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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客家宗祠建築整改建所衍生的「現代性」之思考 

—以桃園、新竹、苗栗為中心 

計畫主持人：黃蘭翔 （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 

摘  要 

自從 18 世紀英國工業革命以來，世界進入完全不同於過去的新世界，建築界也

發生近代化的革命，但是到了 20 世紀的 60、70 年代的反省後，在近代化的主流歷

史脈絡發展背景下，反省了近代化建築。臺灣雖然沒有經過類似西歐國家的反省過

程，在 1980 年代發生宗祠重建/改建潮流中，卻幾乎直接延續臺灣前近代的傳統封

建社會的宗族倫理、思想與建築造型概念。 

不過另一方面，或許經過了自 1980 年代以來文化古蹟之研究保存運動，以及

1990 年代所謂的社區營造之臺灣鄉土再造運動，從桃竹苗地區的宗祠重建/改建時，

出現了地方發展文化館設置的動向。只是臺灣建築界關心的中國建築的現代化或是

例如水邊環境、綠建築，或是世界性地域主義運動之興起等，這種一波波的世界性

建築發展的波動，影響到臺灣建築界。但是對於周邊所發生的這些鄉土運動卻完全

無知。 

在桃竹苗的宗祠，我們看到了傳統宗祠的空間秩序與機能的配置，也看到對傳

統空間的執著與機能的退化和轉化，或是新的機能之滲入等等的現象，另一方面，

在對傳統空間需求強化的同時，也有了非祭祀、非傳統宗祠活動的聚會場所的出現，

甚至如在新竹縣新埔鎮出現所謂的宗祠博物館的新概念。過去討論宗祠多強調慎終

追遠、飲水思源與傳統文化的傳承，但是這些新的發展鮮少被思考與討論，這超越

                                                 
* 黃蘭翔。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E-mail:lansiang@ntu.edu.tw；Tel: 02-3366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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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血緣，而與地方發展的公共議題息息相關。透過空間建構去展示客家族群/家族的

信仰之特徵，不再是家族內部的事宜，甚至提升到了地方的現代公共議題之層次。

這樣的宗祠空間又有怎麼樣的可能性呢？我們又如何透過建築歷史文化的研究來深

化及引導這樣的發展呢？這些是我們在思考的工作內容與發展方向。 

一方面，建築界/學術界對於所謂的「新宗祠」課題之研究，現在才要開始，就

主持人的陋見，要有完整的理論性論述恐怕還需要等一段時日；另一方面，又因為

宗祠的改建並非由政府公共政策所主導，是屬於個別的民間自發自主性事業，因此

因案例的不同會有很大的差異。因此目前仍以個案的調查為主，所以成果的呈現也

以個案陳述方式來呈現。 

 

關鍵字：建築現代化、鄉土文化館、客家宗祠、文化融合、民宅與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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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 

桃竹苗一帶的許多客家宗祠，在戰前的 30 年代前後、戰後的 5、60 年代，以及

80 年代的三個時期，特別是在 80 年代以後，個別出現了大規模/幅度的改建或是重

建潮。本計畫將焦點聚集在最後一次的重建/修建的工程上。這次的增改建，在西歐

國家發生於 19 世紀中葉的近代化運動，終於在約一世紀後的臺灣發生，亦即面臨不

同於過去的建築材料與工法營建傳統建築的時代。臺灣的宗祠改建當然與西歐國家

的情況很不一樣，前者是在後者經過 50、60 年代對近代建築反省後，重新肯定地域

文化與歷史後的新建築之興建。因此使用傳統元素已經是時代發展之所趨。以之綜

觀這些新的宗祠，雖然沒有經過類似西歐國家的反省過程，卻幾乎直接延續臺灣前

近代的傳統封建社會的宗族倫理、思想與建築造型概念。之所以稱為宗祠，當然有

它無可避免必需扮演的作為祖先崇拜的核心空間，但也必須面對如何以新的時代精

神去回應當代的宗族活動與信仰需求，又要透過現代技術/設計保留傳統元素。這是

本研究計畫感興趣的議題。 

同時，因為臺灣與中國從 1895 年以來，經歷日本殖民統治與蔣介石中國國黨的

獨裁專政統治，事實上獨立分治近一個世紀之後，隨著國民黨政府於 1980 年代政治

開放與解除戒嚴令，出現自清代以來包括客家人在內的定居臺灣的漢人移民，以宗

族血緣團體的形式，前往祖先出生地之中國原鄉尋根。另一方面，隨著世界潮流對

於在地文化遺產的研究與保存風潮的出現與興盛，臺灣的漢人對開台祖所開墾的土

地，也是自己成長居住的家鄉文化，出現文化認同意識。在這必然發展的趨勢下，

從 1990 年代起，臺灣掀起了所謂的「社區營造」之再造新故鄉，也是對臺灣的鄉土

認同運動。客家宗祠就在這兩股潮流的衝擊之下，時而發生激烈的互撞，時又相互

包容互補，換言之，客家的宗祠家廟就是在這樣提攜拉扯的互動下，進行重建改建

的活動。 

因此，作為客家人傳統精神之象徵，又佔有生活核心位置的宗祠，如何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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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新建就會是一個有趣而重要的課題。在桃竹苗的宗祠，我們看到了傳統宗祠

的空間秩序與機能的配置，也看到對傳統空間的執著與機能的退化和轉化，或是新

的機能之滲入等等的現象。一方面對傳統空間需求的強化，另一方面又有了非祭祀、

非傳統宗祠活動的聚會場所之出現，甚至如在新竹縣新埔鎮出現所謂的宗祠博物館

之新概念。過去討論宗祠強調慎終追遠、飲水思源，傳統文化的傳承，但是這些新

的發展鮮少被思考與討論，這超越了血緣而與地方發展的公共議題息息相關。透過

空間建構去展示客家族群/家族的信仰之特徵，不再是家族內部的事宜，甚至提升到

了地方的現代公共議題之層次。這樣的宗祠空間又有怎麼樣的可能性呢？我們又如

何透過建築歷史文化的研究來深化及引導這樣的發展呢？這些也是我們在思考的工

作內容與發展方向。 

二、研究方法 

本計畫透過田野的調查，以理解各個宗祠興建的經緯，以及其原始建築與空間

的秩序特質，也企圖瞭解其最新一次的改建、增建與維繫的變遷過程，與調查研究

分析同等重要，本計劃還參與了個別宗祠的經營、管理或是重建、整修之過程，去

挖掘與闡釋客家宗祠之特性的變遷與形成，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傳統、技術、家族與

環境的互動關係。具體的研究方法，以田野調查、參與觀察以及實際參與宗族會議、

參與其對宗祠重建、改建與經營事務之討論。這是本計畫與過去單純僅以學者做旁

觀靜態的調查研究不同。但是，要參與現今宗祠的經營、整修、營造的過程，由於

各宗祠之修建為家族內部與專業者的複雜互動，要參與其中並非易事。過程中，活

用客家人重視耕讀的傳統，特別尊重學院學者的特質，本計畫的主持人除了發揮說

服的技巧之外，也以另專業者的角色介入其中，扮演專家學者顧問之角色，以進行

本計劃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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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一方面，建築界/學術界對於所謂的「新宗祠」課題之研究，現在才要開始，就

主持人的陋見，要有完整的理論性論述恐怕還需要等一段時日；另一方面，又因為

宗祠的改建並非由政府公共政策所主導，是屬於個別的民間自發自主性事業，因此

因案例的不同會有很大的差異。因此目前仍以個案的調查為主，所以成果的呈現也

以個案陳述方式來呈現。 

(一)傳統民宅與宗祠/家廟 

客家宗祠衍化自傳統民居的現象，似乎有一定的趨勢。就如新竹新埔義民廟，

或是新竹湖口老街三元宮這樣的正式廟宇正殿兩旁仍留有原民居特質的房間。(圖

1)此外，正在從事修建的新竹湖口戴拾和祖厝，左護龍作為族內公共使用，右護龍

目前還有族人做私人的居住生活空間。聽這次主導整修工程的戴國焜說，他們盡量

說服族人搬遷，以達到宗祠空間的公共性。(圖 2~圖 4)此外，新竹湖口平陽堂改建

成全二樓三合院形式，除正廳外，兩旁的護龍轉變為連棟透天二樓造的都市住宅形

式，也就是仍然維持原作為住宅使用機能的建築。(圖 5)還有，新竹湖口黃昆和在舊

有的祖廳之外，完全另外興建一座新的宗祠，並沒有將原居住在舊有祖厝內的族人

遷移。(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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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三元宮正殿。兩旁原為房間(本研究拍攝) 

 

圖- 2 未整修前戴拾和祖堂(本研究拍攝) 

 

圖- 3 整修中的戴拾和祖堂(本研究拍攝)  

圖- 4 戴國焜先生向台大師生說明祖堂修建重點

(本研究拍攝) 

 

圖- 5 改建後的巫氏祖厝(本研究拍攝) 

 

圖- 6 重建後的黃昆和祖厝(本研究拍攝) 

以上，在在都顯示客家人的宗祠與原有民宅住家之間的密切關係。在拙著〈從漢

人「宗族倫理風水觀」看臺灣的傳統民宅〉中，曾經討論過埋葬祖先尸身的墓塋與祭

祀祖先的家廟，或是僅於明間廳堂祭祀象徵祖先木主牌位的民宅其間的關係。擺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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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木主牌位的住家正廳與純粹祭祀祖先之家廟同是在家（人群聚落裡）遙拜祖先的設

施，這個設施就是今天可在各地看到的民宅建築。而民宅與大自然環境裡的墓塋又同

是出於將祖先的尸身置於可以吸收天地日月精華之氣的概念所作的設計。也就是說，

民宅、宗祠/家廟其實一脈相承的建築物，當明間兩旁的房間與左右護龍還住著族人

時為民宅，但是若族人搬遷不再住在同一棟建築內時，這棟建築就成為宗祠/家廟了。 

(二)宗祠衍生的文物陳列館 

在我的調查裡，發現宗祠在修、改建時，近年來出現鄉土文物館的設置或是新

建。例如新竹湖口湖南村的羅家豫章堂，其祖堂的創建年代已不可考，其來台祖羅

上威是在乾隆 35 年（1770）初由桃園登陸，在龜崙嶺暫居，後遷徙至新竹縣關西鎮，

又再徙至湖口糞箕窩。目前僅知道於 1847 年-49 年，其祖先羅阿水曾名列義民廟首

屆四大庄湖口輪值經理，可知其派系已是湖口的重要家族。目前的公廳第三度改建

後的建築，也是在 1978 年，因為高速公路工程而遷建的建築。1有趣的是在新建豫

章堂的旁側，存在一棟建於大正 8 年（1919），亦即由原有夥房改建的二層方形建築，

一樓各面有雙拱的拱廊，類似於就近在咫尺的湖口老街的結構作法，2至 2008 年時

已經閒置 10 餘年之久，於是在交通大學羅烈師的協調籌劃之下，設置為羅氏家族在

糞箕窩發展的歷史及八角樓興衰轉折始末的文化館。(圖 7、圖 8) 

                                                 
1 羅烈師，《大湖口的歷史人類學探討》，新竹：新竹縣文化局，民 90（2001），頁 173-174。 
2 關於湖口老街的歷史可以參考羅烈師在《湖口百年風華》（蘇文爐等編輯，新竹：新竹縣湖口鄉公所，

2016 年 6 月，頁 4），所整理〈三元宮概說〉。「湖口老街舊稱大窩口，窩即山窩，亦即兩山中間三面封

閉，一面開口，有河水流出的地形。湖口老街大致上位於附近各山窩之開口，故稱大窩口。然而，儘

管大窩口這個地名頗有來歷，但是見諸正式文件記錄，大窩口皆稱為『大湖口』。大湖口庄開庄於 18、

19 世紀之交，經過 50 年拓墾後，此時大湖口庄已經是通衢大路，遠近村落居民以雙肩雙腳或單板拖

車，運輸貨物來此交易。清朝光緒 5 年（1879）在當時最新的地圖上，已經記載了『大湖口街』這個

地名。5 年後，臺灣建省，並且新築鐵路行經本庄，設立車站。大湖口商業昌盛，人口密集，是竹塹

地區除竹塹城之外，人口最密集的庄頭。西元 1910 年代，也就是日據大正年間，大湖口在原來街道的

基礎上，建築了新街，這條新街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湖口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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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八角樓一隅(本研究拍攝) 

 

圖- 8 八角樓廊道(本研究拍攝) 

另一個案例為盧電光宗祠。盧電光的來台祖盧玉招是廣東潮州歸屬於福佬語

系，大約在康熙末年（1720）來到台灣，到雲林西螺開墾。林爽文事變爆發，盧玉

招的四個兒子為了避禍，而舉家遷至中壢水尾（約現今中壢工業區），盧家在水尾購

買農地六甲務農維生，後來又舉家搬遷至湖口南窩，開墾發展。盧家的公廳名曰「范

陽堂」，於清道光 11 年（1831）興建完成，相傳台灣巡撫劉銘傳路過湖口時，曾拜

訪盧電光公廳，親筆題了「白玉堂」三字，所以盧家公廳范陽堂也叫白玉堂。3分家

盧榮賽之五子於新竹湖口登記創建盧電光宗祠，於 1986 年拆除重建為現今之宗祠，

並企圖建立陳列館，紀錄歷史及生活故事。其嘗試在二樓的空間展示過去家族發展

與農村生活的物品，唯該宗祠並非公共性的展演空間，且建築與展示之設計，亦使

身在其中的參觀者無法親近展場或產生共鳴。盧電光宗祠的案例卻也引起我們思

考，宗祠建築作為一個被參觀的博物館，要如何在這樣的祭祀空間中，引導參觀者

進入家族記憶或族群文化特徵的脈絡裡。如兩層樓之盧電光宗祠的內部空間，過水

廊與二樓的動線配置受到樓梯及合院高低落差的切割，而顯得崎嶇且不流暢。(圖

9~圖 12) 

                                                 
3王均正，《宗族與當代地方社會－以湖口陳四源為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

職專班碩士論文，2010 年 1 月。 

湖口鄉志編輯委員會編輯，《湖口鄉志》，新竹縣：新竹縣湖口鄉公所，民 86（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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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盧電光宗祠利用二樓廊道進行農具展示 

 

圖- 12 盧電光宗祠盧理事長向計畫主持人介紹文

物收藏 

第三個案例是周三合宗祠。在湖口有句俗諺「湖口羅家土地，做鳥飛不過，湖口

周家土地，整群鴉都飛不過。」這裡的周家指的就是周三合這個宗族。周三和來台祖

周宜尊，在雍正年間從廣東潮州府饒平縣來臺，從彰化上岸先移至新埔，最後於嘉慶

19 年（1814），由周宜尊子周宗惠決定定居湖口長岡嶺（湖口長嶺村）開墾定居。目

前雖然不清楚其祖厝的創建與改建年代，儘管今後文物館的經營管理還是處於空白狀

態，但是目前正在積極興建周三合文物館，即將在近日完成竣工。(圖 13~圖 17) 

圖- 9 盧電光公廳舊貌 (翻攝自盧電光祠

內展示照片) 

圖- 10 盧電光祠堂第一進(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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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周三合祖堂(本研究拍攝) 

 

圖- 14 興建中的周三合文物館(本研究拍攝) 

 

圖- 15 周三合環境現況(本研究拍攝) 

 

圖- 16 周三合文物館內部(本研究拍攝) 

 

圖- 17 周老先生向計畫主持人介紹文物館建築

(本研究拍攝) 

(三)宗祠建築採用的新作法 

    傅四章宗祠是田野調查裡的重要發現。根據湖口地區傅氏歷代宗譜所載，傅家來

台祖有名為榮章、麒章、麟章、發章的四兄弟，於乾隆 41 年（1776）自廣東嘉應州

蕉嶺渡海到臺灣，新竹紅毛港登陸，輾轉搬到楊梅壢，在此地拓墾落戶。是為了紀念

祖先，傅氏家族的祠堂，取名為「四章堂」，建造於昭和 13 年（1938）。(圖 18、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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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圖- 18四章堂(本研究拍攝) 

 

圖- 19四章堂左次間與左稍間的室內大廳(本研

究拍攝) 

這棟建築的前身雖然是台灣傳統三合院建築，但是日治時期改建時，採用了鋼筋

混凝土結構，但是造型並非採用西方樣式建築，卻屬所謂的「日本近代和風建築樣

式」，吸取了日本傳統木結構特徵。又類似臺灣傳統宗祠正身五開間一條龍配置，外

型上似乎是由歇山型日本栈瓦鋪蓋的中央三開間，以及由兩坡頂所覆蓋接續中央三開

間的稍間。有趣的是其神明廳僅有中央一開間，與戰後的宗祠修改時，必然將明間與

次間之間的隔牆拆除，將屋內祖先祭祀空間擴張為連續三開間不同。 

相對於外觀上左次間與稍間的清楚分隔，內部空間卻是一整間的屋內空間。在建

築的中央間做有向內的凹壽，上有壽梁，但是壽梁上有類似日式的「蟇股」或是臺灣

的雞舌與升斗。連續在次間的立面上作有具有日本建築非常重要的結構裝飾材「長

押」。整體建築的門窗開口比例屬於西洋作法，於左右大窗上側還有簡化自從文藝復

興圓形雕飾以來的圓形裝飾。其前埕亦種草坪與樹叢植栽，與傳統留有簡單的磚塊、

卵石鋪面或泥土夯平作法也不相同。外觀是日式近代和風、臺灣正身一條龍與西洋建

築元素的融合。內部正廳的神龕也是採用日式傳統木結構技法的組構，內部空間的設

置安排可以體會其作為聚會活動與僅作為傳統祭祀使用可能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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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苗栗縣的客家祖厝與民居進行田野調查後，得知 90％以上的苗栗客家建築

受到 1935 年地震的破壞，因而絕大部分的建築都是災後重建的建築。因為當時的執

政者——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傳統建築的土埆造與金包玉斗仔砌的結構強度感到沒

有信心，必須全面禁用，根據「台灣家屋建築施行細則」第 25 條發佈「促進改良震

災地家屋建築改良通告」，其中包括了「台灣家屋建築規則的施行」，詳盡地規定重

建家屋使用木構造、紅塼構造及鋼筋混凝土構造。若為木構造則進一步規定使用日

本導入之「和小屋組」與「洋小屋組」，牆面則採用外露木構造的「真壁」形式與牆

體包被木構造之「大壁」形式。 

然而，包括苗栗縣客家居民在內，這種非積極地接受新式木構造的態度，極端

的表現在重拾土埆造建屋，而即使應用日本導入的「洋小屋組」結構，也盡量隱藏

其結構，令其不外顯在正立面的屋面或是明間室內空間。最為典型的例子是將它們

接受新結構的態度，可以分為 A 類型苗栗縣湯家祠及 B 類型的謝家寶樹堂、賴家西

河堂、後龍巫校長宅與公館福興林家西河堂等多數的案例。儘管在田野調查案例數

量不多，僅有公館鄉鄧家南陽堂與銅鑼鄉隴西堂李家採用了「和小屋組」結構，但

是因為「和小屋組」與「穿鬥式」構造的外型類似，所以可以接受其木構造外露的

表現。這應該是苗栗客家人對於斜材構件盡量力求隱蔽的文化美學觀之表現。 

至於內部空間日本化的問題，雖然經由日人所推動的建築改良計畫與生活「同

化政策」，甚至利用孩童得以與日人共進同一小學校共學的機會，推動台人「國語（日

本語）家庭」以求台人的日本化，更在日本統治後期進入太平洋戰爭之後，進一步

實施台人的皇民化運動與三合院的「正廳改善」計畫，讓台人主動或是半強迫性地

將傳統空間日本化，具體而言就是推進室內空間舖設榻榻米。然而，日式住宅的室

內空間有一定的裝置與秩序，亦即「押入」、「床之間」與「違棚」的附設與「座敷」

與「居間」的聯繫等。這種日式住宅文化逐漸地影響台灣的合院住宅型態。苗栗客

家建築到了戰後的發展，可以苗栗縣銅鑼鎮的重光診所為代表，雖然不是完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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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已經結合了台灣傳統與日本及西洋的建築空間文化。 

根據該文可以清楚知道苗栗的客家建築在傳統文化、天然環境及日本殖民統治的

殖民政策下，從建築結構的變遷至室內空間的日本化，以致結合台灣、日本與西洋的

建築空間文化的過程。這樣的過程或許可以作為進一步分析台灣住宅空間現代化的基

礎。 

四、後續的工作 

隨著重建/增建宗祠工程所衍生的文物陳列館，如盧電光宗祠雖然已經初步收集

過去農村作業生產工具與日常生活的道具，就如附件一所示，顯然目前展示農具與

生活用品是在重建工程完成後的新想法，就現實條件上直接以二樓的閒置空間當作

展示場與收藏放置所。但因為盧家的管理人缺乏文物館收藏與展示的專業知識，沒

有因作為文物展示而對既有空間進行改善，對於適當的展示也完全外行，因此盧電

光宗祠亟需補足欠缺的空間改善與展示的知識與技術。另一方面，周三合儘管新建

了名為文物館的建築，一開始即以文物館為目的全新建造的建築。但是欠缺相關的

專業知識，似乎僅有「文物館」之名的新建築，自始至今都缺乏有效的經營管理計

畫，形成空有建築的狀態。 

過去一年的時間，計畫主持人曾經帶領兩位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學生李

品緯與溫建吉，針對盧電光的空間與經營管理的體系的建構做過思考。分別得到兩

個計畫案。兩者都值得進一步發展。現在陳列於下： 

(一) 計畫一 

計畫名稱：盧電光宗祠陳列館成立的先行整備 

計畫負責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李品緯 

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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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客家宗族自漢人來台開墾以來，便是台灣地區漢人最為團結的族群，更建立

關係緊密的地方社會，即使發展至今日，宗族相傳數代並相繼離鄉發展，客家宗

族建立的宗祠公廳與祖塔，仍然成功維繫著宗族，而宗祠與祭祀也成為客家文化

的代表。 

隨著都市現代化進展，各地出現強調地方特色的聲浪，客家宗祠也成為地方

特色的元素，新竹縣新埔鎮擁有密集的客家宗祠，更建立宗祠博物館對外傳達原 

鄉文化及慎終追遠的道德價值。 

本文的分析對象為新竹縣湖口鄉的盧電光祠堂，自 1720 年世祖玉招公渡台

入墾，1841 年日據時期，分家榮賽之五子於新竹湖口登記創建盧電光宗祠，為

盧姓同血緣家族。1986 年拆除重建為現今宗祠建築，並企圖建立陳列館，紀錄

歷史及生活故事。 

為成立宗祠陳列館，須先行蒐集資料，以盧電光宗祠為實際操作對象，本研

究對盧電光宗族蒐集訪談資料，以及宗祠建築進行空間分析，方便規劃後期抓取 

宗祠陳列館空間設計原則。 

2. 宗祠陳列館成立動機 

(1) 核心價值 

陳列館的成功關鍵在於展示文物的豐富程度，但並不僅止於數量，透過理事

會在平日或祭祀時，向宗親募集而來的展示文物，即使在現在居住生活空間不足

的環境下，勸說宗親將歷史文物移至宗祠，還是相當不容易，必須透過舉辦活動 

宣傳陳列館展示對於宗族的價值，以及良善的管理方法擬定，蒐集文物的進度才

能順利進行。在募集文物的同時，文物的資訊也是相當重要的展示內容，如年份、



18 

 

 

使用者、所有者，以及文物對於家族的故事，這些將會是盧電光宗祠陳列館的關

鍵，以貼近觀展者的故事感動對宗族的感情，排除了這些元素，宗祠陳列所將會

如同陌生的博物館，無法將自身置入陳列館。 

(2) 關鍵人物與可能的組織分工 

盧氏宗親會理事長、前理事長以及成員，對於宗祠管理及維繫宗族不遺餘

力，也相當有意願成立宗祠陳列館，宗祠內目前已有許多書法、畫作、書籍、

農用具、日用品等收藏，大多是由理事會成員捐贈及理事長盧朝杭募集而來。

理事會成員 除了握有宗族主要資訊及對宗族歷史故事的熟知，理事會對於計劃

強調經費不足 的問題，這將影響著日後的陳列館成立以及營運管理，而理事會

也將是號召組織展覽志工的力量。 

盧朝杭先生是現今宗祠內空間規劃的主要力量，目前推動了會議室兼圖書

室及陳列館的使用，盧朝杭對歷史文物有相當的保存意識，他認為文物不僅在

妥善的管理下，隨著年代久遠價值會越來越高，且文物可以幫助後代閱讀歷史，

在之中激發慎終追遠等道德觀念。盧朝杭也會鼓勵盧氏後代創作書法或畫作，

並收購展示於圖書室中。 

台大黃蘭翔老師帶領的師生群，提供空間規劃及文物調查的專業知識輔

助，幫助宗祠空間規劃、文物陳列與地方史料，擬定前期規劃，並妥善將經營

管理方式移轉盧氏宗族招募的展覽志工。 

3. 盧電光宗祠建築空間 

(1) 宗祠重建 

盧電光宗祠在 1841 年創建，1986 年拆除重建，歷經四年完工落成，宗祠

位址在重建前後並無改變，且保有傳統前後堂四合院的平面配置，以鋼筋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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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建築取代傳統客家四合院建築營造工法，據初步訪談得知，改建時前宗親理

事會員行事果斷，舊宗祠拆除很快，一意孤行要重建成二層宗祠，在重建過程

中與理事會長老意見不合而離去，盧朝杭接手繼續重建宗祠，「雖然當初大家 都

反對蓋二樓，但是蓋完後整體效果很好，也因為二樓而特別莊嚴肅穆，大家其

實都很感謝他當持的堅持」。而採用鋼筋混凝土營造也是出自理事會對歷史文物

的保存意識，理事會認為宗祠使用時限與文物保存概念是相同的。 

(2) 空間調查 

宗祠平面配置為傳統前後堂四合院，中心有中庭的設計，為了確保室內外

隔 離的安全性及管理使用，搭建了透明的雨棚，雨棚與建築是分開分期設計

的，並沒有一致性，細看相當不協調，但整體室內採光極佳，四合院鄰近中庭

位置白天完全不需要開燈，內部只有少數隔間，動線通暢且由大門帶進自然風，

不需要空調系統或電扇也能保持涼爽。 

團隊首先為盧電光宗祠進行建築測繪，為了敘述方便，將各個空間進行英

文代號命名，表示如圖 20： 

 

 

 

 

 

 

 圖- 20盧電光宅建築測繪(一、二樓空間格局相同，為功能屬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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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朝杭目前將一層角落房間 G 作為會議室兼圖書室，二層角落房間(相對位置 A

的樓上)作為陳列館，兩房間都是上鎖管理的，以及一層周圍掛置文史資料與書法收

藏，二層擺置小件展示品，但目前擺設方式仍像物品堆置，即使排除目前缺少的文

物資訊展示，仍不易觀賞閱讀。(圖 21) 

 

圖- 21 盧電光宗祠內部會議室兼圖書室 

一樓主要使用為日常祭拜及每年的大型祭祀，二樓在當初重建宗祠時並

沒有空間使用設定，計劃將二樓空間使用活化，利用中庭視線貫穿，將祭祀

宗親引導 至二樓陳列館，在二樓有展覽或交誼活動，本計劃對二樓空間進

行初步測繪及使用狀況分析。 

(A) 二樓Ａ空間：795cm*48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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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為陳列室，位於二層角落相較邊緣封閉，主要收藏小型農用具、日常

用具等文物，房間可上鎖益於管理，文物的擺放如祭祀工具，與整體空間或

兩扇自然採光窗並沒有特別關聯，全依感覺擺設。(圖 22) 

(B) Ｂ空間：1151.5cm*487cm  

走進宗祠望向二樓，是僅次於正堂的次要空間，具有透過中庭將人視線

吸引到二樓的優勢，目前將大型農用具倚靠牆邊擺放，但空間大小足夠將展

示文物移到空間中央，方便對文物做更多角度的觀察。(圖 23) 

 

圖- 22盧電光宗祠二樓收藏室現況 

圖- 23藍色箭頭所指二樓廊道目前作為置放大型農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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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Ｃ空間：935.5cm*487cm  

雖與Ａ空間相比動線更為穿透，但一邊窗戶有極少使用的淋浴室遮擋，

一邊窗戶為八卦窗不利於通風採光，不經過改善會使人感到陰暗壓迫。八卦

窗對於建築外觀立面雖有畫龍點睛的效果，但對內的視覺並沒有任何修飾，

可改善為對內外皆有八卦窗意象的立面裝修；將使用率低的淋浴室改建為洗

手間，提供二樓使 用者就近便利，如此一來Ｃ空間可能變化成藏書與交誼

共用的空間。(圖 24) 

(D) Ｄ空間：822cm*1122.5cm  

二樓最大的空間，座落有直徑 40 公分粗的柱子，使空間雖然大但

是完整性不高，但也提供了空間規矩的配置分割。由於位在入口門廳正

上方，Ｄ空間不如其他空間醒目，從入口進入並不會注意到頭上還有空

間，但是位於面對正堂的重要位置，大面開窗也使自然光能穿透Ｄ空間

到宗祠其他地方，因此設計要額外嚴謹。祭祀時中庭會充滿祭拜牲品，

從Ｄ空間俯瞰也是最佳視野，可以陳列宗族史料，在閱讀或交流宗族故

事時，與祭祀的盛況相呼應，加深慎終追遠的意義。(圖 25) 

圖- 24盧電光宗祠左前方 C空間目前為洗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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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Ｇ空間則是鏡射的同質空間，由於二樓在初始設計是沒有設定空間

機能 的，因此各個空間可變化性大，在活化二樓計劃前，必須分析個別空間對

於整體 空間的特性與意義。 

4. 結論 

雖然本計劃是以盧電光宗祠為研究對象，但是若建立各宗族的客家宗祠成為趨

勢，大多問題會是客家宗祠陳列館規劃將面臨的，筆者建議陳列館計劃往自力營造

方向發展，原因在於隨著都市現代化進展，各地出現強調地方特色的聲浪，客家宗

祠也成為地方 特色的元素，新竹縣新埔鎮擁有密集的客家宗祠，更建立宗祠博物

館對外傳達原 鄉文化及慎終追遠的道德價值，其優勢如下: 

（１）自力營造吸收人力成本使經費壓低，但須設計簡易操作的展示物件 

（２）自力營造產出的展示物件，具有在文物增加時再度複製擴大的成長性 

（３）自力營造成員為宗族成員，維繫感情同時建立營造空間的歸屬感 

（４）透過他人設計會忽略營造過程中，確實面對的空間及宗族議題 

圖- 25從第二進二樓拍攝第一進二樓空間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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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本計劃的自力營造過程能夠產生模式語言，易於被其他案例參考複製 並

在本計劃中發現客家宗祠面臨的個人、宗族、社會層面議題，以預想陳列館為 宗

祠帶來的未來影響。 

(二) 計畫二 

計畫名稱：宗祠博物館成立前的規畫與重要因素：以盧光電宗祠為例 

計畫負責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溫建吉 

計畫內容： 

1. 前言：從溫氏到盧氏宗親宗祠博物館規畫 

筆者本身為客家人，每一次的重要節慶都回家鄉桃園楊梅祭祖，祭祀祖堂名

稱為太原堂，而其內部規劃正廳為祭祀與擺放供品的位置，右側空間為休息與擺

放族譜的位置，而左側空間為儲藏空間，每當重大節日時必須將桌椅從儲藏空間

搬出供供品擺放使用，也支應特殊節慶收各房人丁費的各房組長位置。 

就如同黃老師說的，筆者自己的專業能為自己的家鄉貢獻什麼，透過訪談以

及資源盤點，預計規劃將原本的儲藏空間作為溫家在這塊土地上的故事的展示，

以及祖先曾經用的器具以及祭祀所需用到的工具。即使只有在重要節慶時，溫氏

宗親才會從各地聚集到桃園，但如何讓宗祠博物館除了能在特定節日讓溫氏宗親

駐足欣賞吸收知識外，平日時應該也吸引回鄉的宗親或一般民眾。對於宗祠大家

還是存在著負面的看法，在非祭祀時間還是不敢在其中辦活動，但其實更應該讓

民眾到這邊使用，並舉辦一些在地工作坊能讓在地的溫氏宗親孩童能結合返鄉的

溫氏宗親孩童來一起認識祖先在這塊土地上的開墾與發展。 

溫氏宗親的議事決定權掌控在理事以及理事長的身上，現任理事長為 45 歲

的溫國振，之前將心力放在將溫氏宗親會轉為財團法人社團，並依同處理土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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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事宜，以及祖堂太原堂修建案，而兩個重大都已相繼完成，緊接著為祖塔的維

修費籌款事項努力。溫氏宗祠博物館應該怎麼樣慢慢步上軌道，開始有規畫的想

法，就如同盧電光也是位於宗祠博物館的草創階段，是甚麼契機讓盧電光的宗親

們開始有想法去推動成立陳列館的？而須前期規劃的過程為何？這是筆者所關

注的。 

為能了解規畫宗祠博物館的成功因素，以次級資料分析以及參與觀察法為主

要研究方法。在次級資料分析方面，找尋相關博物館設立書籍資料和相關宗祠博

物館計劃書。參與觀察法方面，透過與盧電光宗祠的兩次會議去了解規劃成立宗

祠博物館，盧氏宗親與台大師生的初步想法。最後將資料統整成建構宗祠博物館

的要素，並以盧電光宗祠為實際研究對象。對於宗祠博物館的成立以及後續的管

裡，前期準備事項是重要的，本研究以盧電光為研究對象，並加上博物館的次級

資料分析。本研究期望找出重要的成立前期架構以及需考量的因素。 

2. 博物館成立相關要素 

(1) 宗祠博物館成立要素 

成立博物館的三要素：人、事、物。人事的組織必須要先架構起來。人的

部分包括研究者，提供各項資訊的人。事的部分則包括人事組織、經費籌措、

法令規範、執行效率與評鑑制度。人事組織包含了盧氏宗親與台大師生群的組

織建構，盧氏宗親加上後進入專業人士則成為博物館理事會的成員，一同參與

重大決策。 

經費籌措方面，一開始必須由盧氏宗親所支付人事費用以及場地規劃與構

建費用，前期的工作很重要必須要打好基礎才能往下走。法令規範則須找尋相

關博物館的建構規範來作為宗祠博物館的參考。執行效率與評鑑制度則需要來

讓博物館的館務執行有標準和有效傳達展覽日期以及內涵。物的部分，則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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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物，以及其相關的文獻、資料，甚至是田野調查與考古所得。這三個要素

也是成立規劃博物館的前期所應該好好思考的三個面向，並與現存的資源和資

訊作連結 (黄光男，2000)。 

(2) 博物館成立價值的核心 

博物館是一處保存與詮釋歷史與文化的地方。博物館是一處休憩、休閒、

觀光、娛樂、展示、教育、收藏與研究等多元功能的地方(梁光余，2007)。文

化沒有高低只有不同，博物館從業人員都知道也必須要將這種概念確實傳達到

每個社區居民與盧家宗親身上，讓大家能一起為規劃前期努力。如何從自己的

生活環境著手，並深度挖掘自己在地的文化根源，使大眾因而增進對自己生命

的信心與生活價值認定。 

對於盧氏理事長或相關理事應進行訪談確定他們自己的宗祠博物館方向，

如何在相關研究者的指引下，能找出真正屬於盧電光宗祠博物館自己的展覽與

收藏方向，此外預計也希望仍住在湖口的盧電光宗親能提供自己的想法，讓宗

祠博物館規畫確實是從盧家湖口的生活環境著手並發掘屬於湖口盧氏的文化根

源與價值。筆者自身的看法是以「湖口客家的生活/生產」為宗祠博物館展覽成

立的主軸，生活的器皿與生產工具的收集與調查，並配合在地的歷史文化，不

過前提還是必須配合盧氏宗親的意見再整合成博物館主軸。 

除了有豐富的展示品、細緻的活動設計外，更要有社會動員力量。黄光男

(2000)指出博物館的社會化、全民化是當前博物館所關注的重點，博物館作為

社會意識的圖騰或媒介，是應社會需要與全民參與而產生的。當然建構宗祠博

物館時也不能忽視了社會與民眾的看法，展覽更能貼近民間的生活與時事，並

強化居民的參與，舉辦幾次的公聽會讓民眾能參與在其中，增加他們與宗祠博

物館的依附感，將宗祠博物館的事務作為自己的事務，樂於給意見並實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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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規畫與佈置。 

(3) 展覽與相關事項 

沒有精彩豐富的典藏品，是不容易展開博物館功能的效益，沒有精彩的展

覽與文物是無法吸引到民眾的參與，所以博物館的營運首重展覽品質的精緻。

對於以下的幾個問題應該要認真思考：對於展覽物品的研究是否深入？展覽是

否符合宗祠博物館風格？展覽時機與環境是否適當？展覽是否具有功能性的設

計與動機？ 每一個問題都牽涉著展覽是否成功。 

展覽相關的學習資料也是一個考慮的項目，從專員或志工的有形解說，甚

至到民眾親身體驗的客家生活生產一日。展覽的折頁也是一個關鍵的項目，需

要讓資訊都顯示在折頁上。宗祠博物館的場地是無法與公立博物館的規模相提

並論，所以必須有「展覽場就是典藏室」的概念，一個有品質的博物館，它的

常設展場地，正好是典藏品的維護場所，當然宗祠博物館必須以這個為目標。 

(4) 分析架構 

宗祠博物館成立的三個要素，包括人、事、務，從這個三個要素為主要分

析架構，並與台大師生群以及盧氏宗親連結。從盧家湖口宗親生活環境與湖口

文化根源著手產生的宗祠博物館核心價值，才能使得前期規劃更為完備。(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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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博物館三要素與核心價值建構 

3. 宗祠博物館前期規劃與成立要素 

(1) 宗祠博物館成立三要素和核心價值 

參與前期規畫盧家的人員包括盧電光的兩名前理事長A與B和現任理事長

C，前理事長 B 為現任音樂玩家協會理事長。他們協助場地提供討論前置規劃

作業，他們也提供盧氏宗親相關在湖口的資訊，希望藉由他們的號召來增加盧

氏宗親的參與以及提供值得典藏的物品，無論是住在當地或只有祭拜時才回來

的宗親。 

而以台大黃老師為首的台大師生群，提供不同的規畫專業，參與研究生共

為四名，一名為台大藝史所，三名為台大城鄉所(兩名為建築背景、一名為地理

背景)，提供空間規畫、器皿調查陳列、地方史料的考察。戴老師對於宗祠博物

館有相關研究，自己也想為新竹湖口盡一份心力。最後是由專業人士進駐，並

協同地方志工一起讓宗祠博物館的館物維持下去，而由盧氏宗親代表、宗祠博

物館館長、長期展覽志工、台大顧問團(由台大師生群轉變)成為宗祠博物館理

事會的成員，一同參與未來重大決策(圖 27)。 

現今已有一個負責打掃宗祠的盧氏宗親，一個月領一萬元負責幫忙打掃與



29 

 

 

燒香，或許是一個契機讓他轉為宗祠博物館的志工協助解說與服務台工作，但

時間上可能無法整個禮拜，只能選其中幾天。 

 

圖- 27 宗祠博物館-人的要素 

 

    盧電光的典藏物包含書法字畫、舊有競賽政府獎狀、農具(可以描繪出當時人力

農耕樣態)、家用器皿(描繪出當時湖口客家人生活樣貌)。但必須要決定宗祠博物館展

覽的主軸，必須要讓真正呈現湖口盧氏生活環境與文化根源的物品被展示。物品的相

關文獻、資料，甚至是田野調查的過程都可以成為展示的一部分(圖 28)，所以在資料

收集或田野調查的過程中，都必須將資料整理清楚，以便後續專業人士進入能順利的

取得資料。盧電光宗祠是由前理事長Ａ開始收集生活器皿和農業用品，她認為這些東

西會越來越好，也會越來越有價值也可以利用這些物品向下一代傳遞農業相關資訊，

讓下一代也有機會認識過去的農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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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宗祠博物館-物的要素 

宗祠博物館事的部分為人與物之間的橋梁或媒介，包含人事組織、經費籌

措、法令規範、執行效率與評鑑制度等。人事組織必須先架構起來，前期由盧家

宗親代表與台大師生群，長期須透田野調查與工作坊類型的活動，與四周居民達

成良好關係，此外最終目標為聘兩個專業人員並長期配合兩個居民志工來協助宗

祠博物館的業務。經費籌措：一開始由盧電光宗祠支付，半年/一年費用；長遠

申請新竹縣與客委會補助案並配合盧電光宗祠定期的補助。法令規範：參照博物

館設置法，制定屬於盧電光自己法令規範，或參照地方博物館的設置辦法。重要

的是文物，儘速設定文物收藏管理辦法。評鑑制度：可參考由文化部於 104 年頒

訂的博物館評鑑及認證辦法 (圖 29) 。 

盧前理事長Ａ說：現在就是幾個比較熱心的盧氏宗親在推在努力，盧前理事

長Ｂ專精資訊整合，關於農具資訊可以詢問他，而我負責器具收集與部分資金的

補助。筆者也詢問了盧氏宗親每年的丁費收入為多少？每年一人為 300 元，似乎

也難支持兩個專業人員的薪資，長遠計劃申請客委會專案也會把大部份的事物交

給台大師生群，盧氏宗親方面無法提供主要的人員以及組織經費，或許需要經宗

親大會，讓盧氏宗親經理事會同意，才有辦法讓整個組織與經費有足夠支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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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師生群也能從顧問主導角色轉為退居幕後，不定期給與研究協助。關於文物

收藏管理辦法，盧前理事長Ａ說：這需要許多時間去整理，而數位資料處理以盧

前理事長Ｂ為主要負責，自己能力比較不足。距離上一次的盧電光田野調查已過

了 2 個月，盧氏宗親還是沒有因應黃老師的要求積極完成文物收藏管理辦法。 

 

圖- 29 宗祠博物館-事務的要素 

對於盧氏宗親前理事長應進行訪談確定他們自己的宗祠博物館方向，如何在

相關研究者的指引下，能找出真正屬於盧電光宗祠博物館自己的展覽與收藏方

向，就如同黃老師說的努力挖掘本質的意義。此外預計也希望還住在家祠附近的

盧氏宗親能提供自己的想法，讓宗祠博物館規畫確實是從盧家湖口的生活環境著

手並發掘屬於湖口盧氏的文化根源與價值。如同戴老師所言：宗祠除了祭祀外，

也是宗親向心的地方，年輕人傳承到甚麼？以及宗祠在新時代的意義是甚麼？ 

筆者自身的看法是以「湖口客家的生活/生產」為宗祠博物館展覽成立的主

軸。盧前會長Ａ則是從器皿農具與書籍開始收集，希望這些未來有價值的東西，

在未來的日子能夠傳承給下一代，盧前理事長Ａ說：客家特有文化包含宗祠、祖

塔（公家的）、食物的保存（客家人一直遷徙），這些客家特有文化影響著生活方

式。這些訊息都幫助在修改展覽成立的主軸，更貼近盧氏宗親所期望的成立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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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宗祠博物館展覽相關事項 

對於展覽物的研究必須深入才會產生吸引民眾的地方，對於湖口客家生活

生產器具的研究必須要到位，並能夠串起成為展覽的主軸；展覽符合博物館湖

口客家在地的風格，當然不是一般性的風格，這樣不論在湖口可以展，在別的

地方也可以展出，必須要認真思考博物館本身的特性。 

展覽的時機與環境，可以配合祭祀前後的時間成為一個展覽的時期，每年農曆

7 月 15 日為中元節和公祭日 8 月 1 日都是宗親集合在盧電光時刻，是一個很佳

的時刻讓宗親們能欣賞展覽。甚至也能配合新竹的客家文化季或串連各宗祠博

物館來辦聯合展覽；展覽功能性的設計與動機，可透過湖口再地的生活器皿，

去了解整個在地的生產鏈，也透過生產器具了解湖口當地的農具市場與生產的

樣貌。生活器皿與生產工具的製成，都是值得探究與認識的。 

展覽必須有效的傳遞資訊給民眾與盧氏宗親，精闢的解說配合圖像，讓展

覽更容易閱讀，對大眾產生吸引，解說的文字是利用田野訪談加上宗親次集資

料整合起來。讓耆老們能透過口述歷史讓他們能對盧氏宗祠博物館進一分心

力，從故是述說開始，接著調整既有空間為展示空間，並到家中作器具普查，

最後一同思考展示的型式(圖 30)。盧電光宗祠博物館折頁的資訊傳遞也很重

要，包括：交通位置、湖口與盧氏宗親的關連、合作的宗祠博物館、當期展覽

的內容介紹。 

宗祠博物館的場地是無法與公立博物館的規模相提並論，所以必須有「展

覽場就是典藏室」的概念，一個有品質的博物館，它的常設展場地，正好是典

藏品的維護場所，當然宗祠博物館必須以這個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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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展覽注意事項 

(3) 盧光電宗祠博物館規畫時間計劃 

急迫需要的二項要件，人才與經費。近期由台大師生與理事長充當人力實施

計劃。前期交通費則由臺大師生負責，也需要盧氏宗親慢慢支柱經費，讓展覽前

期人力與物品製作能開始。在宗祠博物館成立也有許多的考量因素能不能吸引民

眾，這些都必須放在規劃的事項中。傳播的需求：必須與地方新聞記者保持適度

的聯繫。交通的方便性，包含湖口車站到盧電光的交通公車，平日定時而假日時

能多加班次服務外地遊客。地理位置：盧電光的地理位置符合太師椅的風水規

劃，包括三面有山前有溪流，可以在宗祠前的兩顆大榕樹下解說客家建築的形式

與風水關係。規劃分為前中後三期，依照兩次的盧電光田野調查與訪談，初步彙

集成為下圖（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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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宗祠博物館成立初步規劃時期 

4. 結論 

盧電光宗祠博物館規劃用宗祠博物館成立三要素來檢視，發現在人的部分：盧

電光現階段由於只有少部分的人支持，人力資源不足而期望透過盧氏宗親理事會，

讓更多人能夠認同宗祠博物館。物的部分：由盧前理事長Ａ開始收集農具以及生活

用具開始，這些物件也需要資訊化讓宗親或民眾能閱讀，但這個任務是乎都推給盧

前理事長Ｂ，而黃老師上次一直提及文物收藏管理辦法，在第二次的田野調查還是

沒有初步雛形，所以在物的部分缺乏積極的作為。在第二次田野調查，盧前理事長

Ａ也有提及盧家的家訓以及所收集的經典語句，這個也有機會成為展覽物的一部

份。 

事的部分：就經費來談，每年收的丁費並不能支付專業人費用，況且也無法將

原先負責打掃及燒香的盧氏宗親轉換為展覽志工人員，這部分必須要在宗親理事會

中提出來共同討論，找出適合的人選。宗祠博物館的核心的價值為何？筆者認為盧

前會長後來提出的客家文化很適合成為博物館的核心概念：宗祠、祖塔、食物保存，

所有展覽都應該與這核心概念有所連結較佳。 

1. 完成文物清點與文物收藏管理辦法 

2. 獲得盧氏宗親理事會同意，提供人力與經費 

3. 台大師生諮詢協助，初步展覽規劃組織規劃 

4. 完成第一次民間展覽，注意宗親與民眾反應 

5. 協助找尋適合的客委會計劃案，並聘請專 

6. 完成正式的人力組織：專員 志工 盧氏宗親 

7. 與新埔宗祠博物館合作，做交流展覽 

8. 健全自身的評鑑制度 

9. 與新竹地方政府合作，旅遊景點串連吸引外地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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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規劃的時期，筆者認為前期重要的是盧氏宗親必須自己完成文物收藏管理

法，台大師生群才能做後續的協助。此外，目前盧氏宗親支持的人還是少數，必須

透過理事會，彙集更多的人力與獲得足夠的經費。台大師生群在此階段，給予初步

的組織架構與諮詢，和宗親一起討論幫助他們理清楚現在的方向與需要補足的地

方。在中期時，已完成人事組織、經費來源、物收藏法，這時期可以舉辦一個小型

展覽，彙集在地民眾與宗親的力量，試著讓展覽舉行並發現宗祠博物館還欠缺的項

目並加以補足，在這個階段也可以試著找尋適合的客委會計劃案，讓經費與人力更

充足讓宗祠博物館的核心概念被看見吸引更多民眾來參觀。 

  



36 

 

 

參考資料 

宋秉明，〈社區觀光發展的形成-從修正型社區博物館的概念切入〉，《 觀光研究學

報》，8(1)：71-83，2002。 

梁光余 ，《博物馆经营理念》，台中市: 舜程印刷，2007。 

黄光男，《博物館之營運與實務: 以國立歷史博物館為例 (Vol. 23) 》，台北：國立歷

史博物館，2000。 

黃光男，〈博物館展覽理念與規劃〉，《書畫藝術學刊》，(1)：1-14。2006。 

廖仁義、王嵩山編，《當地方遇上博物館 台灣經驗與跨文化視野》，宜蘭：蘭陽博物

館，2012。 

〈客家新聞雜誌第 332 集〉，《客家電視 HakkaTV》，  2013 年 5 月 22 日。 

陳佳利，〈社區博物館運動：全球化的觀點〉，《博物館學季刊》，18(4)，2004。 

陳協志，《六堆客家宗祠運作的困境調查及其改進之道》，客家委員會，2015。 

中原大學建築系，《新竹縣日治時期建築文化資產調查研究成果報告書》（出版項不詳，

2001）。 

吳聲祥總編輯，《新豐鄉志》（新竹縣新豐鄉：新竹縣新豐鄉公所，2009）。 

李乾朗，《傳統營造匠師派別之調查研究》（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8）。 

施添福，《清代臺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2001）。 

范佐東，《桃園臺地埤塘形態分布與運作機制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

研究所，1997）。 

湖口鄉志編輯委員會，《湖口鄉志》（新竹縣湖口鄉：新竹縣湖口鄉公所，1996）。 

黃錦堂主編，《新竹縣傳統宅院記錄專輯》（新竹縣竹北市：竹縣文物協會，2006）。 



37 

 

 

新竹縣湖口鄉客家文化協會，《新竹縣湖口鄉客家族姓開拓創業史料》（新竹縣湖口鄉：

新竹縣湖口鄉客家文化協會，2007）。 

鍾心怡，《新竹縣傳統聚落與傳統建築調查研究成果報告書》（出版項不詳，2003）。 

羅烈師，《大湖口的歷史人類學探討》（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文化局，2001）。 

 

李允斐，〈由南北產業的差異看客家民居形式〉，收錄於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美濃

鎮志》上冊（高雄縣：美濃鎮公所，1996），頁 190-204。 

林美容，〈一姓村主姓村與雜姓村：臺灣漢人聚落型態的分類〉，《臺灣史田野研究通

訊》11，1991 年，頁 11-30。 

張俁霖，〈中國建築史中的雙層屋頂與客家建築中的雙棟結構問題〉，《臺灣客家族群

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學術研討會》（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2010）。 

陳板、李允斐，〈臺灣客家建築初探〉，收入徐正光主編，《徘徊於族群和現實之間：

客家社會與文化》（臺北市：正中書局，1991），頁 30-47。 

富田芳郎著、粵華譯，〈臺灣鄉鎮之研究〉，《臺灣銀行季刊》，6 卷 4 期（1955.6），頁

85-99。 

黃蘭翔，〈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臺灣建築史學界—以原住民建築的調查研究為中心—〉，

《臺灣文獻》，62 卷 2 期（2011），頁 276-306。 

黃蘭翔，〈漢人の「宗族倫理風水観」からみた台湾の伝統的民家〉収録於玉井哲雄

編、《歴博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2008 アジア比較建築文化史の構築―東アジアか

らアジアへ―報告書》、佐倉：国立歴史博物館。 

黃蘭翔，〈臺灣苗栗縣客家建築在日本統治下的結構與室內空間的變遷〉，《客家研究》，

4 卷 1 期（2011），頁 49-114。 

黃蘭翔，〈關於臺灣北部客家建築內部廊道發生之思考〉，《臺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

史與社會變遷學術研討會》（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2010）。 

黃蘭翔，〈關於臺灣客家建築的根源及其型態的特徵〉，《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七十四



38 

 

 

期（2011 年 05 月），頁 223-285。 

楊聰榮，〈一個客家單姓村的形成與發展–以武威廖姓村為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

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2004。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8535&ctNode=1879&mp=1869 

王鈞正，〈宗族與當代地方社會－以湖口陳四源為例〉（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

家社會與文化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0）。 

何瑞玲，〈客家宗族與在地社會變遷-以新竹新豐鳳山崎何氏宗族為例〉（國立中央大

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2）。 

吳瑞真，〈空間的肆應：日治時期屏東宗聖公祠與美濃廣善堂傳統祠廟建築中的時代

新思維〉（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林泓祥，〈清末新埔客家傳統民宅空間構成之研究〉（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9）。 

姜瑞玉，〈朴樹林聚落區永續發展之地理研究─以新豐鄉鳳坑村樹林子聚落為例〉（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姜禮海，〈宗族形成與變遷:以新竹縣新豐鄉姜朝鳳宗族第三房為例〉（國立交通大學

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論文，2013）。 

康昱晴，〈民間信仰世俗化現象之研究─以新竹縣湖口三元宮為例〉（玄奘大學宗教學

系碩士論文，2014）。 

張素瑤，〈新竹縣湖口鄉的聚落形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1998）。 

陳鈺林，〈台灣閩客街屋構造類型之比較研究--以三峽、大溪、關西、老湖口老街為

例〉（雲林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碩士論文，2005）。 

楊淑玲，〈桃園臺地之水利社會空間組織的演化〉（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

所，1994）。 

葉佳蕙，〈新竹紅毛港的區域型塑與其周邊的族群關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09）。 

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8535&ctNode=1879&mp=1869


39 

 

 

葉惠凱，〈一個客家文化景觀─新屋鄉大溪漘地區的公廳、祖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戴國焜，〈客家祖塔之形成與發展：以湖口地區宗族為例〉（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

化碩士班碩士論文，2014）。 

羅烈師，〈新竹大湖口的社會經濟結構：一個客家農村的歷史人類學探討〉（國立清華

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