 

 

劉祐上是目前家族中健在的最長者，備受尊敬，以宗族制度來說，最

長者的男性責任頗為重大，是家族聯繫的紐帶，正是因為有長者才能

讓家族更為團結。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認為，受訪者聲音清晰，

理路不紊，能按問題旨意給予答覆，但或許也受到年紀的影響，無法

在短暫的時間內回想到過往的經歷，有些只有回覆大概粗疏的答案，

例如祖籍地或匾額的來歷，讓研究者深感蒐集家族史料應乘早，而長

者的老成凋零，將無以傳承。 

    老年世代的第二位受訪者是劉祐上的堂弟劉正廷，現年 72 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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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描述關於家族祖先的來歷，僅回答自己很清楚，「祖堂」裡有記載。

再進一步的詢問，得知劉正廷目前是祖堂的管理人，時常進出祖堂，

他說： 

 

我們劉家祖先來自鳳嶺啊！這個記錄在祖堂的棟對裡，你可以

自己去看棟對上頭寫著：「由鳳嶺肇基而求其舊子孫齊戴永通

公」這行字，代表著我們的祖先從哪裡來。然後我們的祖堂是

由來臺祖的第二代，也就是 17 世的捷貞公建造的，民國六十

八年的時候再由 21世的劉貴善發起修建。（2017/2/26-劉正廷訪

談稿） 

 

作為一位祖堂的管理者，了解祖堂或家族的歷史是必然的，特別是他

為研究者指出棟對就是祖堂的密碼，凡出入祖堂的子孫，抬頭一望即

可由棟對了解原鄉源流脈絡及來臺墾拓艱辛，以示不可忘本，棟對是

了解祖先歷史的最佳資料。但請他回答劉家在過去歷史中有那些著名

人物或光榮事蹟時，與劉祐上的答覆卻有不同：「有很多有名的人物

啊！像我們劉家就栽培出很多博士、碩士，也有很多人當老師」

（2017/2/26-劉正廷談稿）。他並不是和劉祐上一樣提到祖堂內懸掛著

「文魁」的匾額，而是就現實當中，劉家近代有多名子孫接受高等教

育及從事公教人員的事實，卻未能精確說出人名，也未介紹那些人物

的經歷、功蹟或曾替劉家做過哪些事，對問題的答覆往往以簡潔幾句

話帶過，這也是家族長輩對後生追問時，有著相應的權威，多半報持

著等你長大就會知道的心態，以前研究者就經常被長輩斥喝著而不敢

再問，此次研究者抱持著想追溯家族歷史的決心，仍陷入此種困境，

以致於對劉家光榮事蹟仍所知有限，尚需更多長輩詳盡的描述才能將

劉家的歷史背景全盤的釐清與認識。 

    在老年世代的女性受訪者，是一位嫁進劉家的劉傅金蓮女士，現

年 87 歲。傳統的客家婦女，尊崇四頭四尾的禮教，她們對於夫家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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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了解嗎？或者她們認為自己只是劉家的配偶，非直系血親，對

家族的歷史就沒有認識的必要？關於劉家歷史背景的問題，無論是祖

先祖籍地的認識或對祖堂的了解，劉傅金蓮女士的回答皆是「我不清

楚，這方面的事我不知道」（2017/2/26-劉傅金蓮訪談稿），顯然的從她

的語氣中可以推想她也許不曾聽過有關劉家歷史的敘述，或是過去傳

統女性在家族中的被壓抑位階，或是「三從四德」的既有父權思維，

長期不干涉家族的事務，在公開場合亦不願談論家族的大小事情。當

然不能排除她曾聽過劉姓族裔講述家族歷史的故事，隨著年齡增長記

憶力也跟著衰退，不過她卻說得出劉家過去著名的人物：「我們家族我

們的人物，我只知道劉永壽比較有名」（2017/2/26-劉傅金蓮訪談稿）。

劉永壽是劉家的 19 世華溫公的四子，長年旅居於日本，擔任醫生的職

務，回國後捐贈經費給當地的小學以及地方機關籌辦各項事務，他曾

是美濃地區德高望重的鄉紳，同時也樹立西柵門劉屋在美濃的聲望，

受到當地社會和民眾的好評。 

另一位老年世代受訪者是劉賢雄，現年 71 歲，他又會如何敘述劉

家的歷史背景？他表示曾看過劉家的族譜，知道自己祖先的祖籍地位

於何處，除了清楚的說出是在廣東省梅縣鳳嶺鄉外，甚至能說出更小

的地名：白渡鎮。他也知道祖堂的建造人是誰，只差沒說出本名：「蓋

祖堂的人就是來臺祖的第一個兒子，他是我們劉家（來臺）的第二代

人」（2017/2/26-劉賢雄訪談稿）。劉賢雄對家族歷史背景的暸解，相較

於另外兩位老年世代受訪者來得豐富，他依舊能以個人的記憶清楚描

繪家族過去的史實。 

    出生於 1944 至 1967 年間的家族成員屬於中生世代，在這一群人

中，他們與研究者的父親屬於相同的輩分，教育的程度比起老年世代

來得更高一些，在他們過去的生命經驗以及記憶中，認識劉家的歷史

嗎？是否知道家族有哪些人、事、物的發生與經歷？劉美蓉是劉家 22

世的女性血緣後嗣，從年幼開始就跟在長輩身旁經歷家族所有的活

動，如今已成家立業跟著夫婿定居在三民區，她對於家族的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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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了解多少？根據研究者對她的訪談結果顯示，她知道劉家的祖先來

自廣東的梅縣，能具體的說出位於原鄉的哪個區域，表示她對血脈裡

的源頭在哪邊有一定的認識，甚至知道祖先是誰以及更多攸關於劉家

歷史上曾發生的故事，因此再進一步的對劉美蓉提問，是否曾經看過

劉家的族譜呢？她說：「有啊我看過，長輩有製作」（2017/2/26-劉美蓉

訪談稿）。劉家現存有四種不同版本的族譜，受訪者僅翻閱過劉祐上伯

所修的族譜，只有這一本是與受訪者同房的世系譜。對於家族祖堂的

認識以及是否聽過劉家歷史上有哪些人物或光榮事蹟？她的回答是：

「祖堂是什麼時候建的我不清楚，我出生的時候就有了，我只知道後

來有整修過，樣貌都還在」；另一個回答是：「我知道我們家族有出過

進士，所以祖堂才會有一塊匾額叫做文魁，那個就好像代表以前的人

中過舉人或進士」（2017/2/26-劉美蓉訪談稿）。由上述劉美蓉的敘述，

中生代的家族成員，即使是女性也清楚自己的家族背景淵源、祖籍地、

祖堂以及知名人物等，儘管她是劉家的女兒，出嫁後對家族的一切事

物仍存著深刻的記憶，代表家族長輩們對子女的教育或前人卓越的作

為已植入人心，使子孫不忘懷。 

    與劉美蓉一樣是中生世代的劉紹鋅，今年 58 歲，是退休的警務人

員，是前一位受訪者劉美蓉的哥哥，來自同一個家庭的子女，對於家

族歷史背景的認知會相同嗎？對於先祖的祖籍地他和劉美蓉都表述先

祖是來自於廣東梅縣；而對祖堂的認識，相較於劉美蓉，劉紹鋅能具

體的說出翻修時間：「建造的時間我不知道，不過我記得民國五十年的

時候有翻修過吧」（2017/2/26-劉紹鋅訪談稿）。縱使他的答案與確切的

翻修時間相差了近十年，但可以看出家族的男性比起女性還要關心家

族的事務。同時，他對家族歷史上的光榮事蹟或人物有較獨特的看法：

「家族比較有名的人物，若是要講比較遠的就是漢高祖、劉邦，那近

代的話就是劉永壽，他在地方就比較有名望」（2017/2/26-劉紹鋅訪談

稿）。對該問題的答覆，令研究者感到相當的訝異，他能把祖先區分為

遠祖以及近祖，可見他對家族的歷史背景有一定的認知與理解，或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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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鉅細靡遺的閱讀過家族系譜，更直接因素是受訪者的教育程度，

受過高等教育的退休公務人員，其學經歷的背景影響到答覆問題的廣

度與深度。 

對於青年世代而言，他們所認知的家族的淵源以及歷史背景通常

是源自於父母或家族長輩的告知。以研究者自身為例，記憶中的家族

歷史故事，均是來自父母以及祖父母口中的傳述得知，或是在家族的

年節聚會、祖堂或墳墓祭祖活動時，遇上疑問即隨時向父母或其他長

輩直接詢問。現年 26 歲的劉孟宣，在本研究中被列為青年世代的受訪

者，她暸解自己家族的歷史背景嗎？為了解年輕人的溝通方式以及情

感表達，研究者將對答內容整理如下： 

 

研究者：「請問妳是否了解劉家的祖先從何而來，祖籍地在哪

嗎？」 

劉孟宣：「大陸吧！」 

研究者：「那麼大陸的範圍很廣闊，妳知道在大陸的哪個省或

區域，能更具體的描述嗎？」 

劉孟宣：「不太清楚，福建吧！應該是福建。」 

研究者：「一般家族祖先的祖籍地會紀錄在家族的族譜中，請

問妳有看過劉家的族譜嗎？」 

劉孟宣：「有啊！」 

研究者：「那麼妳有看過劉家的族譜，請問妳知道目前劉家的

族譜共有幾種版本呢？」 

劉孟宣：「我不知道，我只看過一種。」 

研究者：「請問妳是否知道現今的劉家祖堂是由誰建造？何時

翻修呢？」 

劉孟宣：「不知道。」 

研究者：「那麼請問妳是否有聽過劉家在歷史上有哪些光榮事    

蹟，或有名的人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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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孟宣：「好像沒有聽過耶！劉備算嗎？」（2017/2/26-劉孟宣訪

談稿） 

     

從訪談劉孟宣的過程中，可以發現他對劉家的歷史背景都是以模糊

的口吻來應答，除了表述自己看過族譜外，所有的答覆總是以「不清

楚」、「沒有聽過」、「或許是」等這類帶著疑問的語氣草率帶過，連同對

祖先祖籍地的認知與確切答案也是相差十萬八千里。對於此，我們可以

看到家族中較年輕一輩的成員與另外兩個世代成員們的認知已經有明

顯的區隔，而世代與世代之間形成斷層的主因究竟為何，值得從更多不

同世代成員們的觀點與見解中，更進一步的追尋與分析。 

    家族中的青年世代成員，他們對家族的歷史真的都一無所知嗎？在

青年世代中，每個人的成長環境不一樣，有些人出生在外地，在都市長

大，誠如劉孟宣和研究者；而有些人則出生於美濃的劉屋夥房，從小跟

在家族長輩身邊生活，於西柵門的祖堂或屋舍旁四處遊走，經常聽到長

輩們談論家族中的大小故事，因此即使年輕，也能對家族的歷史背景做

出更詳盡的詮釋。劉家的 22 世後裔劉紹龍，就是一個出生於美濃、成

長於美濃的後生，在訪談的過程中他表示從小家族的任何活動都會去參

加幫忙，也曾聽過長輩們分享一些獨特處事態度或有趣的故事，因此他

對於家族的歷史並不陌生。 

 

研究者：「請問你是否了解劉家的祖先從何而來，祖籍地在哪

裡嗎？」 

劉紹龍：「我知道，來臺祖是從廣東的梅縣，然後白渡鎮其中

的鳳嶺村那邊搬過來。」 

研究者：「那麼請問你有沒有看過劉家的族譜呢？」 

劉紹龍：「有啊，在我們的祖堂裡面有就有族譜。」 

研究者：「那你知道我們家族在拜祖先祖堂是由誰建造？它曾

經翻修過，你知道是何時翻修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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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紹龍：「由誰建造這個我就不知道了，我知道有翻修過，但

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翻修的。」 

研究者：「那麼請問你是否有聽過劉家在歷史上有哪些光榮事

蹟，或有名的人物嗎？」 

劉紹龍：「我只知道我們家祖堂那邊有一塊匾額，有名的人物

我就不是這麼清楚了。」（2017/2/26-劉紹龍訪談稿） 

 

    由劉紹龍所敘述他對於劉家祖先祖籍地暸解，與一樣是青年世代

的劉孟宣還要清楚許多，研究者認為，影響受訪者對問題的答覆所產

生的差異性，皆有可能受到成長環境、教育程度或是與親族間的互動

等因素。 

    另一位 39 歲的受訪者劉恩舜，從他敘述家族歷史背景的方式以及

表述的內容，與第一位青年世代受訪者劉孟宣的答覆有異曲同工之妙。 

 

研究者：「請問你是否了解劉家的祖先從何而來，祖籍地位於

何處？」 

劉恩舜：「我知道是在大陸，但在大陸的哪一個地方就不太清

楚了。」 

研究者：「請問你有看過劉家的族譜嗎？」 

劉恩舜：「有，我曾經看過。」 

研究者：「那請問你知道我們家族的祖堂是由誰建造？何時翻

修過，這部分你清楚嗎？」 

劉恩舜：「這我不太清楚。」 

研究者：「那麼請問妳是否有聽過劉家在歷史上有哪些光榮事

蹟，或有名的人物嗎？」 

劉恩舜：「有聽長輩說過，但沒什麼印象，只知道家族過去好

像有出過秀才還是狀元之類的人物。」（2017/2/26-劉

恩舜訪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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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各世代的訪談結果分析，劉屋各世代的家族成員對於家族歷史

背景的認知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劉家族譜的翻閱」，每一位受訪者

都曾看過自己家族的族譜，無論是否有詳讀或對族譜的理解程度不

一，劉家族譜的存在是被所有受訪者共同印證的事實；再者是劉家祖

先的淵源，老年世代與中生世代的受訪者，能粗略的說出祖先祖籍地

的相對位置，反觀青年世代，僅有一人能精確的說出祖先來自何處；

而祖堂、家族名望人物，也僅有老年及中生世代的成員能較清晰的描

繪他們記憶中所認知的史實。 

 

 

第二節 劉家祭祀空間的世代差異 

 
    劉家在一年當中共有四次的家族祭祖活動，即使每次的祭祖對象

都是歷代先祖，但祭祀的場域卻截然不同，劉家主要的祭祀空間分別

為祖堂、家塚與家族墓。研究者將本節分兩個部分探討祭祀空間的世

代差異，分別為各世代對興建家族墓的認知以及祭祀場域的分析，前

者以家族裡老中青三代成員對家族墓興建的看法；後者則將重心著重

於祭祀場域的比較，試圖讓受訪者辨別祖堂與墳墓兩者的關聯性。從

興建祭祀空間到辨別祭祀空間的關聯性，要如何展現世代異同，就必

須按照各世代受訪者的闡述，找出差異或雷同之處，進一步的分析與

比較。 

 

壹、各世代對興建家族墓的認知 

    客家人的風水觀中認為先人的墳塋會影響後世子孫的榮枯興衰，

因此在安葬時，會特別重視座向、方位、墳墓構造等諸多細節。臺灣

地狹人稠，土地資源有限，若按客家人的傳統一代祖先一個墓，歷經

數代墓穴倍增，除了尋求墓地不易外，墓地零星分散也會造成子孫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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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祭祖時的諸多不便。劉氏家族 16 至 19 世祖的墳塋在民國 102 年前

分散於美濃各處，為了解決長年祭掃不便的問題，經家族成員共同研

商並決議在美濃與旗山交界的崙仔頂興建家族墓。 

    家族墓是屬於整個家族共同所有，其興建必須由整個家族共同決

策與解決各方面問題。劉家的家族墓從提議到風水圓工這段期間，支

持興建的聲浪勝於反對的意見。為什麼劉氏子孫大多數同意興建家族

墓？對於興建家族墓的看法，有如耆老們共同的意念：「後代子孫可能

不懂這方面的事物和做法，我們現在把家族墓做好，以後他們就不用

擔心，也省去以往掛紙要跑東跑西的麻煩。」其中又以家族中最年長

的長輩劉祐上的建言最具代表性： 

 

說到我們劉家以前的風水，來臺祖在竹子門的山上，之後的祖

先又分佈在牛埔仔、崙仔頂和人頭山下的田地，每年掛紙要跑

這麼多的地方，加上老人家行動不方便，家裡有小孩的也要一

併帶出來，沒有家族墓，真的很不方便。所以說，現代人都講

究簡單的方式，不要把掛紙弄的這麼麻煩，最好的方式就是蓋

家族墓，大家出錢、出土地，蓋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家族墓，

把先祖的金罐放在一塊，以後我們自己家的人也可以放，省下

許多麻煩。（2017/2/26-劉祐上訪談稿） 

 

從劉祐上的描述得知興建家族墓主要是為方便子孫，除了讓子孫在未

來的祭祖省去不必要的麻煩，實際上同意興建家族墓也為自己預定百

年身後的安居之所，能有存放骨析（客語骨骸之意）的空間，不造成

子女們處理後事的困擾，加上家族意識和實用性的思維，同為劉屋人，

「死後都是一家人」，凡是與劉家有相同血緣的族人皆能放置同一處，

而有了興建家族墓的動念，這正是他們內心深處的聲音。 

    另外在家族中最年長的女性之一，一位 87 歲的嫁進劉家的婦女，

當研究者探詢在尚未興建家族墓時族人得東奔西跑趕赴四處的墳塚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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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的過往，她闡述自己辛勞的一生作為興建家族墓的看法及意見： 

 

你知道我們以前要掛紙的時候有多忙嗎？要殺雞、去買豬肉，

拜拜要用的物品，還不止一份，忙上忙下，掛紙結束回到家還

要把拜過的雞肉、豬肉剁成小塊做成客家封，準備晚餐，一刻

都不得閒，真的很累。你問我蓋家族墓好不好，當然好，你輕

鬆我也輕鬆。（2017/2/26-劉傅金蓮訪談稿） 

 

在祭祀的禮俗中，一份牲禮只能使用一次，不同的塋墓的祭品不能重

複使用，除了傷神的精力需全神貫注外，還有支應多份牲禮的負擔，

但從在家族女性的立場，她們是掃墓準備牲禮的勞務提供者，祭祀前

準備牲禮，祭祀結束又要處理三牲料理成為豐盛的菜餚，而現代人講

求養生之道，食物的選擇或個人的味蕾都很挑剔，以至於餐桌上的那

些魚肉菜餚沒人想動箸，更是折騰了主婦們不少的心力。所以站在家

族年長女性的立場，劉傅女士一反在訪談時的沉默或以「不知道」回

答，基於長年在掛紙祭祖的辛苦勞務工作，讓她支持興建家族墓。 

研究者的叔公劉正廷也是家族的長者之一，與其他耆老一致認為

認為祭祖是件慎重的事，沒有討論的餘地，就是要按照前人所教的去

做，但隨著時代變遷，思維也逐漸改變： 

 

從小的時候開始阿爸阿母就教我們這麼做，我們不敢反抗，可

是現在時代不一樣了，社會環境不斷的在改變，我們也應該跟

上時代的腳步。墓地越來越多，後代子孫也不見得清楚每個墓

地的位址，如果蓋一個家族墓，日後掃墓只要去一個地方，不

是更方便嗎？（2017/2/26-劉正廷談稿） 

 

家族中老一輩的成員長久以來抱持著崇敬先祖的共同意識而相互團

結，這種習慣是因為客家人有著強烈的同族親的觀念所導致的，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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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傳統早已成為習慣。當面臨新時代的考驗，家族內的耆老們開始

為後代子孫感到擔憂，如果未來我們不在了，他們還懂得如何做嗎？

祭掃不便的問題加上老年家族成員們為其百年後預作準備等因素，是

將傳統的風水墳改建成風水家族合葬墓的主因。 

    當研究者在訪談耆老們的過程中，或許是因為世代隔閡的關係，

未能充分理解受訪者口述訪談中的個人親身經驗，此刻只能尋覓與研

究者有較親密的關係，由耆老們的子女做為代表，進一步的了解他們

過去切身體會的祭祖經驗以及對家族興建家族墓的見解。與研究者父

母同輩份的「伯、叔、姨、舅、姑」們，皆是屬於中生世代的家族成

員，受教育的程度比他們的父母親輩來得高一些，當家族的風水墳墓

以及未來的祭祀方式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改變時，生長於這個世代的人

們，他們個人持有什麼樣的觀點？與研究者有直接血緣關係的父親，

很用心的述說祭祖過往的過程以及興建家族墓的看法： 

 

蓋家族墓確實是很好的提議，我們劉家的風水這麼多，每次去

掃墓都要跑很多個地方，必須很早就起床準備，以拜祖先要用

的牲禮來說，因為不能重複用，這麼多的風水就要準備很多

份，費用是一個負擔，其次就是人力了，家族裡的大長輩規定，

無論如何都要排除萬難帶著妻小一起去掛紙，這對部分的家庭

來說有時是種困擾，例如當年度輪到我們要祭掃，若臨時有事

要處理會找不到人代替，如果有家族墓後，掛紙時大家就會同

時在同一個地方，即便本身無法到場，也可由他人做代表。

（2017/2/26-劉紹良訪談稿） 

  

延續著掛紙人力的問題，因墓地多，過往遠祖的掛紙是採輪替方式，

居住在外縣市的家族成員，僅能選擇提前返鄉，55 歲的劉美蓉已嫁出

劉家，即便成為他姓之婦，對於興建家族墓也抱持著支持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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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父母親就灌輸我們慎終追遠的觀念，對祖先要感恩，就像

我已經結婚了，每年還是會回來祭祖，但因為交通的因素，過

去的祭祖有好幾次都差點趕不上，行程很匆促，如今要蓋家族

墓，我當然贊成，可以減輕每個人的負擔，怎麼會不願意。

（2017/2/26-劉美蓉訪談稿） 

 

祭祀文化在現今的社會中，因家庭結構改變以及少子化的現象，越來

越多已出嫁的女兒，會返回自己的娘家掃墓，據說這也是六堆客家人

掛紙的習俗，女兒也是一家人，即使出嫁了也可以返回外家掃墓。誠

如研究者的大伯父育有三位女兒，其中已出嫁的女兒在每年祭祖時刻

仍可看見她們的蹤影： 

 

以前我們劉家的墓地分別葬在不同的地方，每年都會帶著小孩

一同前往祭祖，並告知祭祖的重要性，像我的女兒已經嫁人

了，每年依舊會告知她們要回來祭祖。但是墓地不只一個，很

擔憂她們在未來會遺忘每個墓地的位置，如果現在我們蓋一個

家族墓，或許在未來就無後顧之憂了。（2017/2/26-劉紹鋅訪談

稿） 

 

整體來說，中生世代的家族成員因為信任父母親輩間的教導，在他們

這個世代依然留有崇敬先祖的傳統觀念。由於他們是家庭的主要支

柱，難免會衡量金錢的使用，因此贊同興建家族墓也受到經濟層面的

影響，其次則是人力配置等問題。 

    橫跨兩個世代，對於興建家族墓的議題，青年世代的見解又是如

何？生長於這個世代的家族成員，大部份是尚未結婚或成家立業，在

家族中的輩份最低，也較少有發言的機會。在研究者逐年掛紙的觀察

中，他們跟隨著其他家族成員前往祖塋祭祖從未缺席，但是對興建家

族墓好壞的認知，他們了解多少？研究者訪問了旁系血親的堂兄弟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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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等數位家族成員所獲得的答案，這一群人的共識大多為：「在過去的

家族掛紙，過程有時真是讓人感到厭倦，如果說祭拜祖先有辦法一次

就完成，那麼花錢蓋家族墓當然是很好的提議。」研究者的堂姐是青

年世代年紀最輕的受訪者，從她的回答中，可以理解對興建家族墓產

生認同感的見解： 

 
其實我無法分辨傳統的風水墳墓和家族墓有什麼差別，往年的

掛紙我都是跟著家人去，他們做什麼我就跟著做，只知道要去

很多地方，要花上半天以上的時間，尤其是每年掛紙的天氣都

特別好，悶熱的天氣有時令人感到特別的厭倦，如果說蓋家族

墓可以只去同一個地方拜祖先，那當然是很好的辦法，等我們

以後要自己去掛紙時，也會輕鬆許多，不必擔心遺漏了哪幾處

的墓地尚未祭掃。（2017/2/26-劉孟宣訪談稿） 

 

從女性的角度來分析，寓意著參與的意願受到周遭環境或父執輩的影

響，展現的態度較為被動，若將角色轉為男性，在觀念上則有顯著的

差異，一位 41 歲從事教職工作的劉紹龍，他說： 

 

我和我的哥哥從小到大只要家裡有活動，都一定會幫忙，就像

每年的掛紙，拜祖先要準備的東西，有時候父母親太忙我們就

要互相叮嚀，但是我們劉家的墓地很多，起初學習準備祭品

時，會有遺漏的狀況發生。若家族要蓋家族墓我當然贊成，如

此一來就變得更輕鬆了。（2017/2/26-劉紹龍訪談稿） 

 

另外一位男性受訪者劉恩舜也表示： 

 

掛紙是家族一年一次的重要活動，每年都會跟著爸媽一起回鄉

參與，早就習慣了，只是家族的墳墓真的很多，有時連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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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先去哪裡拜都不太清楚，如果可以只去一個地方，那麼對我

們這一輩的年輕人來說一定是最有益的，所以興建家族墓後，

可以讓大家省時省力，有何不好呢？（2017/2/26-劉恩舜訪談稿） 

 

從青年世代家族成員的見解上來分析，家族集資花錢興建家族墓的提

議他們是同意的，最主要的原因或許是考量到未來在祭掃時的便利

性，現在祭祖還有長輩陪同，但在未來要獨自去祭掃，若是興建了家

族墓，便能簡化繁雜多處的祭掃過程，是一項未雨綢繆的做法。 

    從訪談各世代家族成員對於興建家族墓的想法及意見，可以確認

幾件事，第一就是尚未興建家族墓前，受訪者都曾抱怨過掛紙過程繁

瑣，抱怨墓地數量多祭掃很耗時。第二則是人力的分配與財力因素，

參與祭祖的人員以及準備祭祀用品的問題幾乎每年的祭祖時刻都會被

提出討論。研究者認為，興建家族墓值得討論的是重建祖塋的相關問

題，例如經費從何而來？方位及地理位置等，重建家族墳塋是件大事，

亦是一次性的決定，針對各項問題的大小細節，所有家族成員們應要

加入參與，必有日後有所爭議，皆可在親族面前提出討論。 

 

貳、祭祀場域的分析 

    劉氏家族每年例行辦理家族祭祖活動，分別是在劉家祖堂內的敬

阿公婆，以及在劉家家塚與家族墓的掛紙，兩種不同祭祀的儀式、場

域每位家族成員皆參與過，但是每個人的經驗、認知或想像卻不盡相

同，因此各世代間難免會有落差、隔閡的現象，在他們參與家族活動

過程的當下，心境與想法又是如何？每一個世代，研究者訪問各世代

的三位家族成員，同樣是祭祖活動，受訪者該如何去描述事實與詮釋

自我的觀點。 
    在家族的祭祀活動中，在「祖堂」或「墳墓」的祭拜都稱為祭拜

祖先，兩者都具有飲水思源、慎終追遠的意涵，但從本質上來看，仍

有實際的差距，其中在問題「在祭祀祖先上，劉家祖堂與劉家墳墓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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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什麼關聯」中，試圖要讓受訪者區分兩者不同的場域，而各世代

受訪者的回答，論及的都是不同層面的問題，其原因往往都與個人的

生命經驗有極大的關聯性。 

    老一輩的家族成員對此問題的詮釋，大多能清楚的解釋前後的差

異與功能性，另一方面也加入情感，研究者訪問家族中年紀最大 92 歲

的劉祐上，他將個人有限的記憶大方並清楚的表達： 

 

我們家族的祖堂和墓地這兩個祭祖的地方是有關係的，掛紙的

墓地就是放置祖先的骨析，所以我們掛紙就是在拜祖先的骨

骸；那麼祖堂就是供奉祖先牌位啊，每年的除夕、年初一、五

月節、七月半，所有的子孫都會回來祖堂大家一起祭祖，每年

都是這麼做，沒有改變。（2017/2/26-劉祐上訪談稿） 

 

耆老作為家族的大家長，擁有較大的發言權，時常需為族人排疑解惑 

，對於祭祖，該如何準備、進行對他們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因此

牢記共同祭祖的節日，更期待後生應尊重傳統，不可忽視長輩曾說過

的言辭。例如訪問到研究者的叔公，他表示每年家族的祭祖日，各家

戶的長輩都會提醒居住在外地的兒女要記得回來祭祖，很少有缺席的

紀錄： 

 

我們祖堂的祭祖是三節都要拜，一年當中的過年、端午節、中

元節大家一定都會回來拜祖先；而墓地是一年去祭拜一次，我

們家族來臺祖應賢公的墓地很漂亮，在還沒有改建之前，每次

到掃墓的日子劉家所有的派下子孫都會去掃墓，不管是在祖堂

還是墳墓，大家都稱為拜祖先，一定會參加。（2017/2/26-劉正

廷訪談稿） 

 
今年 72 歲的劉正廷，曾經是當地小學的職員，相當的重視教育，在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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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的過程中，除了正視問題具體回答外，還將過去如何教導兒女的經

驗詳實描述，他特別強調家族重視祭祖的參與，每到祭祖日若還不見

子孫回來，便會開始打電話催促，但這些家族長輩的兒女雖有些微的

壓力，卻不因他們這種急迫的行徑而感到厭倦，反而是以正面的態度

接納並看待祭祖這件事，可見祭祖的觀念對客家家族子孫影響深遠。 

    延續著祖堂與墳墓兩者祭祀場域的探討，老一輩的客家婦女不像

其他男性們的認知來的廣泛，詢問到一位 87 歲的伯婆，她說： 

 
這我不太知道要怎麼說，兩者不就都是拜祖先，只是在不一樣

的地方，應該沒有差別吧！（2017/2/26-劉傅金蓮訪談稿） 

 

大部分都是一樣的，在祖堂拜祖先和去掛紙都是差不多的意

思，最主要就是要我們下一代子孫不要忘本啦！（2017/2/26-

劉賢雄訪談稿） 

 

傳統的客家女性在她們那個年代的教育都會被教導要懂得「四頭四

尾」，認為女性只要學會這幾樣事物即可，公眾的事務不得插手介入，

全由男性主導，也因此她們在面對祭祖時，通常只負責前置作業或善

後等繁瑣的事項，對於祭祀場域的認知較為薄弱，但也不能排除老年

人記憶力退化的因素，或許在進行訪問當下，周遭氣氛使個人情緒起

伏不定，讓她短暫遺忘生命經驗中的記憶。 

    教育的普及使得人們對於客家人的祭祖的概念有更深刻的理解，

中生世代的家族成員在問題「祭祀祖先上，劉家祖堂與劉家墳墓這兩

者有什麼關聯」的回答，逐漸開始運用藏屍納骨中的字眼來形容墳墓，

反觀老年世代的受訪者，對於墳墓的回答卻留有保守的態度，21 世已

嫁出劉家的女兒，每年皆會回鄉參與家族掛紙，對於劉家家塚與家族

墓兩者建造形制有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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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堂就是我們過年過節一起祭拜祖先，然後墳墓就是祖先的骸

骨埋葬在那邊嘛，我們家族的墳墓有兩個地方，一個蓋的樣式

很像房子，另外一個就是最常看到的，只有每年掃墓的時候會

去，就是對先祖慎終追遠的意思啊！（2017/2/26-劉美蓉訪談稿） 

 

與老年世代相比，中生世代的家族成員更能明確的解釋歲時節慶中各

項節目的內容以及程序，即使未能明確表明問題的重點，他們也能詳

盡的陳述不同的場域會在哪些節日辦理祭祀活動，誠如 58 歲的劉紹

鋅，簡明扼要的說出客家人婚嫁禮俗祭儀： 

 

祖堂就是像我們除夕、過年的時候要去拜拜，男孩子結婚的時

候要去祭祖，嫁女兒也要祭祖，劉家的女兒嫁出去，對方的兒

子要結婚了，按照傳統習俗就是要回來自己的祖堂祭祖；那麼

你說掃墓嘛，我們劉家的掃墓就是在清明節之前舉行啊！這是

規定，每年農曆的第二個禮拜天，就是要去掃墓。（2017/2/26-

劉紹鋅訪談稿） 

 

客家人的歲時節慶分佈在一年中的各種節氣，無論是禮俗或是祭儀都

具有豐富的人文色彩，但也因為節日多，讓人們不會刻意去關注每個

祭儀的細節，相同的祭祀對象在不同場域卻讓人難以捉摸。在 1944 至

1967 間出生的中生世代家族成員，受教育的機會增加，他們幾乎都清

楚為何自己要去祭祖，以及祭祖代表意義為何？即使未能明確表明祖

堂與墳墓兩者的關聯性，但在他們的意識裡，必定存有些許概念，並

且會永遠烙印在他們的生命經驗裡，永不消滅。 

    年輕一代的家族成員，在祭祖時都是跟隨在父母以及長輩的身，

當他們站在祖堂或是墳墓時，能輕易的分辨兩者場域的差異有何關聯

性嗎？今年 26 歲，未婚的受訪者孟宣，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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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要我比較的話我真的不會說耶，墳墓就是我們劉家的人死

掉後會放在那邊，然後祖堂也是拜祖先，只是離家裡比較近這

樣而已是吧。（2017/2/26-劉孟宣訪談稿） 

 

在進行訪談的現場，坐著一位青年世代，已婚的男性家族成員。研究

者結束上一位受訪者的訪談隨即向前攀談，詢問該問題的個人觀點或

見解，他說： 

 

祭祖就是分成在祖堂還有去墓地，每年的過年、中元節、端午

節這些日子就是在我們自己的祖堂呀！那如果是清明節就是

要去墓地，是這樣沒錯吧，長輩就是這樣教的。（2017/2/26-劉

紹龍訪談稿） 

 

今年 41 歲的劉紹龍，簡短的闡述客家人的歲時節慶以及每個祭祀該

去的地點，對於兩種不同祭祀場域的比較，有何關聯或差異並未提

及。研究者認為現今在不同的場域舉行祭祀活動，年輕一輩的家族成

員都要付出較大的勞動力，是否因為專注於整個祭祀活動的過程，從

未細膩觀察周遭環境或祭祀場域的特色，對祭祀場域感到陌生，或許

這些因素是影響他們回答問題時所產生困惑，難以言喻的原因之一。 

    提到祭拜祖先，家族中的年輕人可以很輕易的說出祭祖的感受，

但卻不善於在祭祖時觀察周遭人、事、物，尤其是分辨不同祭祀場域

的差異，相較於中老年人或其他長輩就有明顯的差異，今年 39 歲的恩

舜對於祖堂與墳墓兩者關連性的回答： 

 

兩者的關聯性我知道，一樣都是拜祖先，劉家的墳墓我們每年

只會去一次，也就是掃墓，而祖堂我們一年當中會去很多次，

包括過年、端午節……等等。（2017/2/26-劉恩舜訪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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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位青年世代的家族成員對於祭祀場域分辨與闡述，我們能了解他

們重視祭祀的參與，卻忽略祭祀的意義與其相關的深層意涵。 

    在年齡層比較的觀點下，提到劉家祖堂與劉家墳墓有什麼關聯

性，多數人優先聯想到的是何時會去祭祖，什麼節日會到該去的祭祀

場所，僅有少數幾位能立即針對問題的宗旨進行答覆。整體來說，若

要受訪者明確的區分祖堂與墳墓兩者不同場域的關聯性，接受「教育」

的程度與個人「生命經驗」的參與，這兩種因素是直接影響回答問題

完整性的主因，當然，受訪者避而不談也有可能是對民俗相關的知識

不了解，想要盡快的結束對話。 

 

 

第三節 面對社會現實的世代差異 

 
    祭祖，在任何一個客家家族中皆被視為重要的祭祀活動，在這個

被重視的活動中，無論是祭品的準備、祭祀的場域、祭祀的對象、祭

祀的儀式或參與祭祀的人員等，皆被視為客家人崇敬先祖的文化特色。    

面對崇敬先祖的文化，劉氏家族各世代的成員皆秉持著傳統正道的思

想與行為，這是在世代之間的教養所培育出來的獨特表徵，長輩指導

晚輩做什麼，晚輩則順從，不能有其他意見，必須達成長輩指定的目

標或交代的事務，這種著重傳統階層社會結構，以下對上服從的方式

是讓劉家各世代子孫願意投入祭祖活動以及傳承給下一代的思維。    

結束對祭祖空間的認知，接續將祭祖的問題延伸到社會現實層面，要

探討的問題是劉家的家族成員認為「祭祖帶給家族的意義為何？」他

們是如何看待祭祖這件事？參與祭祖活動帶給他們什麼樣的感受？基

於此，研究者依序從三個不同世代的家族成員進行訪談，逐一的探究

並分析每位受訪者內心底層的聲音。 

    一般而言，要請家族的耆老或其他長輩回憶並訴說過往祭祖的情

景、感觸是輕而易舉的事，因為他們的生命經驗與社會歷練遠遠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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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世代的家族成員。但站在社會現實的角度，他們會用什麼樣的個

人觀點來解讀祭祖對家族的意義，現年 72 歲，負責管理劉家祖堂的劉

正廷表示： 

 

我們祭祖就是要紀念祖先們的辛苦，他們的很偉大替家族賺了

很多錢，所以每年固定的時間全部人就一起拜拜，紀念他們。

（2017/2/26-劉正廷訪談稿） 

 

與劉正廷有相同看法的是他的堂兄，每次祭祀都擔任主祭者的劉祐

上，現年 92 歲，是劉家年紀最大的耆老，每當提到祭祖時過往的諸多

記憶，讓他侃侃而談，有關祭祖帶給家族的意義為何，他說： 

 

當然是對祖先的認識，他們過去的努力，打拼所有做過的事都

是值得紀念的，我們家族每個人都應該要知道，所以祭祖帶給

劉家的意義就是紀念祖先。（2017/2/26-劉祐上訪談稿） 

 

談到紀念祖先，劉祐上很滿意家族的後代子孫對自己的兒女教育，會

教導自己的小孩如何祭祖及其重要性與意義： 

 

我們劉家的的人啊，每次祭祖都會帶著自己的小孩前往，告知

他們為什麼要拜祖先啊，有什麼意義，去認識劉家的祖先。沒

有去的人當然就不了解，去了就會有人說明，這個是我們第幾

代祖先，做過什麼樣的事情，有什麼故事啊這樣子。（2017/2/26-

劉祐上訪談稿） 

 

對於年近九十幾歲的老人而言，言談之間透露出對家族的子孫有很高

的期望，而他看到劉家今日的榮景，也感到相當的欣慰，家族的祭祖

活動靠著劉家子孫的努力，代代相傳下來如今已成為一種家族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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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訪談家族老年世代長輩的過程，當他們聽到祭祖帶給劉家有何意

義時，研究者尚未說明完問題的概要，有些受訪者的卻很激動搶先一

步回答： 

 

這當然就是紀念的意義，子孫光榮啊！我們劉家能有今天的榮

景，全都是祖先們的努力，所以每年祭祖是具有深遠又重大的

意義呀！（2017/2/26-劉貴添訪談稿） 

 
由次可知，老一輩的家族成員都一致認為祭祖帶給劉家的意義是一種

「紀念性」，祖先們過去的努力，值得我們透過祭祀的行為來緬懷。即

便是簡短的答覆，仍可感受到他們看待家族祭祖的心境，想把自我的

理念傳達給每一位後代子孫，告誡子孫應將祖先放在心中崇高的位

置，時刻的惦記與緬懷。 

    中生世代的家族成員，在現實的社會層面中，他們要如何解讀祭

祖帶給家族的意義，與上一個世代相比，能否從個人的見解中呈顯兩

個世代間的差異。今年 55 歲，劉家第 22 世的女性受訪者劉美蓉，於

受訪時藉著問題的指引回想過往祭祖的畫面，祭祖帶給家族的意義她

這麼認為： 

 

我們家族很重視祖先的那個傳承，所以在祭祖日的時候，無論

已經結婚或是未婚，都會一起回來祭拜，參加掃墓，很重視這

個慎終追遠的家族活動。（2017/2/26-劉美蓉訪談稿） 

 

在訪談的現場，研究者發現受訪者劉美蓉的哥哥也在一旁，因此順道

邀請對方成為訪談對象，然而同一個問題，他的見解是： 

 

帶給我們劉家的意義不就是慎終追遠，不要忘本這樣嘛，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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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的時候努力為家族打拼，要我們這些後代子孫飲水思源，

不要忘本，所以大家不管是掃墓還是年節的祭祖，每年都很踴

躍的回來參加這個有意義的活動。（2017/2/26-劉紹鋅訪談稿） 

 

祭祖是一種慎終追遠的表現，祖先在世時為家族打拼創立家業，教導

後代子孫要有飲水思源、不忘本的精神，這些態度與精神也成為祖訓，

時時刻刻告誡家族的每一位後代子孫。受訪者這樣的回答，如果再繼

續追問下去，是否能獲得更貼切，符合社會現實的答案呢？例如祭祖

帶給家族的意義是如何表現，如何傳達，老年世代的受訪者劉賢雄則

是說： 

 

這個是傳統留下來的，幾百年到現在，祭拜祖先從沒有斷過，

方法是老人家流傳下來，我們繼續照他們教的方式去做，再教

自己的小孩該怎麼做，一代一代依照相同的方式教給子孫們，

這不就是祭祖要傳達的意義嗎？（2017/2/26-劉賢雄訪談稿） 

 

祭祖是一項歲時節慶中的活動，在客家家族中被視為重要的家族大

事。受訪者敘述了家族傳達祭祖的理念，當在進行祭祖時做的每一項

動作，後代子孫會看到並且在一旁學習，跟著家族的長輩們一起做，

無形之中在祭祖的每一個動作下，影響了家族中各世代的成員，也發

揮了「傳承」的功能。 

    祭祖在社會層面下對家族的意義，截至目前為止老年與中生世代

的回答，顯示出這受訪者以對先祖的尊敬以及永不忘懷的精神態度為

主要核心，無論是男性或女性，面對社會現實所表達出的「傳承」語

意，或許只是冰山一角，從他們的言詞中流露出參與家族祭祖時的心

境，或許還藏匿著難以言喻生命故事。 

    對於青年世代而言，在他們的生命經驗中，參與家族祭祖的次數

及經驗相較於另外兩個世代來得少，面對社會現實他們如何詮釋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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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給自己家族的意義。現年 26 歲的劉孟宣往年幾乎都會與家人共同參

與祭祖，談到她所認知的家族祭祖並不陌生，那麼祭祖帶給家族的意

義呢？她說： 

 

祭祖的意義喔，就是祖先會保佑我們啊！然後我覺得會讓我們

比較年輕的人會有一種家族性，就是和家族聚在一起的那種感

覺，就像是我蠻喜歡過年或是清明節家族所有人回來，大家凝

聚在一起，其實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節慶，然後能把家族的人都

聚在一起。（2017/2/26-劉孟宣訪談稿） 

 

從劉孟宣的訪談中，她認為祭祖就如同拜神求心安，藉由燒香祈福能

夠獲得先祖的庇佑，站在祭祖的現場看到整個家族齊聚一堂，讓人感

受到「團結」是靠行動來表現才顯得真實，而非僅是透過話語的傳達。

值得注意的是，劉家每年的祭祖日劉孟宣幾乎全程參與，從未缺席過，

她強調年節祭祖能把所有家族成員凝聚在一塊，那種氛圍是令人感到

愉悅的，透過參與進而影響到身旁的人，使他們對於祭祖的意識更加

強烈。在家族祭祖的現場，會聚集各房不同世代的子孫，因為人數太

多，若不熟悉親族之間的關係，叫不出對方名字的狀況也是習以為常

的事，另一位年輕世代受訪者劉紹龍則對人際關係表達看法： 

 
祭祖的意義當然就是慎終追遠的表現，然後每年祭祖的時候就

是不管老的小的都會聚集在一起，也只有那個時候可以互相見

到大家，不管在祖堂或是墓地，在那一個場合所有家族的人都

可以互相認識，寒暄聊聊彼此的近況。（2017/2/26-劉紹龍訪談

稿） 

 

年輕人參與家族的重大活動，是基於父母對子女的教養，通常他們是

抱持著無怨無悔的心態參與，因為崇敬先祖的觀念從小就灌輸在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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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內心存在著一種重視孝道的價值觀，因此也有受訪者以簡單俐

落的幾句話來表明問題的宗旨： 

 
祭祖就像家族的大型聚會一樣，所有的人回來拜拜，聚在一起

彼此互相的認識、問候。（2017/2/26-劉恩舜訪談稿） 

 
    從各世代家族成員 12 位代表的訪談結果分析並歸納出「紀念性」、

「傳承」以及「團結」，三個不同的名詞作為祭祖帶給劉家何種意義的

討論焦點。老年世代對於自己的家族是感到榮耀的，認為祭祖帶給家

族的是一種「紀念性」的意義，今日家族在地方上的榮景或興盛的家

業是經由祖先的努力遺留下來，他們無法回報祖先或做些什麼事，僅

能以祭祀來緬懷，而身為家族的典範，在教育下一代時，有義務強調

或告誡做這些事的目的、背後所蘊藏的故事或個人生命中的辛酸歷

程。中生世代與青年世代認為祭祖帶給家族的意義是一種「傳承」作

用以及「團結」的行為表現。中生世代的家族成員出生在 1944 年後，

祭祖行為的認知與學習管道通常是來自父母的教導，他們對於「祭祖」

過程中的各項細節特別謹慎，因為多數人清楚自己在未來將成為家族

或家庭的支柱，身上背負著教育子女的責任，為了教育下一代，他們

不得不成為眾人學習的榜樣與模範，因此祭祖如祖在，其實也是一種

重視根源意識的表現。 

 
 

第四節 家族認同的世代差異 

 

    劉家的祖先崇拜，在世代差異的探討上已經由歷史、空間、社會

三個不同的層面的敘述，而在最後一部分的現實層面，要探究的問題

是各世代家族成員如何看待「家族祭祀活動的保存與傳承」。促使劉家

各世代後裔到祖堂或家族墓祭拜祖先的動力為何？在這其中是否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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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力量的推動，讓劉氏家族的祭祀活動在面臨保存與傳承的情況

下，能不受影響或限制而持續的進行。在本節中，研究者將相同世代

受訪者的敘述作為單一的個體，分析他們對於該問題的看法，期許能

從他們的觀點中作為劉家未來面臨祭祀活動保存與傳承的方向與指

標。 

    首先從老年世代的受訪者開始了解，家族中的耆老或年長的長

輩，對於傳統的禮俗通常都持有墨守成規的風範，一般來說，他們都

會帶著自己的子女前往祭祀的場所參與家族祭祖活動，教導他們祭祀

活動事前事後的準備及處理，提醒該注意哪些細節，因為他們所知道

的這些事務，也是承接他們的上一代。研究者從家族中挑選出 92 歲的

耆老劉祐上、72 歲的劉家祖堂管理人劉正廷，以及 87 歲的劉貴添作為

老年世代的主要受訪者，依序對問題進行答覆，闡述個人的觀點： 

 

當然這個世代傳下來的東西，祭祀的方法，還是要怎麼做，就

要傳承下去，一定要持續的做，這是我們的習俗。（2017/2/26-

劉祐上訪談稿） 

 

這麼重要的東西，就應該要保存下去啊！（2017/2/26-劉正廷訪

談稿） 

 

當然要保存下來啊！要去教小孩子，一代傳一代，上一代的人

跟我們說的，我們就繼續說給下一代人聽。（2017/2/26-劉貴添

訪談稿） 

 

從以上三位家族長輩的陳述，可以感受到家族的祭祀活動帶給他們很

強烈的感受，如同劉祐上所言：「這個是世代傳下來的東西，祭祀就是

要傳承，要持續的做，就是我們的習俗」（2017/2/26-劉祐上訪談稿）。

他們對於祭祖數十年為一日，將祭祖傳承給下一代表面上顯現的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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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啟後的客家文化，而實際上的傳承，卻是履行先祖所賦予的傳家精

神。 

    再者為中生世代，在這個世代研究者選了兩男一女作為代表，他

們各自都育有子女，依研究者過往參與家族祭祖的經驗來看，都有看

到他們的子女與父母共同參與家族的祭祖活動。家族祭祀活動的保存

與傳承在這些中生世代成員們的意識中代表的是什麼？對於此有何想

法或見解？又要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參與及面對家族的祭祀活動？ 

 
我覺得我們家族在這個方面還蠻不錯的，就是要一代一代的 

傳下去，然後都有告訴下一輩的說一定要這樣做，所以代代相

傳把這樣印象深刻的觀念告訴每一個子孫，我們家族都有做到

喔！（2017/2/26-劉美蓉訪談稿） 

 

我們很希望把這個傳統傳承下去，我個人是有保留這個傳統 

的觀念，但是下一輩的年輕人，就很難預料了。他們會不會因

為居住在外地，有些人願不願意再回來，這種東西就是要看每

個家庭，父母親怎麼去教育他們，保存這個我們客家人傳統的

風俗，這個就是要看各自那個了。（2017/2/26-劉紹仁訪談稿） 

 

我們劉家每年拜祖先就是要守住我們客家人的傳統，不要忘 

本的美德，所以家族不忘本的美德，要一代接著一代，不斷的

傳承下去。（2017/2/26-劉紹鋅訪談稿） 

 

每個人承接父母、親族長輩的要求或教導可視為一種孝道的表

現，即使是嚴厲甚至帶有強迫性的管教的方式，但這些中生世代的成

員仍然順從，不任意忽視；他們夾雜在兩個世代之間，除了要承接上

一代的教導並以身作則教育下一代，在他們的個人觀點中覺得「家族

的祭祀是一種美德，一代接著一代的傳承是必要做的事」，甚至有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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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我們的下一代的年輕人，他們或許不會再做這些事情了」因

此家族祭祀活動的保存以及傳承在他們的認知中顯得格外重要。教育

好下一代，是他們現在能做的事，至於他們口中說的下一代的年輕人

願不願意再回來祭拜，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家族祭祀活動的保存與傳承從守舊的老年世代到背負教育責任的

中生世代，直到最後的青年世代仍然持續的進行，從未停歇。相同的

文化是否會因為世代的變化而打破原先的傳統，產生前所未有的改

變，在最後的青年世代，他們是否認同家族的祭祀活動？他們未來養

育子女時要如何教導，是否會將承接於父母的家族傳統傳承給自己的

下一代呢？ 

 

我還蠻喜歡這種活動的，就是可以把家族的人都聚集在一 

起，然後可以聯繫彼此的感情，就像我們每次在祖堂拜拜，可

以和住在比較遠的親戚聯絡到感情這樣，而且我也覺得我們劉

家還蠻重視祭祖，這個家族的活動就讓人感覺特別重要。

（2017/2/26-劉孟宣訪談稿）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活動啊，第一個可以讓我自己的小孩

知道，或是讓我自己知道我們是從哪邊來的，然後可以讓我們

認識家族裡面很多的成員，所以一定要保存下去。那傳承的話

就是讓家族裡面的人知道，這是我們自己家族性的活動，可以

讓這個家族性活動永遠的傳承下去。（2017/2/26-劉紹龍訪談稿） 

 

我覺得保存和傳承這個是必要的，一定要好好的教育我們的下

一代將這些觀念告知他們，在未來他們必定會面對祭祀祖先，

不如現在好好教給他們，在未來才不會顯得生疏。（2017/2/26-

劉恩舜訪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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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家族中隸屬於青年世代的一員，對於家族祭祀活動面臨

保存與傳承的看法與上述受訪者的觀點有許多相似之處。青年世代的

家族成員過往參與家族祭祀活動時，據研究者在現場的觀察，願意主

動學習、幫忙父母或其長者的成員，相較於站在一旁的成員數量多，

這意味著家族祭祀活動對他們來說是「重要的」、「必要參與的」，帶給

他們的感受有可能是「疲憊的」、「厭倦的」甚至是「帶有壓迫性的」，

他們認同自己的家族做的這些事，因此這些因素或感觸成為了他們學

習、承接家族長輩教導祭祖，進而影響到他們面對保存與傳承的主因

之一。 

    家族活動的保存與傳承是每個人必然會面對的課題，這是一個永

不停歇的循環過程，從劉氏家族三個世代的成員看待祭祖保存與傳承

這件事，每個世代對於此皆一致認同與接受，而其中的異同之處，是

每個人以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老年世代的人們他們認為「守舊」

的觀念很重要，承先啟後的客家文化絕不只是掛在嘴邊談空說有，耆

老們在過去的辛勤刻苦我們無法體認，因此透過傳承讓後代子孫知道

他們是如何走過來的，這是一個持續性的循環，不會中斷，因為他們

知道，如果中斷，就再也沒有人會做了。夾雜在兩個世代間的中生世

代，受「教育」的機會普遍增加，他們懂得行孝的重要，因此更懂得

如何教育自己的兒女或家族後代，生長於這個世代的家族成員身上同

時背負了兩種責任，在前述已稍微提及，教育好下一代是他們唯一能

做的事，沒有怨言，更別無選擇。每個世代的成員都受到身旁的人所

影響，屬於青年世代的這群人也不例外，因為他們「認同」所有人做

的這些事，因此承接了親族長輩們的教導，在不久的未來亦是用相同

的方式，將家族的祭祀活動傳承給自己的下一代。 

 

 

第五節 跨世代差異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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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先崇拜長久以來都是漢人社會重要的文化核心，客家人十分重

視祭祖，無論是歲時節慶的掛紙、敬阿公婆或是祖堂的早晚輪值香火，

均可體現漢人慎終追遠、報本反始的概念。在本研究中探究祖先崇拜

的世代差異，研究者以質性訪談的方式，透過四個不同的層面，對劉

家老中青三代的受訪者進行提問與追問，讓他們闡述個人的生命經

驗、觀點與見解。有鑑於此，為了更清楚的呈顯世代異同，本節綜合

各世代受訪者的答覆，以訪談結構中的四大層面，進一步的釐清與分

析潛藏在劉家祭祖中的各項疑問，做出跨世代差異的比較，分四部分

逐一說明。 

 

壹、 歷史層面 

    研究者在歷史層面中所設定的問題，目的是要探究受訪者對自身

家族的認知情形，依序列出四項問題：「是否了解劉家的祖先從何而

來」、「是否有看過或翻閱過劉家的族譜」、「是否清楚家族祖堂由誰建

造，何時翻修」以及「是否聽過劉家在過去歷史中有哪些著名人物或

光榮事蹟」，將受訪者對各項問題的回覆整理製成表 5-5-1，進行跨世

代差異的比較。 

 

表 5-5-1 劉家老中青三代對於歷史層面看法一覽表 

世代 
祖籍地的

認識 
族譜翻閱 

祖堂建造

與翻修 

家族事蹟

或士紳 

老年世代受訪者 01 V V V V 

老年世代受訪者 02 V V V V 

老年世代受訪者 03 X V X V 

老年世代受訪者 04 V V V V 

老年世代受訪者 05 V V V V 

中生世代受訪者 01 V V X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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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1(續)劉家老中青三代對於歷史層面看法一覽表 

世代 
祖籍地的

認識 
族譜翻閱 

祖堂建造

與翻修 

家族事蹟

或士紳 

中生世代受訪者 02 V V V X 

中生世代受訪者 03 V V X V 

中生世代受訪者 04 V V V V 

青年世代受訪者 01 X V X X 

青年世代受訪者 02 V V X V 

青年世代受訪者 03 X V X X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在表 5-5-1 中，可以看到各世代成員對於問題「先祖從何而來，祖

籍地位於何處」的認知，老年與中生這兩世代的所有受訪者幾乎能明

確的敘說祖籍地的確切位置，而青年世代其中兩位受訪者的回答卻是

用「大陸」兩字作為答覆，含糊籠統的說法除了彰顯對自身家族先祖

來歷感到生疏外，同時也感受不到受訪者回答的誠意。其次在「是否

看過或翻閱過劉家的族譜」不分世代，所有的受訪者皆看過自己家族

的族譜，甚至有受訪者是製作家族祖譜的代表人之一，因此「族譜」

這一問題的世代差異是處於平行的狀態，各世代毫無差距。像是在祖

堂建造，家族有名的人物問題上，也只有老年世代與中生世代較能清

楚地回答，青年世代多半以猜測或不知道的答覆來表示，明顯的與另

外兩個世代脫離，產生隔閡的現象。 

 

貳、空間層面 

    空間層面主要是針對劉家祭祖之祭祀空間的議題做探討，其中又

可細分為「興建家族墓的認知」與「祭祀場域的分析」兩大問題。探

討這兩大議題，尤其是在辨別不同的祭祀場所上（如表 5-5-2），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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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從受訪者的答覆中感受到明顯的「世代」差異，經研究者分析判定

後，是以接受教育程度以及生命經驗的參與兩個因素成為影響世代之

間差異的主因。 

 

表 5-5-2 劉家老中青三代對於空間層面看法一覽表 

世代 祖堂與墳墓兩者有何關聯？（內容摘錄） 

老年世代受訪者 01 
墳墓放置骨析，祖堂供奉牌位，一年有四次會

在祖堂祭祖。 

老年世代受訪者 02 祖堂祭祖是三節都要拜，而墓地是一年去一次。 

老年世代受訪者 03 兩者都是拜祖先，應該沒什麼差別。 

老年世代受訪者 04 
當然有關聯，祖堂就是有安置祖先牌位，而墳

墓就是安置祖先骨灰的地方。 

老年世代受訪者 05 
大部分都是一樣的，在祖堂拜祖先和去掛紙差

不多意思。 

中生世代受訪者 01 
祖堂是除夕、過年時要去拜，而掃墓的日期在

農曆二月第二個禮拜天。 

中生世代受訪者 02 差不多都一樣，就是要子孫不要忘本。 

中生世代受訪者 03 
這兩者有親密的關係，最主要是慎終追遠，另

外就是要我們下一代的子孫不要忘本。 

中生世代受訪者 04 
祖堂是過年過節大家一起祭拜祖先，墳墓是祖

先的骨骸埋在那邊。 

青年世代受訪者 01 
墳墓是家族的人死亡後骨析放在那，祖堂也是

是祭祖，離家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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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2(續)劉家老中青三代對於空間層面看法一覽表 

世代 祖堂與墳墓兩者有何關聯？（內容摘錄） 

青年世代受訪者 02 
過年、中元節、端午節在祖堂拜，清明節就去

墓地拜。 

青年世代受訪者 03 
一樣都是拜祖先，墳墓一年去一次，而祖堂一

年中有好多節日都會去。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檢視表 5-5-2，在家族祭祖空間層面上的認知，老年世代與中生世

代的差異不明顯，兩代大部分皆能分辨祖堂與墳墓的差別，反而是與

青年世代有隔閡的現象，青年人分辨祭祀空間與相關細節部分較為薄

弱，僅能簡易的描述，經研究者歸納並分析，發現每位受訪者的能否

清楚分辨祭祀空間，除了和年紀、家族中的輩分有關外，教育以及生

命經驗的參與也是重要的一環。 

 

參、社會層面 

    社會層面研究者預先設定的問題為：「請問您認為每年祭祀祖先帶

給劉家家族的意義為何？」「在您小的時候，有跟父母親或其他長輩到

祖堂或墳墓祭拜祖先的經驗嗎？」與「您是否會帶著你的小孩來祭祖，

並告知祭祖的重要性與意義？」而本層面的世代差異比較，研究者以

「祭祖帶給家族的意義為何？」作為重點，將受訪者的答覆進行比較

分析。 

 

表 5-5-3 劉家老中青三代對於社會層面看法一覽表 

世代 祭祖帶給家族的意義為何？（內容摘錄） 

老年世代受訪者 01 紀念祖先們的辛苦，紀念他們生前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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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3(續)劉家老中青三代對於社會層面看法一覽表 

世代 祭祖帶給家族的意義為何？（內容摘錄） 

老年世代受訪者 02 
對祖先的認識，他們努力打拼過的是都值得紀

念。 

老年世代受訪者 03 
紀念的意義，子孫光榮，這全都是先祖的努

力。 

老年世代受訪者 04 當然就是子孫光榮啊！ 

老年世代受訪者 05 
這是傳統留下來的，幾百年到現在，拜祖先沒

有斷過，老人家傳承下來，後人繼續這樣子。 

中生世代受訪者 01 
家族很重視傳承，無論已婚或未婚只要祭祖都

會回來。 

中生世代受訪者 02 慎終追遠、飲水思源、不忘本。 

中生世代受訪者 03 上一代傳下來，我們跟著做，再傳給下一代。 

中生世代受訪者 04 那就是繼承我們祖先留下來一貫的祭祀文化。 

青年世代受訪者 01 一種家族性的表現，能把所有人都聚集起來。 

青年世代受訪者 02 
每年祭祖男女老幼都會聚在一起，是慎終追遠

的表現。 

青年世代受訪者 03 
祭祖就像大型聚會一樣，所有人回來拜拜、問

候。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從表 5-5-3 解讀各世代受訪者的回覆，老年世代認為祭祖帶給家族

的意義是一種「紀念性」，中生世代認為祭祖當下發揮了「傳承」的功

能，而青年世代認為祭祖是展現家族「團結」的表現。家族的祭祖活

動對於每一個世代的人都很重要，是不可言喻的，即使不分世代，仍

可透過深入的解讀看出些微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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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實層面 

    現實層面對各世代的受訪者要探究的是「家族祭祀活動保存與傳

承」的問題，從一開始的先祖從何而來到祭祀場域關聯性的認知，隨

後又討論祭祖帶給家族何種意義，最後要探討的問題則是家族祭祀活

動的保存與傳承，在這項問題中，預定要呈現出的世代差異是受訪者

對於家族的認同感。 

 

表 5-5-4 劉家老中青三代對於現實層面看法一覽表 

世代 家族祭祀活動的保存與傳承（內容摘錄） 

老年世代受訪者 01 
世代傳下來的東西，祭祀的方法該如何做就要

持續的做下去。 

老年世代受訪者 02 這麼重要的東西，就應該要保存下去啊！ 

老年世代受訪者 03 當然要保存下去，要去教孩子，一代傳一代。 

老年世代受訪者 04 

當然要保存下來，要教小孩子，一代傳一代 

，上一代人跟我們說的，我們就繼續說給下一

代聽 

老年世代受訪者 05 

當然要繼續下去，我們這邊的祭祖還比較簡

單，像那個內埔那邊的祭祖，早晚還要穿馬

褂、藍衫，穿上後才會祭祖，我們這裡就沒有，

簡單多了。 

中生世代受訪者 01 我們家都有做到代代相傳，傳承真的很重要。 

中生世代受訪者 02 
我很希望把這個傳統傳承下去，但下一代就很

難預料了。 

中生世代受訪者 03 
我們家族祭拜祖先就是要守住傳統，要一代又

一代不斷的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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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4(續)劉家老中青三代對於現實層面看法一覽表 

世代 家族祭祀活動的保存與傳承（內容摘錄） 

中生世代受訪者 04 

保存我們客家人的傳統，每個家庭都應該要讓

自己的兒女知道，教育他們，讓他們知道傳統

的觀念與重要。 

青年世代受訪者 01 
可以和住在遠方的親戚聯繫感情，讓人感覺特

別重要。 

青年世代受訪者 02 
傳承讓家族裡的人知道這是屬於我們的活

動，永遠傳承下去。 

青年世代受訪者 03 
保存和傳承是必要的，好好教育下一代這些觀

念。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如表 5-5-4 所示，可以看出老年世代在家族的祭祀觀念是秉持著前

人所賦予的精神，再透過他們共同的理念，代代傳承下去。中生世代

他們面對家族的祭祖，是承接於老年世代，他們認為：「家族的祭祀是

一種美德，一代接著一代傳承是必要做的事」，因此，教育好下一代，

是他們必須做的事。在前面兩個世代的受訪者中，對於祭祀的保存與

傳承都一致地表示認同，反觀家族中輩分、年紀最輕的青年世代，他

們對此問題也表明了：「我覺得我們劉家的人都很重視祭祖活動，所以

保存和傳承是必要的，要讓自己的小孩知道，把這些重要的觀念教給

他們。」家族中的青年人他們表明了願意學習有關祭祖的任何事物，

故此他們認為家族的祭祀活動是重要的，認同自己的家族成員們做的

這些事，願意主動參與、學習，自發性的表現，就是對家族祭祀活動

保存與傳承最好的表現方式。承上，三個世代的受訪者都一致認同家

族祭祀活動的保存與傳承，從每位受訪者的闡述中並看不出顯著差

異，但從話語中分析，可以發現的異同之處，就是每個人用不同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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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來看待祭祖保存與傳承這件事。老年世代認為「守舊」的觀念很重

要，祭祖是持續性的循環，沒有傳承就會中斷，中斷後就逐漸被遺忘

了；中生世代是因受「教育」的機會增加，行孝的觀念，促使他們更

懂得教育自己的兒女或是下一代；青年世代則是「認同」前兩個世代

所做的事，才會承接前人的教導，在未來扛起保存與傳承的使命。 

    世代的差異，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例如成長環境、文化背

景、規範制度或是個人價值觀等，在本研究中，針對劉氏家族老中青

三代家族成員，探究四大層面中與祖先崇拜相關的個人觀點及見解。

在歷史層面上，越年長者比年輕者對家族的歷史懂得較多，能鉅細靡

遺的闡述他們記憶中的家族歷史故事，反之家族中的青年人對該方面

問題的答覆，則與另外兩個世代產生距離感。在空間層面中有兩個細

項，分別是興建家族墓的認知以及祭祀場域的分析，在該層面的結尾

已稍做解釋，三個世代皆一致認同興建家族墓，比較每位受訪者的觀

點並無太大的差異；有關祭祀場域的認知，從研究者比較分析的結果

來看，老中青三代中唯有青年世代較無法分辨家族祭祀場域，而另外

兩個世代受到年紀、輩分、教育、生命經驗等因素，促使他們有分辨

的能力，也因佔據這些因素，才顯露出青年世代在家族中與其他世代

的差異。在社會層面論及的是祭祖帶給家族的意義為何，從表面上看

待受訪者的答覆，察覺不出世代之間的差異，但若從老中青三代的回

答中深入分析，可以從字裡行間找出「紀念性」、「傳承」與「團結」

三種不同的個人觀點。最後的現實層面，與社會層面有相似的情況，

從表面上分析三個世代的結果看不出有特別之處，必須從中細膩分

析，而最後在該層面的問題獲得「守舊的觀念」、「教育的機會」以及

對家族的「認同感」三項因素，而這些因素正是顯現出世代異同的主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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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瀰濃西柵門劉屋中的各世代成員為研究對象，探究祖先

崇拜的文化在各世代間的差異，其中包含劉氏家族的歷史淵源與在臺

發展、家族祖堂與墳墓祭祀空間及祭祀行為的展演、祖先崇拜在家族

世代差異的比較分析，呈顯研究者在瀰濃劉屋親身參與與分析的結

果，並期望後續能擴及範圍，針對原家族或其他家族做更深入的探尋

及追蹤。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分別透過文獻分析法，闡明了瀰濃劉屋的歷史背景，從地

方上發展觀點切入，探討家族世系源流、祖嘗以及族譜等，說明有關

嘗會及祖堂文化之互動，同時樹立一個典型之移民社會的家族個案。

繼以參與觀察法對家族祖堂與墳墓的空間、祭祀儀式做詳細的、描述

性的實地札記；利用訪談法紀錄劉家各世代成員對祖先崇拜文化的生

命經驗，並分析各世代可能產生之差異問題。茲將研究結果歸納以下： 

 

壹、劉家的歷史背景以及在瀰濃地區的發展 

   彭城堂劉姓為美濃三大姓氏之一，都是興寧開基祖開七公、廣傳

公派下裔孫，分別來自廣東梅縣、饒平縣、鎮平縣、平遠縣等地，分

布在瀰濃、龍肚、中坛、竹頭角等瀰濃舊聚落。乾隆 3 年劉玉衡即率

領各姓氏民眾分建竹頭背、九芎林二庄；乾隆 13 年李加禮墾建中壇庄

為業主後賣於劉達峰，其中尤以劉姓為眾形成「劉半庄」；乾隆 13 年

劉能集資築圳埤於中圳埤，龍肚大崎下的劉氏家族也表現出色。過去

學者研究的對象多為這些劉家的重要家族或知名人物，其實，美濃各

庄的開拓都是數個姓氏甚至十多個姓氏合力建立，缺乏世族獨霸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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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因此家族規模都不大，財力也不雄厚，劉家在清代雖成立近

20 個祖嘗，卻亦未能擴充族眾勢力興建劉氏宗祠，令人感到疑惑。因

此相關研究仍待進行，想要了解劉氏家族在美濃三百年的發展軌跡和

盛衰起落，唯有從目前仍設有夥房、祖堂、廳下的家族著手，瀰濃西

柵門的劉屋夥房即建有奉祀祖先牌位的廳下，透過劉屋的族譜、家譜、

祖牌、墓碑記載，才能比較正確描繪出美濃劉氏家族渡臺遷徙，定居

生根、繁衍發展的脈絡，藉以重建完整的美濃劉家歷史，進而徹底了

解每座劉氏夥房的形成、榮枯與擴散過程，幫助後代子孫們能夠了解

屬於自己家鄉，發揚在地文化。 

瀰濃西柵門劉屋位於永安路 346 號。15 世祖善友公帶長子應德公

以及次子應賢公從廣東省梅縣白渡鎮鳳嶺村虎形來臺開基，各房立志

創業。善友公來臺數年後即返回原鄉，家務、農事、教育全由應賢公

掌持，傳下子孫多人。劉屋祖堂的建造人為 17 世的捷貞公，興建時期

至今已不可考。祖堂的前門並無堂號，而是用水泥砌成的「集盛」兩

字，代表以藍染起家的商號。從門前進入有一柵三川形式的木造柵門，

門上掛一塊印有「文魁」兩字匾額，再進入就是天井及祖堂，祖堂屬

於二進四合院形式，以「校書第」代替堂號。 

《鳳嶺鄉劉氏族譜》為劉家的第一本族譜。永通公第 19 世孫海霖

公於民國 3 年（1914 年）初次修譜，但原編族譜只有從鳳嶺開基第一

世祖起計算世代，代數不詳，引用資料有誤。民國 103 年（2014 年），

永通公第 21 世裔孫劉貴祥，發現鳳嶺海霖公原編之族譜有誤，決定發

起修譜，由於公譜資料大致相同，劉貴祥蒐集劉明朝編《劉氏族譜》、

新竹宗親所編《劉氏大族譜》以及南靖派劉炎編之《劉氏族譜》，作為

修譜之參考工具。劉家自先祖來臺開基至今已存有四種版本的族譜，

不斷修譜的原因就是為了延續先祖飲水思源的精神，透過文字的書

寫，族譜拉近了親族之間的關係，除了讓家族後裔知道自己在家族中

的位置外，最重要的就是認識自己的祖先，認同自己的家族，這正是

族譜存在的價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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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塚的興建也是彰顯家族的力量與考驗親族之間的凝聚力。劉家

16 世祖應賢公墓地於咸豐九年己末年建於美濃竹子門半山腰上，因地

處偏僻、交通不便、雜草滿道，每年掃墓致使年老長輩行動不便，若

要整理雜草更為不易，所以建議將墓地拾骨遷建於平地，俾便日後祭

掃。民國 101 年（2012 年）端午節正逢祭祖之日，劉家 21 世劉正廷發

起興建家塚，將原應賢公金罐遷建於應賢婆墓地共同建立，並於 17 世

捷貞公婆及 18 世秀榮公婆、18 世錡榮公合葬一同，但經該地地主反對

而暫停。隔年（民國 102 年）端午祭祖之日，再由 21 世劉正廷提議有

關墓地遷移問題，當下由 21 世劉祐上發言，同意將應賢公墓地在其土

地原秀榮公墓地原地重建，合葬共計 14 罐金罐。 

修譜、會族與祖堂、墳墓的祭祀對劉家家族長期的凝聚與認同有

密切關聯，這些均得力於劉家士人族紳的倡導。 

 

貳、家族祭祀空間分析以及祭祀儀式的展現 

    一、祖堂的祭祖與空間利用 

祖堂是象徵著一個家族精神的堡壘，後人因為對祖先感到認

同，就會奉祀祖先、修建祖堂，其祖堂存在的目的就是彰顯祖先的

恩澤，給家族後裔都有認祖歸宗的棲身場所。劉屋廳下一年中舉行

的四次祭祖活動，全是依客家人的歲時節慶來舉行，而這樣的祭祖

傳統從古至今始終如一，未有太大的變化。而對於祭祀用品也相當

講究，「左魚右肉雞中間，頭朝前」的口訣也是透過長輩傳授給兒

女，展現親族之間傳承的獨特方式。祭祖不僅是弔念前人、緬懷先

祖，體現客家人崇敬先祖的文化精神，同時也是凝聚所有親族成員

的最佳方式，例如劉屋每年祭祖上完香，耆老便會召集家族所有人

齊聚於祖堂之前堂空間商研家族事務，將無人居住的夥房空間物盡

其用，相當的珍惜且對家族屋舍的情懷源遠流長。再者，祖堂是所

有家族成員共同的資產，維護與管理是不容小覷的事，設置的點香

輪值人員讓家族的香火永不中斷，代代相傳讓後代子孫能了解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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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榮景與面貌。 

二、家族的墓祭行為與墳塋的建造 

劉屋的墓祭亦即客家人的「掛紙」，也就是掃墓之意。掛紙準

備的祭品種類與在祖堂祭拜祖先時大同小異，美濃當地的居民將敬

拜祖先的祭品統稱「一副牲禮」，是不可或缺也是最重要的祭品，

當然祭品的準備從採購、前置作業到祭祖結束後的工序都是一門學

問。 

    家塚的興建是因應美濃地區墳制體系的變遷，並且有實用層面

的意涵。家族中的長老因意識到該問題，同時也替後代子孫著想未

來墓地難覓的困擾，因此決議在 20 世祖東玕公原墳塋前就地興

建，且顧慮到民間風俗的影響，保留舊有墳塋，而讓劉家 20 世祖

的舊墳塋成為「號墳」的實例之一。而家族墓的興建正是考驗家族

的力量以及親族間的凝聚力，劉家的祖塋在改建成家族墓的過程

中，發生了不少插曲與挑戰，意見分歧、各執已見，無法達成良好

的共識，最後經由耆老的智慧，提供自家的土地原地重建，克服了

用地的難題，家塚興建完成後不但解決往年掛紙的諸多不便，同時

也跟進當代藏屍納骨的火化塔葬制度，當親族繁衍、地狹人稠，改

建家族合葬墓，死後眾族親仍是聚在一起，並將掛紙日期固定於假

日，合族團聚祭祀，無形中更加深了家族的凝聚力，後代子孫在耳

濡目染下，也對家族產生認同感與歸屬感。 

 

參、劉家各世代家族成員看待祖先崇拜文化的差異比較 

    不同的成長背景，時空或環境下，確實會讓人們對於相同的觀念

或事物的見解受到影響而產生差異。在本研究中，劉家老中青三代家

族成員看待祖先崇拜的文化亦是如此，從訪談結構的四大層面之結果

分析，得到的答案不儘相同。一般而言，老年世代對於家族事物的了

解相當透徹，能暢所欲言，將生命經驗中的故事侃侃而談；中生世代

的責任較為重大，除了要承接上一輩的教導，還要傳承給下一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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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在這個世代的人，受教育的機會增加，因此在一些問題上能以精

闢的字眼或語句做出解釋；青年世代是家族中最年輕的一群人，在回

答四個層面中的問題時，多半以「不清楚」、「沒聽過」的字眼回覆，

顯然與另外兩個世代產生隔閡。但在社會與現實這兩個層面，多半的

受訪者答覆幾乎一致，不過若從字裡行間仔細分析，仍可找出不同的

個人觀點或因素，而這些因素正是顯現出世代異同的主因。 

 

 

第二節 建議 

 
    劉家的祭祖活動體現出客家人的祖先崇拜文化，探析家族各世代

成員對此議題的認知，發現祭祖背後所隱藏的內涵不單只是飲水思

源、慎終追遠如此的平易近人，其中的隱含寓意更是值得進一步探究。

經由研究者挖掘、觀察並分析而獲得最終的研究成果，僅是輕論淺議，

由於受到時間及能力的限制，尚有許多議題未能即時發現與解決，期

許後續的研究者能更進一步補足及延續本研究相關的議題的探索，研

究者建議分述如下： 

 

壹、地方聚落之各家族的祭祖與傳承意識比較分析 

    美濃地區幅員遼闊，客家家族的聚落分佈於四處，本研究對象的

選取僅以美濃區境內瀰濃里西柵門的劉屋為個案，從研究進行的過程

來看，無論是文史資料的蒐集、研究對象的取捨或是祭祀活動的參與

次數等，且家族資料不足亦缺乏系統性整理，因此研究者以有限的角

度來解析當地的客家家族如何從事祭祖活動，延續祭祖精神，落實保

存與傳承，透過文字及影像詳實記錄，將研究成果提供給後續對美濃

地區有興趣的讀者作為參考資料。             

    要如何承續客家人的傳統文化，發揮宗族的功能，不受世代的變

遷讓文化衰竭，產生世代之間的隔閡或斷層，這必須仰賴親族成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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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方能達成。家族各世代的成員可以透過保存家族史料、延續並

教導家族子孫們祭祖儀式的過程與方法，或是透過修譜來宣揚家族的

名望、功業與祖德等方式，來承接與保存屬於自己的家族文化，讓血

脈與根源綿延不斷。倘若在後續有研究者願意更深入的探索與追蹤，

期許能將研究對象擴大，在當地調查更多家族，將不同家族祭祖的儀

式與空間相互比較，應能在諸多的案例中發現異同之處，進而增補本

研究不足之處。 

 

貳、世代關係的討論之性別平衡探究 

    本研究中的「世代差異」的比較是以「祖先崇拜」為主題，以探

討家族老中青三代對家族的歷史、祭祖認知以及祭祖活動保存與傳承

等相關議題。在進行世代差異比較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世代之間

的差異僅有年齡層之分，而男女的性別卻排除於外，以至於家族中男

女成員的觀點幾乎雷同，差異性影響較小，以至於最終研究成果與初

步的預期成果稍有落差。 

    近年來，與性別相關的議題廣受各方領域研究學者重視，檢視過

去的研究，為什麼男性與女性兩者之間會影響到最終的研究成果？而

屬於男性與女性之外的第三性別，這一類性別的出現又會對現有的研

究帶來何種影響？冀希在未來以世代關係探討家族中任一課題時，若

能留意性別平衡的運用，在兩性或更多性別外群體之間的取捨，或許

能提高研究價值，展現更精深的成果。 

 

參、追尋消失的祖嘗與解讀秘辛 

    研究者在進行蒐集家族史料的過程中，僅從家族耆老手中借閱到

一本「劉永通祖嘗簿」，而本研究在第二章探討劉家的合約字與鬮分字

公業時，透過文獻資料的蒐集整理，發現劉家的祖嘗不只一個，經由

再次拜訪家族耆老及長輩，得到的回應僅有一丁點的記憶，甚至完全

沒聽過家族有嘗會一事。經研究者彙整現有文獻及家族史料，追根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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柢，推估之前劉家的嘗會，分散於各房派下，各嘗會管理人也不相同，

傳下至後代子孫也是不同房派。故此，在本研究範圍內有關劉家的祖

嘗僅能以假設性說法來解釋劉家曾經存在的祖嘗，未來若有後續與劉

家嘗會相關之研究，期待能更深入的探尋，這將會是很有意義且富有

重大價值的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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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受訪者同意書 
 

本人＿＿＿＿＿＿＿同意接受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研

究所曾純純教授指導研究生劉智文，進行「客家‧系譜‧祭祀：瀰濃

西柵門劉屋的發展與世代成員的認同」研究訪談及錄音工作。訪談過

程中若有涉及個人隱私或敏感性問題，本人可以拒絕應答或錄影、錄

音，其餘部分，本人同意研究者轉謄為逐字稿，以助研究之執行。 

本人有權於訪談之前、中、後，向研究者詢問有關研究上的疑問，

同時本人亦瞭解本研究訪談內容是不對外公開的，且其內容僅提供研

究者進行本研究所需資料之萃取，錄音資料亦將於研究結束後妥存於

所圖書室。 

本人瞭解參與研究訪談之意義，未來若有任何相關研究上的疑

惑，本人有權力要求研究者做進一步的說明。本人在此同意參與本研

究之訪談工作，並有權對訪談內容之逐字稿進行審核。 

 

 

 

 

 

 

                受訪者：                 （簽名） 

 

              研究者：                 （簽名）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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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劉永通祖嘗簿》公嘗規章 
 

 

 

 

 

 

 

 

 

 

 

 

 

 

 

 

 

 

 

 

 

 

 

 

 

 

資料來源：劉賢雄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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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劉賢雄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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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劉賢雄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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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梅縣鳳嶺鄉劉氏族譜》（部分） 
 
 
 
 
 
 
 
 
 
 
 
 
 
 
 
 
 
 
 
 
 
 
 
資料來源：劉賢雄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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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劉屋祖堂祭祖祭文 
 

    劉家的歷代高曾祖 祖公祖婆 

    今天是農曆年三十 大年夜 

    子孫準備三牲 水果 邀請祖公祖婆一起來享用 

    請祖公祖婆保佑子孫身體健康 

    闔家平安 事業順利 賺大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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