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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論文摘要 

研究所別：地理學系博士班 

論文名稱：美濃聚落文化景觀之形塑與特質 

指導教授：吳連賞 

研 究 生：鍾兆生 

摘要 

    文化景觀為人類與環境互動過程中所創作的景觀，傳統農村聚落結合了莊民

的生產及生活方式，成就了地方獨有的自然生態群落與風貌。本研究主要透過景

觀的文本細讀與深度描述，探討美濃客家農村社會中，由住居、水域及儀式音樂

景觀所形塑出的人地關係網絡，如何透過一個或多重的文化主體，經由身體參與、

生活實踐及記憶情感的積累，來詮釋景觀意義。 

    研究結果顯示，美濃莊民為了凝聚夥房的宗族意識，利用文字及圖像的表達，

將制度、儀禮及規範銘刻於建築表層，試圖建構出屬於地方空間的象徵意涵。雖

然地方社群曾經提出在地建築美濃屋的想像，但始終停留在形式的延用或準則的

擬定。然而，形式的延續固然重要，如果沒有莊民參與儀式進行，其空間等同於

沒有靈魂的軀殼，也無法發展出其他具有連結意義的住居景觀。 

    第二，美濃獨特的地理環境及農耕文化，發展出特殊的水域景觀，對於水的

取、用、尋、巡等身體動作及思維反射，身體意象式的命名使莊民在日常生活的

實踐中，透過語詞的聲音形象，喚起了身體所儲存的記憶、行為規範、道德與風

俗習慣等。對於農民耕種行為所延伸出的相關地方知識挖掘及紀錄，則成為主體

內心世界裡建構水域景觀的重要途徑。 

    第三，美濃莊民生命脈絡裡不可或缺的三獻禮儀式與八音古樂，在延續與傳

習的過程中，遇到了現代化的挑戰，間接造成參與儀式的莊民及傳習藝生彼此產

生衝突、調適與轉換。配合美濃客家傳統婚、喪、喜慶等生命禮俗所發展出的儀

式音樂景觀，必須嘗試回到各個景觀主題間，日常儀式行為的延續與意義連結，

才有機會重拾民間音樂景觀的生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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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本研究認為地理經驗的深度描述必須透過研究者對於文本的想像，經

由時間、空間及物質的重新配置，以不同的觀看角度來進行相關地理經驗的回應。

研究者把景觀書寫當做一個理解與詮釋地方的方式，透過美濃莊民與景觀的互動

網絡觀察，書寫的意義指向於文化景觀得以重新被觀看，在主客體視域融合的過

程中，經由文學意涵的詮釋，藉以形塑出美濃文化景觀的地方特質。 

關鍵字：美濃、文化景觀、深度描述、儀式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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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ap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settlements in Meino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dvisor：Lien-Shang Wu 

Author：Jhao-Sheng Jhong 

Abstract 

Cultural landscape is created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The traditional rural settlements absorb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 of 

the villagers, stimulating the local unique natural ecological communities and style. 

This study mainly makes a discussion on the man-land relationship network shaped by 

residence, waters and ritual music landscape in Meinong Hakka rural society through 

careful reading of the text and thick description of the landscape, and how does this 

network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landscape based on one or multiple cultural subjects, 

through the physic participation, life practice and accumulation of emotional memory. 

The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in order to condense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of the 

Huo Fang house, Meinong residents attempt to construct the symbolic meanings 

belonging to the local place by etching system, rituals and norms onto the surface of the 

building with text and images. Although the local community has put forward to build 

Meinong house in local place, it always remains in the continuation of form and the 

formulation of guidelines. However, the continuation of form is of course important, 

but if there are no local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ceremony, the space is equivalent to 

a shell without a soul and failure to develop other residential landscape with linking 

meaning. 

Second,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farming culture in Meinong 

shape a special water landscape. In regard of body movements and thinking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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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fetch, use, seek, and find water for water, those naming of body image arouse the 

memory, code of conduct, morality and customs and so on stored in body of the local 

people in the practice of daily life, through the sound image of the words. To explore 

and record the relevant local knowledge produced by farmers’ cultivation behavior 

becomes an important way to construct the water landscape in the inner world of the 

subject. 

Third, the three consecrations and Hakka Ba Yin that are indispensable in 

Meinong people's life met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zation in their continuation and 

inheritance, indirectly causing conflict, adjus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among local 

people taking part in the ceremony. The ritual music landscape corresponding to 

Meinong Hakka traditional marriage, funerals, festivals and other customs of their life 

must try to return to the subject of each landscape. The linking of the continuation of 

daily ritual behavior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makes it possible to regain the ecological 

appearance of the landscape of folk music. 

Finally, this study thinks that thick description of geographical experience must 

be based on the researchers’ imagination for the text, in order to make response to 

related geographical experience i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rough the reallocation of 

time, space and the material. Researchers regard landscape writing as a way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a place.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interactive network of 

Meinong people and landscape, the orientation of writing can be viewed in the 

cultural landscape. In the process of the fusion of subject and object horizons,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Meinong cultural landscape is shaped by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meaning. 

Key words: Meinong, cultural landscape, thick description, ritu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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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美濃客家文化景觀的形塑過程中，隱含著人地關係的基本視角，聚落莊民對

於文化的經驗基礎、意義、社會關係與自然、景觀、地方及空間等地理要素的互

動關聯，有著相互建構及生產的辯證關係，Cresswell（2010）認為，「…地理學

之所以與文化研究息息相關，是因為地理要素與地理過程（如地方、景觀、領土、

流動）在文化系統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以下將簡述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界定需要討論的相關現象後，提出問題

意識，進而針對研究目的、意義及重要性做一陳述；文獻回顧則是以現有研究成

果、研究者經驗知識、概念架構及理論基礎來說明；接續以研究架構、流程、章

節安排及研究限制來介紹本文的分析架構；最後則是透過研究者進入現場的方式、

研究地點和對象的描述、搜集資料的方法及資料分析來擬定本研究的方法。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邁向 21 世紀的美濃，近年來分別以微笑之鄉、觀光小城、宜居城市及最熱

心鄉鎮等名號，成為主流社會價值評定為深具居住幸福感的農村小鎮。高雄縣市

合併以來，都市與農村的城鄉關係越來越緊密，在風光明媚的好山好水形容詞下，

持續嚴重的生態保育、環境保護、產業經濟及文化保存等問題，似乎被掩蓋在發

展主義至上的光環底下。 

    本節的研究動機與目的主要分為四個部分說明，在研究現象的界定部分，美

濃自拓墾建莊以來，一些主要發展過程中對聚落景觀的影響，是本研究希望涉及

的領域範圍；在界定研究現象以後，將尋找主要具體焦點，進行研究問題的確定；

還有以勞動生產所形成的美濃地方及空間特性來討論研究者操作本研究的目的

及意義；最後則是以聚落景觀的特殊性及其面臨的危機來說明本研究的重要性。 

一、研究現象的界定 

    「…好山好水留子孫、好男好女反水庫…」，這兩句反對興建美濃水庫的口

號，自西元 1992 年（民國 81 年）底在美濃鎮公所舉辦的第一次興建美濃水庫公

聽會後，二十多年來一直迴盪在聚落中。美濃水庫興建計畫，長期遭受到鄉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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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反對，反水庫人士以水庫安全、生態保育、破壞環保及客家文化保存等顧慮

持堅定反對立場，並透過組織串連及祭典活動舉辦，表達捍衛聚落景觀的決心。 

    Porteous 與 Smith（2001）認為，「…一個地方在受到不合理的發展計畫和規

劃下（如大型工程建設造成的地區居民搬遷問題、旅遊社區發生恐怖事件、自然

災害、城市更新改造等導致居家或鄰里社區的拆除）都能夠影響到居民對於地方

的記憶與情感…」。然而，多年來公部門對於美濃空間發展規劃，仍然著重於經

濟和物質環境的需要，卻忽略社會文化因素、人及環境之間深層微妙的關係。 

    景觀是地理學重要的研究分析工具之一，Duncan（1990）認為，「…傳統上，

景觀被認為是文化的反映，卻很少成為文化再生產的構成元素。文化地理學過去

關心的是各種人造物（房屋類型、圍籬、景觀區塊等），運用侷限於觀察和檔案

研究的方法…」，新文化地理學則試圖將景觀的概念與其歷史發展聯繫起來，嘗

試揭示景觀中反射出人們對待自然的特殊意識形態。 

    另外，新文化地理學則重新界定了文化的核心概念，其認為，「…文化不再

被認為是由精英或學者所識別的區域文明結晶或精華…」（Cresswell, 2010），「…

亦非一個高高在上、自上而下地決定社會行動的物體…」（Mitchell, 2000），而是

「…社會成員自下而上建構並認同的一整套意義、價值與體驗的系統，且與社會

結構、社會關係以及權力關係之間存在相互建構、相互生產的辯證關係…」（錢

俊希、朱竑，2015）。 

    對於景觀意義的生成轉變與人們日常生活實踐關係的討論，周尚意、孔翔與

朱竑（2004）認為，「…新文化地理學的研究對象不再侷限於分類明確的文化要

素，如服飾、飲食、聚落等生計文化元素，語言、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元素，或

婚姻、法律、政治組織等制度文化元素…」，而是「…涵蓋一切通過社會行動、

社會互動或日常生活實踐所建構的意義、情感、身分認同、價值及意識形態…」。 

    景觀研究除了討論地表的實體景觀如何反映社會關係、文化意義與政經結構

之外，也討論景觀的再現，探討景觀如何藉由繪畫、文本、影像等形式展現其不

同的意義。Cresswell（2004）認為，「…人們不僅給特定的空間或地方賦予了文

化意義，且許多價值、規範與身份認同的形成本身即蘊涵了對空間或地方的再認

識，因此，空間和地方是社會建構的產物…」，而「…文化意義的形成必須以景

觀、空間或地方的生產作為媒介…」。 

    文化景觀為人類與環境互動過程中所創作的景觀，傳統農村聚落景觀結合了

在地住民的生產及生活方式，成就了地方獨有的自然生態群落與風貌。美濃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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荖濃溪與楠梓仙溪的交接處，是高屏溪流域內重要的沖積平原。西元 1736 年（清

乾隆元年）客家人越過高屏溪，拓墾彌濃建基有成，境內至今仍保有豐富的自然

環境景觀、歷史文化資產及傳統祭典儀式，但受到現代化發展進程之影響，如何

兼顧自然環境景觀保護與推動文化資產保存，已成為地方發展的重要課題之一。 

二、問題意識 

美濃聚落莊民拓墾所呈現的軌跡，歷時性的展現了客家族群對於區域環境所

建構的景觀符號，要了解地方的文化景觀，必須藉由實質環境中人與景觀的互動

來深入探討，本文將透過聚落文化景觀與人類行為、技術、儀式及事件空間點的

描述，由深描詮釋來發展文本脈絡，把其透過文化影響至人跟地方之間的關聯性

具體進行描述，希冀能探討屬於區域的獨特性與本質。 

本研究首先所提出的立即性問題是，在美濃社會生活下，透過住居空間、水

域景觀、地方儀式音樂所產生的空間、地方與景觀是如何被建構出來？其相互之

間的關聯性為何？集中討論地方、空間、景觀與客家人文社會彼此間之相互關係，

研究者不再只是單純的觀看景觀，而希望能看到景觀與住民主體生活密切的關連

性，這樣的發展基礎將是開啟研究者與研究對象視域融合的一個重要過程。 

    再者，面對聚落內不同的社會群體，其地方感是甚麼？這種地方感是如何塑

造而成？這些社會群體對於聚落空間的特殊感受、生活方式、自我認同及其社會

經濟地位之間有何關聯？Tuan（1976）認為，「…先前有關地方的研究，僅著眼

於一個特定的區域中自然的、經濟的、社會的與文化的要素互相作用的方式。人

本主義地理學，則是要探問更多有關人們如何與地方有感情的深刻課題…」。 

    最後，在客家委員會文化環境營造及知識體系發展計畫下，美濃於西元 2005

年（民國 94 年）開始執行了「客庄文化資源普查計畫」，並將其調查分類結果依

古蹟、歷史建築、聚落、遺址、文化景觀、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古物及

自然景觀等類別分類。近年則是持續透過「客家文化生活環境計畫」的補助，執

行了多項調查、規畫設計及相關工程施作的個案（附錄一）。 

    公部門在執行客家文化生活環境計畫的調查分類方式、規畫設計方向主要還

是以文化資產保存法為基礎，透過建築本體為思考的取徑來進行，其概念與地理

學對於變動的文化景觀認知有不少衝突，面對這些問題，社會群體未來該如何參

與地方文化景觀的保存？本文希冀能透過美濃聚落文化景觀的特質，來討論後續

保存的可能性以及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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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目的和意義 

    美濃聚落從清領拓墾時期至今，因應勞動生產所形成的地方及空間特性，隨

著不同的政權統治，各莊頭的歷史風貌分別以不同的形式留存至今，並形塑出許

多隱含地方文化的空間及景觀，面對整體客家社會所形成的聚落文化，如何影響

到不同空間領域並展現其象徵意義，本研究希望透過新文化地理學的視角出發，

來分析農村文化景觀建構過程中的影響因素，主要研究目的說明如下。 

    近年來，文化資產的保存往往徒具表面的文化觀光功能，傳統農村對於歷史

意義重要性的理解，與地方發展之間產生了經濟開發利益的衝突，在各別區域間

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及條件下，文化資產的空間形式有了多元而複雜的表徵。面

對美濃聚落的環境條件，生活在聚落的人群如何因應，進而去形塑出聚落景觀？

是否也反映及影響了整體聚落景觀的發展與變遷歷程？ 

    再者，美濃聚落以其封閉又豐富的自然條件，自日治時期以來一直維持著高

密度的農業生產，農作上的稻米種植及菸作引入，在美濃的社會發展結構中，有

著其重要地位與象徵意義，這些伴隨著產業生產而衍生的建物及設施，至今仍以

產業需求與地方莊民的生活記憶等價值存在於美濃，在地方社會活動的脈絡下，

文化元素是否早已內化於生活之中，進而形成地方文化記憶及情感的來源？ 

    還有，夏稻冬菸的生活作息，讓住居空間不再維持傳統的形式，生活與勞動

結合的複合式住居景觀在美濃應運而生；如身體血脈貫穿整個美濃土地的水圳系

統，使得夏稻冬菸的生產形態得以維持穩定發展；另外，夏稻冬菸的生態節氣，

也造就地方信仰儀式制度的施行，讓莊民能在既定的節日中順應時序完成。菸葉

與稻米輪作生產的物質基礎，形塑了地方的物質及精神因子。 

    面對經濟型態的改變後，住居空間、水域景觀及地方儀式其相互之間的網絡

關係為何？文化景觀又有何實質上的改變？美濃作為一個社區意識強烈的鄉民

社會，經過多年社區營造的擾動，由政府與專業者主導的空間改造與儀式傳習，

對於美濃整體空間美學、聚落景觀、地方儀式及傳統藝術的提昇，社區相關行動

者的作法為何？其面臨的困難點也是本文需要討論的部分。 

    最後，面對美濃客家聚落蘊含的豐富文化資產，其見證了農村拓墾歷程及承

載許多傳統文化的生活記憶。然而，在農村現代化的快速發展的情形下，農村景

觀的危機持續存在，文化景觀的動態變遷如何從聚落莊民表達意識、創造和認同

的手段方式來理解，讓文化資產的保存不再只是徒具表面和外在形式的保存，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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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聚落面對現代化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 

四、研究的重要性 

    美濃客家聚落其文化慣習主要延續屏東平原的客族六堆社群，然而，聚落地

方文化價值體系根源，卻要溯及自開莊二百多年來歷史發展之情境，莊民透過其

綿密的社會網絡，建構出地方文化認同基礎。以下內文首先說明聚落景觀的特殊

性及其面臨的危機，並以集體象徵與文化認同符號之意義，來說明地方知識紀錄

及傳承課題，最終將透過文化景觀所形塑之文化意義來討論研究的重要性。 

    美濃在清朝時期的拓墾發展，已經發展出相當特殊的聚落文化景觀，包括利

用自然環境材料所構築的防禦性設施（東、西、南、北柵門）、宅院、各莊頭開

基福神的儀式信仰文化、看天田的耕作方式及使用自我族群的語言溝通等，基本

上仍存在著一種與生態環境共存的生活方式，承襲著祖先流傳下來的風俗習慣、

維生技術及尊重生態的觀念，適度的利用地方資源來維持一定的生活需求。 

    日本殖民帝國入侵後，將長期處於宗法封建和半自然經濟形態的美濃社群，

予以計畫性改造。菸作生產及水利設施的構築，造成聚落景觀及產業勞動方式的

更迭。光復後的現代化發展，使得硬體建設工程開始進入聚落，與周遭環境不甚

協調的設計工法，讓重要景觀逐漸改變及消失。縣市合併後，美濃被納入大高雄

都會區的一員，客家社群所建立的獨特社會與文化，開始進入另一個新的階段。 

    然而，以美濃反水庫運動所突顯之地方文化價值體系為主軸，透過日治時期

的菸業種植所蘊含之集體記憶及社區力量的集結，逐漸架構出具有集體象徵與文

化認同符號之脈絡，成為地方知識紀錄重要之基礎。透過世代莊民對於自身文化

的反思，忠實的紀錄美濃客家文化變遷的過程，培植地方莊民透過傳習的方式，

以本族的觀點去紀錄地方資產，卻值得本文重視及參與。 

    最後，美濃聚落豐富的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獨特之客家文化氛圍及精神內

涵等，在縣市合併以來不斷的被以不同的再現及表徵方式呈現，在演繹及詮釋的

過程中，蘊含地方傳統的地域價值，如何與地方文化產生緊密的連結，透過關注

社區群體由下而上的文化實踐、不同尺度的文化空間差異、動態的行為觀察及日

常生活經驗的理解，將成為本文討論的重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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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節以人文地理學的景觀研究為範疇，主要討論人文地理學者如何採用不同

的研究理論及方法來探討景觀主題，試圖了解景觀研究與人文地理學理論發展的

脈絡關係。內文以現有研究成果、研究者的經驗知識、概念架構及理論基礎等四

個主題，逐步進行景觀研究文獻的閱讀與評述，以下透過相關成果的彙整及主題

分類，研究者對於研究區域所開展的景觀研究，將會有更完整的分析與解讀。 

    在現有研究成果的部分，以人文及區域地理研究議題來進行美濃、景觀研究

的初步討論，並整理本文可以分析的相關課題；在研究者的經驗與知識部分，提

出研究者與研究問題有關的個人經歷及對問題的瞭解及看法；另外，相關研究對

於文化景觀所提出的概念及定義也成為本文重要的概念參考；最後則是以新文化

地理學對於地方、空間及景觀的文化意義及價值追尋來建構本文的理論基礎。 

一、現有研究成果 

    針對上述提出之研究現象與問題的範疇，本文欲了解目前學術界已經完成的

相關研究及發現，主要透過兩大主題來進行成果搜尋。首先，在美濃研究的部分，

人文學門的研究架構將成為本文分析成果的重要分類路徑，在相關文獻歸納及議

題整理後，進一步進行文獻評析。另外，在景觀研究的部分，主要透過區域研究

及地理學門規劃的熱門及前瞻學述研究議題來進行文獻分類及討論分析。 

    美濃的客家文化特色，在近年來引起各學術領域的關注討論，相關的研究調

查成果豐碩，以下分別以文學、語言、歷史、人類學及族群研究、政治、社會、

傳播、區域研究及地理、藝術、宗教研究等分類取徑來進行相關文獻的回顧與成

果討論。在文學研究方面，主要以探討美濃在地作家創作的文學作品為主（李美

瑜，2009；李惠玉、鍾怡彥，2014）。 

    身為文學家鍾理和的後代，鍾怡彥（2014）以文化地理學、地方志的研究方

法來分析美濃作家的文學作品，並探討文學與景觀結合的方式，提出了景觀不單

只是客觀存在，還具有豐厚的人文色彩。聚落地理一直是文學家創作的文本來源，

透過文學家的作品紀錄了各年代的景觀風貌與生活方式，讓本研究可以藉由作家

的景觀描繪，來討論文學、景觀及地誌書寫之間的關係。 

    另外，語言學的研究主要以探討美濃客語語法、音調、稱謂及語言保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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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古桂瑋，2012；張錦英，2002；郭珍妦，2005；童啟美，2011；黃莉萍，

2007；鍾秋妹，2009）。黃莉萍（2007）透過美濃親屬稱謂詞探討語詞特色及其

語言變遷情形，其認為客語親屬稱謂詞是客族親屬關係和宗族觀念的外化符號，

具有豐厚的歷史文化內涵。 

    還有與聚落發展相關的歷史學研究主要以拓墾傳說（林欣育，2007；戴佳靜，

2004）、聚落形成與發展（蕭盛和，2004）等主題來進行討論。林欣育（2007）

探討了客家族群歷經動亂與拓墾的流離後，對土地產生的認知與認同。蕭盛和

（2004）以文獻分析及田野調查探討了早期美濃地區如何從原住民社會，經過漢

人的墾殖漸漸拓展成為一個農業發達、文風鼎盛的知名鄉鎮過程。 

    美濃聚落拓墾的空間變遷及區域發展型態，與週遭環境及生活其上的人們有

著重要的關係，上述研究僅針對歷史傳說及相關文獻進行探討，對於理解客家族

群拓墾景觀的意義內涵，如何反映出聚落內集體成員，對於地方的想像與認同，

更重要的是，拓墾景觀的敘事內容，經常是不斷地描述著聚落的初始拓墾淵源與

日後的發展過程，這將是本研究後續可以紀錄的重點。 

    在人類學及族群研究方面，主要透過口述歷史（劉正英，2013；蘇千惠，2007）、

族群關係（張馨方，2010；楊忠龍，2009）及地方認同（宋長青，2003；洪馨蘭，

2011；劉紋瑜，2008）等三個主題來進行討論。在口述歷史研究方面，蘇千惠（2007）

以族群理論、自我認同來解釋遷入美濃的居民其遷移經驗和生活適應，並把不同

世代對於美濃的認知意象進行討論。 

    在族群關係研究方面，張馨方（2010）則運用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進行吉

洋莊家庭或家族移民後居住範圍、通婚狀況的統計分析，以瞭解各族群間的互動

關係；在地方認同研究方面，宋長青（2003）以孕育水、菸葉、聚落生活、美濃

社區博物館的過程，來討論美濃社區意識的形成及想像，並觀察社區民眾在過程

中提出的各項觀點，最後並論述美濃經驗與博物館理論的辯證關係。 

    洪馨蘭（2011）藉由參與觀察美濃敬外祖風俗，討論地方社會對於形成並延

續敬外祖風俗的關聯性。上述研究已針對族群關係、美濃社區地方元素觀察及傳

統風俗的討論有所著墨。然而，在地方社區景觀的部分，重要的住居景觀變遷過

程，宋文並未提及；而洪文的敬外祖風俗紀錄中，其過程中所討論的物件及儀式

行為，有部分與本文討論的地方奉請伯公儀式相關，可供本文參考。 

    另外，在政治學的研究議題選擇上，主要還是圍繞在水庫、水資源等議題身

上，其內容大致上可以分為探討公共行政與管理（姚祥瑞，2000；張高傑，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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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怡婷，2003）、公共政策（胡泰龍，2007；葉蓓華，2000；魯台營，2012）及

組織理論與行為（曾碧月，2005；詹湘婷，2014）等。鍾怡婷（2003）探討了反

水庫運動與公共政策的溝通過程及影響，並認為培力使人民擁有決策的力量。 

魯台營（2012）則觀察美濃在水患治理的問題上，相關公私部門之間的衝突

與困境，並整理相關參與決策定義與歸納參與決策方法，最後提出技術及制度面

的治理建議；曾碧月（2005）以社會運動與集體行動的理論來探討美濃反水庫的

組織動員、認同建構和地方自主的發展，並認為反水庫運動的成功關鍵在於地方

居民擁有強烈的認同意識。 

    還有社會學研究的部份，主要以鄉村社會學（洪馨蘭，1998；羅桂美，2008）、

社會運動（詹蕙真，2003）及性別研究（陳明惠，2006）等主題來進行討論。在

鄉村社會學研究方面，羅桂美（2008）進行了美濃農業生產關係的政治經濟調查，

並以美濃農民的內部分化問題、米業生產關係及稻米小農的無產階級化趨勢，提

出當代美濃農民主體在產銷結構中的困境及路線建議。 

    在社會運動研究方面，詹蕙真（2003）透過美濃社群從社會運動到社區運動

的轉變過程，以社區現場所推動社區議題作為討論，藉以了解地方社區營造的各

個執行面向；陳明惠（2006）為了理解客家女性的角色規範及社會關係，採用深

度訪談的方法，探討美濃女性在客家文化影響下的社會位置、人際關係及互動網

絡，並認為原生家庭的社經地位將會影響到她們對於規範的認知與態度。 

    在傳播學研究方面，主要有電腦繪圖與動畫（李怡萱，2014；傅森梅，2013）、

行銷與經營管理（林君宇、溫治興，2013）及公共關係與組織公眾（林福岳，2002；

許瑞弘，2004；劉忠博，2006）的主題討論。對於美濃的記憶及色彩意象，李怡

萱（2014）以視覺化主題來創作美濃的風格色彩，並加入藍衫傳統服飾作為創作

元素，藉由記憶表象與情感回憶的方式來連結彼此之間的生活經驗。 

    林君宇（2013）則是採取敘述性統計方法，研究美濃在故事行銷、品牌形象

與遊覽意圖之間的關聯性；並認為美濃的品牌形象是影響遊客前往旅遊的原因。

在公共關係與組織公眾研究方面，林福岳（2002）以美濃反水庫運動為個案，探

討族群認同、意識和機制如何影響運動策略，其認為祖裔連帶、共同經驗和集體

記憶所形成的認同感，會成為集結社區力量動員的主要資源。 

    還有區域研究及地理也有不少相關研究（連美智，2008；黃森松，2015；劉

于銓，2011；鄭玉惠，2000；謝素霞，2010；鍾湘芸，2005），其中今日美濃雜

誌社創辦人黃森松（2015）長年於美濃進行田野調查，累積了豐富的基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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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以村莊聚落、姓氏夥房、家族、政事管理、經濟作物、歲時節慶、社會公益、

教育及宗教信仰等架構完成的美濃方誌，成為聚落拓墾文獻的重要參考。 

    另外，休閒遊憩（朱英鳳，2011；翁麗淑，2012；劉二華，2013；蔡惠慈，

2014）、都市區域（倪佩君，2008）、建築都市設計（李允斐，1989, 1997；李玄

斌，2009；張伊蓉，2013；許秀霞，2005；黃俊憲，2004；廖心華，2008；鍾兆

生，2006；鍾志宏，1993；鍾明樺，2002）、環境資源管理（林昭君，2007；林

書楷、林翠茵、張碩宸，2013；陳孟康，2012）等學門也有相關研究在進行討論。 

    在休閒遊憩研究方面，朱英鳳（2011）以白玉蘿蔔產業活動來探討地方組織

團體參與活動推廣的效益，並認為增加農村生態、農家生活等體驗活動，將有助

於遊客對農村文化之瞭解及對農產品的購買需求。在都市及區域研究方面，倪佩

君（2008）則檢討永安聚落在美濃都市計畫公佈實施前後，對於莊民生活場域的

影響衝擊，並試圖建構聚落的歷史發展與演變歷程。 

    李允斐（1989, 1997）的美濃聚落人為環境、高雄縣客家社會與文化則是進

行美濃客家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其內文對於家族、農業生產、宗教信仰、夥房

及語言都有許多田野調查的基礎資料；林書楷（2013）則以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

統（PPGIS）概念，探討美濃國家自然公園的規劃歷程，研究成果認為可達資訊

視覺化、在地知識的再現與賦權、知識型態轉譯以及溝通情境的重塑成效。 

    還有在藝術領域的研究方面，相關客家文化符號、影像及音樂的討論，如菸

葉、紙傘、山歌及黃蝶等，也成為學術關注的焦點，其內容大致上可以分為民族

音樂（方美琪，1992；李鴻鈞，2009）、設計研究（吳珮慈、杜詩涵，2013；陳

祥鈴，2007）、環境藝術（王南雁，2013）及影／音像理論與評述（林宥涵、嚴

康睿，2011；陳宜孜，2005）等。 

    李鴻鈞（2009）從學術、民俗活動、族群自我意識傳承及民眾自娛性的演唱

來進行山歌、小調的整理與分析，並認為文化傳承工作的式微來自於電子媒體的

影響；杜詩涵（2013）為了連結在地記憶，突顯地域性文化獨特價值，選擇菸葉

來進行文化創意紀念商品開發與包裝設計，並分析其素材所能傳達出之機能性、

象徵性與文化意涵等。 

    還有同樣以菸葉作為素材，嚴康睿（2011）則以紀實攝影為理論基礎，紀錄

美濃菸田人家與土地共生依存關係，並以製菸過程、菸樓及菸農的影像拍攝，來

對應美濃的產葉、景觀及人文主題；王南雁（2013）為了分析藝術進入社區如何

作為一種媒介的角色，其透過行動研究的方法，討論美濃黃蝶祭的形塑過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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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藝術創作與社區議題的尋找，將有助於提升社區藝術活動的永續發展。 

    在宗教研究的部分，主要透過信仰與聚落（吳連昌，2009；張二文，2002）、

祭祀組織（吳昭慧，2008）、祭典儀式及音樂（林伊文，2000；柯佩怡，2003；

黃美珍，2009；謝宜文，2007）等三個主題來進行討論。張二文（2002）透過調

查美濃伯公的空間分布，探討伯公信仰的轄屬範圍、建築空間形制變遷及伯公會

組織與聚落住民的互動關係，來研究伯公信仰的社會變遷議題。 

    吳昭慧（2008）則研究美濃清水宮的福首與堂主來探討社群人際網絡及其祭

祀祖織；柯佩怡（2003）透過三獻禮為主軸，由歷代史書及禮書的紀錄整理出三

獻禮的由來及發展，並藉由實地的田野紀錄以及參與觀察的方式，以美濃客家八

音團為主，從人、儀式、音樂、空間及物體等元素，逐一作平行式的探討，再進

而分析各元素間的相互關係，藉以了解南部客家三獻禮的運作模式。 

上述對於美濃宗教研究的探討，主要以祭祀空間、祭祀活動調查、儀式音樂

的採訪、紀錄和整理為主，由於客家八音至今仍為現代美濃客家人之生命禮俗與

祭儀中無法分割的文化現象，它普遍存在於儀式活動中。因此，本文除了介紹美

濃地區客家八音的歷史背景外，文中將進行八音樂手的技藝能特色整理、客家八

音的音樂風格及目前的傳習狀況來進行來探討。 

    另外，在區域研究及地理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中，周素卿（2014）

認為，與居住環境議題相關的「…文化景觀與社會政策及形塑（與社會文化相關

之道德、種族、宗教、政治地理學、歷史觀點等）、歷史地區文化與紀念（景觀

專業的歷史介紹、區域文化或歷史地點或地標的保存設計以及紀念性質的設計案

例）…」為近期熱門的討論議題。 

    科技部（2014）也提出創意環境前瞻議題的三項討論，其認為，「…文化景

觀（結合生產及生活方式，是一種在地文化，在現今高度發展的時代內，應設法

保留及活絡當地農業文化的特色）、建築文化性資產之核心價值認定（討論景觀

環境於跨領域上的結合發展，或普世價值該如何傳達給民眾）、建築文化性資產

之真實性相關議題（古蹟歷史建築進行修繕後是否仍為原始本體之討論）…」。 

    根據上述的議題分類，在文化景觀的相關研究成果中，主要可以透過區域文

化景觀形塑（白璧玲、葉韻翠，2011；林綱偉，2012；陳靜珮，2008；黃瓊慧，

2014；鍾均玟，2010；蘇美如，2008）、景觀保存維護與管理（王淳熙，2014）、

景觀調查與評估（王逢君，2008；王興有，2013；陳柏志，2008；游郁嫻，2010）、

文化景觀與社會政策（林貝珊，2013；黃雅鴻，2014）等四個主題來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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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區域文化景觀形塑研究方面，林綱偉（2011）利用高雄歷史時期的社會、

政治作用力的影響層面，討論出不同時期愛河在資本主義意識型態影響下景觀類

型與變遷歷程；蘇美如（2008）透過自然力、社會文化力及政治經濟力的影響來

探討蘭陽平原竹圍散村文化景觀，並分析構成竹圍散村文化景觀的土地坵塊、稻

作、水道、路徑及竹圍農舍等五項景觀元素間的相互關係。 

    在景觀保存維護與管理研究方面，王淳熙（2014）透過主題、人、事、地、

物與時等面向的分析，討論文化遺產保護領域在概念上的差異。在景觀調查與評

估研究方面，美濃愛鄉文教基金會（2006, 2014）執行的文化造鎮及國家自然公

園可行性評估計畫，主要以美濃本身所孕含的豐富歷史與文化為基底，提出自然、

人文資源的規劃構想及行動方案，並引發在地居民共同討論未來遠景。 

    另外，王逢君（2008）則以礦業文化景觀作為主題，試圖建立文化景觀的調

查與評估流程，以釐清區域作為文化景觀的潛力。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2010）曾針對高雄縣進行文化景觀普查，該計畫以美濃菸業及水圳文化景觀為

個案，提出文化景觀概要內容、特殊價值、關鍵點等，後續並對台灣水圳文化景

觀的發展與目前登錄現況遭遇的問題進行剖析。 

    在文化景觀與社會政策研究方面，林貝珊（2013）透過關係網絡的觀點，分

析小尺度社區在保育與資源管理過程中，其社會關係運作與權力結構的交互關係，

並關注社會關係網絡與權力關係對自然資源治理過程之關聯；黃雅鴻（2014）以

阿美族在重返傳統領域的行動為個案，討論其對既有與傳統領域權相關的邊界，

如何透過其身體實踐與政治途徑來體現族人的傳統領域權。 

    對於地理學者的研究，主要以探討文化景觀的實質意義為主，透過生命體與

環境的互動來理解，試圖呈現出區域的特殊性。本文認為美濃聚落莊民拓墾所呈

現的歷史軌跡，適度的展現了客家族群對於區域環境所建構之景觀符號，區域內

隱含文化景觀特質，要了解地方的文化景觀，可以藉由對實質環境中人與環境的

互動來深入討論，而最終的目的，則是探討屬於區域的獨特性與本質。 

    另外，在歷史地區文化與紀念物的研究方面，相關地方感、地方意義、空間

形態的討論，也成為景觀研究關注的焦點，其內容可以分為歷史地區文化保存設

計（林曉薇，2008；蔡怡玟、蔡淑美，2010；謝宗恒，2012）、建築文化資產核

心價值認定及真實性討論（王維周，2005；郭東雄，2013；葉惠凱，2004；廖世

璋，2005；蔡淑真，2006；謝昌耆，2014）等。 

    林曉薇（2008）以英國巴那文工業地景個案，來探討其保存歷程及再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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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出台灣推動文化景觀保存及再利用的參考方向。蔡怡玟（2011）以淡水老街

為例，透過文學作品和美術作品來討論人文主義地理學、環境美學和審美經驗之

觀點，詮釋歷史街區的地方性，並以參與觀察的方法，分析受訪者其身體（主體）

／空間（客體）的地方經驗成因與差異。 

    在建築文化資產核心價值認定的部分，王維周（2007）嘗試從文化資產形式

演變與文化景觀的定義，來討論國內文化景觀的相關問題，其主張以延續來取代

保護的概念，延續原有隨著長時間歲月累積的文化景觀，並認為所有文化景觀的

特質，都是克服環境條件或是利用當地環境資源而形成的特殊面貌，經營管理策

略的擬訂與恰當操作才是文化景觀延續的機會。 

    上述研究主要聚焦於區域內之空間活動關係網絡元素作為主題，其中又以探

討空間保存為目的之研究為主。建築學者試圖從文化景觀的本質來思考歷史文化

紀念物的保存方式，其透過空間本體作為思考，對於空間及景觀理解之出發點是

否會產生本質上的落差，誠如上述學者的觀點，如能夠以延續來取代保存的概念，

先進行景觀本質的思考，才有助於談出區域景觀特質之間的差異性。 

二、研究者的經驗知識 

    研究者對於研究主題的擇定，有部分是受到鄉土情懷的召喚，何信全（2003）

認為，「…這種對自己出身土地的深情，來自自己牽繫著社群網絡複雜而動態的

生命經驗…獨特的生命經驗，永遠綰繫著個人實存的鄉土。從當代社群主義者的

觀點，這種個人與鄉土親密互動的獨特生命經驗，構成個人自我認同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這也是何以回家、歸鄉永遠令人感到那麼溫馨，那麼低迴不已…」！ 

    人文主義地理學者 Tuan（1976）認為，「…通過研究人與自然的關係，研究

人們的地理行為和他們的感情，研究關於空間和地方的觀念，才能達到對於人類

世界的理解…」。研究者在與地方人文生態環境的接觸當中，意識到經驗與地方

知識的重要性，以下將透過研究者個人的家族歷史與地方記憶、空間觀察與鄉土

之情、人文生態與想像再現來表達研究者在研究階段的生活經歷及觀點。 

    研究者位於竹頭背鍾屋夥房廳下（祖堂）的棟對寫著本族的拓墾脈絡，其說

明，「...祖籍著汀州，從旗形遷臺島，在鳳邑建立基，雲礽昭衍，瓜綿垂奕世；

宗支居蕉嶺，由徐溪住美濃，徙廣興創家業，閥閱山輝，川媚啟人文…」。 

    身為竹頭背鍾屋來台祖國揚公（廣東蕉嶺徐溪鄉，若冰公派下第 18 世）的

支脈，26 世的身分在除夕祭祖及客家掛紙（掃墓）節日唱喏（祭拜）時，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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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明顯。透過家族歷史與地方記憶的追尋，研究者把生活在傳統聚落中的感知

與情境脈絡，從日常的觀察與行動出發，紀錄農村聚落的莊民經驗，深入認識地

方住居空間的營造觀點，特別是面對勞動行為改變後，空間的延用與再造課題。 

    在西元 1938 年（民國 27 年）研究者的家族首度嘗試了菸草的耕作，也是莊

中第一個開始種菸的家族，大量的勞動力及空間需求，讓祖父離開了原居住空間，

於夥房旁另外覓地蓋起了菸樓。西元 1980 年代末，隨著勞動人口的凋零，菸樓

抵擋不住大自然環境的衝擊，硬生生的倒了下來，也讓研究者開始關注起地方文

化資產的保存工作，並進行了與產業空間（菸樓、水圳）相關的基礎調查工作。 

    另外，研究者在祭祀儀式的觀察中，體現到傳統藝術即將失傳的危機。早期

只要聽到笛仔（嗩吶）聲，就知道莊中有人要娶親了，現在好像只能在老人家過

身（去世）時才聽的到，這也造成了大眾對於客莊無形文化資產的誤解。少數莊

民透過傳統八音卡帶的播放，讓莊頭隱約可以聽到客家八音的聲響，藉以增加還

神、敬外祖及請伯公的神聖性與地方性，但也間接破壞了儀式的傳統性格。 

三、概念架構 

    文化地理學者 Sauer（1925）提出的文化景觀概念，可以作為解釋不同人類

社會地域特徵及其與環境關係的基礎，其表示，「…文化景觀是某一文化群體利

用自然景觀的產物。文化是趨動力，自然區是媒介，文化景觀是結果。在某一特

定文化作用影響下，由於文化本身是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因而文化景觀所經

歷的發展變化則經過不同的發展階段，或許最終將達到其發展循環的終點…」。 

    Sauer 認為景觀是一種動態的變遷過程，景觀區分為自然景觀與文化景觀。

一般科學及藝術習慣將「自然」視為「文化」的對立概念。「景觀」則被認知為

視域所見之生態、物理及文化環境不可分割的整體展現。因此，文化景觀是文化

與自然雙重作用的產物，反映了自然與人類社會兩方面的影響，它是建立在自然

景觀上不同人類文化群體活動之結果。 

    Sauer 在進行地理學研究時，認為應該把焦點放在作為綜合視野的地理景觀

討論上，以可見的景觀形式觀察來獲得文化的生活整體感。因此，在探討地理景

觀時，提出以「…物質和文化形式組合而成的獨特地區…」作為地理學的研究單

位，找出因特定文化而出現的典型景觀，解釋各種文化要素如何使不同的地方具

有不同的特徵而形成文化景觀。 

    因此，文化景觀因為文化的發展更迭而具有變動的特質，而此變動的特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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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該文化群體與環境的互動關係上。當另一種不同文化，亦即「異」文化介入

後，文化景觀將再度獲得新活力，或者，一個新的景觀將疊置到舊有的景觀上。

Sauer（1925）認為，「…隨著某種不同外來文化的介入，便開始某一文化景觀的

更新，或進行某一新的文化附加在原有殘餘之上的演化過程…」。 

    但是，Sauer 的文化景觀概念，確容易忽略文化或景觀的社會建構與文化表

徵的深層意義，忽略了不直接顯現於地表的文化景觀，如文學、藝術、音像媒介

等所有再現的文化景觀，或景觀分析中衍生物質文化與意識形態的政治經濟過程。

Claval（2005）認為，「…其地理學觀點是完全垂直的（人與環境關係）的概念，

而忽略了水平的（社會－空間組織典範）…」。 

    為了使文化地理學離開 Sauer 的影響，從而產生了不同而又更加靈活的文化

地理學景觀概念，Daniels 與 Cosgrove（1988）提出，「…景觀是一種文化圖像，

是一種描繪、組織或代表環境的圖形表達方式。這並不是說景觀是非物質的，相

反卻更加說明景觀可表現在許多不同的物質和多種畫面－畫布上的作品、紙張上

的文字以及地面上的土壤、岩石、水和植被…」。 

    新文化地理學在文化景觀的研究，強調社會的建構、再現、權力和衝突等面

向（Johnston, 2000）。景觀不僅被理解為實體環境，還是思考地方、描繪地方，

以及賦予地方意義的特殊方式結果。地理學家運用了不同隱喻來協助解釋景觀如

何在不同脈絡下產生作用。Cosgrove（1985）認為，「…景觀是一種觀看方式…」，

Duncan（1995）則認為，「…景觀是可以解讀的文本…」。 

    但是，若只強調視覺景觀，不只漠視了景觀的主體性，還經常會流於美學形

式上的辯證，甚至產生以特定族群之特定品味取代另一族群生活場景的結果。在

當今社會處於多重族群交融，產業疊置的空間情境，景觀作為文化的空間顯影，

意義上絕非止於自然環境資源的賞析而已，更需要透過一個或多重文化主體，藉

由身體參與、生活實踐或記憶情感的積累來詮釋景觀意義。 

    Jackson（1989）提出，「…新文化地理的研究應該注重當代與歷史並重、根

植於經驗調查的理論告知…」。Demeritt（1994）認為，「…新文化地理主張文化

生產的過程是主動的社會建構、再現和詮釋的過程，而文化意義的定義，是充滿

爭執，視文化為不斷協商和形構的多元文化，文化是生產於實踐過程，應關注實

踐過程中爭執的意義本質…」。 

    梁炳琨與張長義（2004）則提出新文化地理對於文化的重新理解，其認為「…

文化景觀不是消極的呈現，而是涉及權力的再現，景觀的閱讀，不應僅是文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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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應置放於地方的政治、經濟脈絡…」。文化景觀除了針對地方自然生態群

落的描述之外，還必須關注不同社群集體記憶與故事，象徵產業結構、政經權力、

草根力量與意識形態的空間作用，及空間被經驗、理解及詮釋的方式。 

    另外，文化遺產學者認為文化景觀其構成相當複雜，需要幾個方法去描述這

些實質的證據。澳洲遺產委員會對具有歷史價值的地區，主要透過「…組織、複

合物、地點、特點、線性網絡的方法去分類不同地方之形式…」（Lennon & Mathews, 

1996）。美國國家公園管理處則提出閱讀文化景觀的特徵去辨認及紀錄，主要分

為土地形塑的過程及實質元素等兩部分來觀看。 

    McClelland、Keller 與 Melnick（1999）認為，「…土地形塑的過程包含土地

的使用與生活方式、空間組織模式、反應自然環境及文化傳統習俗；現存實質元

素則以自然元素、交通動線、建築物、構造物、地標、群落、考古遺址、小尺度

元素、遠景、優越的位置所組成…」。王逢君（2008）則提出不同的生活方式會

賦予區域的獨特性，區域的獨特性是由「…自然條件、人類活動、時間變化及具

體元素所交互而成…」。 

    ICOMOS（2008）認為，「…地方精神包括了有形（建築物、場址、景觀、

路徑及物件）和無形成分（記憶、口述、書面文件、儀式、慶典、傳統知識、價

值及氣味…），是由各個社會角色、社會建築師、管理者和使用者共同建構而成，

並賦予其意義…」。UNESCO（2008）則將文化景觀分為，「…清楚定義的景觀、

有機地演變的景觀（殘跡的景觀、連續的景觀）、聯想的文化景觀…」等三類。 

    傅朝卿（2011）提出文化景觀的組成，必須以整體性的文化遺產概念思考，

其認為，「…文化景觀形塑的過程中反映的是人類生活、生存與生產需求，或基

於信仰、理念的因素對地球進行改造。為達此一目的，運用自然資源和機會，伴

隨著多樣的知識、技術，或是人對於場所及土地的認知與認同、信仰與傳說等無

形元素，也隨著文化景觀有形的環境和物件而被流傳和保留…」。 

    王淳熙（2014）認為，「…從文化遺產的角度，探討文化景觀具有的價值，

可將其視為文化景觀具備的主題，而主題的呈現，是紀錄了人類如何利用或控制

自然環境，透過了人、事、地、物、時等層面介入，形成紀載地方多種資訊的文

本。因此，文化景觀的本質，必須藉由文化景觀「主題」的詮釋，以及基於「主

題」所呈現的人、事、地、物、時等層面的檢驗來加以確認…」。 

    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主體推動的「世界人類文化遺產」的認定與保存計畫，

明顯強化了大眾對稀有、珍貴文化景觀的重視，但也相對讓許多人忽視了生活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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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極尋常卻充滿意義的文化景觀，遠離生活的文化景觀，將導致景觀意義的流失，

文化景觀的理解要如何兼顧景觀中的文化主題性及認同價值，包含有形與無形資

產等不同向度的文化內容，皆是後續面對景觀保存所要克服的問題。 

四、理論基礎 

    對於文化現象所表達的象徵意義，新文化地理學對於文化概念的重新理解，

成為本文討論研究主題開展的理論基礎。除了上述景觀學派所強調之文化現象所

具有的物質層面外，本文希冀可以朝向討論文化現象的精神層面，並強調人類的

個體，可經由彼此間的互動與交流，創造出群體文化的價值觀及其相關聯的符號

意義，對於社會空間的文化詮釋，成為本文嘗試理解的部分。 

    Jackson 與 Smith（1984）認為，「…文化，在共同分享意義的體系上，是動

態的、具流通性的，文化所顯露的特質，通常具有空間的特色，不僅因距離的接

近而促進彼此的溝通、促進人類個體之生活世界的共用；從相互作用論的觀點來

看，也會因社會群體能夠積極地産生一種地方感，而將許多象徵性的特質賦予物

質的環境，景觀的構造就會被關聯到具活力的社會世界中…」。 

    新文化地理學嘗試用一種新的方式理解文化的過程，亦即其研究的焦點是以

文化作為一個表意系統，在一個社會秩序裡，如何穿透經濟與政治系統，討論空

間、地方或景觀的文化向度。Mitchell（2000）認為，「…更為廣闊的文化概念，

促使地理學者一方面可延續文化景觀所具有之物質層面的探討，另一方面則進一

步深入詮釋文化空間如何構成的論題，以及文化是具空間性的現象…」。 

    在詮釋的過程中，新文化地理學注重空間的研究，討論空間和地方如何成為

一種核心力量，從而建立文化體驗意義地圖。Jackson（1989）認為，「…文化被

詮釋為意義的地圖，一組意義被建構、傳達及理解的符碼中，或一種社會關係被

結構的歷程…」。同時，文化也是空間過程中的媒介，滲透在日常生活的每個過

程中，並決定著我們生活的空間實踐。 

然而，文化是空間的，意味著文化是地方性的，產生於特定的空間領域與範

圍內，Mitchell（2000）認為，「…傳統文化地理學較強調「時間」，認為文化的

傳統係由一代接續一代的文化群體所傳承下來的。新文化地理學視域下的文化觀，

則是強調「空間」，因文化藉由空間並當做一個空間而被構成。因此空間的隱喻

是了解文化的構成不可或缺的要素…」。 

    在這個意義上，文化成為一種人類生活的領域，現實生活中的空間隱喻隱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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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文化，周尚意（2004）認為，「…人們之所以能夠從某種事物的空間形式中感

受到某種文化力量，正是因為人們理解了這種空間形式所代表的文化意義…」。

當景觀不再是客觀的自在情景，而是憑藉著主觀閱讀的文本後，一切符號意義、

文本閱讀及再現等課題將隨之而來。 

    池永歆（2006）提出，「…當代有些學者已拋棄景觀學派對於景觀物質層面、

可見外貌的看法；在於景觀學派認為單一特定的與恒久不變的文化群體存在，才

能構成一種文化。而當前較一致的看法是：在特定時間與地方中，會有各式各樣

文化形式存在；因此其研究的主題，是承認文化存在的複數性與多樣性，包括文

化一致性、文化與地方關係、文化宰制與從屬性的課題…」。 

    新文化地理學雖然關注文化本身的形成過程，但並不意味着新文化地理學放

棄了人地關係的基本視角。Cresswell（2010）認為，「…地理學之所以與文化研

究息息相關，是因為地理要素與過程（如地方、景觀、領土、流動）在文化系統

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意圖詮釋一種新的人地觀，即文化意義、社

會關係與自然、景觀、空間及地方等地理要素間相互建構、生產的辩證關係。 

    Lefebvre（1991）指出，「…在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等思潮的影響下，新

文化地理學認為空間與社會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辯證關係…」，文化作為社會的產

物，自然離不開空間的建構作用。地理空間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已不僅是分布的物

理關係，而是存在著相互建構的辯證關係。新文化地理學傾向於討論空間與地方

的文化意涵、景觀的象徵意義，及地方感的構成要素等互動關係的分析主題。 

    在新文化地理學者看來，自然、景觀、地方及空間等地理要素都是感知與價

值的中心。對於地理要素的感知體驗，不僅反映了文化意義與價值，其本身也被

賦予了豐富的意義與情感，Tuan（1977）認為，「…當空間具時間凝積的深度時，

它們會轉變成地方，人類群體在歷時過程中的各種文化活動，就是使空間轉變為

地方的要素。地方擁有著過去與未來，這些將環繞地方四周的人群結合一起…」。 

    地方在文化意義與身分認同建構的過程中，常常具有不可低估的能量，Crang

（1988）認為，「…闡釋地方的人本主義地理學提出歸屬感對文化群體有極大重

要性，人們經由地方感來界定自身，住在何處、哪裡已不單只是在地球上的地點、

位置。這些地方代表著一套文化特質，地方不只表明你住在何處，地方更表明你

為何人，地方也提供人群與時間持續性之間的一種經驗共享的憑藉…」。 

    地方意義因人而異，地方是人類活動脈絡中特殊性的展現，居住在某一特定

範圍內的莊民有著共同的生活要求、認同感和歸屬感。Crang（1988）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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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聯繫將人們與地方結合一起，使各個群體能夠界定他們自身並且與其他人

分享經驗，進而將其自身變成一個社群。獨特地方的感覺使得人們會感受到他們

的歸屬感，而歸屬感的喪失則會削弱人們認同感的基礎…」。 

    歸屬感的喪失讓地方產生無地方性的現象，缺乏地方元素的實質景觀逐漸滿

佈傳統農村，Relph（1976）認為，「…研究文化群體與地方關係的一個激勵因素，

就是在某些意義上地方性處於威脅之中，亦即人們與地方的關係被逐漸地被破壞，

社群的認同也遭受損壞。此一認同或歸屬看法的打破，則人們的認同可能會變得

較不穩定－歸屬感的喪失，將使得世界益加疏離，增加孤獨感…」。 

    池永歆（2006）認為，「…台灣地理學界有關客家區文化地理的闡釋，似乎

仍較偏重客家景觀之物質文化層面的論述，較少觸及地方性的客家文化意涵、客

家景觀的象徵性意義，甚或變遷中的客家文化空間等新文化地理學所著重之主

題…」。本文將透過觀察地方社群的文化實踐，以及聚落日常生活經驗的描述，

進一步的討論日常生活實踐中所建構的地方意義、情感及價值等課題。 

第三節  分析架構 

    在前述進行問題意識、研究目的及文獻回顧的討論後，為了更清楚了解本文

的結構與開展方式，研究者在挖掘美濃地方的人、事件、行為、過程和意義的過

程中，進行了一些關於地方精神與文化延續的實踐行動，並希望從這些現象中，

尋找出更具體討論的焦點，在接續的分析架構內文裡，研究者主要針對研究流程、

章節安排及研究限制來討論本文主要的分析架構內容。 

    首先，研究者以美濃聚落拓墾歷史脈絡做為分析的背景資訊，藉以擬定本文

的討論架構；再來則是運用訪談、文本詮釋及空間經驗來說明研究流程，並簡述

研究者如何使用與安排在資料蒐集階段所獲得的成果；第三，依論文章節次序，

說明各章與節次的內容要項，並陳述安排章節次序的理由；最後，以研究過程中

遭遇到的困難、阻礙和瓶頸說明，來表達本文的侷限之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以美濃聚落景觀作為操作案例，試圖理解文化景觀的內涵，透過

文化景觀的概念來理解主題與自然環境間的互動過程，及其與歷史文化資產、聚

落景觀、儀式祭典、傳統文化等元素的關係，並進一步討論聚落文化景觀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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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研究內容主要集中探討聚落空間、地方與景觀之間的相互關聯性，透過詮

釋學視域融合的方法為參考，本文的研究架構主要說明如下。 

    對於理論的回顧與研究取向的建立，本文首先摘要性的回顧景觀研究的領域

發展、觀點及內容，藉以釐析其概念與內涵；其次，闡明新文化地理學的基本內

涵與觀點，以作為本文探究景觀變遷、地方意義及文資保存的研究方向參考；再

者，本文將注重分析景觀的符號意義，研究景觀是由哪些符號構成了可供閱讀的

文本，而研究者將如何解讀這些文本。 

    新文化地理學注重象徵性景觀的研究，在資訊流通的情況之下，感官知覺所

接觸的真實世界一直不斷的在重新改變，透過莊民的價值系統重新判斷記憶，使

象徵景觀不斷的產生新的變動，文化景觀在這個概念下反映出真實世界的樣貌，

而被地方莊民不斷的記憶與閱讀。本文將重新認識個人精神價值和視覺形象對空

間做出的反應，並對既有存在空間提出理解並解讀其隱含的意義。 

    另外，本文也試圖將美濃聚落拓墾歷史做為分析的背景資訊，這些與聚落整

體發展脈絡相關的時間點，包括從清朝來台祖的開墾期，到日治時期聚落人數增

加達穩定發展規模，漸進至光復後，歷經國家政策的影響，聚落朝向現代化的改

造，目前則成為擁有豐富客家文化資產的國家重點保存區域等，都將成為本文探

討莊民長時間於日常生活中與聚落景觀互動的重要關鍵課題。 

    本文在書寫的過程中，也同時在解讀地方空間背景及日常生活景觀表徵，這

對研究者來說將是一種經驗的重新解讀與再現。對於被研究者主體想像形成的感

知取境，可以發現彼此之間存在著想像與經驗的差異性。面對這個問題，本文試

圖把被研究者的生命歷程作為一個暫時性的理解框架，框架裡存在著世代對於具

體可感、身歷其境景觀的思維模式，也有著世代生活經驗的想像圖示（圖 1-1）。 

 

圖 1-1.  研究架構圖 
（鍾兆生，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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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本文也將透過物件搜集、地圖描繪及影像比對，來反應聚落景觀與環

境的互動關係，希冀將聚落內特殊的空間氛圍提出，以發掘聚落的景觀價值。文

中將帶給讀者多篇關於聚落景觀的身體經驗與地方文本，觀看方式與書寫文本將

是本文作為一個景觀閱讀的過程，聚落景觀作為一個閱讀的文本，文中關注的是

日常生活的身體經驗、集體記憶與地方的空間意涵。 

二、研究流程 

本文在研究的操作取徑上，主要參考詮釋學的概念，透過視域融合的過程，

研究者試圖理解研究對象的情緒或意向在其中具有的意圖情況。池永歆（2006）

提出，「…在詮釋者的視域與聚落景觀的文本視域相互融合過程中，詮釋者得到

了聚落景觀文本的意義，文本也得到詮釋。這種意義的探問，是屬於人類在世界

中存在的一種方式，從而消除了主觀與客觀、詮釋者與文本、現在與過去的時間

距離等因素間的差距…」。 

    詮釋學研究旨在處理文本或社會現象的意義，研究者為了理解而考察，詮釋

學作為一種關於理解和提問的研究，在這個過程中從訪談、文本的詮釋到空間經

驗，本文以研究者身處的社會文化傳統提供前見或判斷作為出發點，並經由部分

與整體之間的詮釋循環，針對文本或社會現象的理解過程中，強調理解的發生主

要是經由文本與詮釋者、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間的視域相融合。Gadamer（1993）

認為，「…理解，其實總是這樣被誤認為是獨自存在的視域融合過程…」。 

    另外，對於課題的探討及田野調查過程，本文主要有三個資料搜集的階段需

要說明，首先是聚落歷史及拓墾環境的理解，研究者於西元 2009 年（民國 98 年）

進行了六堆聚落拓墾與傳說調查及百工老行業的普查，並發表了＜六堆聚落拓墾

與環境互動關係之研究＞及＜六堆聚落拓墾傳說景觀及其象徵意涵研究＞等兩

篇文章，此階段的研究成果有部分成為本文第二、三章的研究內容。 

    同年，研究者還進行了雙溪熱帶樹木園及周邊林地委託資源調查及先期規劃，

及美濃水文化資產整體環境整備計畫，並發表了＜農村水文化景觀的理解與詮釋

＞一文，研究成果主要在本文第四章的部分呈現。另外，西元 2011 年（民國 100

年）研究者有機會參與黃蝶翠谷資源調查計畫，也讓本研究對於美濃自然環境景

觀資源的多樣性及珍貴性有了初步的認識。 

    西元 2012 年（民國 101 年），研究者為了深入理解客家傳統祭典與儀式音

樂的關係，在取得地方客家八音團同意後，順利成為八音團的傳習藝生，期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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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樂師技藝及傳習問題有深入的探討，並發表＜美濃客家八音藝術特色及其演變

＞一文，研究者在經過多年習藝歷程後，目前已開始在地方進行八音作場的傳習

工作。最後，則從西元 2015~16 年（民國 104~05 年）期間將研究成果撰寫完稿。 

三、章節安排 

    本研究共分為六章，第一章將簡述本文研究目的、文獻回顧、研究架構及方

法等；第二章則透過美濃相關文獻及基礎資料的考查，進行自然景觀及人文環境

的課題討論；在接續的第三、四、五章部分，以「夥房」、「水圳」及「伯公」為

主題，描述住居景觀的形成變遷、水域景觀的描繪詮釋及儀式音樂景觀的互動傳

習，並在第六章提出本文的結論及建議，以下分別說明各章主要的討論內容。 

    第二章內容的舖陳，主要以美濃各時期的自然與人文空間發展脈絡來分述。

美濃從清朝祖先來台的聚落拓墾期，到日治時期街莊的發展規模，漸進至光復後

國家現代化的場域改造，造就今日的美濃以積極的社區自主運動，讓地方成為客

家文化發展保存的重點區域，但多樣的空間發展計畫及現代節慶式的客家文化活

動引入所造成的景觀影響，也正等待著美濃社群來應對及克服。 

    在第三章的部分，由於目前美濃住居空間的探討，大多侷限在傳統合院空間

的形式研究，在缺乏對美濃近代住居建築空間研究的當下，本章將透過住居空間

的發展脈絡觀察，來尋找聚落莊民面對使用行為改變後，如何在住居的外部形式

及室內空間安排，提出合宜的使用與生活調適，並檢視過去美濃在文化空間保存

發展過程中，容易忽略的空間與聚落環境關聯性的相關課題。 

    第四章則觀察莊民在日常生活及耕作勞動中對於水源的運用，從生活空間到

勞動空間，農民的生活世界有其對於地理景觀的想像及詮釋方式，本章將以莊民

對於水的使用行為、技術、儀式及事件空間點的討論，初步進行聚落水域景觀的

描述，並以個人生命經驗的書寫來表達存在於聚落內的現實衝突因素，並理解莊

民如何透過個人的農作經驗積累，來克服地方知識運用的相關問題。 

    最後，在第五章的部分，則以伴隨著儀式活動所衍生的傳統八音景觀為主題，

探討儀式與音樂的互動過程及目前的傳習現況。傳統美濃客家人對於聚落伯公信

仰的重視，發展出繁複而長時間的祭祀儀式，在近代的祭祀活動中，可以看見莊

民在社會環境的影響下，對於活動的調適與轉化。透過儀式音樂景觀的討論，讓

本文可以理解莊民對於其生活及文化組織裡所表現出的認知及行動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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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限制 

    美濃自拓墾建莊發展以來，住民的生活與勞動行為，絕大部分奠基於農業活

動，研究者在部分的研究主題中，以身為局內人的身分，與被研究對象具有同一

文化習慣及生活方式，並理解其思維模式、行為意義及情感表達方式，導致於研

究者對於地方莊民常用的語言和日常行為容易習以為常，而且可能會失去研究所

需保持的距離感，難以挖掘出被研究對象的特質及觀點。 

    還有，研究者在搜尋資料的過程中，對於被研究者所表達的訊息或呈現的現

象，存在著研究者主觀的判斷及認知，研究者在探討問題時，本身的立場與背景，

也影響了觀察討論個案的角度。例如在住居景觀的部分，對於地域風貌的保存與

再造，由於研究者具有公部門工程人員的身分，因此對於個案選擇主要以本身職

業所操作的案例觀察為主，容易產生樣本選擇的偏頗。 

    此外，在水域景觀的觀察中，個案口述的農業勞動語言，主要以「客家話」

陳述，經由不同受訪者所傳達而出來的訊息，透過研究者的理解及詮釋，本應以

客家語的方式來紀錄及表現，但礙於研究者對於客語詞彙的寫作能力掌握未臻完

善，有部分的說明仍無法充分的表達受訪者原意，研究者僅能在不曲解其表達內

容意涵的情況下，儘量以客語文字來書寫。 

    王岳川（1999）認為，「…介於科學語言和詩歌語言之間的是日常語言，它

既不像科學語言那麼嚴密，又不像詩歌語言那麼抒情，而是二者之間的中介，同

時也是二者的一個現實參照系。現實中的語言往往具有一詞多義性，而一詞多義

性並不是語言的陷阱，相反是語言的張力…」。 

    在儀式音樂景觀的部分，本文針對地方八音藝術之時空因子，進行曲牌文獻

資料分析及口述訪談工作。然而，相關老樂師的凋零，是本研究在訪查時常遇到

的瓶頸，這主要會影響到本文對於一些儀式景觀的指認，包括改建的儀式空間、

操作儀式流程的禮生、已逝演奏樂師的稱呼等，在可供訪談及理解儀式音樂知識

的樂師人數有限的情況下，有些主題未能進行完整的說明，為本單元之侷限。 

第四節  研究方法 

    對於研究方法的應用情形，本節主要說明研究者進入現場的方式、研究地點

和對象的描述、搜集資料的方法、資料分析與成文方式等四個主題，並且透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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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的過程，重新閱讀歷史時間、地方空間背景、日常生活的景觀表徵與地方社會

的人文空間知識，藉以回應農村的社會變遷，捕捉地方生活不同類型的主體面貌，

探討美濃客家文化的地方意涵。 

在進入現場的方式說明中，文中主要講述研究者如何進入研究現場，如何參

與社區公共事務及傳習傳統藝術的過程；另外，研究地點和對象的描述方面，簡

述本研究的調查區域，並將研究課題資料搜集進行整理分類，讓研究者可以更清

楚知道資料運用的情形；還有，以參與觀察及深入訪談的方式介紹搜集資料的方

法；最後，以主題類屬及意義情境的分類討論來進行資料分析。 

一、進入現場的方式 

    研究者本身在研究區域居住已超過三十年，對於地方的權力結構、人際關係

及客家社會認同的行為規範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及認識，為了設法取得與本文相關

的研究資料，研究者實際進入社區現場，參與社區組織、公部門及傳統藝術團體

的經營運作，至本文撰寫成果階段，研究者仍具有學校研究生、公部門工程人員、

社區組織秘書及八音團嗩吶手的四種身分。 

    對於社區生態環境、水資源守護、聚落空間保存著力甚深的美濃愛鄉協進會，

為地方重要的社區組織。研究者於西元 2007~2009（民國 96~98 年）進入組織工

作，期間執行了美濃水文化資產整體環境整備計畫，而該研究內容最後也成為本

文水域景觀研究的資料來源；另外，研究者也在研究現場策劃美濃黃蝶祭、秋豐

音樂祭等活動，執行歷程紀錄也是本文討論景觀與活動體驗的重要參考。 

    接續，研究者在西元 2010 年（民國 99 年）進入竹頭背（1738，建莊）進行

聚落調查，並加入地方社區組織廣德社區發展協會，協助社區執行相關社造工作，

本文有部分個案的討論是源自於此。西元 2011（民國 100 年）研究者開始在高

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美濃客家文物館擔任工程人員，期間也執行了彌濃中莊

歷史空間的景觀營造及美濃警察分駐所的修復工作。 

    「…八音一曲，讓我們找回過去的傳統文化：山歌一唱，讓我們凝聚莊頭的

社區力量。來！大家共下來唱山歌…」！西元 2012（民國 101 年）研究者為了

要理解傳統八音在研究現場的實際狀況，在取得傳統樂師的習藝指導同意後，研

究者邀集了社區成員籌組客家八音團，樂團成員身分多元，有泥水師傅、耕田人、

婦人家、退休公教人員、雜貨店頭家、幼稚園教師、返鄉青年及在學國高中生等。 

    經過多年的習藝，研究者後來自組竹頭背客家八音團，但原先有十餘藝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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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情況，目前僅剩三人，由於現況無法維持完整的四人作場演出，研究者即夥

同另一藝生於西元 2015 年（民國 104 年）轉往跟隨職業八音團進行儀式及音樂

的練習，並於西元 2016 年（民國 105 年）3 月 5 日，取得長興客家八音團的同

意，正式在彌濃開基伯公新年福儀式中配合樂師進行演出。 

二、研究地點和對象的描述 

    本文的研究範圍主要以高雄市美濃區（圖 1-2）為主，鄰近屬於右堆客屬區

域的杉林、六龜區為次要的調查研究區域。另外，對於美濃聚落景觀研究對象的

描述，本文將簡述研究者在哪些地方進行了田野工作，包括觀察個案的紀錄，以

及向哪些訪談者搜集了資料等，試圖回答文中對於客莊環境、人文空間及祭典儀

式等相關地方景觀的研究課題。 

 

圖 1-2.  研究範圍位置圖 
（鍾兆生，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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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美濃聚落自然景觀及人文空間的探討，本文首先透過地圖的檢視來觀看

美濃區域名稱的變遷，並搜尋了中央氣象局的數據資料說明了美濃自然環境條件，

以及使用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來解釋聚落的人口結構。另外，高雄市主計處的統

計年報也安排了本文對於經濟活動現況的了解；還有張二文（2002）、許秀霞（2005）

及鍾兆生（2006）的菸樓、伯公及夥房調查也提供了本文在基礎文獻引用的來源。 

    在住居景觀的部分，首要的觀察對象以聚落現存的合院為主，並進行了竹頭

背莊頭傅屋夥房的文字紀錄；在近代住居空間的調查，則以夥房改建、街屋、農

舍及其他生活、勞動複合空間為主；另外，九芎林莊溫屋菸樓改建及六寮莊劉屋

廳下、農舍新建個案，也用來說明新舊空間的結合及運用課題；最後以東門樓、

警察分駐所的建築修復、美濃屋的活動個案來討論地域風貌的保存及再造方向。 

    在水域景觀的部分，首先進行了獅子頭水圳主要幹線的環境調查，並透過聚

落埤塘、河川及水利設施的觀察來進行聚落命名系統的討論。另外，本文也透過

美濃上莊、竹頭背、竹山溝、九芎林、大頂寮、溪埔寮的農民口述訪談，用描寫

莊民生活故事的方式來表達景觀內容；還有西元 2015 年（民國 104 年）12 月 15

日的廣興莊祭河江儀式，也幫助本文對於水域神祀的執掌及型態有初步的了解。 

    在儀式音樂景觀的部分，首先是還神祭典儀式時的現場環境調查，此時訪談

的重點以祭典儀式流程及八音吹奏曲牌架構為主；再來則是儀式現場理解後，針

對八音樂師進行的個人習藝歷程及技藝訪談。另外，本文也針對樂師提供的三獻

禮文獻資料（1987）進行儀式流程內容分析，並實際觀察紀錄了西元 2014 年（民

國 103 年）2 月 17 日在廣興莊舉辦的奉請、恭送伯公及還神儀式過程（表 1-1）。 

三、搜集資料的方法 

    本文景觀主題資料的搜集，涵括聚落自然及人文景觀特性的理解、住居景觀

風格的觀察、水域景觀的情境描寫及樂師技藝的訪談等。對於本研究搜集資料的

方法建構，研究者首先從文獻資料的認識基礎作為起始；再來針對景觀的閱讀及

文本的詮釋，透過參與觀察及深入訪談的方式出發；最後的田野觀察及文本描寫

則引用深度描述的方法來進行，以下分別敘述。 

    對於景觀文本與文獻分析，研究者試圖討論美濃景觀建構歷程當中，涉及聚

落空間的歷史認知與敘事內容的課題，文中透過美濃聚落發展的社會文化脈絡、

聚落類型與自然環境狀態等面向的觀察，搜集有關美濃在聚落拓墾、開發過程中，

可供指認的人、事、時、地、物所衍生出的景觀文本，文獻分析將可幫助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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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研究的背景事實及具體的研究方向。 

表 1-1.  

研究課題資料搜集分類表 

研究主題 調查範例 
歷史 

文獻 

新聞 

報導 

個人 

物件 

影音 

照片 

自然生

態環境 

地理位置 臺灣輿圖、美濃鎮誌     

地質地形 美濃國家公園可行性評估報告     

氣候水文 氣象局氣溫資料、美濃文化造鎮總體規劃     

環境災害 黃蝶翠谷資源調查計畫、竹頭背傅屋菸樓     

人文景

觀特性 

人口結構 內政部統計月報     

文化特質 美濃鎮誌     

經濟活動 高雄縣統計要覽、高雄市統計年報     

社區現況 美濃文化造鎮總體規劃、中莊歷史空間環境景觀工程     

聚落文

化空間 

傳統聚落 美濃、龍肚、竹頭背聚落環境觀察     

夥房菸樓 夥房、菸樓空間改建觀察     

水圳 獅子頭水圳空間改建觀察     

伯公 伯公空間改建觀察     

傳統祭

典與地

方節慶 

祭拜祖先 竹頭背鍾屋夥房除夕祭祖活動觀察     

傳統祭典 迎（送）聖蹟活動觀察     

產業活動 白玉蘿蔔季活動觀察     

客家節慶 美濃黃蝶祭活動觀察     

傳統建

築類型

及形式

脈絡 

戶外環境 上莊夥房環境觀察     

空間機能 高雄縣客家社會與文化     

立面形式 夥房立面形式觀察     

象徵符號 竹頭背傅屋夥房文字紀錄     

近代住

居空間

類型 

夥房改建 匠師 A 營造經驗訪談     

街區住屋 街區住屋立面空間觀察     

新建農舍 農舍空間觀察     

生活工場 產業（菸葉、野蓮）空間觀察     

新舊空

間的構

築串聯 

形式延續 美濃客家文物館、校園空間形式     

風格塑造 九芎林溫屋住居空間觀察     

功能運用 受訪者 B 住居空間觀察     

環境整合 六寮劉屋住居空間觀察     

地域風

貌的保

存再造 

文化空間 美濃文化造鎮總體規劃、美濃國家公園可行性評估     

傳統空間 彌濃東門樓修復工程     

住屋空間 高雄厝美濃屋在地設計活動     

創意空間 中莊歷史空間環境景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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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題 調查範例 
歷史 

文獻 

新聞 

報導 

個人 

物件 

影音 

照片 

地理條

件與水

文環境 

水圳分布 獅子頭水圳空間調查     

命名系統 埤塘、溼地、河川及水利設施的地名分類     

生命經驗 受訪者 C 的田間耕作勞動觀察     

環境適應 受訪者 D 的日常勞動觀察     

空間感

知與情

境脈絡 

日常生活 受訪者 E 取水行為觀察     

家庭勞務 受訪者 F 用水行為觀察     

引水灌溉 受訪者 G 尋水行為觀察     

生活節奏 受訪者 H 巡水行為觀察     

神祀執

掌與空

間型態 

福崇德澤 十穴龍獅伯公、九芎林里社貞官伯公     

河岸庶民 竹頭背祭河江（2015/12/15）活動觀察     

水流圳畔 受訪者 K 的二月戲活動觀察     

仙蔭美濃 水仙宮、水德宮、水德福神壇空間調查     

計畫推

展體驗 

環境調查 美濃水文化資產整體環境整備計畫     

影像紀錄 美濃水文化資產軟體建置計畫     

觀光行銷 田園鐵人（水圳、路跑、拔蘿蔔）、穿水橋     

遊憩體驗 導水幹線親水體驗     

祭祀場

域活動 

露天祭壇 美濃里社貞官伯公空間調查     

福神廟祠 竹頭背開莊伯公空間調查     

伯公祭儀 竹頭背莊頭、莊尾伯公生登席（2014/3/2）     

奉請伯公 竹頭背石母宮奉請伯公儀式（2014/2/17）     

藝術特

色及其

演變 

儀式流程 樂師 M 提供儀式手稿文件（1987）分析     

演奏形式 樂師 L（2013~2016）作場觀察     

樂種型態 樂師 L、M（2013~2016）作場觀察     

作場環境 樂師 L、M 口述訪談     

技藝運

用與樂

曲詮釋 

習藝歷程 樂師 L、N、O、P 口述訪談     

吹奏技巧 樂師 L（2013~2016）作場觀察     

材料製作 樂師 N 於杉林進行材料採集（2015/05/01）     

曲牌運用 樂師 L、N、O、P（2013~2016）作場觀察     

傳習現

況與政

策扶植 

民間環境 樂師 O 於赤山巖（2015/10/31）作場觀察     

傳習成果 福安國小、美濃國中及廣德社區八音教學     

扶植計畫 長興客家八音團、美濃客家八音團     

面臨困境 樂師 M、P 教學情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外，有些研究課題涉及「風格」的塑造及使用，如新空間的建構或用樂師

的藝術表現等，本文將透過參與觀察的方法來搜集資料，同時輔以深入訪談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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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表 1-2）。由於本研究田野調查的區域八成以上都是客籍人士，所以在進行口

述訪談時，將盡可能的全程以客語交談，遇到一些農作行為或傳統藝術等專業術

語時，本研究也會把地方語言忠實的呈現在文章裡，並加以註釋說明。 

表 1-2.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代號 性別 年齡 職業 受訪日期 受訪起迄時間 受訪地點 

A 男 75 傳統建築營造匠師 2004/09/13 09:00~10:00 河壩埔自宅 

B 男 67 退休菸農 2004/04/19 15:00~16:30 竹頭背自宅 

C 男 45 農民 2007/03/16 16:00~17:00 美濃上莊自宅 

D 男 80 
曾任農會代表、卸任社區

發展協會理事長 
2007/06/30 09:00~11:00 九芎林自宅 

E 女 64 農民 2007/03/18 07:00~08:00 竹頭背自宅 

F 女 40 社區工作者 2007/04/15 09:00~10:00 竹頭背自宅 

G 男 51 農民 2007/07/08 20:00~21:00 大頂寮市集 

H 男 50 農民 2007/07/09 08:00~10:00 溪埔寮田坵 

I 男 78 退休菸農 2003/08/05 08:00~10:00 九芎林自宅 

J 男 89 農夫、禮生 2015/12/15 14:00~16:00 南巷河壩祭場 

K 男 77 退休菸農 2004/08/07 09:00~11:00 竹山溝菸樓 

L 男 77 客家八音團嗩吶手 
2013/11/24 17:00~19:00 鮮水港觀音廟 

2013/12/28 17:30~18:30 靈山開基伯公 

M 男 77 客家八音團二弦手 
2013/10/27 16:00~17:00 美濃文物館 

2014/07/19 17:30~18:30 竹頭背善化堂 

N 男 75 客家八音團嗩吶手 
2013/02/24 17:30~18:30 竹頭背王爺壇 

2013/03/25 16:30~17:30 美濃文物館 

O 女 71 客家八音團嗩吶手 2014/07/19 17:30~18:30 竹頭背善化堂 

P 男 65 客家八音團嗩吶手 2015/11/07 11:30~12:30 美濃文創中心 

Q 男 72 客家八音團鑼鼓手 2013/12/28 17:30~18:30 靈山開基伯公 

R 男 72 退休菸農 2004/09/14 10:00~11:00 九芎林自宅 

S 男 62 退休國小教師 2013/10/27 16:00~17:00 美濃文物館 

T 男 76 客家八音團鑼鼓手 2015/11/07 11:30~12:30 美濃文創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最後對於田野調查及文本描寫，本文引用深度描述的方法來進行，Geertz

（2000）的詮釋人類學理論認為，「…深度的描述作為一個方法，即透過文化持

有者的內部觀點去研究和理解他們所處的世界，包括社會組成的方式、語言、行

為、生活、信仰等，理解他們「自我」世界的概念，深度描寫即是這種研究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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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敘述與理解方式，而它的獨得性即在於它利用獨特的視角和細緻的分析…」。 

本文在景觀資料搜集的過程中，主要透過具體可感的景觀描述，讓深度描寫

做為一種方法，研究者在文中需加以說明的是，描寫都有其角度，描寫並非全然

的紀錄，也不可能是純客觀的。因此，研究者是帶著特殊的觀看視角與意識的，

由於深度描寫需有脈絡，脈絡通常存在於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本文最終將觀

察聚落個別及共同的行為感受，嘗試理解農村聚落的景觀現象或規範。 

四、資料分析及成文方式 

    透過景觀調查的資料主題特性，研究者將決定整理和分析資料的方式，陳向

明（2002）認為，「…資料分析主要有類屬型和情境型兩種方式，前者將資料按

主題分成類別，後者將資料按照一定的時間序列或意義關聯進行敘述…」。在整

理的過程中，本文首先採取類屬分析的方式，把住居、水域及儀式音樂主題進行

分類；各章內文以故事情節出現的個案，則採取情境化的方式進行資料分析。 

    另外，對於與主題相關個案解說，本文有部分將採取實物的分析，包括與研

究課題相關的文字、圖片、影像、物品的搜集等，而聚落早期照片與現況影像的

對照，也是本文說明景觀變遷重要的資料分析方式；還有對於客家地方語言及詞

彙的運用，也讓本文可以間接的表達出莊民的情感與記憶脈絡，讓研究者可以更

加的認識農村不同職業身份所表達的方言特質及思維模式。 

「…業餘攝影家及攝影愛好者的指南，經常遵循技術指導，提出如何拍攝不

同種類照片的建議：活動照、人物、靜物和風景。就像許多其他分類系統一

樣，這些不同範疇都是由人設計出來，藉以試圖理解和組織世界…在其他時

間和地方，就會有非常不同的思考如何再現自然世界的方式…」（Cloke, 

Crang & Goodwin, 2006）。 

    在景觀場域空間變遷的討論中，對於聚落景觀真實性的現況觀察，也是本文

整理資料的重點。例如研究者透過匠師的訪談紀錄，將祭祀現況空間構件及營造

程序進行了個案描述，並觀察目前祭祀活動及儀式流程的執行方式，包括樂師對

於作場環境的安排、曲牌的使用及材料的製作等，最終將聚落對於儀式音樂的傳

習現況作一完整的說明及討論。 

    在情境化資料的成文方式中，本文以被研究者個人經驗的觀察，進行場域、

空間、景觀、路徑及物件元素的描述。例如水域景觀所講述的取水、用水、尋水

及巡水的感知情境討論，就是以受訪者 E、F、G、H 的經驗來談步行挑水、手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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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衣、夜行放水及看田邏圳的故事，透過個人日常及勞動行為，說明聚落現階段

面臨了傳統空間現代化、河岸水泥化及農作機械化等景觀變遷的問題。 

    然而，借用小說的敘事感覺及說故事的技巧，文中適度的將農村人物及日常

事件依時空重新建構，戲劇性的情節安排，也讓本文把研究的取徑以文學的手法

講述成文。陳向明（2002）認為，「…文學故事的主要目的不是對原始資料進行

理性的分析，而是為了給讀者一種情感上的衝擊。因此，這種故事沒有被人為地

分成相互獨立的部分進行意義分析，而是整個以戲劇的方式呈現給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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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濃聚落自然景觀特性與人文化歷程 

    「…文化－也就是那些代代相傳的知職、技能及態度之組合－有其基本的地

理面向。它是生命實體，由植物與動物組成的。它具有景觀面向，因為它涉

及樹木、樹籬、房屋與田地等類型。工具與人工製品也與地理學者們有關，

因為它們是用來調整景觀的…」（Claval, 2005）。 

美濃，文學作家鍾理和所描述的古樸村子，有著詩人朱鼎豫書寫的龍肚八景

詩句，有著畫家曾文忠寫意的美濃河及建築師謝英俊設計的菸樓形式文物館。橫

跨兩百多年的歷史發展，建構出地方綿密的社會網絡與地理景觀，本章主要透過

美濃的自然生態環境、人文景觀、聚落文化空間、傳統祭典與地方節慶等四個主

題來討論聚落的自然景觀特性與人文化歷程。 

    在自然生態環境部分，首要簡述美濃的地理位置、地質地形、氣候與水文、

生態資源與環境災害；第二，在人口景觀部分，以人口結構、族群文化特質、經

濟生產活動、社區現況與相關行動者來說明；第三，以傳統聚落、夥房與菸樓、

水圳及伯公來介紹美濃聚落文化空間現況；最後則是透過祭拜祖先、傳統祭典、

產業及客家文化活動來說明美濃的傳統祭典與地方節慶。 

第一節  自然生態環境 

    彌濃莊開基碑文未段描述，「…今晨吉期，開基福神新壇輔竣，我等同心誠

意，祭告山川，懇祈上蒼，佑此土可大，亦因可久，將亦世於彌濃…」（圖 2-1）。

祭文中述說墾民對於自然環境的尊崇及敬畏心境。在山巒環抱的美濃，有著山系

阻擋強烈寒風，埤塘調節溫濕氣候，透過地理位置描述、地質地形、氣候與水文、

生態資源與環境災害等四個主題，本節將說明美濃區域的自然生態環境。 

    在地理位置的描述部分，以相關地圖的檢視，考察西元 1727~2010 年（雍正

5 年~民國 99 年）「彌濃」隸屬的行政區及名稱變遷；地質地形部分，簡述美濃

各山勢地形的分布及地層狀況；還有，根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的數據資料來說明

美濃的氣候條件，並以溪流、埤圳及地下水的組成來解釋美濃的水系及水資源狀

態；最後則是概述美濃豐富的生態資源及近年所遭遇的環境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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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理位置 

    美濃區位於高雄市之東北，東以茶頂山與六龜為界、東南以荖濃溪與屏東高

樹相鄰、南鄰屏東里港、西鄰旗山區、北以月光山與杉林相鄰。全區南北長 15

公里、東西寬 9 公里，面積約有 120.0316 平方公里。美濃人常說，「…行上行下，

毋當彌濃山下…」。「彌濃山」已成了美濃人對於故鄉思念的情懷，方向的指引，

不管去到那裡，總覺得美濃是最好的地方（圖 2-2）。 

  

圖 2-1.  彌濃莊開基伯公 
（鍾兆生，2011） 

圖 2-2.  彌濃山下 
（鍾兆生，2008） 

    「彌濃山」也是遊子的鄉愁記憶，旅人的寫真影集，美濃樂人林生祥（1997）

對於美濃山下如此描述，「…一山來連一片山，美濃山下好山光；田坵一坵過一

坵，美濃山下好所在…」。如果少了美濃山的映照，美濃平原景觀將相形失色不

少。「彌濃山」的紀錄最早出現在西元 1727~34 年（雍正 5~12 年）的《雍正臺灣

輿圖》中（圖 2-3），為美濃最早的官方紀載。 

 

圖 2-3.  在雍正臺灣輿圖中出現的彌濃山 
（國立故宮博物院，17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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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1753 年（乾隆 17 年），除了彌濃山之外，尖山、彌濃庄、龍肚庄、竹

頭甲庄、九芎林、中坛庄及金瓜寮庄等地名開始出現在王必昌所修的《重修臺灣

縣志疆域圖》內（圖 2-4）；西元 1757~68（乾隆 22~33）的《乾隆臺灣輿圖》則

發現了「彌濃庄」三字（圖 2-5）。西元 1764 年（乾隆 29 年）重修鳳山縣志《縣

境北界圖》更標示出彌濃庄、龍肚庄、九芎林、竹頭甲（背）庄、中坛庄、金瓜

寮庄、內（牛）埔庄等字。 

「…聚落拓墾的過程當中，每一個聚落最初形成、發展的歷史淵源都不盡相

同。而這也顯示出當渡海來臺的客家先民，因應著不同自然、人文環境或者

歷史因素，進行拓墾、命名聚落空間的同時，在不知不覺中，也自然地創造

出每個聚落具有「易辨識性」的獨特象徵，展現出他們視角所投射出的環境

狀態和自然、人文景觀…」（鍾兆生，2012）。 

  

圖 2-4.  重修臺灣縣志疆域圖出現彌濃各庄名 
（王必昌，1753） 

圖 2-5.  乾隆臺灣輿圖的彌濃庄 
（國立故宮博物院，1757~68） 

清末至日治時期彌濃莊的名稱經過多次更迭，直到西元 1920 年（大正 9 年）

彌濃改名為「美濃」，原彌濃、龍肚、中壇合併為美濃庄，美濃地方行政區歸屬

於高雄州旗山郡美濃庄。光復後國民政府時期，因應地方行政區調整，西元 1950

年（民國 39 年）改為高雄縣美濃鎮，西元 2010 年（民國 99 年）縣市合併後更

名為高雄市美濃區，目前區內由 19 里組成（表 2-1）。 

表 2-1.  

美濃地區隸屬行政區及名稱變遷表 

年代（西元/統治政府紀元） 美濃地區隸屬行政區及名稱 

西元 1887 年（光緒 13 年） 臺南府鳳山縣港西上里瀰濃庄 

西元 1895 年（明治 28 年） 初屬臺南縣鳳山支廳，後改為臺南民政支部鳳山出張所 

西元 1897 年（明治 30 年） 鳳山縣蕃薯寮辦務署瀰濃庄 

西元 1898 年（明治 31 年） 臺南縣阿猴辦務署港西上里瀰濃區 

西元 1901 年（明治 34 年） 蕃薯寮廳港西上里瀰濃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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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1909 年（明治 42 年） 阿猴廳蕃薯寮支廳瀰濃區 

西元 1920 年（大正 9 年） 瀰濃改名為「美濃」，屬高雄州旗山郡美濃庄 

西元 1926 年（大正 15 年） 高雄州旗山郡美濃街 

西元 1946 年（民國 35 年） 高雄縣旗山區美濃鎮 

西元 1950 年（民國 39 年） 高雄縣美濃鎮 

西元 2010 年（民國 99 年） 高雄市美濃區 
資料來源：美濃鎮誌編篡委員會，1997；本研究整理。 

二、地質地形 

    美濃區位於台灣西南部麓山地帶，根據美濃鎮誌編篡委員會（1997）資料指

出，「…區內地層以沉積岩為主，地質年代新，其地質構造分布依年代之先後，

分別為麓山帶第三紀地層（長枝坑層、糖恩山砂岩、鹽水坑頁岩）、更新世龍肚

層、中北部之臺地堆積層、南部之沖積層。地質構造線自西而東依次為月光山斷

層、伯公坑斷層、廣林向斜、茶頂山背斜、茶頂山向斜及六龜斷層…」（圖 2-6）。 

    在臺地堆積層以南之平原為沖積層，屬於屏東平原之一部分，係由黏土、粉

砂、砂和礫石組成，構成各河流之泛濫平原和現代臺地，地下水豐富，有利於農

耕，沖積土一般屬於成土不久的幼年土，正因為不斷有直接源於山區新鮮且矽質

多的碎土塊，其沃力較高，為臺灣最重要且完全利用的農業土壤。美濃區北區為

黏板岩與砂頁岩混合新沖積土，南區為荖濃溪河床沖積之砂頁岩新沖積土。 

    在地形地勢部分，境內最高山為大貢占山，位於高雄六龜、杉林及美濃三區

的分界，海拔高度為 823 公尺；另外，美濃平原北側的月光山，海拔高度為 649

公尺，為美濃區域內第二高的山岳。其山勢為東北西南向，愈往西南，山岳之高

度逐漸降低，其西南側的雙峰山，海拔高度為 548 公尺，至美濃西北方之人頭山，

海拔高度已降至 390 公尺，金字面山之海拔高度亦僅 350 公尺。 

    美濃平原東北側之山岳，從大貢占山往南依序為狗寮山，海拔高度為 554 公

尺，竹頭山海拔高度為 535 公尺；在龍肚東方之黍頂山，其海拔高度有 457 公尺，

愈往南山岳的高度逐漸降低，最南端之大龜山，海拔高度僅 133 公尺。除了山岳

之外，區域內還有橫山山系分布於東門和五隻寮以東，龍肚及河邊寮以西，海拔

高度介於 10 公尺至 150 公尺之間。 

    值得注意的是，美濃各山勢分布及水源流向，常被用來解釋為美濃拓墾建莊

的風水觀。如美濃鎮誌編篡委員會（1997）認為，「…雙峰山以其在傳統造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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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筆架山」意向，使它成為平原上風水的主峰…」。邱錦輝（2006）說明，「…

美濃莊主脈山是月光山、雙峰山脈，雙龍貫脈左青龍茶頂山，右白虎人頭山...祖

堂門前雙溪天龍水繞莊而過，又獅山、龜山朝案，屬富貴格局上乘山家…」。 

 

圖 2-6.  美濃區域地質圖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2016） 

三、氣候與水文 

    美濃區位於北回歸線以南，氣候上屬熱帶季風氣候，根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2010）的資料顯示，「…美濃夏半年的 6 月至 9 月，陽光直射氣候炎熱，月平

均溫度約為攝氏 28.6 度；至於冬半年因為受到中央山脈、月光山、旗山丘陵之

屏障，北來冷氣團不容易影響到美濃，加上冬季雨量稀少，1 月至 2 月的月平均

溫度約為攝氏 19.8 度，全年平均溫度約為攝氏 25.1 度…」。 

    因為地形的關係，美濃東有高聳之中央山脈，北有月光山，西北方及西方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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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海拔僅 200 公尺左右的丘陵，南方為低平的屏東平原。因此常年 10 月至次年

4 月盛行的東北季風，就沿著內門、旗山、燕巢間之丘陵地帶長驅直入，形成北

北西風和西北風。美濃客家人常說「…福佬風寒死人…」，意即冬季來自內門、

旗山福佬莊的風特別寒冷，有時候甚至達到寒死人的地步。 

    而美濃地區的水系及水資源則由溪流、埤圳及地下水組成。在溪流部分，位

於美濃平原南方的荖濃溪，其豐沛的水量，提供了美濃平原上農作物的灌溉用水；

平原北向的雙溪，源於美濃和杉林交界之南勢坑，經九芎林、竹頭背莊流入美濃

溪。另外，月光山下之羌子寮溪，流經竹頭背莊後匯入中正湖；龍肚溪則源於茶

頂山，在龍闕和消水溝合流成竹仔門溝，往西經小山後流入美濃溪。 

    埤圳部分，清乾隆 13 年（1748）由彌濃莊人以泥土築堤而成的中圳埤，日

治時期劃入公共埤圳及水利組合管理後，改築混凝土溢洪道、灌溉取水閘門及排

水閘門等施設。還有隨著竹仔門電廠的設置，於明治 41 年（1908）開工的獅子

頭圳，灌溉系統主要分為三大幹線，用來灌溉美濃平原將近四千多甲的農地，大

大嘉惠了美濃及南隆莊的農民。 

    「…地下水流則隨著美濃平原地形傾斜，由東北向西南流動，流向旗山溪與

荖濃溪匯流處。地下水位除少數地區外，皆在地面下 3 至 5 公尺內…」（財團法

人美濃愛鄉文教基金會，2006）。夏季豐水期間，地下水位常高於地面高層，因

而在地面海拔較低的地方，如永安聚落周邊常有地下湧泉。美濃國小（2014）就

以校園內四座湧泉與家長會及地方社團合作提出「生命之水，湧泉再現計畫」。 

四、生態資源與環境災害 

    美濃多年來因為水庫興建的議題，讓政府與民間開始思考如何發展出與環境、

生態資源永續共存共榮的發展方式。創辦於西元 1995 年（民國 84 年）的黃蝶祭，

即以人類向自然萬物致歉的角度出發，20 年來努力地讓自然生態得以永續生存

於美濃。西元 1997 年（民國 86 年）地方社團首次提出「生態自然公園」的願景；

西元 2000 年（民國 89 年）更進一步的催生黃蝶翠谷生態公園的成立。 

    西元 2002 年（民國 91 年）民間透過社區林業的執行計畫，開始有系統的建

立美濃自然生態動植物資料，並於西元 2012 年（民國 101 年）提出「美濃國家

自然公園規劃案」，以維繫玉山端淺山生態系的完整、建立社區共治共榮的保護

區經營管理範式、保護特有的鄉村景觀、高雄市城鄉互惠並重的發展取向、提供

自然與人文體驗的環境教育場域、結合客家文化、人文、生態為規劃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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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態資源方面，根據張學文（2012）的調查，「…黃蝶翠谷植物有 278 種，

其中屬於樹冠層雙、單子葉植物有 22 種、灌木層 74 種、地被層 145 種及蔓藤類

37 種；動物有 210 種，分別是哺乳動物 15 種、鳥類 68 種、兩生類 17 種、爬蟲

類 20 種、蝶類 90 種。其中包括臺灣特有種 14 種、臺灣特有亞種 30 種、1 級保

育類野生動物 1 種，2 級保育類野生動物 14 種，3 級保育類野生動物 6 種…」。 

    另外，在環境災害方面，美濃地區在夏秋季節常遇颱風及大雨侵襲，過去只

要日雨量超過 130 公厘以上的豪雨，持續降雨半日，美濃市區就很有可能造成淹

水（圖 2-7）。根據美濃愛鄉文教基金會（2006）的調查指出，「…美濃水患好發

區域，主要在美濃溪流域周邊，尤其是美濃溪自市區到旗山溪匯流河口約 10 公

里左右之範圍，大雨不但造成農作物的損失，強風更常掀翻傳統夥房的屋瓦…」。 

    還有美濃地區所屬的傳統建築，如夥房、菸樓、寺廟等，傳統使用的建築材

料以土塼、木料、瓦材居多，面對臺灣地震災害，也直接造成了建築本體產生規

模不等的損壞（圖 2-8）。西元 2005 年（民國 94 年）公部門開始進行菸樓建築空

間緊急搶修計畫，西元 2008 年（民國 97 年）剛修復完成的竹頭背傅屋菸樓，即

遭受西元 2010 年（民國 99 年）芮氏規模 6.4 高雄地震影響，修復不到 3 年再度

成為危樓；西元 2016 年（民國 105 年），菸樓又被芮氏規模 6.6 的美濃地震影響，

建築本體嚴重損壞，目前已拆除夷為平地。 

  

圖 2-7.  大雨侵襲造成夥房禾埕淹水 
（美濃愛鄉協進會，2013） 

圖 2-8.  地震影響傳統建築的結構安全 
（鍾兆生，2004） 

第二節  人文景觀特性 

    西元 1736 年（乾隆元年）彌濃先祖林氏昆仲率領各姓墾民，越過荖濃溪畔

入墾靈山山麓，後擇美濃溪、竹仔門溪及羌子寮溪三水會合處（三浹水）拓墾建

莊。客家先民在資源利用的過程中，相互調適所發展出的空間痕跡，構成美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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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人文景觀。本節主要透過聚落人口結構、族群文化特質、經濟生產活動、社

區現況與相關行動者等四個主題來討論客家人在聚落空間發展上的景觀特性。 

    在聚落人口結構部分，以美濃區西元 1981~2014 年（民國 70~103 年）的人

口成長率資料為基礎，來分析區域三階段年齡人口結構；族群文化特質部分，透

過族群精神、家族制度、社會組織等主題來闡述；另外，以耕地面積、農戶人口

及農業生產收穫面積來說明美濃的經濟生產活動；最後則透過近年美濃推動的公

共工程規劃個案，來討論社區現況與相關行動者在推動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 

一、聚落人口結構 

    西元 1736 年（乾隆元年）開莊的美濃，拓墾至今已逾 280 年，目前仍保有

相當完善的語言、民俗文化與傳統建築，在傳統文化日漸式微的當下，更凸顯了

美濃保存客家文化的重要性。依據客家委員會（2011）的研究指出，在《客家基

本法》的規範下，鄉鎮市區有超過 1/3 以上為客家人口時，則列為「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美濃以 86.63%的客家人口比例，成為重要的客家人口集中地區。 

    美濃在西元 1981 年（民國 70 年）人口數最高曾達到 54,713 人，往後人口

逐年減少，成長趨勢開始下滑。依據內政部統計處（2015）資料顯示，「…西元

1991 年（民國 80 年）人口減少 4,045 人，成長率為-7.39%；西元 2001 年（民國

90 年）人口減少 4,422 人，成長率為-8.73%；西元 2011 年（民國 100 年）人口

減少 3,588 人，成長率為-7.76%；西元 2014 年（民國 103 年）人口數為 41,258

人，34 年間（1981~2014）人口共減少了 13,455 人，成長率為-24.59%…」。 

    另外，在戶數方面，依據內政部統計處（2015）資料顯示，「…美濃區至西

元 2014 年（民國 103 年）12 月底為止，土地面積為 120.0316 平方公里，總戶數

有 14,480 戶，人口數合計 41,258 人，其中男性為 21,586 人，女性為 19,672 人，

性比例為 109.73 男/百女（高雄市 99.07 男/百女），平均每戶有 2.85 人（高雄市

2.61 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有 344 人（高雄市 943 人）…」。 

    在三階段年齡人口結構部分，表 2-2 資料顯示，美濃區在西元 2010 年（民

國 99 年）開始，少年兒童人口及青壯年人口是呈現逐年遞減的趨勢。由於青壯

年人口的外移，連帶導致新生兒出生數減少。西元 2014 年（民國 103 年）兒童

人口數有 3,992 人，比率為 9.68%（高雄市 13.06%）；青壯年人口數有 28,105 人，

比率為 68.12%（高雄市 74.99%）；扶養比為 46.80%（高雄市 33.35%）。 

    高雄市政府在市政統計通報（2014）提到，「…65 歲以上老年人口的增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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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世界人口發展趨勢，人類平均年齡不斷向上攀升，人口老化已成為世界共同

重視的議題…」。表 2-2 資料顯示，美濃區在西元 2010 年（民國 99 年）老年人

口數有 8,702 人，老年人口比率為 20.24%，老化指數為 171.81%。 

    往後 5 年老年人口逐漸增加，至西元 2014 年止（民國 103 年）老年人口數

已達 9,161 人，老年人口比率為 22.20%（高雄市 11.95%），老化指數為 229.48%

（高雄市 91.52%）。至此，美濃已達到世界衛生組織定義之「超高齡社會」標準。 

表 2-2.  

2010~2014 年美濃人口數按三階段年齡百分比及其扶養比 

年別 三階段年齡人口數（人） 年齡分配百分比（%） 扶養比

（%） 

老化指

數（%） 總計 0~14 15~64 65+ 0~14 15~64 65+ 

2010 42,993 5,065 29,226 8,702 11.78 67.98 20.24 47.11 171.81 

2011 42,658 4,728 29,161 8,769 11.08 68.36 20.56 46.28 185.47 

2012 42,157 4,429 28,771 8,957 10.50 68.25 21.25 46.53 202.24 

2013 41,668 4,194 28,397 9,077 10.07 68.15 21.78 46.73 216.43 

2014 美濃區 41,258 3,992 28,105 9,161 9.68 68.12 22.20 46.80 229.48 

高雄市 2,778,992 362,850 2,084,053 332,089 13.06 74.99 11.95 33.35 91.52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民政局，2015；本研究整理。 

二、族群文化特質 

    陳守國（2009）提到，「…今天的美濃客家雖然面對環境衝擊，但仍秉持勤

勞、節儉、強韌的天性…也成為傳承客家硬頸精神的活水龍頭…」。美濃區長謝

鶴琳（2015）也表示，「…白玉蘿蔔是客家飲食文化中重要醃漬食材，象徵客家

人勤儉與硬頸精神的展現…」。美濃客家人在各行各業奮鬥過程裡，習慣用「硬

頸精神」來表達族群刻苦耐勞、努力奮鬥、不屈不撓的精神特質。 

    由於美濃客家族群在遷徙過程中，需要時刻地面對地域自然環境、社會條件

及生活方式的變化來進行自我調適，艱困的生活條件塑造出美濃人以此精神為依

循。美濃現今仍保有強烈的根源意識，此舉具體表現在客家夥房屋內的堂號、棟

對、祖先牌位及一年三大節的祭祖活動。目前聚居傳統聚落的族人仍操持著濃厚

的美濃客家「四縣腔」，公部門也積極地透過「客語沉浸教學」來復振客語。 

    另外，在拓墾初期由宗族或社區居民所組成的神明會、學堂會、老人會、筏

渡會等社會組織，具有獎學、創業、施濟、聯誼等功能，也透過推展公益的目的

來維繫團體運作。美濃鎮誌編篡委員會（1997）指出，「…美濃的老人會、排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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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是非常特別的私捐專用公益組織，前者是協助貧困、無後之老人料理後事；後

者則以協助交通為目的，如美濃著名的林家（林瑞源家族）筏渡會…」。 

    還有，美濃人特別強調宗族意識，血緣相同的家族往往成立祖嘗、嘗會（祭

祀公業），嘗會可以說是先人為了祭拜神明、祖先而成立的公益民間社團，也有

合作社的性質。嘗、祠堂一般都是宗族性的組織，嘗多為田嘗、屋嘗，是祖先的

遺產或共同的置產，亦有是慷慨的宗族所捐出。某祖先的遺產為嘗者，一般稱為

某派下嘗，由其派下子孫平等共享。 

    美濃鎮誌編篡委員會（1997）認為，「…祭祀公業是守望相助，共榮共存的

共同意識下的產物，這很確合客家的特性，故美濃的嘗、祠堂、會特別的多…」。

黃森松（2015）調查研究指出，「…清代美濃約有 135 氏的嘗會組織，嘗田土地

分布所在地遍及竹頭背、中壇、柚子林、彌濃、龍闕、上坑仔、龍肚、竹仔門、

九芎林、河邊寮、金瓜寮、下竹圍等地…」。 

三、經濟生產活動 

    依據高雄市政府主計處（2014）資料顯示，「…美濃區西元 2013 年（民國

102 年）底耕地面積為 3,873.37 公頃，占全區總土地面積（12,003.16 公頃）的

32.27%；其中水田 3,091.72 公頃，占耕地面積 79.82%，旱田 781.65 公頃，占 20.18%。

耕地面積比西元 2003 年（民國 92 年）的 4,050 公頃減少 176.63 公頃，其中水田

面積（3,124 公頃）減少 32.28 公頃，旱田面積（926 公頃）減少 144.35 公頃…」。 

另外，在農戶人口部分，高雄縣政府主計室（2010）資料顯示，「…西元 2009

年（民國 98 年）底農戶戶數 5,075 戶，占該年年底全區總戶數（13,935 戶）的

36.42%，農戶人口 19,041 人，占該年年底全區總人口（43,444 人）的 43.83%；

其中自耕農 4,405 戶，人口 15,836 人為最主要組成，半自耕農 627 戶，人口 3,021

人，受委託經營 31 戶，人口 135 人，非耕種農 12 戶，人口 49 人…」。 

    在農業生產部分，農糧署（2014）資料顯示，「…西元 2014 年（民國 103 年）

美濃稻米收量 10,112,894 公斤，收穫面積 1,413.66 公頃，較西元 2010 年收穫面

積增加 445.87 公頃，成長 46％，收量增產 3,618,730 公斤，成長 56％；雜糧作

物以紅豆生產為大宗，西元 2010 年（民國 99 年）至西元 2014 年（民國 103 年）

種植面積增加 509.05 公頃，成長 105％，收量增產 771,495 公斤，成長 76％…」。 

蔬果類作物則是以番茄、木瓜、毛豆、四季豆、檳榔、蘿蔔及香蕉種植為主，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在美濃農會大幅改變農作物的行銷方式後，透過與遊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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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體驗，成就了白玉蘿蔔、橙蜜香番茄在市場上的佳績，也增加農民的種植意

願。光是番茄在西元 2010 年（民國 99 年）至西元 2014 年（民國 103 年）的種

植面積就增加 71.64 公頃，成長 134％，收量也增產 2,569,410 公斤，成長 171％。 

    另外，在特用作物方面，「…美濃在日治時期開始種植菸草，西元 1975 年（民

國 64 年）美濃菸區種植面積 2,259.13 公頃…」（高雄縣統計要覽，1975），創歷

年種菸面積之高峰。西元 2002 年（民國 91 年）菸草專賣制度取消，美濃區菸草

種植面積從西元 2001 年（民國 90 年）至西元 2007 年（民國 96 年）就減少了

811.99 公頃，減種幅度達 87％，產量則減少了 1,723,907 公斤，達 82％（表 2-3）。 

表 2-3.  

2001~2014 年美濃各類作物種植面積及產量增減情形表 

年別 

種類 

西元 2014 年 西元 2010 年 增減情形 

種植面積

（公頃） 

收量 

（公斤） 

種植面積

（公頃） 

收量 

（公斤） 

種植面積 收量 

實數 百分比 實數 百分比 

番茄 125.22 4,069,650 53.58 1,500,240 71.64 134% 2,569,410 171% 

木瓜 100.94 5,529,704 111.85 2,787,696 -10.91 -10% 2,742,008 98% 

毛豆 292.52 3,217,720 228.70 1,646,640 63.82 28% 1,571,080 95% 

紅豆 991.70 1,785,060 482.65 1,013,565 509.05 105% 771,495 76% 

稻米 1,413.60 10,112,894 967.73 6,494,164 445.87 46% 3,618,730 56% 

四季豆 80.73 1,130,220 95.26 1,228,854 -14.53 -15% -98,634 -8% 

檳榔 230.25 828,900 284.97 918,216 -54.72 -19% -89,316 -10% 

蘿蔔 163.32 6,287,820 209.38 7,118,920 -46.06 -22% -831,100 -12% 

香蕉 143.87 2,620,823 224.01 3,260,862 -80.14 -36% -640,039 -20% 

 西元 2007 年 西元 2001 年 增減情形 

菸葉 123.41 385,793 935.4 2,109,700 -811.99 -87% -1,723,907 -82%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2014；高雄縣政府主計室，2001，2007；本研究整理。 

四、社區現況與相關行動者 

    西元 2015 年（民國 104 年）11 月，歷經二年餘的建物新建與修復，「美濃

文創中心」正式啟用，這個結合中央與地方投入 1 億 7 千萬元的「中庄歷史空間

環境景觀整建改造工程」，除了公部門（客家委員會、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新工

處、客家事務委員會）對於經費及行政工作的投入外，還包括地方社團（美濃愛

鄉協進會、美濃博士學人協會、月光山雜誌社）的倡議推動。 

    集歷史、文化、語言、產業、建築等客莊特質於一身的永安莊聚落，多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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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學者及民間社團倡議保存的聚落。從西元 1998 年（民國 87 年）美濃愛鄉

協進會開始推動「孵育一個永安聚落生態博物館」計畫開始，行動者透過調查永

安聚落歷史文化景觀，設置了 17 處永安聚落系列解說牌（圖 2-9），目前多數解

說牌皆因建築改建或道路拓寬等因素遭到移除，現況只剩 7 個解說牌保持完整。 

    至西元 2006 年（民國 95 年）持續由美濃愛鄉協進會執行的「美濃文化造鎮

總體規劃案」，行動者提出三個以美濃農村空間為規劃範圍的推動計畫，分別是

以農村社福為推動方向的「現代嘗田計畫」；以休耕地再利用、農業交通配置、

區域產銷聯盟及農村體驗式旅遊為模式的「永續農業計畫」；以閒置空間再利用、

外籍配偶服務及社區托育為據點的「文化空間與活動再生計畫」等。 

    前述計畫或因縣市合併、社區行動者的更迭等因素，而造成計畫未能延續。

但是行動者對於文化造鎮當年所提出的永安聚落街區營造計畫未能施行仍持續

倡議，尤其是針對西元 2007 年（民國 96 年）已公告為歷史建築的「美濃警察分

駐所」遲遲未能修復一直耿耿於懷。而後終於在西元 2013 年（民國 102 年）由

地方政府開始著手修復美濃警察分駐所及日式宿舍，並新建一棟教育藝文館。 

    全區命名為「美濃文創中心」的中庄歷史景觀空間，從施工期間拆除「美濃

故事館」（原美濃區公所改建），到整區命名為「文創」中心，爭議始終未曾間斷

（圖 2-10）。公部門及民意代表階段性的著眼於經費爭取多寡及計畫推動執行率，

而未全然採納民間意見，導至於延伸出浪費公帑、規劃未周及蚊子館產生的負面

評價，而這些硬體建設所帶來的福利及好壞後果，後續皆需由地方社會所承擔。 

  

圖 2-9.  融合周邊環境設置的解說牌 
（鍾兆生，2014） 

圖 2-10.  在爭議聲中拆除的美濃故事館 
（羅元鴻，2015） 

    「…客委會指出，美濃故事館原為美濃鎮公所建物，雖於 2008 年獲中央補

助進行外觀拉皮修繕，但整修後地方無力經營，閒置許久…民眾表示，美濃

故事館拆除真是一場鬧劇，市府 5 年前將美濃鎮公所花 1450 萬元整修成美

濃故事館，加上 780 萬元整修美濃運動名人館，皆蓋 2 至 4 年就被拆除，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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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不經大家討論就這樣拆除，真的令人氣憤又無奈…」（林雅惠，2015）。 

第三節  聚落文化空間 

    美濃聚落的山林、田野、河川、大圳、菸樓、夥房、伯公，構築成一個完整

的客家居民生活體系（圖 2-11）。Cresswell（2006）認為，「…因為居住在共同地

區的人群才可能產生慣常而共享的溝通而具有共享的文化，因此，文化景觀必須

仰賴地理的空間基礎，並於其上探討共享的文化溝通空間，以及分析文化群體影

響和改變其自然棲地的方式…」。 

    在長期的拓墾過程中，自然與人文空間不斷的融合與進化，形塑出特定的文

化特質與場所精神，也因為強調共享的文化溝通空間，所以暗示了價值、意義和

實踐等對於「文化空間」的重要性。本節主要以聚落文化空間為探討方向，透過

傳統聚落、夥房菸樓空間、水圳及伯公信仰等四個主題，來分析文化空間在美濃

地理環境與客家社會背景中，客家人與自然環境互動的綜合結果。 

    在傳統聚落部分，以聚落位置選擇、防禦及農耕需求來進行實質環境的討論；

在夥房與菸樓空間部分，探討美濃舊建築空間面臨現代化所產生的問題，包括形

制及材質的變遷等；水圳空間部分，以竹仔門電廠及獅子頭圳為分析個案，討論

水圳周邊居民的日常生活及圳體拆除改建後的危機；最後透過伯公祭祀空間來討

論信仰景觀對於客家人在民間生活的重要性，並簡述近代伯公空間的形制變遷。 

 

圖 2-11.  從獅形頂遠眺美濃聚落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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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聚落 

美濃地區的發展開始於西元 1736 年（乾隆元年），往後到西元 1738 年（乾

隆三年），美濃地區相繼開拓了彌濃、龍肚、竹頭背聚落，到目前為止，整個美

濃北部平原的發展已經稍具雛型。李允斐（1989）認為，「…在聚落的構成及遷

徙過程中，清末彌濃聚落的發展深受自然環境的影響…」；鍾兆生（2004）則從

聚落位置的選擇、防禦的反應及克服農耕需求來進行實質環境的討論。 

    首先，在聚落位置的選擇上，居民以河系流經的腹地為首選。彌濃莊眾選擇

在美濃河北岸建立聚落；龍肚莊最初根據地位於今龍肚莊中心北端的北上塘附近，

由於峽谷西南的龍潭造成其交通及田地的阻礙，為求安定，逐漸往南開墾，並在

龍肚河的北岸建立聚落；竹頭背莊初始拓墾位置也不是在竹頭背現今莊中心位置，

而是在南端靠近雙溪河的位置。 

    第二，對於聚落防禦需求的反應則透過自然環境的屏障及人為防禦設施的建

立來達成目標。彌濃莊南端有美濃河，龍肚莊南端有龍肚河，竹頭背莊南端有羌

子寮溪，河系成了莊中重要活動（生活、農耕、防禦、祭祀場域）的第一道防線。

其二，莿竹柵門的圍護，在各莊中都種植莿竹，並設有柵門，而設置的位置都分

別位處於莊至莊的進出孔道上。 

    第三，透過陂塘的挖掘及埤圳設施的開發來克服農耕的需求。由於當時的農

作，只能看天氣的變化，幾乎全年只有單季的收成，居民為求生活及農耕的順利

運作，水源的尋找就變的異常重要。在清代美濃地區已有三個水利灌溉工程，分

別為龍莊水圳、中圳埤、九芎林圳等。九芎林圳雖適時的解決了竹頭背、九芎林

地區灌溉農地的窘境，但對於竹頭背大部分地勢較高的地區，成效還是有限。 

    面對傳統聚落的變遷過程，美濃三個老莊頭因自然環境被破壞，面臨了重大

的景觀問題，首先，都市計畫的施行造成了傳統聚落的空間紋理被破壞，傳統夥

房因道路的拓寬，被迫拆除部分的橫屋空間（圖 2-12）。再者，河系的整治，挖

除了大片早期原生刺竹林，原有腹地逐漸被水淹沒，高築的堤防加深了人與水的

隔閡，每年在河岸舉行的二月酬神祭戲，以近乎消失（圖 2-13）。 

    「…去整治美濃溪時，是在河道做堤防，但這樣能夠解決美濃淹水的問題嗎？

大家還是抱持一個存疑的態度，治水應該要考慮周圍的腹地，要留比較多的

滯洪池給它…」（圖 2-14、圖 2-15）（曾宏智，2010）。 

    「…沿岸文化景觀，對這些河川整治的人來說，都認為不重要，我們是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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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是把現代美濃人和過去美濃人的文化連結切斷掉…」（曾宏智，2010）。 

  

圖 2-12.  受道路拓寬影響的傳統建築 
（鍾兆生，2009） 

圖 2-13.  在美濃溪河床舉辦的二月戲 
（Cohen，1964） 

  

圖 2-14.  1964 年的美濃溪 
（Cohen，1964） 

圖 2-15.  2016 年的美濃溪 
（鍾兆生，2016） 

二、夥房與菸樓 

    根據許秀霞（2005）研究指出，「…美濃地區仍保有 597 座有姓氏堂號之夥

房，其中單姓堂號夥房有 564 座，雙姓堂號夥房有 32 座及 1 座三姓堂號夥房…」。

另外，鍾兆生（2006）的調查，「…美濃種植菸草的全盛時期菸樓約有 1800 餘棟，

而隨著新式烤菸機取代傳統菸樓，形制完整的菸樓數量只剩下 421 棟，近年來面

臨地震、颱風破壞及廢耕制度的影響，目前已剩下不到百棟的菸樓空間…」。 

    夥房與菸樓不僅在美濃客家社會內部形塑了家族與菸業的共同體，在地理文

化景觀、聚落風貌及建築文化層面，也成為重要的地域文化象徵。美濃傳統大家

族的生活型態，讓整個家庭的生活作息都圍繞在夥房內部，包括廳下（祖堂）的

祭祀空間，廊下（客廳）的家戶交誼空間，間房（臥室）入口以竹門簾吊掛使其

保有隱密又通風的功能，灶下（廚房）是忙碌的煮食空間，禾埕及化胎為戶外的

公共空間，菸樓則為勞動生產空間（圖 2-16、圖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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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一切的生活勞動行為都必須與各個空間的使用者進行互動連結，當

家族面臨分家析產之後，整個夥房開始進行片段的切割。分家過後，原本依偎在

家族體制下的兄弟個體，開始獨立自創另一個家庭，此時，空間出現了領域的界

定。當家族成員開始向外尋找或在原地新建安身立命之居所後，高低錯落的建築

型態及新舊建材的混合使用，已開始出現在傳統夥房空間景觀當中。 

    除了分家造成夥房形制的變遷之外，傳統夥房也面臨了道路拓寬及因應現代

生活需求，被迫拆除了部分空間。最常見的就是將左右其中之一的廊下空間拆除

外牆，留下屋頂，讓居住在夥房內部的族人方便將汽車駛進禾埕停放；還有為了

應付過年大量從外地返鄉的族人居住需求，廳下及間房也開始往上發展，這也讓

傳統以廳下為中心高位興建，兩側橫屋依序降低構築的建築形制產生質變。 

    傳統夥房建築材料以土塼、黑（紅）瓦、桁木、竹材為主，在長時間環境溫

濕度變化的影響下，開始出現了材質更新的需求，也間接造成了夥房室內及立面

外觀出現了材質及色調的轉換。大量的現代建材取代了傳統工法製作的材料，例

如為了防水需求，以鋼板材模擬壁磚、屋瓦形式來包覆土塼牆面及屋頂的做法，

快速又便利的施作工法也讓夥房出現了單一樣板化的建築樣式。 

  

圖 2-16.  竹頭背鍾屋夥房 
（鍾兆生，2013） 

圖 2-17.  大崎下劉屋菸樓 
（鍾兆生，2004） 

三、水圳 

    明治 41 年（1908 年）興建「竹仔門電廠」（圖 2-18）及「獅子頭圳」，為美

濃地區重要的農業灌溉水利設施。其利用荖濃溪水與自然地形條件建立的水力發

電及灌溉系統，嘉惠了美濃平原將近四千多甲的農地，對於美濃地區之農業及周

邊地區的經濟發展有其重要的影響。由於竹仔門電廠發電機組採用第一代川流式

水力設備，深具歷史價值，於西元 2003 年（民國 92 年）公告指定為國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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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竹仔門電廠發電後之餘水興建的獅子頭圳，隨著農戶耕作範圍擴展，分

支系統逐步擴建，含括了整個廣闊的美濃農田。沿著水圳行進，途中可見聚落、

稻田及菜園等，夏日時節還可看見孩童在大圳玩耍戲水，加上遠方美濃山的襯托，

形成一幅自然農村的田園景象。美濃有一首山歌唱出，「…昔日他鄉為異客，心

頭牽掛故園情，少年嬉戲獅仔圳，垂老歸鄉慰心靈…」成為水圳描寫的最佳寫照。 

    對生活在水圳周邊的美濃人來說，水圳是日常生活重要的公共空間。渠道兩

側設置的階梯，讓莊民可以拾階而下洗菜、浣衣及戲水；階梯更是社區閒聊及訊

息傳遞的休憩空間（圖 2-19）。水圳對美濃人的價值運用，已不僅止於是農業灌

溉用途而已，更是常民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地方社團在西元 1999 年（民國 88

年）即透過水圳周遭環境口述歷史調查，開始進行水圳空間美化的營造計畫。 

  

圖 2-18.  竹仔門電廠 
（李允斐，1993） 

圖 2-19.  上河壩水圳階梯上的洗衣行為 
（李允斐，1993） 

    為了重新召喚地方居民對水圳之情感，西元 2000 年（民國 89 年）由社區籌

劃的「第六屆美濃黃蝶祭」開始設計穿水橋活動。透過社區長輩講述水圳生活的

點滴，讓參與者體驗水圳多元面貌，深化水圳構成農業文明及生活文化之認同情

感。經過社區的努力推動，西元 2006 年（民國 95 年）美濃水橋因為反映日治時

期水利工程的特色，成為美濃下莊農業發展命脈而被公告指定為市定古蹟。 

    但是，隨之而來的水圳拆除改建問題，並未因美濃水橋單獨指定為古蹟而停

止。水利工程單位以改善坍塌的圳壁、避免圳水滲漏及考量行車安全等理由，將

原本由卵石砌成的緩坡渠道，以怪手挖除改為直壁式的水泥牆；階梯拆除後，在

渠道兩旁設置仿竹水泥欄杆，阻隔了人們與水圳的親水互動，也徹底的破壞了美

濃以水圳作為發展聚落文化空間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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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伯公 

    美濃人對於福德正神（土地公）的稱謂，常常以「伯公」稱之。在美濃客族

親屬關係中，「伯公」為面對父執輩長者的敬語，透過簡單的命名拉近了美濃人

與土地神之間的距離。根據張二文（2002）的研究指出，「…美濃廣闊的田野有

383 座伯公…」。常聽居民說，「…去伯公下坐聊、唱喏…」，此時的「伯公下」

為空間的稱謂，它透過大樹、碑石本體、化胎、圍坪等元素構成（圖 2-20）。 

    美濃有一首山歌詞彙如此表達，「…山歌一唱伯公下，洗淨手面來唱喏，頭

拜保護莊中子，二拜保護捱大家…」。歌詞簡單說明了「伯公下」是美濃人生活

休憩及祭祀信仰重要的聚集空間。聚落居民在其生命歷程中的重要經驗，例如認

給伯公當義子女、結婚、生子、考試、離鄉工作、農事疑惑等事項，都會去住屋

鄰近的「伯公下」點香稟報，祈求伯公保佑，讓心靈有所寄託。 

    「…就這樣，土地伯公隨著鄉親生活越來越富裕，從以石頭為崇拜，再以石

碑、小房屋，進而將它人格化並蓋附有色彩，彩畫風景的房屋給它享受，以

為報謝。但曾幾何時，鄉親在它居或身前四周加上的鐵籠並加鎖。…伯公壇

一座一座改建成房屋（圖 2-21），所以鄉親為節制土地伯公靈氣，使大家不

發財、五穀不豐收就加籠吧…」（邱錦輝，2006）！ 

  

圖 2-20.  露天祭壇形式的德勝爺伯公 
（張二文，約 1980） 

圖 2-21.  改建成廟祠形式的德勝爺伯公 
（鍾兆生，2016） 

    前文提到的美濃伯公空間的改建，簡單的說明了近代伯公景觀所面臨的一些

課題。例如彌濃下莊的「德勝爺」，未改建前的空間形制為美濃典型的露天祭壇

形式，前景有寬敞的圍坪，接續著低矮和緩的化胎及碩大的樹蔭植栽，後方遠景

則有日治時期引進的菸樓建築當作背景，加上攘往熙來的人群，或站或坐於樹蔭

下的化胎，這幅景觀圖像正好描繪了以「伯公」作為稱謂的親切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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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由於壇所年久失修，西元 1990 年（民國 79 年）由下莊居民組織修建委

員會發起修建。目前富麗堂皇的壇所，大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生硬的水泥構

造涼亭，休憩座椅設計的尺度讓年長者無法親近。過往居民固定的「點火、捽（擦）

神桌、唱喏」的祭祀行為，卻被為了擔心小偷偷竊而加裝的鐵窗阻隔，這也讓文

化資產的守護變的更為被動。 

第四節  傳統祭典與地方節慶 

    何明修（2001）認為，「…節慶是一種社會時間的制度性安排，以區隔出日

常的生活作息。節慶與日常時間的對立是根據於人類生活的二元性格，一方面是

屬於神聖的、集體的領域，另一方面則是世俗的、個人領域…」。 

    美濃客家族群的民間傳統習俗及生活方式，形塑出地方特殊的祭典儀式及慶

典文化。對於傳統的依持，各莊頭及各氏夥房家族皆有其遵循的脈絡及辦理的方

式，本節主要以美濃傳統祭典與現代的地方節慶活動為分析對象，透過廳下的祭

祀儀式、崇文敬字祭典、產業文化活動及現代客家節慶等四個主題，分析從過去

到現代，美濃地方在傳統的延續及活動辦理所面臨的危機及困境。 

    在祭拜祖先部分，美濃人透過婚喪喜慶的舉辦，表現出後世對於祖先的崇拜；

在傳統祭典部分，以目前仍在辦理的迎（送）聖蹟為個案，說明民間與公部門在

合作辦理活動時所碰到的問題；在產業活動部分，則以白玉蘿蔔季來說明農村產

業結合客家意象的行銷手法；最後，在客家文化節慶的部分，以社區自主辦理的

音樂節、黃蝶祭來說明社區如何透過藝術形式來反思人類與環境的互動過程。 

一、祭拜祖先 

    美濃地區的夥房空間配置主要以正身廳下為中心向兩側延伸，空間內祭祀著

本族祖先牌位，美濃人泛稱世代祖先為「阿公婆」（圖 2-22）。正身透過左右橫屋

的興建，圍塑成寬闊的禾埕空間，這裡是宗族大小活動的主要聚集場所。李允斐

（1997）認為，「…祖先崇拜的具體意義表現在夥房的空間配置上為中心點，而

與祖宗神位相搭配的有土地龍神、門神、天神，較考究的宗族還有土地神…」。 

    廳下內部及前方的禾埕空間，如遇到宗族重要節慶的祭祀活動，則會成為舉

行祭典儀式及擺放牲禮的地方（圖 2-23）。美濃有些來臺拓墾較早的大家族，如

上莊林屋、下莊宋屋等，為了應付祭祖當日為數眾多的族人所帶來的牲禮，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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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選擇在祭典前一天或當日晨間，在禾埕搭建紅白顏色相間的遮陽棚，並將可擺

放牲禮的桌架預先準備，以備不時之需，而這通常都由留鄉的族人協力完成。 

  

圖 2-22.  書寫世代祖先姓名的祖公牌 
（鍾兆生，2011） 

圖 2-23.  下莊吳屋夥房的祭祀活動 
（鍾兆生，2010） 

「…每到舊曆年過年、清明節、端午節、中元節、冬至，為敬祖日，尤其是

過年與清明節分散在外之宗族成員多要回族祠祭拜，祭祀組織以父系男性子

孫為主，供奉牲禮以三牲為主，祭拜方式以年長者帶領，頌讀祭祀文。迎親

時，「敬外祖」為感念新郎之母親和祖母，然後在結婚前一天，辦牲禮或請

嗩吶樂團到這二地娘家祭拜…」（李允斐，1997）。 

    另外，早期族人要舉辦婚禮，從前晚還神祭典到結婚當日宴席，通常會選擇

在廳下前方的禾埕舉辦，而重要的親族通常可獲禮遇分配到廳下室內空間參與饗

宴。值得注意的是，現今美濃婚宴幾乎難以在夥房看見，而是移往聚落鄰近的活

動中心、閒置的菸葉輔導站或市區的大型宴席餐廳舉辦。還有，禾埕在農忙時期

也會是族人爭先曝曬稻穀的空間；或偶而成為孩童追逐嬉戲的場域。 

    唯一不變的是喪禮的舉辦，美濃客家人通常在老者彌留之際，皆希望能將老

者移往廳下等待壽終，所以目前喪禮的舉辦仍維持以廳下、禾埕為主要的空間使

用。李允斐（1997）認為，「…喪禮和葬禮形成宗族信仰裏頭重要的儀式，當老

人彌留之際，由家人扛至祠堂，男性放左邊，女性放右邊，穿上壽衣等待壽終正

寢，…通常在外兇死、車禍或年輕死亡都不准放至廳下…」。 

二、傳統祭典 

    美濃傳統祭典的籌劃目前仍以伯公福會及聚落廟宇組織單位執行為主，透過

農村曆志的時序，有正月的迎（送）聖蹟、新年福、2 月美濃莊的祭河江、酬神

的二月戲、11 月以後的滿年福等。另外，分布於各個莊頭廟宇主祀神明的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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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日，也有少數廟方目前仍執著於舉行傳統的還神祭典，如美濃、竹頭背及牛

埔莊媽祖廟 3 月辦理的「媽祖生」；美濃、竹頭背善堂 6 月辦理的「恩主生」等。 

    值得注意的是，每年農曆正月初九由美濃聖蹟會舉辦的「恭迎（送）聖蹟、

燒化字紙」的活動，為客家人透過設置敬字亭作為字紙回收焚祭，以表示對文字

敬重的重要傳統祭典（圖 2-24）。祭典在廣善堂以上香、頌唸祭文、請神的方式

來揭開序幕，並由身著藍長衫的執事人員手持涼傘、涼扇及書寫「恭迎聖蹟」四

字的木牌，在傳統八音禮樂的伴奏下，前往位於美濃河畔的祭壇（圖 2-25）。 

  

圖 2-24.  1966 年恭送聖蹟 
（劉安明，1966） 

圖 2-25.  2008 年恭迎聖蹟 
（鍾兆生，2008） 

    在供桌的祭品及「河伯水官香座位」的神牌就定位後，開始進行送字紙的儀

式；接續由主祭者、與祭者及誦經團進行請神、上香及頌唸經文，而後再由執事

人員將字紙灰倒入河裡，並放生魚類動物；在焚燒完聖蹟文及「河伯水官香座位」

的神牌後，拿起「恭迎聖蹟」之木牌、涼傘與涼扇，在鑼鼓八音的引導下，執事

人員依序步行請神回駕於廣善堂。 

    西元 2009 年（民國 98 年）客家委員會將「迎（送）聖蹟、字紙祭」納入客

庄 12 大節慶，然公部門以節慶概念委託公關公司進行活動策劃，加上近年環保

意識抬頭，流於展演形式的藍衫婦女挑字紙簍（圖 2-26），步行至敬字亭燒化字

紙的景觀，已讓傳統「過化存神、敬字惜賢」的精神產生質變（圖 2-27）。西元

2012 年（民國 101 年）字紙祭已未獲公部門補助，而回到原本的民間自辦。 

    「…迎聖蹟字紙祭舉辦已有八十多年歷史，隨著時代演進，燒字紙和把紙灰

倒入河中祭拜河神的儀式，被公部門認定會污染環境，曾揚言開罰；且去年

剛修繕落成，用來燒字紙的古蹟敬字亭，也被文化局要求不得使用，因此今

年才決定簡化流程，但客家人「敬惜字紙」的文化傳承不變，未來只要公部

門不再刁難，仍會依古禮舉辦…」（黃佳琳，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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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  流於展演形式的送字紙活動 
（鍾兆生，2008） 

圖 2-27.  1960 年肩擔竹編字紙籠的客家婦女 
（劉安明，1960） 

三、產業文化活動 

    西元 2002 年（民國 91 年），美濃自從政府宣告菸葉停種之後，在農會與地

方團體協力推廣之下，透過在地農特產與田園景觀結合，開始發展以農村生態經

濟為主的產業活動。包括西元 2003 年（民國 92 年）舉辦的第一屆「美濃菸葉紀」、

西元 2008 年（民國 97 年）高雄縣導覽協會舉辦的「野蓮節」、西元 2005 年（民

國 94 年）美濃鎮公所舉辦的波斯菊花海「彩繪大地」及西元 2008 年（民國 97

年）由產業文化協會發起，美濃農會經營的「白玉蘿蔔季」、「橙蜜香蕃茄季」等

（圖 2-28、圖 2-29）。 

  

圖 2-28.  白玉蘿蔔為美濃秋季重要特色作物 
（美濃區農會，2015） 

圖 2-29.  以橙蜜香番茄為主題繪製的招牌形式 
（鍾兆生，2016） 

西元 2009 年（民國 98 年），為推廣全國各地的客家文化活動，客家委員會

開始辦理客庄 12 大節慶，積極鼓勵及輔導地方政府、民間團體推展在地文化特

色，過去幾屆的節慶主題都以地方傳統民俗為主。面對西元 2016 年（民國 105

年）的節慶遴選，政府單位於西元 2015 年（民國 104 年）9 月開始辦理為期一

個月的客庄 12 大節慶票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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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濃做為一個集傳統文化、農村生活、生態保育、文資保存、青年返鄉等意

象的客莊小鎮，當然不會錯失這場可以爭取更多外部資源進入農村的機會。高雄

提報了高雄客家文化節（囍慶婚禮、田園音樂）及美濃白玉蘿蔔季兩項節慶參與

票選。美濃白玉蘿蔔透過清新童趣的意象，農民耕作生命故事介紹，創新的民眾

認股手法，成為美濃秋季重要的特色作物，最終以第二名之姿脫穎而出。 

    「…推廣白玉蘿蔔並非為了在產值上替代菸葉種植，但是卻有銜接美濃菸葉

末期農村發展需求的趨勢。…鄉村裡普遍是勞動力不足的老農，世代守護的

土地也缺乏年輕人的參與投入；「白玉蘿蔔」不僅適合美濃的水土種植，而

且本身就是伙房婦女發展飲食文化，…在推廣行銷上面，有利於賦予符號意

象，創造更多產業文化發展的可能性…」（高雄市美濃區農會，2015）。 

    美濃農民通常在二期稻收割之後，中秋前後開始種小蘿蔔，值得注意的是，

美濃人常說的小蘿蔔，會取其「白玉」兩字，除了根植於本體色彩的連結外，還

賦予它原生於夥房景觀的存在意義。夥房廳下祖牌下方奉祀的土地龍神，左右楹

聯書寫著「土中生白玉，地內出黃金」，意味著派下子孫只要肯努力耕耘土地，

龍神必能保佑其獲得如黃金與白玉般豐饒的作物收穫。 

四、客家文化節慶 

    美濃自開莊以來，節慶的舉辦通常與地方常民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如早期

的「打醮」則為聚落重要的宗教活動。在打醮當年，為祈求雨順風調、五穀豐收，

邀請美濃各莊寺廟供奉之神明及伯公至東門樓外的醮場受祀，最終日則由奉請來

的諸神出巡遶境美濃聚落，遊境完回到醮場，演戲酬神。由於此地「…早期為打

醮的場所，稱為醮場，久而久之稱呼此地為醮場下…」（古文錦，2008）。 

    早期的打醮活動，至今已不復見，僅存各莊自行舉辦的神明祭典。近二十年

如雨後春筍般興起的新興節慶，主要透過「田園想像」、「生態守護」及「藝術介

入」等三種型態開始擾動農村。田園想像為官方試圖結合農村生活經驗，扭轉大

眾近年對客家藝術節的傳統刻板意象；生態守護及藝術介入則是民間以社區營造

方式結合當地特色、自然資源及藝術產業所籌畫的新興活動。 

    「田園想像」議題的提出，過去幾年有美濃秋豐音樂祭（2005，2008），目

前則以「美濃田園音樂節」為主，在邁入第四屆（2015）的活動裡，官方單位考

量現實農村發展，為了傳承豐厚美濃客家音樂資產，並創新農村的「田園」意象，

他們進行著以傳統音樂文化資產為根基，開展客家新樂音的活動，包括漫遊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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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青少年音樂創作工作坊、手作工藝體驗及文創農特產品展售等。 

    「揚葉仔！飛歸來！（黃蝶，飛回來吧！）」今年已邁入第二十屆的美濃黃

蝶祭，為地方社區團體有感於水庫興建的危機，透過「生態守護」的方式，以客

家古禮的祭蝶儀式來悼念被人類破壞的環境、萬物生靈等。近年則逐漸發展出以

志工培訓、手作勞動、環境探索及藝術文化的形式，來思考人類與自然環境互動

的課題，並提出人與自然永續依存的農村生態願景。 

    另外，地方社團近年也積極的向外部取經，如提出美濃國家自然公園的規劃，

引用里山倡議進行淺山保育行動。今年（2015）更透過「藝術介入」的方式，與

劇場工作者合作，創作出「重返里山」的社區劇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美濃

一直被開發議題困擾著，不管是國家公園或里山倡議，皆引發社區內部不少爭議，

面對農村現實面的問題，藝術創作能否讓美濃走出困境仍需更多案例實踐。 

    「…整齣戲劇的話語權並未如預期般地下放到當中的在地居民（返鄉小農）

身上，而是藉由口操華語的劇場工作者以相聲旁白的表演模式，主導了整體

劇情的發展。如此一來，《回到里山》的社區主體究竟在哪裡？…末尾將美

學引入政治生活的方式，呈現出浪漫化、美感化及理想化的在地情懷，淡化

了應該更為批判、反思的地方政治及政商勾結問題…」（徐國明，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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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住居景觀的形成與變遷 

    前述透過美濃相關的自然生態環境、人文景觀特性、聚落文化空間、傳統祭

典與地方節慶等主題的描述，初步的認識了美濃聚落景觀單元的組成架構。接續

本章將以美濃住居景觀為主要的描述對象，透過歷時性的住居空間發展過程，以

傳統建築類型及形式脈絡、近代住居空間類型、新舊空間的構築與串聯、地域風

貌的保存與塑造等四個主題來討論美濃住居景觀的形成與變遷。 

    Cosgrove（1984）認為，「…住宅是一種文化景觀，研究這類景觀，不僅要

關注其形式功能的變化，更應關注景觀對觀察者的文化意義及其變化…」。 

    在傳統建築類型及型式脈絡部分，首要簡述夥房空間配置、機能與格局、立

面及外觀形式、符號等；第二，在近代住居空間類型部分，以夥房改建、街區住

屋、新建農舍及生活工廠來說明；第三，以形式延續、風格塑造、功能運用、環

境整合來介紹新舊空間的構築與串聯；最後則是以文化空間保存發展過程、傳統

空間保存、住屋空間風格及創意空間建構來說明美濃地域風貌的保存與塑造。 

第一節  傳統建築類型及形式脈絡 

    美濃客家人重視祖先拓墾歷程及源流的家族觀念，表徵在傳統夥房住居空間

的建構。以廳下為中心建築的正身，供奉的是祖先牌位及龍神信仰；左右兩側按

照輩分高低往外延伸的橫屋，形成簡單卻又富含族群歷史的人文空間。本節將透

過夥房的空間配置與戶外環境、空間機能與格局、立面及外觀形式、象徵符號等

四個主題，來說明美濃傳統建築的類型及其形式脈絡。 

    在空間配置與戶外環境的說明中，主要透過夥房形制的演變、戶外禾埕及化

胎環境的建構，來解釋傳統住居空間的營建考量；在空間機能與格局的部分，簡

述夥房正身、橫屋所對應的室內空間，並將其空間機能進行描述；還有以夥房簷

頭、山牆棟頭及廊下轉溝來解釋夥房的立面及外觀形式；最後以竹頭背莊傅屋夥

房的個案，來分析廳下空間中的堂號、門聯及棟對等文字圖像的符號表達。 

一、空間配置與戶外環境 

    根據李允斐（1989）的研究指出，乾隆年間拓墾的彌濃，「...較大規模的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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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集中於美濃莊舊永安路一帶，街道上最早出現的是由林氏昆仲率領的 16 姓人

（張、徐、黃、劉、曾、鍾、陳、余、李、林、廖、何、邱、左、盧、宋），沿

美濃溪畔建造了 24 座夥房…」。但是，黃森松（2015）在近年的調查則提出王、

鄭兩姓為李文的遺漏，並認為應該沒有余氏，廖氏則是在同治年間才拓墾來臺。 

    而美濃各莊夥房的空間配置，則以最基本的一堂雙橫屋格局至日治時期才出

現少數的雙堂雙橫夥房，甚至是更少的三堂、四堂雙橫夥房（如下莊陳屋）。其

形制的演變主要由單家園屋、半夥房跡及夥房等三個階段發展而成。單家園屋主

要由廳下及兩個正間組成，由於腹地小，住居前後空間多作為田園之用，家庭人

口以二、三代的族眾組成，為尚未分家析產的家庭單位。 

    後來由於家族人口的繁衍，在住居空間不足的情況下，從正身間的兩旁開始

建造廊下與橫屋的方式，以單堂單橫方式呈現或只建廊下及橫屋而預留「廳下跡」

的住居空間（年節祭祀仍回老夥房），為第二階段邁向夥房屋的興造作法。最後，

期望在同一祖先派下，有著血緣關係的親人聚居為族，以正身加左右兩側橫屋的

配置方式，形塑出完整的夥房形式。 

    另外，由正身及橫屋圍塑出的戶外空間，美濃人稱為禾埕，為農耕時期曝曬

農作的場所（圖 3-1）。種菸時節還可看見與鄰里互相交工的菸農，或坐（調理菸

葉）、或走（扛菸葉進菸樓）的往來於戶外的禾埕空間。平常則是作為家族舉辦

休閒、婚喪喜慶、儀式行為的多用途空間，早期仍可看見夥房在辦好、壞事的時

候，由竹竿撐起大片布幕，隨風徜徉在夥房前方的景觀（圖 3-2）。 

  

圖 3-1.  利用禾埕曝曬農作物 
（Cohen，1964） 

圖 3-2.  禾埕舉辦的婚禮宴席 
（Cohen，1964） 

    而正身後方用土填高的弧形小土丘，美濃人稱作化胎（台），頂部用卵石疊

砌為半月圓形，形制有如座椅之靠背，在正身與化胎間還會以寬約 1~2 尺的排水

溝作區隔。另外，美濃上莊鍾屋還在中軸線的位置施作以三角、長方、橢圓、五

角及方形的雕刻，來代表金、木、水、火、土等五行意涵的五行（星）石。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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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住居空間的施作，美濃伯公及寺廟興建時也會將化胎的形式納入營建考量。 

二、空間機能與格局 

    美濃人的「夥房（屋）」，主要透過簷頭（簷廊）串連起水平正身、垂直橫屋

及水平垂直交點的廊下空間來構成，屋的空間機能及組織，滿足了美濃客家人各

種生活起居與勞動工作需求。年紀較長的美濃人，在陌生的場合碰到同鄉，常常

還會以自己來自哪個莊頭，哪個夥房（屋）來介紹自己的出生地，例如某某人來

自上莊林屋夥房、竹頭背鍾屋夥房等。 

    正身、橫屋所對應的室內空間，可以由廳下、間房、廊下及灶下空間來說明

（圖 3-3、圖 3-4），廳下為祭祀祖先的地方，位於正身的中軸線上，是一個完全

獨立的空間，除了一年三次的祭祖、婚禮宴請賓客、族人臨終停棺會使用之外，

平日僅供早晚上香祭祀使用。廳下祭祀的對象為整個家族歷代祖先的「祖公牌」，

兩側牆面書寫著族訓家規、遷徙源流等事蹟來提醒後輩。 

  

圖 3-3.  在廳下宴請賓客 
（Cohen，1964） 

圖 3-4.  傳統與現代機能共置的灶下空間 
（鍾兆生，2004） 

    廳下兩側空間則提供家中長輩作為休息睡眠使用，美濃人稱「正間」，廳下

左側為族中輩份最長的長輩房間，右側則次之。垂直於正身廳下兩側的橫屋，依

家族人口規模多寡有數量不等的「間房」設置，家族成員也依輩份長幼序列分別

居住於橫屋間房，其建築立面高度依序低於廳下及正間，隱含著夥房重視倫理的

思想考慮，間房與其他空間連結僅透過簷頭的連通，使之成為獨立的居住空間。 

    另外，介於正身與橫屋交接點的「廊下」，是夥房重要的人際互動核心空間，

其平面形式主要可以分直廊及橫廊兩種，李允斐（1997）認為，「…廊此一過渡

空間位於正身祭祀空間和橫屋寢居室之間，並銜接廚室…廊顧名思義是過道之處，

此區除了過道功能外，以飯廳的使用性為最多，...也同時具有客廳招待一般親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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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另兼備室內勞動空間的性質…」。 

    未分家前，廊的空間為了要應付家族裡各房人口的生活起居，其內部空間還

配置有灶下、浴堂及間房等機能使用，「灶下」主要為廚室的空間，內部設有「灶

頭」，平常提供食物烹煮，有些民宅也會利用灶頭「暖水（煮水）」，方便作為家

人洗身之用。灶下供奉有「司命灶君」之神位，主要以一張人格化的畫像掛在灶

頭旁的牆面上，並在畫像下方設有小木檯擺放香爐及神茶杯等。 

三、立面及外觀形式 

    美濃夥房立面及外觀形式特徵，主要可以透過正身橫屋簷頭、屋頂山牆面的

棟頭及廊下轉溝來表現。簷頭為介於正身、橫屋與禾埕之間的廊道，其功能既可

防止烈日陽光的直射，也可防止雨水的潑灑。日治後期美濃有些夥房及菸樓開始

在正身屋頂簷頭的地方施作類似女兒牆的「牌頭」建築形式（圖 3-5），其功能除

了可以協助屋頂簷口截水之外，還可豐富正立面建築特色，凸顯家族背景。 

    在屋頂山牆面棟頭部分，正身大多以馬背形式為主，橫屋屋頂則有出現瓦鎮

收尾的方式，形式較為簡單，棟頭採用燕尾翹脊者屬於少數，目前在花樹下的菸

葉大戶林屋夥房仍可看見此種形式。而美濃早期可看見的黑、紅瓦屋頂材料，近

年來因為夥房年久失修、屋面破損，現在已不易見到，加上許多家族翻修屋頂後

都選擇採用鍍鋅鋼板，這也使得整體建築風貌產生強烈的新舊對比（圖 3-6）。 

  

圖 3-5.  埤頭下林屋菸樓牌頭形式 
（鍾兆生，2004） 

圖 3-6.  夥房屋頂翻修造成新舊材質的混雜 
（鍾兆生，2013） 

    另外，由於廊下空間的多功能用途，其位置安排決定了夥房的大小格局，面

對家族分家析產後，各房以分建廊來區隔各家庭的生活區位，如竹頭背的林屋夥

房，分家後在橫屋尾端新建了廊間。廊除了平面格局和廳下、間房不同以外，立

面形式也以獨特的包簷式構造，將夥房的交通走道簷頭置於廊裡頭，使得無論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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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房任何方向走來，必定要穿越廊內轉換方向前去另個空間。 

    因為包簷的構法，使得夥房在立面上出現了三種表達方式，李允斐（1997）

認為，「…廳下以全開敞或雙扇大門加上堂匾族訓的標示表徵其崇高地位；間則

是各寢室、雜室、礱間、正間等以獨門獨間藉簷頭出入；唯獨廊將簷頭包在室內，

很明顯的外牆突出夥房邊緣…不同的立面表達不同的空間屬性，也是家族制度建

制化過程中的一種外顯物化表達…」。 

四、象徵符號 

    美濃夥房透過紀錄及喻化的手法，將空間形式所要表達的社會意涵，由文字、

圖像的象徵方式來組織出地方建築的符號特性。孫全文（1987）認為，「…傳統

建築小到任何的細節、裝飾圖案、構件型式，大到建築型式本身，甚至建築空間

的配置，無不充滿了意義…」。夥房裡的堂號、門聯及棟對等，都被族人以文字

符號的形式，將宗族制度顯示於建築空間表層，試圖影響後輩的宗族意識。 

    堂號主要與祖先的拓墾淵源有關，美濃夥房堂號的書寫方式，多數以「堂」

字居中為主，如劉屋的「城堂彭」、林屋的「河堂西」等。另外，也有少數的兩

姓或多姓堂號共撰的方式，如九芎林橫山尾伯公旁的三姓堂，主要起因於鍾氏入

贅於九芎林馮氏，兩方在未有男嗣的情況下，決定讓女兒招贅張氏來延續宗脈，

所以就出現有「潁川」、「凌雲」及「清河」堂號集中於一匾的表現方式。 

    堂號居中的書寫方式，也間接影響到莊頭廟宇的堂匾文字安排，如竹頭背「王

宮國」、竹頭背莊「化堂善」等（圖 3-7）。對於這種方式，李允斐（1997）認為，

「…有一些符號行為是從過去的塵封中挑選出來，以同樣的方式予以重新啟用。

另外一些符號行為則是年資淺近，新創設的，或透過對傳統文化重新安排…雙姓

聯姻贅婚或三個家族的郡望堂號並列在堂匾和祖牌上的突破傳統宗法制度…」。 

    由於廳下是敬祖的神聖空間，其文字符號也書寫了許多表徵家族的源流與規

章（圖 3-8），如竹頭背王爺壇邊的傅屋夥房，「…乾隆年間從嘉應州鎮平縣文福

鄉排上村遷臺，最早在今高樹鄉鹽樹村船斗莊落腳，再移居竹頭背莊尾…」（黃

森松，2015），其廳下主樑棟對即寫著，「…祖藉著清河，宰輔商朝將軍漢室，侍

郎宋代武略文才，在昔家聲閥閱；宗友分台境，怡居船斗継徙瀰濃，續遷廣興培

蘭毓桂，迄今世冑簪纓…」。 

    傅屋廳下堂號書寫著「河堂清」，門聯為「奇功高衛霍，異寵冠夔龍」，入口

簷頭立柱對聯寫著「將軍漢室績著雲臺歲月長，宰府商巖形求版築依冠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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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明殷商丞相之傳說由來，其他如正間的門窗橫聯、廳下室內空間的門窗橫聯、

燈對、土地龍神香座位等，文字符號均由左至右、由外入內集中共撰 169 字之多，

先祖費心地透過夥房文字符號的表達，最終希冀能讓後輩將宗族事蹟銘記於心。 

  

圖 3-7.  竹頭背善化堂匾額 
（鍾兆生，2016） 

圖 3-8.  夥房正身立面充滿許多文字符號 
（鍾兆生，2012） 

第二節  近代住居空間類型 

    近幾年來，交通的便捷讓美濃成為都市人口嚮往的地區。隨著社會快速發展，

聚落中的老夥房逐漸傾頹，許多夥房因應生活需求的改變，逐步的改建成為現代

建築；沿街面的傳統街屋，也因為都市計畫道路的開闢，無情地遭受到分割與拆

除；農田裡更是廣布豪華的農舍建築。本節主要透過聚落夥房改建、莊頭街區住

屋、農田新建農舍及住屋生活工廠等四個主題來討論美濃近代的住居空間類型。 

Phillips（1993）認為，「…在鄉村仕紳化的過程中，地產資本對鄉村的入侵，

以及對鄉村景觀的重塑，變高度依賴於表徵鄉村特質的一系列文化符號…」。 

    在聚落夥房改建的部分，以日治時期菸業進入美濃後，新建的菸樓空間作為

分析的對象，討論最初夥房形制變遷的原因；莊頭街區住屋部分，透過都市計畫

道路開闢、菸樓改建及分家析產等因素來闡述街屋類型；另外，以分布於各聚落

的農田中，新建的現代建築為分析目標，討論農田景觀變遷的因素；最後則透過

農村產業結合住居空間的勞動行為，來討論住家變工場的勞動空間型態。 

一、夥房改建 

    要理解夥房改建的成因，日治時期「菸業」進入美濃為重要的關鍵。由於烤

菸是一項非常重視技術及人力的工作，從菸葉的採摘、烤菸初期爐火的照顧，到

烤菸完成後菸葉的調理，整個家庭的勞動力都密集的牽絆在一起。在生活與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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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合併下，菸樓開始進入了完整的夥房空間裡（圖 3-9）。此時，廊下、間房、

化胎都變成是可以改建的空間。但是，對於夥房的空間秩序，匠師 A 仍有考慮。 

   「…菸樓興建在橫屋的前面會比廳下高，不行擋到廳下，而且這樣會變成手

巴掌上面在燒火…正身背後做是可以，但是不要蓋到龍字，中間是龍神走的

路頭，不要遮到了…如果地實在不夠的話，本灶跟下舍都要閃，不然就儘量

做在左邊，所謂青龍高萬丈，白虎高三尺，前面橫屋也是一樣，龍邊最好，

或者是橫屋的後面，儘量不要跟橫屋並排…」（A）。 

    然而，美濃夥房住居空間改建的問題，也常常發生在親人年節歸鄉的節日。

留鄉的親人為了應付大量的子孫輩，選擇把夥房高樓化或零碎化，而整體建築的

改建方式，礙於各房子孫的經濟能力或想法上無法達到共識，導致改建時常採取

「先佔（蓋）先贏」的方式進行，有的擋住了某房的出入口，有的影響了鄰房的

結構等，夥房裡「吵事」已稀鬆平常。 

    「…已經罅寂寞，還鬥喂到恁硬殼，已經罅衰弱，還拚喂到恁火著。妹仔無

名無份，無權過問，妹仔無名無份，心肚緊惇。兄弟分家硬過鐵，夥房分割

冷過冰。要分硬要分，相惜介情拿來分，要割硬要割，家族介緣拿來割。妹

仔無名無份，無權過問，妹仔無名無份，心肚想問。分家仰要硬過鐵，分家

仰要冷過冰…」（林生祥、鍾永豐，2009）。 

    美濃客家先民建立的夥房空間，經過二百多年的維持，在菸業置入、現代生

活方式變遷及族人功成名就的譁眾心態影響下，後輩子孫把廳下越蓋越高、越蓋

越新，高樓化的結果，使得住居空間成倍數成長（圖 3-10）。然而，當年節過後，

親人離鄉，原本住居空間不足的夥房反而變成量體龐大的閒置空間。不符合農村

使用型態的設計方法，讓留鄉的高齡長者光是清潔整理房舍都顯得極為困難。 

  

圖 3-9.  上河壩羅屋夥房正身改建 
（鍾兆生，2004） 

圖 3-10.  高樓化的靈山下宋屋夥房 
（鍾兆生，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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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街區住屋 

    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發展的美濃，住屋格局主要以傳統夥房為主。清朝時期，

因為彌濃莊南柵門渡船口的設立，讓位於莊裡的永安路上出現不少臨街區發展的

住屋空間型態。根據美濃鎮誌（1997）的調查指出，「…清代時期彌濃的農產穀

物，都由上莊的南柵門渡口上大木筏，從美濃溪順流而下至荖濃溪的出口東港，

銷售給從大陸來的商船，並載運日常用品回美濃，在永安路的沿街店鋪銷售…」。 

    由於南柵門的商業機能，永安路 19 巷出現了最早的街屋，二進深約 20 公尺

長，面寬 4 公尺，戶與戶並不貫通，為店鋪內部空間的延伸。清末美濃溪改道沖

刷，致永安路從南柵門至花樹下段崩塌，加上美濃溪淤積，大筏無法再順流而下，

南柵門渡船口商業機能逐漸衰退。日人入臺後，老街狹窄彎曲，銜接中莊、下莊

困難，便將北邊的牛車路（產業運輸道路），拓寬銜接中莊段的永安路（圖 3-11）。 

    明治年間，因上莊商業區的沒落，日人將辦公官署設於中莊街上，並新闢由

旗山銜接橫街的道路，隨著商業機能的引入，沿街開始興建販賣各式的日用品的

商行街屋。西元 1929 年（昭和 4 年）興建美濃橋並開闢中正路，橫跨美濃溪連

結柚仔林莊，取代南柵門的筏渡出入交通，中正路成為新的街莊中心，兩層樓的

街屋店鋪紛紛興建，成為美濃重要的商業區。 

    美濃早期的街區住屋主要以木、竹構造為主，然而，因為機能改變及天然災

害等因素，僅存不多。日治時期開始出現磚造結構、洗石子立面、幾何造型開口

搭配木構屋瓦的二層樓建築。近代因鋼筋混凝土材料的使用，美濃在各莊頭的街

區開始出現鋼筋混凝土造或加強磚造的建築，以下簡述民國時期以後美濃街區住

屋空間發展的幾種混合型態。 

    首先，在清朝時期興建的夥房，因為都市計劃區道路的開闢，間接造成禾埕、

化胎或橫屋被拆除，導致廳下直接倚臨道路，禾埕消失，年節祭祖還要分批安排；

再者，日治時期引進的菸葉，莊民考量到菸作勞動方式的便利性，聚落夥房要道

狹小及空間飽和等因素，有些菸農選擇在臨街面興建菸樓，這也造成菸作時期沿

街面常可看見菸農在扛菸葉、串菸篙的景觀。 

    另外，則是有入口門廊、拱圈屋簷的磚造瓦屋建築（樓高一層，有夾層），

及分家過後在沿街面興建的二~三層樓建築，有些莊民會選擇在高樓層設置廳下，

也讓建築立面出現許多傳統夥房的建築語彙。還有則是日治時期遺留的巴洛克式

樣（轉角商行）（圖 3-12）、洗石子分割、空心磚立面、幾何造型開口及面磚拼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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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最後則是民國時期大量出現的空間機能及立面形制相似的樓屋建築。 

  

圖 3-11.  永安路兩旁街屋 
（Cohen，1964） 

圖 3-12.  龍肚莊泉興商店 
（Cohen，1964） 

三、新建農舍 

    微笑之鄉、高雄的後花園，是美濃地區近年來獲得的美譽，但是路邊隨處可

見的土地買賣及房仲廣告招牌，卻成為地方相當顯眼的街道景觀。西元 2000 年

（民國 89 年）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後，美濃農舍興建的數量明顯增加，根據廖淑

容（2013）的調查指出，「…美濃農地別墅分布，主要核心區在美濃山腳下福安

地區，且近十年來，新增農地別墅建案約 29 處，並有逐漸擴散與蔓延的情形…」。 

    近年來美濃對於農村觀光產業的投入，為地方帶來了新的移居人口，在放寬

法令的限制條件後，這些座落於廣大農田中央的豪華別墅農舍，為了因應不同使

用者的生活形態，出現了多樣化的空間發展，形式上與傳統的美濃地方建築產生

了極大差異，間接造成農村田園景觀的質變及社區生活的衝擊。以下透過農發條

例修正時間點的分界，簡述美濃新建農舍建築形式發展的幾個階段。 

    在農發條例修正前的離農前期，傳統自耕農使用者所興建的農舍主要可以分

為二種形態，其一為夥房重建型農舍，其形式多數以二層樓鋼筋混凝土造搭配琉

璃瓦斜屋頂來表現，空間機能維持傳統夥房有廳下、廊及間房的設置；其二則是

農地新建型農舍，一種是以二層樓獨棟建築為主，其形式簡單，格局四方，周邊

鋪設有大量混凝土曬坪，剩餘空地則用來種菜或圈養雞鴨等。 

    另一種則是分布於農田產業道路兩側，量體以長方形或ㄇ字形式表現，戶與

戶連接成排，立面開口及磁磚材質拼貼都呈現同一模矩的「販仔屋」（圖 3-13）。

還有一群則是仕紳返鄉興建的農舍建築，此種建築著重於展現個人的宗族意識及

愛鄉情懷，建築形式除了仿效都市樓房住宅設計之外，還會加入地方建築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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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廳下的配置及菸樓小屋天窗元素等（圖 3-14）。 

    農發條例修正後，美濃出現大量移入型農舍，其中以純居住農舍出現的佔多

數，這類建築儼然成為都市移居者假日休閒度假的好去處。另外，也有不少小單

元的農耕型農舍及民宿型的農舍，前者以簡單的水泥或鐵皮搭建，後者則是以西

方風格建築為主，變相的從事非農耕行為。這些高聳的圍牆、大規模量體及廢水

的排放，都直接讓周邊的農田產生了耕作的危機。 

  

圖 3-13.  同一模矩的販屋形式 
（李慧宜，2015） 

圖 3-14.  加入廳下空間配置的農舍 
（鍾兆生，2016） 

四、生活工場 

    日治時期引進的菸作產業，影響了傳統農民的耕作方式與生活作息，烤菸是

一項非常重視技術的工作，從烤菸初期爐火的照顧，到烤製完成菸葉的揀選與綁

紮，都與整個家庭的勞動力密集的牽絆在一起。由於菸樓多數都建構在夥房的周

圍，面對家族分家析產的時候，分到菸樓的農戶，被迫舉家遷入純勞動的烤菸空

間，此時的家已成為另一個要付出勞力的工作場所（圖 3-15）。 

    這群生活在菸樓的農戶家庭，舉凡飲食、休憩娛樂，勞動都聚集在此。因為

菸作勞動的關係，本灶必須烤菸，下舍要維持儲藏、調理功能，最後菸農可以利

用的空間實屬不多。此時就可以看見下舍結合了廊下的複合空間機能；簡易的木

板隔間將剩餘的空間（如本灶的後方、二樓下舍或樓梯的上方）作了間房的規劃，

菸農透過身體與勞動空間的互動，反映出其對於勞動生活空間的想像及延續。 

    另外，在西元 1981 年（民國 70 年）後期，有農民開始嘗試將「野蓮（龍骨

瓣莕菜）」移入池塘裡栽培，在傳統農作走下坡之際，吸引了不少農民投入種植。

怪手來回的在休耕的稻田裡翻耙整地，這是最近在竹頭背莊頭常看見的景觀。野

蓮以往只在埤頭下中正湖常見，有些莊民偶而會採摘回家當做料理食材，近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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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水源的污染及外來種的入侵，已逐漸消失於湖面。 

    野蓮的種植必須要先將池塘內的土地整平後才能定植幼苗，並且隨著植株生

長的高度來調整水位，待其生長至莖長 90 公分以上方可採收。採收工作必須先

將池裡的整株野蓮拔起，初步的把葉子進行簡易的摘除後，透過身體的律動將整

束野蓮在水面稍做甩動，接續再帶回家中進行細部的清洗及整裡。由於採收者必

須長時間待在池裡，還要能忍受夏日酷陽及冬日嚴寒，為一項艱辛的工作。 

    野蓮在出貨前要將其莖折彎至約 20 公分，加以綑綁包裝後才能販售。在這

之前，必須進行更細部的處理工作，包括剔除運送過程中受損的莖葉及雜物。由

於這項工作必須要在水深及腰的水槽裡進行（圖 3-16），此時就有農戶開始改裝

自家閒置的豬圈、偏舍等，有些種植量大的農戶甚至舉家搬進閒置豬舍居住，透

過白天採摘、夜晚挑選包裝的勞動行為，讓農戶可以不受日夜的干擾，持續工作。 

  

圖 3-15.  菸樓偏舍進行菸草的挑選分類 
（Cohen，1964） 

圖 3-16.  偏舍改建為野蓮洗滌的空間 
（鍾兆生，2016） 

第三節  新舊空間的構築與串聯 

    對於聚落生活機能及空間使用界面的思考，要如何延續既有的環境紋理（美

濃特殊的環境、生態、氣候、景觀）並構築新的空間，成為傳統及現代匠師在面

對空間新建時需要解決的問題。本節主要以聚落公共空間、產業空間及新建住居

空間為分析對象，以形式的延續、風格的塑造、功能的運用及環境的整合等主題，

透過聚落新舊空間的構築與串聯，來討論近代美濃新建住居空間的思考方向。 

    Williams（2013）認為，「…主流社會傾向將鄉村理解為一個簡單、自然、純

樸和恬淡的地方，而與之相對的，則是城市生活的精神空虛與道德衰敗，這類文

化形象絕非鄉村文化本質的忠實再現，而是早期資本主義與工業化的社會情景下，

人們對城市生活產生的疏離感在鄉村文化意象上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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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以形式的延續來討論日治時期因為種植菸葉而構築的菸樓，「小屋意

象」的表達，如何讓聚落空間產生不同的建築風貌；再來，透過風格的塑造，以

九芎林莊溫屋菸樓拆除重建個案，來理解居民生活方式與住居空間再造的關係；

第三，以功能的運用來說明傳統夥房「廊下」空間機能的轉換；最後，透過六寮

莊劉屋廳下及住居空間興建個案，來討論新舊建築空間與周圍環境整合的課題。 

一、形式的延用 

    「小屋仔」，這個美濃人用來稱呼菸樓屋頂的稱謂，菸田、菸樓景觀曾經是

多少旅外遊子歸鄉最期盼看到的景象。在種菸的時代，小屋有其燻製菸草功能；

不種菸的美濃，菸樓天窗閣樓變成是文化符號，具有濃厚的在地性。但是，在美

濃地區推動傳統菸樓的空間保存，卻因為產業結構的變遷，讓傳統菸樓的保存趕

不上「類」菸樓建築形式的空間出現。 

    美濃在近十五年來，出現了許多採用菸樓形式建築興建的公共空間，如謝英

俊建築師以菸樓本灶氣體對流功能為考量設計的美濃客家文物館、福安國小等。

「…美濃客家文物館的「類菸樓」是氣窗，方便通風、採光，可以節能，同時讓

室內空間變得舒適宜人…」（曾倩慧，2001）（圖 3-17）。另外，還有一波校園建

築改造運動正在美濃興起，是什麼原因讓彼此要延續此種形式？ 

美濃的校園空間採用菸樓建築形式的做法，主要透過校舍的新建、修繕及圖

像繪製來傳達菸作勞動的的文化意涵。校舍的新建在形式的應用選擇性多，如廣

興國小、美濃國中、南隆國中及中壇國小等，其空間設計因為考量通風及採光的

因素，也仿照美濃客家文物館採用菸樓天窗形式的設計；另外，還加入了拱型簷

廊來表現菸樓調理菸葉的下舍空間。 

    對於在地化的形式延用，教育工作者體現了美濃客家的文化符號，除了夥房、

菸樓空間以外，他們還發展出包括表現美濃勤耕雨讀的敬字亭意象（南隆國中）

（圖 3-18），或守護村落的東門樓意象（東門國小）等。還有老舊校舍的屋頂漏

水問題，對於校舍的修繕補強，校方（龍肚國小）選擇仿效菸樓在屋頂上方搭建

鐵皮的方式，設計了雙側各三開窗的形式。 

    還有一種方式是透過影像的繪製來喚醒孩童們對產業的記憶及認識（如廣興

國小、新庄國小、南隆國中等），廣興國小透過老舊圍牆的重新彩繪，把文化符

號交給社區來進行藝術創作，使在地化特色融入至校園裡，加強了校園與社區的

連結。校方利用擬化的手法把小屋意象植入校園，表達出在主要功能用途（採光、



 

67 
 

通風、漏水）解決後，能否更進一步的去展示美濃文化，甚至是延續產業文化。 

  

圖 3-17.  美濃客家文物館小屋意象 
（鍾兆生，2005） 

圖 3-18.  擬化菸樓與敬字亭意象的校舍空間 
（鍾兆生，2005） 

二、風格的塑造 

    美濃人重視宗族源流的傳統思想，具體的表現在夥房的廳下設計，廳下至今

對於聚落莊民的思想方式（三大節的歸鄉祭祖）、生活行為（每日點廳下火）仍

具有苟延的約束力量，他們將宗族來歷及祖公的遷徙過程，嚴整的描述於廳下兩

側的棟對（楹聯）。日治時期產生的菸樓，依循著產業需求，以烤菸功能為考量

進行勞動空間的興建。 

「…羅家是一個典型的農村家庭，半舊的紅磚房，正堂是祀奉祖先的享殿，

兩旁廂房，接著左右兩個廳子，然後轉成橫屋；兩排橫屋和正堂前面廣場上

舖著水泥，就是很好的曬穀禾埕，禾埕前種了一列扶桑花，修剪得十分齊整，

似一條短牆。羅家兄弟兩人分住東西兩邊，羅添福住東面，菸樓聳立在橫屋

後面，門窗都很講究，從外表上看，羅家應屬殷實的農戶…」（鍾鐵民，2013）。 

    但是，美濃的好山好水，也讓外來投資客拿著大把資金進行土地炒作，大量

西化的現代建築，矗立在田野中顯得格外醒目。大片的玻璃窗、高聳的圍牆設計，

未以美濃自然環境、人文思想及地方營造背景為思考的建築設計，讓「農舍」建

築成為美濃近來極具特色的農村景觀。儘管如此，地方仍有些住民正努力地塑造

出屬於地方風格的住居景觀，以下透過九芎林莊的溫屋個案來說明。 

    從九芎林聖化宮旁的產業道路往北走，越過灌溉渠道，可以看見一棟依附在

夥房旁的新建民居建築。此建築原為烤菸使用，因為停止耕種菸草，加上建築結

構狀況不佳，屋主決定原地重建。新建的建築在基地配置上，將主要出入口改了

方向（原本的菸樓出入口朝南邊面向夥房，新建的民居出入口朝向西邊，背靠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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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山），屋主在出入口前方預留了廣大的禾埕，方便讓進出夥房的族人可以使用。 

    禾埕周邊沒有過高的水泥圍牆，取代的是綠蔭植栽，空間視覺穿透性良好，

還可直接進出前方的裡作菜園；建築高度為二層樓，採黑灰色琉璃瓦斜屋頂設計，

與旁邊夥房屋頂色彩一致；至於建築上方的類菸樓形式小屋頂，剛好遮蔽了水塔

的位置。溫屋把建築新建當作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延續，適度的維護了整體夥房建

築的風格，也讓家族與家族之間獲得彼此需要的尊重（圖 3-19）。 

就前述的個案，空間的重構或許可以解決莊民住居空間不足或結構損壞的問

題，但建築風格與地方人文、歷史脈絡及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如何串聯，則必須

透過各聚落人文及自然資源的考察，再配合社區住民的生活習慣，嘗試塑造出屬

於地方風格的住居景觀。傳統建築的住居形式、材質及色彩的延續或許是一種可

遵循的模式，但現代生活習慣的改變能否融入空間設計仍是需要克服的問題。 

三、功能的運用 

    「…它連接著前院和後院，但也可以把它前後砌牆堵起，當作一個房間。因

為合院正屋的大廳，客家習慣裡只祀奉祖先神位，不做起居使用。而廊子前

後壁所開的窗子都十分寬大，採光通風良好，又有四個門，既可以通前後院，

又連接著正身的祖堂和橫屋的廚房及房間，最適宜當作接待客人的客廳和家

人聚集的飯廳，於是成了生活起居的中心點…」（鍾鐵民，2013）。 

傳統美濃客家人生活在夥房空間裡，作息兼顧著生活與勞動行為，包括廳下

有祖先牌位的安排、廊下為室內交誼兼勞動空間、間房用作休憩、灶下拿來煮食、

日治時期興建的菸樓則用來工作，這一切的生活行為都互相與各個空間作連結。

分家後，夥房開始重新組構，「…兩個大的分到兩邊正間加廊下，兩個小的只分

到間房而已，沒地方煮來吃，我們自己又做了廊下…」。（B）（圖 3-20） 

    介於正身和橫屋間的交節點「轉溝」，匠師通常會以一排斜瓦溝的施作方式

來處理屋頂雨水的宣洩，這也成為地方建築的特徵。轉溝對應的室內空間為廊下，

美濃人常說的「過家聊」，戶外空間以禾埕、簷頭下（半戶外）為主，室內則是

在廊下對談。值得注意的是，位於菸樓兩側，主要用來製作、調理及儲藏菸葉的

「下舍」空間，在日治時期引進之後，則開始與傳統的廊下空間進行功能的置換。 

    在原有的夥房空間要興建一棟菸樓，必須考慮許多因素，勞動工作的便利性

是其中之一，如果在腹地不足，又要能與家庭生活結合的情況下，把菸樓結合廊

下的施作就成為可利用的方式。如上莊鄭屋在原有宅地正身三間的左側廊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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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設置菸樓；花樹下陳屋則是在夥房已經發展完成，鄰近也無任何空地可供使用

的情況下，直接拆除廊下興建菸樓。 

    雖然原有的廊下空間在配置上被下舍空間取代，但分家過後，住進菸樓的菸

農家庭為了維持一個家庭的生活需求，自主的興建了灶下、間房的起居空間，此

時下舍空間反而出現菸葉勞動及生活起居的複合使用，回歸到傳統廊下空間的功

能用途，也因為傳統廊下空間還具備有接待外客，提供家族成員內部網絡訊息傳

達功能，以致於後來美濃許多新建的住居空間，都習慣把客廳稱作「廊仔下」。 

  

圖 3-19.  延用舊有菸樓形式的新建住宅 
（鍾兆生，2004） 

圖 3-20.  菸樓下舍與廊下的合構 
（鍾兆生，2004） 

四、環境的整合 

    從六寮伯公行經救世宮後，一處剛完工的祖堂與獨棟民宅（劉屋，2011~2013

施工），其基地周邊以稻田居多，並可看見少數的檳榔種植，北側有獅子頭圳第

二幹線的流經，遠方東北可眺望月光山、黍頂山及大龜山等（圖 3-21）。 

    不同於近代美濃新建住屋的方正量體、歐式風格，劉屋在空間設計時思考如

何去「…整合新舊宗祠軸線與周圍聚落生活空間的紋理，同時更貼近真正南部客

家農村生活的樣貌與風景…」（吳宜晏，2014）。設計者在舊聚落有多處夥房建築

的環境場域裡，新增了一處獨棟的祭祀空間（廳下），一處退休長輩居住的生活

空間，並在新舊住屋之間創造大面積的禾埕來維持與周邊莊民的互動關係。 

    在祭祀空間部分，劉屋雖然只新建了獨棟廳下空間，但其透過禾埕的局部紅

磚鋪面拼貼，創造出廳下室內外空間的連結。傳統夥房的化胎空間，劉屋則突破

傳統土坡形式，採取圍塑廳下週邊，設計出擬交椅框的 2 尺矮牆，方便進出的親

族可以在此歇坐。新廳下與住屋空間成線性配置，讓新建物以不破壞舊夥房廳下

中軸線視覺景觀為主，並在兩側保留了原家族的生活空間及稻作景觀（圖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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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重整景觀與周邊生活的互動關係，在新建的住屋空間部分，因應南臺灣

美濃的氣候，劉屋並未採取傳統夥房斜屋頂及廊下空間的設計，反而把簷頭的「生

活虛空間」概念，轉化到錯落的剪力牆設置，讓半戶外空間能夠適度的產生陰影，

創造出局部的休憩空間，並透過光線的反射及材質的沿用，讓新建的住居空間仍

保有傳統農村客家建築的生活脈絡。 

    「…建物成為景觀的一部分…重新意識家、家族、天、地與信仰，讓家和土

地及聚落的關係更為緊密…」（吳宜晏，2014）。劉屋廳下新建是美濃少數以環境

互動為出發點，又不沿用傳統建築形式的新建築，它的挑戰在於既要尊重舊家族

的空間紋理，又要能夠適應地方環境景觀。其藉由虛空間的整合，創造出家族與

鄰里間的公共活動場域，這是目前美濃多數被高聳圍牆包圍下的新建住屋無法看

見的具體作為。 

  

圖 3-21.  劉屋新建住宅與周邊環境關係 
（寬和建築，2013） 

圖 3-22.  沒有高聳圍牆包圍的住居空間 
（寬和建築，2013） 

第四節  地域風貌的保存與再造 

    美濃聚落的空間發展過程中，依循著客籍原鄉風俗及營造機制，呈現出因地

制宜的環境倫理觀，聚落空間在傳統農業方式的經營下，產生了許多具有地方特

質的空間形態。本節主要以地域風貌的保存與再造為探討方向，透過文化空間保

存的發展過程、傳統空間保存、住屋空間風格、創意空間的建構等四個主題，來

討論公部門及民間團體在美濃地區所建構的地域文化營造經驗。 

在文化空間保存發展過程的說明，主要以地方社區團體近年來推動空間保存

過程，來檢視美濃文化空間的發展現況；另外，傳統空間保存方面，述說公部門

目前在美濃地區推動傳統空間保存的初步成果，並以東門樓修復的個案來理解目

前建築修復面臨的一些課題；還有，以相關建築空間再利用的個案，來看美濃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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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空間的建構；最後，以高雄厝美濃屋的活動範例來說明地方建築的未來想像。 

一、文化空間保存發展過程 

    對於美濃地域風貌的空間保存，日本町並保存專家、聯合國世界人類文化遺

產評議委員西村幸夫（1998）認為，「…美濃，是臺灣重要的文化保存發展地區…」，

他在西元 1998 年（民國 87 年）來訪龍肚莊，步行於龍肚老街時曾說道，「…如

果要我來設計這樣狹窄又彎曲的古街，還能這樣井然有序，我實在沒有辦法！這

真是一條值得留念的龍肚文化財…」（八色鳥協會，1999）！ 

    龍肚國小教師黃鴻松（1999）在當時參與保存老街師爺壇（清水宮，乾隆 3

年初建，昭和 11 年修建）的過程中，曾以自身聚落寺廟重建的經驗來呼籲，「…

相隔二十多年，竹頭背莊媽祖廟竟重建了兩次…日新又新金碧輝煌的媽祖廟竟是

如此陌生…正經有靈的時節，結果又被拆了…」（圖 3-23、圖 3-24）。儘管有日

本社造專家及地方教師的呼籲，位於老街西角的清水宮，仍在西元 1999 年（民

國 88 年）遭到拆除。 

  

圖 3-23.  1966 年的竹頭背慈聖宮 
（慈聖宮，1966） 

圖 3-24.  2014 年的竹頭背慈聖宮 
（鍾兆生，2014） 

    地方憂慮「…龍肚人沒錢建新廟…」的耳語，影響了廟方的決定。近代存在

於美濃農村聚落中，各莊頭互相比賽做廟的信仰方式，破壞的不只是宗教景觀，

連夥房（高樓化）、伯公（壇祠小廟化）也身受其害。美濃鎮誌（1997）在推動

美濃文化空間總體營造的程序與執行主體中，曾經研擬 14 點的推動方式，主要

為當時的美濃文化空間開創出另一種發展的可能性。 

    另外，由地方反水庫知識分子為核心，透過社會運動方式組織成立的美濃愛

鄉協進會，在西元 2006 年（民國 95 年）則針對美濃景觀與土地使用、在地建築

與美濃屋、活化地方文化活動、歷史空間保存與修復、永安聚落街區營造等 5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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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提出文化空間與活動再生計畫，但其規劃內容及執行方向仍不脫十年前提出

的美濃文化空間總體發展計畫架構。 

    近期則有針對水庫預定地黃蝶翠谷，提出保育及社區發展議題的美濃國家自

然公園可行性評估報告（2014），內文主要以分區規劃的方式，為國家公園提出

設立自然公園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黃蝶棲地特別景觀區、鍾理和文學特別

景觀區、美濃山特別景觀區）；史蹟保存區（竹仔門發電廠、彌濃莊開基伯公）；

一般管制區（黃蝶翠谷一般管制區、雙溪熱帶樹木園區一般管制區）等（表 3-1）。 

表 3-1.  

美濃文化空間保存推動主題現況對照表 

項次 推動方式 
調查 

研究 

工程 

施作 

營運 

管理 

活動 

舉辦 
現況 

1 
傳統營造師父的

找尋與調查 
 － － － 

公部門目前並無相關計畫推動，國內有鍾明

樺，2002；許祐菖，2009 等相關論文的研究。 

2 
針對建屋做規範

與限制 
  －  

地方社團（2006）提出美濃屋的推動方向，後

續（2014）則提出個案設計。 

3 鄉土教材研擬  － －  

多年來各單位持續研擬相關教材，近期則開始

往跨域合作的藝術創作方式編撰，如結合繪本

與菸農文學的＜美濃菸樓＞。 

4 設置菸葉博物館   －  

地方社團發起（2003），透過在地匠師指導鄰

近大專院校學生，實際修復靈山下宋屋菸樓，

並命名為菸樓教育館，可惜後續並未營運。 

5 
深化民眾對文學

的涵養教育 
    

以作家鍾理和作品為主題辦理的笠山文學營

（1995），至今已舉辦了 20 屆，為美濃的文學

閱讀提供了豐富的視野。 

6 
設置不同時期的

農民文化館 
   － 

全國首座以農業為主題的農業圖書館在美濃

落成啟用（1980）。 

7 
自然生態及文化

景觀的維護 
 － －  

地方社團（2014）提出＜美濃國家自然公園可

行性評估報告＞，目前已在內政部國家公園計

畫委員會完成第二次的審議。 

8 
文化藝品商店的

規劃與管理 
 － －  

公部門目前並無相關計畫推動，國內有黃基

鴻，2002；鍾怡，2010；陳智輝，2013 等相

關論文的研究。 

9 舉辦菸草祭  － －  
地方社團（2003）辦理第一屆美濃菸葉紀，隨

著菸葉廢耕，目前已無舉辦類似活動。 

10 整修菸樓   －  
公部門（2008）在竹頭背莊、河壩埔修復了二

棟菸樓，目前只剩林屋菸樓保持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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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推動方式 
調查 

研究 

工程 

施作 

營運 

管理 

活動 

舉辦 
現況 

11 

將聚落發展遺跡

配合美濃打醮的

廟會活動展示 

    

美濃至今有辦過多次大型客家文化節活動，但

近期打醮活動只有由輔天五穀宮醮務委員會

（1996）辦理過一次，但兩者並未有所交集。 

12 保存菸葉輔導站     

公部門（2013）進行美濃菸葉輔導站災後搶修

工程，總共修復了美濃、廣興及廣林菸葉輔導

站；目前（2016）正修復福安菸葉輔導站。 

13 
保存學堂、敬字

亭及文魁牌匾 
  －  

彌濃莊及金瓜寮聖蹟亭已修復完成，地方持續

辦理送字紙的活動，公部門（2014）執行＜宋

屋學堂調查研究計畫＞，目進正待工程修復。 

14 
維持土地神信仰

祭典 
    

美濃目前仍有少數莊頭在新年福及滿年福的

祭典中，使用傳統三獻禮儀式，來實踐莊民對

於土地神的祈求與感謝。 
資料來源：美濃鎮誌編篡委員會，1997；本研究整理。 

二、傳統空間的保存 

    美濃自西元 1991 年（民國 80 年）公告了第一座文化資產彌濃莊敬字亭後，

至今 25 年內，共公告了 15 處文化資產。其中與祭祀信仰相關的有敬字亭、聖蹟

亭、伯公、善堂、五穀宮及客家八音；與教育相關的有宋屋學堂（未公告，已由

客委會進行調查）；以產業為主的有竹仔門電廠、水橋、菸樓（未公告，已修復

二處）及聚落生活相關的東門樓、舊橋、分駐所、鍾屋夥房、撮把戲等。 

    在西元 2005 年（民國 94 年）以前公告的有形文化資產，目前幾乎都已完成

調查研究及建築修復工程，而後公告的文化資產也已進行了相關調查研究，目前

正待修復工程的施作。值得注意的是，至今公告的二項無形文化資產（客家八音、

撮把戲），目前並無任何官方或民間主導的系統性傳習計畫，而這兩項無形文化

資產的保存者皆已高齡 80 歲，如今面臨後繼無人、即將失傳的危機（表 3-2）。 

    目前美濃地區傳統空間的保存情況，仍以公共性的文化資產為主。但是，在

修復的過程中也面臨了不少問題。位於彌濃上莊的東門樓即是一例，清朝時期守

護莊頭的防禦性設施東柵門，在長期遭受自然環境影響及人為破壞之下，本體已

產生了許多裂縫及坑洞，部分牆基甚至有鋼筋外露的情況產生，而樓閣屋瓦因為

青苔及灰塵長年的堆積而形成的「黑瓦」景觀，更讓地方居民產生記憶的錯置。 

    「…文化局於去年規劃整建，但卻發現外觀灰黑的屋瓦，原本色澤竟是赭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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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因地方對整修後屋瓦顏色意見分歧，文化局兩度召開說明會仍無法與民

眾達成共識，今年 4 月份文化局再度邀集地方人士協調，最後由地方人士現

場表決後，決定採用東門樓興建時使用的赭紅色屋瓦…文化局表示，東門樓

在尊重地方民意的前提下進行整建…」（劉智維，2014）。 

    西元 2014 年開始著手修復的東門樓，地方居民為了建築本體使用的是紅瓦

還是黑瓦產生了討論，儘管規劃單位在考證時發現屋瓦為赭紅色，並在地方召開

說明會，最終使用「紅偏黑」的瓦材來進行修復。然而，此舉卻引來地方居民的

討論，「…做出來的顏色與當初決定還有段落差，屋瓦顏色變得像廟宇一樣，視

覺上無法適應，情感上則感到古蹟被美意給破壞了…」（陳祐誠，2015）。 

表 3-2.  

國家公告美濃文化資產一覽表 

名稱 
創建 

年代 
級別 種類 

公告 

日期 

調查 

研究 

修復 

傳習 

撮把戲 

楊秀衡 1939 年生（民

國 28 年），1953（民

國 42 年）開始作場 

傳統藝術 
表演藝術 

（說唱） 
2012 － － 

龍肚鍾富郎派下夥房、

伯公及菸樓 
1912（大正元年） 市定古蹟 宅第 2010  － 

美濃南隆輔天五穀宮 1924（大正 13 年） 歷史建築 寺廟 2010  － 

美濃警察分駐所 1933（昭和 8 年） 歷史建築 衙署 2007   

客家八音 

鍾雲輝 1938 年生（民

國 27 年），1955（民

國 44 年）開始作場 

傳統藝術 

重要傳統藝術 

表演藝術 

（戲曲） 

2006 

2016 
－ － 

美濃水橋 1926（昭和元年） 市定古蹟 橋樑 2006 － － 

美濃舊橋 1930（昭和 5 年） 歷史建築 橋樑 2005  － 

美濃廣善堂 1917（大正 6 年） 歷史建築 寺廟 2005   
竹仔門電廠 1908（明治 41 年） 國定古蹟 產業設施 2003   

彌濃東門樓 1755（乾隆 20 年） 市定古蹟 城郭 2000   
金瓜寮聖蹟亭 不詳 市定古蹟 敬字亭 2000   

彌濃庄里社真官伯公 1736（乾隆元年） 市定古蹟 伯公 1998   
龍肚庄里社真官伯公 1737（乾隆 2 年） 市定古蹟 伯公 1998   
九芎林里社貞官伯公 1738（乾隆 3 年） 市定古蹟 伯公 1998   
彌濃庄敬字亭 1779（乾隆 44 年） 市定古蹟 敬字亭 1991   
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6；本研究整理。 

    地方的記憶留存與古蹟真實性的選擇，也許還有討論的空間。但是，近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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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家委員會的經費挹注下，美濃傳統空間的保存面臨了許多的挑戰，這包含了

關於建築修復、風貌保存、民眾參與及周遭環境景觀整體規劃等議題，皆需要透

過公部門、專業者及在地居民的共同參與。若等到建築修復完成，民意產生反彈

意見後，又對外宣稱是「尊重地方」的決定，此舉受害的永遠是地方。 

    周尚意（2011）認為，「…遺產保護在於維持地方的文化重要性，也強調維

持一種地方感，因為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地方，既是歷史紀錄，也是國家認同和經

驗的有形表現，有公眾參與的歷史文化保護才能真正地保護各處的地方性…」。 

三、住屋空間的風格 

    美濃客籍莊民所居住的夥房，空間構成與住民的禮俗儀式、生活習慣、勞動

行為有關。近年來，老舊夥房的損壞，莊民紛紛開始拆除自家夥房進行重建，新

一批迥異於傳統農村的「樓屋」建築出現在莊頭裡。另外，美濃的好山好水，吸

引了許多外地居民來此購地蓋「農舍」，有些是退休回鄉蓋屋養老的美濃人，他

們採取了許多東、西方的建築元素來設計自宅，這是美濃屋嗎？ 

     因應菸作生產而構築的菸樓，日治時期進入美濃農村，原本只存在勞動行

為的產業空間，經過分家析產後，分到菸樓的菸農家庭住進了菸樓，面對家庭人

口日後的空間需求及生活方式改變，菸樓室內空間開始轉化或結合其原本的使用

型態。於是開始出現烤菸「本灶」當客廳，調理菸葉的「偏舍」成為廊下，儲藏

菸葉的「下舍」也變成了間房，整體外觀維持菸樓原貌，這也是美濃屋嗎？ 

    面對這些課題，社區團體在西元 2006 年（民國 95 年）的「美濃文化造鎮總

體規劃案」曾經提出在地建築美濃屋的想像，並透過社區討論會議提出以「自由

詮釋，風格一致的美濃屋」為主軸，研擬了屬於美濃地方建築風格的設計準則（表

3-3），在推行方式上，規劃單位認為必須以宣導、資訊協助等方式（如設計競圖、

傳統工匠認證、社區建築諮詢）來取代法令的硬性管制。 

    然而，公部門在西元 2014 年（民國 103 年）也透過「高雄厝：在地設計者

培訓人員徵選活動」的方式，進駐美濃進行美濃屋的個案設計。活動主要透過建

築形態與地方發展的共識營課程理解，藉由訪談地方耆老與鄉紳來討論建築元素

與聚落形成的的主要原因，最終將田野調查的改造個案，融合周邊環境氣候條件

進行整體設計發想，改造完成後提供民眾與地方團體作為範例參考。 

    此次的個案操作，為透過地方人士提供基地及地上物（菸樓），讓設計者融

入高雄厝設計準則，保留舊有美濃建材的運用（紅磚、紅瓦、木料），加入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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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方式（光電帷幕屋頂），並把未來使用功能設定為「公民咖啡館」，配合鄰近

國小的耕作計畫，規劃部分空間作為校方的教學使用。計畫主持人李彥頤（2014）

認為，「…全新的「美濃屋」將以社區營造的作法，為在地人士重建「關係」…」。 

    承如上述，推動者直接以地方建築樣式、材料加上現代工法的使用來設計美

濃屋，此種方式能否解決美濃夥房長久以來存在的問題，如宗族關係、土地共同

持分等，進而落實到內部住居空間（如老莊頭的夥房、菸樓及閒屋）的改造，就

農村經濟現實的考量，面對產業結構變遷及生活方式的改變，只單純透過「雅式」

的咖啡館及「形式類化」作為未來想像，實很難有具體的成果產生。 

表 3-3.  

美濃屋設計準則表 

設計準則 內容 

屋頂與建物高度 

斜屋頂面積應佔建築面積之 60％以上。斜率應在 30˚～45˚之間。 

非都市土地農舍約在二層樓；都市計畫區農舍約為三層樓。 

建築物頂層不宜設置過於突兀之水塔。 

立面與建築材料 

立面材料使用以淺色系牆面材料為主，儘量不使用金屬或較亮面之鋪材。 

以在地原有材料為主要建材的來源，同時可予以適度的綠化。 

可選擇性的使用老建材來強調傳統質感與鄰近傳統建築的關係。 

半戶外空間 將夥房空間文化透過玄關、門廊、迴廊、陽台及深窗等建築元素傳達。 

景觀配合 配合美濃各聚落間的文化景觀差異，將景觀作為設計參考之依據。 

建築符號 
透過美濃傳統建築符號，如斜屋頂、文字、彩繪、天窗等元素，加以轉化

成為建築設計元素。 

綠建築指標 以綠化、水資源、能源與土地等四項指標作為參考依據。 

圍牆與建物退縮 

水泥圍牆高度應在 1.5 米以內為宜。必且採透空式設計，以便視覺穿透，降

低封閉感。 

利用小溪或水路等天然景觀做為界標。 

利用竹木或自然材料做圍牆，與自然景色結合。 

儘量以綠色植物做為美化或取代現有混凝土圍牆。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美濃愛鄉文教基金會，2006；本研究整理。 

四、創意空間的建構 

    西元 1992 年（民國 81 年），一群從臺北歸鄉的年輕人，意識到客家文化的

危機，成立了以菸農組織為名的「第七小組工作站」，他們透過非親身勞動的方

式，以勞動記憶再生產工作坊來影響美濃子弟的農村意識。活動過後，空間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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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修繕，轉型為菸樓陶藝館，由返鄉青年經營。西元 1998 年（民國 87 年）第

七小組嘗試把現代錄音設備與荒廢土泥塼烤菸室作連結，成立了菸樓錄音室。 

    「…我們發現菸樓裡面的聲音有它非常獨特的質感，由於它的材質是使用泥

塼，本身對於聲音的反彈並沒有那麼地大，挑高將近三層樓高，高度非常足

夠，在裡面的聲音非常地甜…我們不僅賦予它不同的意義，我們在這裡所唱

的歌、所寫的歌，事實上也和我們的菸樓有相當大的關係，包括這些音樂也

跟在地人有緊密關係、有勞動的這些聲音…」（鍾永豐，1999）。 

    另外，則是前述提到的美濃警察分駐所及日式宿舍的修復，其主體建築興建

於西元 1933 年（昭和 8 年），建築群落包括分駐所本體、宿舍、防空洞、槍堡及

入口大門。西元 1984 年（民國 73 年）因原空間不敷使用與建築雙翼毀損等因素，

在本體正前方新建辦公廳舍。西元 2015 年（民國 104 年），公部門將國民時期的

新建辦公廳舍拆除，重現日治時代原貌，並命名為「美濃文創中心」。 

    可惜的是，儘管在規劃設計及工程施作階段，公部門試圖提出以影像創作方

式，融入地方元素而發展出的相關創意單元，如以馬賽克拼貼出美濃山的意象（藝

文館二樓）（圖 3-25）、版畫繪製先民拓墾情境（開莊廣場）、回到里山壁畫（社

區創作）等來凸顯整個園區地方創意，但仍流於圖像形式的表達。開園至今公部

門仍無法提出中心的定位及營運方向，成為有文創之名無文創之實的公共空間。 

    除了公共空間的努力，依循著第七小組歸鄉蹲點的模式，美濃仍有少數青年

返鄉創業，如以販賣文化創意商品的「野上野下」文創小舖，他們在粄條街附近

活化了一棟街屋當展售賣店，二樓空間則開放給社區使用；還有以「音樂」為主

題，歸鄉修復自家夥房的「美濃山下香蕉與黑膠」民宿等，主要都是透過舊有住

居空間的修繕與再利用，結合地方元素來發展空間的主題創意。 

 

圖 3-25.  彌濃山意象馬賽克拼貼圖稿 
（戴榮伸建築師事務所，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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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水域景觀的描繪與詮釋 

    前章主要以客族生活相關的住居空間為主，透過傳統建築的發展脈絡、近代

住居的空間類型、新舊空間的串聯、地域風貌的保存及塑造等主題，探討了美濃

住居景觀的形成與變遷過程。接續本章將續以客族生活作息及土地耕種相關的水

域景觀為描述對象，透過地理條件與水文環境、空間感知與情境脈絡、水域神祀

執掌與空間型態、計畫推展與活動體驗來針對美濃水域景觀進行深度描繪。 

    在地理條件與水文環境部分，首要描述水圳分布、命名系統、耕作勞動經驗

及地理空間的環境適應等；第二，在空間感知與情境脈絡部分，以日常生活與勞

動工作的取、用、尋、巡水行為來說明；第三，以水口伯公、滿年福儀式、二月

祭儀及南隆地區的水利開發來介紹水域神祀執掌與空間型態；最後則是以環境調

查、影像紀錄、觀光行銷及遊憩體驗來說明水域景觀的計畫推展與活動體驗。 

第一節  地理條件與水文環境 

    竹仔門位於美濃平原東南偶，為幅員遼闊的河床沖積地，日治時期在竹仔門

開山鑿洞後，引進荖濃溪水，利用高程落差，設置渦輪機組發電，發電後餘水排

放至獅子頭水圳，以作為美濃農田灌溉用水使用。本節將透過水圳灌溉系統的分

布、聚落空間的命名、農民勞動的生命經驗及地理空間的環境適應等四個主題，

來說明水圳農業景觀的地理條件與水文環境。 

    在水圳灌溉系統與分布的說明中，將獅子頭水圳在美濃灌溉區域裡設置的水

利設施進行描述，用以解釋其景觀特徵；命名系統部分，簡述美濃與水文化相關

的聚落地名，並將其指稱系統進行分類；還有以兩代農民的工作勞動個案，來闡

述農民對於耕作地理條件的勞動想像；最後以九芎林聚落空間構成元素的組成，

來說明水利設施的開發對於聚落發展的影響。 

一、水圳灌溉系統與分布 

獅子頭圳為美濃地區最重要的水利設施系統，其利用荖濃溪溪水與自然地形

條件，建立水力發電與灌溉系統，對於美濃地區之農業及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有

重要的影響。目前其空間本體大部分仍明確可見，且仍具有實質的灌溉功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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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引水發電之竹仔門電廠，亦有明確之實體元素，此一系統目前仍持續運作且不

斷演進，創造出美濃地區豐富之農業景觀特徵。 

    獅子頭圳於西元 1908 年（明治 41 年）開工，西元 1911 年（明治 44 年）竣

工。所取用之水源，係由竹仔門東側築設臨時攔水壩及引水道，取荖濃溪水，經

由隧道穿過山嶺，引入竹仔門發電廠。根據高雄農田水利會（1997）資料顯示，

「…獅子頭圳灌溉面積為 4,391 公頃，雙期作田 3,718 公頃，單期作田 14 公頃，

旱作 17 公頃，糖廠蔗園 642 公頃，為旗山灌溉區最主要的灌溉區域…」（圖 4-1）。 

 

(0)獅子頭圳導水幹線(1)第一幹線(2)第二幹線(3)擴灌幹線(4)竹仔門發電廠(5)龜山圳 

圖 4-1.  獅子頭圳灌溉區域圖 
（美濃鎮誌編篡委員會，1997；鍾兆生，2016） 

獅子頭圳灌溉系統主要分為導水幹線、第一幹線、第二幹線及擴灌幹線。「…

導水幹線為導水路自竹仔門發電廠尾水後起至第一、二幹線十穴分水門為止，長

度 3,524 公尺；第一幹線為導水門末端十穴分水點至第一幹線第一、二、三支線

分水門為止，全長 1,663 公尺。第一幹線轄下第一支線全長 5,563 公尺，第二支

線全長 6,890 公尺，第三支線全長 6,230 公尺，末端連接排水路，排入旗山溪…」。 

    另外，「…第二幹線由十穴至旗山區五明農場末，全長 13,341 公尺，由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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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幹線渠道坡度落差大，多數分線仍需利用制水門引水灌溉。第二幹線主要分為

三條支線，第一支線全長 5,079 公尺，第二支線全長 2,820 公尺，第三支線全長

3,078 公尺；最後則是西元 1978 年（民國 67 年）建造的擴灌幹線（竹頭角幹線），

全長 11,859 公尺…」。 

二、命名系統及空間特性 

    美濃聚落空間有不少名稱是以水域景觀作為指認而發展出的命名系統，朱鼎

豫（1906～1993）在龍肚八景詩中的＜嵫嶠樵歌＞所描寫的詩句，「…山行屈曲

土肥饒，坑北坑南唱采樵，龍眼菓垂便手摘，貓毛草長滿肩挑；納涼樹下藤千尺，

解渴岩前水一條，指點於陵陳仲宅，裴航到此訪藍橋…」，就是以位於茶頂山西

側山腳邊盆地的磁礄坑聚落為描寫空間所創作的詩詞。 

    而這些與水文化有關的地名，大致可以透過埤塘、濕地、洪患平原、河川、

人工水利設施為類別來進行系統分類。首先在埤塘的部分，有因灌溉面積有限，

一年只能單季耕種而築埤攔水的「大埤頭」、「埤頭下」（圖 4-2）；龍山東側山腳

邊種滿柳樹的「柳樹塘」；位於龍肚北側河流上游池塘的「北上塘」及位於龍山

西側山腳邊，以黃屋、張屋夥房落腳處池塘為命名的「黃屋塘」、「張屋塘」。 

以濕地景觀為空間命名的有依賴山塘湖收集山溝餘水，種滿莿桐樹的「莿桐

坑」；茶頂山西側山腳，早期農民趕牛集中食草、低漥之地的「牛欄窩」；位於龍

肚北方盆地的「上坑」及美濃山南側山腳水源充沛的「泉水窩」。洪患平原部分

則有美濃溪流經的河岸聚落「河壩埔」；位於荖濃溪洪患平原上的「溪埔寮」及

美濃溪排水支流旁地勢平緩的河岸聚落「鮮水港」。 

    另外，在美濃溪三條支流匯流處的「三浹水」；段巷溪和羌子寮溪合流包夾

的「雙溪」；位於龍肚河流經之地的「河邊寮」；龍肚河上游的「上河壩」；被水

流沖刷形成深潭的「過路潭」；荖濃溪分支，起源於大小龜山之間，從下竹圍與

金瓜寮之間注入美濃溪的「湳頭河」等，則是以河川為指認的命名方式。最後則

是由人工水利設施的分水門數量作為命名的「九穴」、「十穴」聚落（圖 4-3）。 

透過以水域景觀為主的認知系統，可以發現美濃平原大多數的聚落命名稱謂

都與埤塘、濕地及洪患平原有關，其次才是與河川流域系統相關的聚落命名，而

日治時期後才建構完整的人工水利設施，反而在命名中最少出現。由此可見，美

濃平原在初拓墾時期，莊民試圖透過地形、地勢與水源的認知與體驗，來形成命

名空間的知識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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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築埤攔水的埤頭下莊 
（劉安明，1962） 

圖 4-3.  以人工水利設施作為命名的十穴莊 
（吳旭峰，2003） 

三、耕作勞動的生命經驗 

    對於文本的描繪，可以從既有的客莊聚落田野中，去觀察及理解群體之間與

土地及環境的互動關係，如，老農說明地是有靈、有生命的事件，農夫耕種的思

維等。地方作為提供我們融入農村生活世界的一個概念，隨著經驗及尺度的變換，

地方和某一特定範圍的內在產生了連結，進而使意義及情境油然而生。以下從受

訪者 C 初次學習農作耕種的勞動體驗來進行耕種關係的經驗描寫。 

「…下晝，烏陰，雨落地泥；分醒，涿雨，走去田坵；後生，尋地，驚身涿

濕；雨過，天晴，兩代人啊…」（C）！ 

上莊要去畚箕窩的路上，總要經過一個大斜坡，人說溜崎仔那邊，能夠扛著

吃飯傢伙走上一段，臉不紅氣不喘的倒也沒幾個。貴昌同貴丁同夥房，從小被竹

棍追到大的堂兄弟，那坡走上走下已是習慣。兩人字識的不多，農作卻視他倆為

兄弟，祖公來臺算 21 世，留給他倆幾塊田。初開始，日作夜作，耕也耕不出水，

偏偏隔壁田坵金玉滿堂、五榖豐收。 

    夏日白晝催促著疲憊的眼皮，今兒個早點去好了，沒等貴昌醒來，貴丁就獨

自前往田間。「…後生，這麼早喔…」！還沒來的及反應，隔壁田帶著斗笠的成

貴就先跟貴丁打招呼，貴丁識相的回了他一句，「…早喔！這是你的田坵嗎…」？

成貴答，「…有什麼事嗎…」？「…沒事，沒事…」貴丁說！當下，貴丁就算心

裡有千百個疑問想請教，也執著於傲氣的風骨，硬是把疑問往肚裡吞了回去。 

    隔日，貴丁告訴貴昌他那天與成貴的相遇，貴昌大聲說，「…你怎麼不叫他

教我們要怎麼耕…」，貴丁簡短的答了一句，「…我又不識他…」。夜裡，貴昌輾

轉難眠，想說明天一定要早點去找成貴，畢竟也耕了一段日子了，田裡硬是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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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東西，該如何是好。清早，貴昌和貴丁提早去了田坵，沒碰到成貴，想說可能

是來早了，就先進行農耕勞動。 

    做了一會兒，成貴來了，貴昌並沒有立即的衝上前去，反而假裝在旁整理田

坵。太陽越來越大，三個人開始往陰涼處躲，終於被貴昌逮到機會了，貴昌問成

貴，「…你種的田不錯喔…」！成貴笑了笑。貴昌問，「…能不能告訴我你怎麼種

的…」？成貴答「…就這樣種啊…」！沉默了一會，貴昌續問，「…我的田就在

你隔壁，為什麼沒辦法長的像你的那麼好呢…」？成貴答，「…你們又不知道它

的靈性…」！貴昌狐疑，「…什麼，泥有靈性…」？ 

    在勞動的經驗歷程中，凸顯出世代的差異存在於各個不同的經驗主體上，使

得更複雜的情感及意義賦予其中，這之間存在的差異性不單只是從田產的環境品

質良窳來決定，世代的差異可以從面對同一事件中，不同主體對於想像的思考層

面來理解，如同生活在農村的莊民，遇到下雨的情況，老農著急的跑去田裡守住

水源，年輕人卻是忙著找地方躲，深怕身體淋濕。 

四、地理空間的環境適應 

    透過美濃早期拓墾的聚落地理空間擇址為主，選擇位於美濃地區東北角的九

芎林聚落，探討住民耕作勞動經驗如何展現在面對地理環境識覺的思考，地理知

覺的呈現又如何將環境適應的方式呈現出來，包括不同空間、時間尺度與物質環

境，使得描寫地方更有著力點，這樣的方式也成為文本中處境塑造的重要參考。

透過受訪者 D 的描繪的文本中，則更是加強描寫了情境與空間的關係。 

    「…一水畜捱歸家人，一圳幐捱歸莊人，尖山下來九芎林，冇電冇火眠天晴…」

（D）。 

    九芎林也算彌濃的老莊頭了，清朝時節，傳福的祖先從屏東來這開墾，莊的

西邊隔著雙溪水，尖山在上面，往下走可以去龍肚北上塘，現在從這裡看到山下，

以前都是傳福家的地。祖公初來乍到，看哪個地方可以耕，插個旗子就算族裡的。

這可害慘了傳福，田坵幅員遼闊也就算了，最慘的是地乾的像啥似的，地勢高沒

水來，隔壁莊土壤肥沃、物產豐富，本莊卻連邊都摸不著。 

    「…唉！這裡一年要雙冬可難如登天啊…」！看來今天又要失望了，還是撿

點柴回家燒好了。這附近九芎仔很多，每每工作到日落，傳福總會帶些薪柴回家。

「昨夜的風可真強啊」！寮仔被吹的七零八落，早上去了趟茅窩，割了些茅草回

來家裡補寮上的屋頂，看來又得花些時間整理了。轉秋後，運招像往年一樣，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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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陪我去大坑採樹薯回來，那是倆公婆再也熟悉不過的地方了。 

    從天緣叔夥房旁的芒果樹下進去，片野盡是樹薯田，採回來後，可累著了孩

子們，全家像是勞動工作隊一樣，傢伙都拿出來了。這東西可好用了，把它刨成

絲，作成樹薯簽，攤開放在夥房的禾埕裡晒，是乾燥最好的方式了。現在沒這麼

多榖可曬，曬些樹薯也讓傳福滿足了理想中物產豐饒的收成景象，乾燥後的樹薯

成為了牲畜最好的食物來源。這裡是山村，靠山吃山總是祖公教的啊！ 

    九芎林莊早期拓墾深受地理環境影響，後期又因水利開發成就了聚落發展，

特殊時間尺度下所展現的環境，有水、無水本是地理空間所造成的區域差異，但

在時間脈絡下透過主體的行動，則表現在不同的環境適應上，描寫如生活在無電

無水的莊民，面對環境的應對，無水就以看天田的方式耕作，有水埤圳的開墾後，

聚落也開始出現了多樣的土地利用型態（圖 4-4、圖 4-5、圖 4-6）。 

 

圖 4-4.  清末竹頭背與九芎林聚落空間構成示意圖 
（鍾兆生，2016） 

第二節  空間感知與情境脈絡 

    「…文學裡充滿了描述、嘗試理解與闡明空間現象的詩歌、小說、故事和傳

說…假如有人想找那種真正能夠帶給讀者一種對地方有所感受的陳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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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去翻閱地理學教科書，還是小說…」（Crang, 2003）？ 

    「…武落畬田洪水沖，望天得食困難重…」，美濃早期土地拓墾艱難，農民

多以「看天田」的方式勞動，本節首先將透過文學書寫的方式，描寫莊民在農村

日常生活中「取水」行為的身體律動；並透過「用水」的洗衣勞動行為來討論莊

民在大圳溪邊的家庭勞務；還有以田間的「尋水」觀察來紀錄農民灌溉的引水方

法；最後則是以農民日常的「巡水」行為來說明田間管理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 

    然而，對於聚落莊民在水文化的空間感知與情境脈絡描述，則可以從莊民日

常對於水源的「取、用、尋、巡」等動作來觀察，加以闡述各行為與空間現況的

相對應關係，如以取水行為來說明聚落的水源取用方式；以彌濃溪畔空間變遷來

對應莊民的洗衣勞動行為；以分水閘門的使用來描述農民的尋水行為；以勞動場

所的管理來討論青年返鄉的經驗學習等。 

  

圖 4-5.  傳統利用耕牛犁田的方式 
（Cohen，1964） 

圖 4-6.  農業機械化後出現俗稱鐵牛的耕耘機 
（鍾兆生，2008） 

一、日常生活的身體律動 

    拓墾初期，美濃水利系統並不發達，除了期望季節變化帶來雨量，莊民也會

利用簡單的自然材料來建造引水道導引水源。然而，為了方便儲存用水，莊民會

在莊中設立儲水槽，（圖 4-7）。有些聚落初期只設置單一水槽，考量其他住較遠

的莊民每回往來提水過於辛苦，就把水道延伸設置，以總水槽為主，往周邊各設

二至四個分水槽，受訪者 E 口述了往來提水疲累的身體經驗（圖 4-8）。 

    「…笠嫲落頂項，肩頭兩擔竿，黃家屋面前，缸肚水清流；竹頭背老嫩，淨

靠這缸水，你舀捱等承，聊彼歸朝晨…」（E）。 

    晨起，雙妹開始了每天最喜歡的例行工作，梳妝打扮，梳的是可以防烈日但

又不怎麼透氣的斗笠妝，扮的是一個合乎標準的農村莊稼婦人角色。雙妹本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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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埔寮的姑娘，莊頭石崗田滿佈，當初嫁來竹頭背，也可謂之門當戶對，「…反

正兩家人都清苦吧…」！一個地勢高水源少，一個田裡石礫滿佈，就像美濃人說

的，「…全全苦細頭，做有會做死喔…」！ 

    幼年常張羅家裡大小事，來到這裡除了換個地方吃飯、睡覺以外，其他一些

零碎的生活雜事倒也難不倒她，唯一讓她最困擾的則是每天總要走上那一小段路

去榕樹圓環邊挑水。第一次去的時候，沒啥人，一位陌生的同莊婦人跟我打了聲

招呼，我點點頭也就沒多做停留。挑啊挑，一路搖搖晃晃，晃到家裡大概也沒剩

多少水了，「…唉！還是得多走一趟…」。 

    慢慢的，我與初識婦人熟了以後，才知道人家都叫她玉金姐，家住竹頭背王

爺壇要去後山善堂那邊，心裡總是納悶，她要走的距離比我遠，那她挑回去還有

水嗎？她笑了笑說，一開始都在做白工，後來就知道哪條路石仔較少，怎麼挑水

不會溢出了。玉金姐很用心告訴雙妹，好像在傳授農村挑水工夫一樣。不過，雙

妹當下並沒有認真的聽她說，後來想了想，原來她住在楊桃樹下算是近的了。 

    竹頭背聚落莊中心設立的水窖，雖非農耕使用，但以渠道引水的方式來解決

用水問題卻讓莊民受益無窮。早期有些聚落農田地勢較高，引水不易，當時的莊

民只能自行做埤，以攔阻河系的水量。日本政府來臺後，積極建立水利設施，將

竹仔門水利系統延伸至地勢較高的聚落，地方農作才由一年單季改為二季耕種，

增加了生產量，也解決了莊民辛苦的生活。 

  

圖 4-7.  設置在莊中心的儲水窖 
（美濃客家文物館，約 1970） 

圖 4-8.  身背嬰孩去取水的婦女 
（美濃客家文物館，1981） 

二、大圳溪邊的家庭勞務 

    東門樓前的彌濃溪畔，成群婦女洗衣的景觀，是美濃早期的畫作或照片，常

常會出現的影像紀錄（圖 4-9）。美濃初始拓墾的三大聚落，在擇址的選擇上，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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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空間都依附著溪流進行配置安排，如永安莊前的彌濃溪、龍肚莊前的龍肚河及

竹頭背莊前的羌子寮溪等，而晨間的洗衣勞動是婦女必須進行的家庭勞務，對受

訪者 F 來說，這事務不單純只是簡易的家事勞動，它也是一場重要的社交活動。 

    「…朝晨頭，日頭下，擐等竹籃來洗衫；兩腳浸，水底涼，借問阿姐哪位來；

日人時，打大圳，有水好用要知惜；無愛怨，無愛嘆，冇水好用另知愁…」

（F）。 

    通往溪邊的石階，還依稀看的出綠苔，前些年，一群工人開著機具把溪旁的

竹子給挖了。秋妹同夥房裡的一群小孩好奇的跑去看，大人總說，別靠太近，她

總是喜歡瞧上一瞧，沒想到，有趣的畫面沒看到，耳邊傳來的卻盡是機具的轟隆

聲，到了夜晚入眠還餘音繚繞，那雄渾的低音演奏，越來越常出現在莊裡，堤防

看似堅固，卻阻隔了人們與水的近距離接觸。 

    我家門前有小河，是羌子寮溪後方竹頭背莊頭的最佳寫照，沿著溪畔起造的

夥房屋，家戶門前都設置了一條通往溪畔的小徑，閒暇時，可以恣意的去溪邊嬉

戲打涼，遇著要搓褲洗衣，就得甘願點提著衣籃往下奔。午後秋妹再度踏上通往

溪邊的石階，好些日子沒來！沒想到一轉眼，就只能望著溪流長嘆了。秀菊是山

下新雲伯的女兒，兒時的同窗，大我幾個月，我還得叫他一聲阿姐呢！ 

    我們感情很好，幾乎天天見面，以前新雲伯母每天早上都會提著衣籃走夥房

的石階去溪畔洗衣，反正大家是親戚，廊仔下穿來鑽去也不稀奇了。新雲伯母跟

母親喜歡在溪畔洗衣的時後話家常，有時聊農作，有時聊家庭，秋妹跟秀菊總是

喜歡跟，衣服量多的時候，母親還會讓她們搓上幾下，不過，對於兒時的孩童，

還是玩樂成分居多。 

    長大後，新雲伯母也不常帶秀菊一起來了，夢境中常出現與秀菊光著腳浸水

打涼，享受夏日涼風吹拂的景像，醒來才發現已經好久沒去溪邊了，堤防做起來

之後，更是沒機會了。母親說，新雲伯母山下屋家附近做了一條大圳，她們現在

也不用大老遠來我們這洗衣了，母親看我面帶感傷，安慰我說，改天換我們倆去

她們那邊洗也可以啊！ 

    早期的美濃婦女在河邊洗衣時，嘴巴也沒閒著，除了洗衣之外，閒話家常還

可以讓她們把每天喜怒的心事說出。一直到現在，有些婦女還是喜歡傳統的手搓

洗衣方式，只是空間已經從溪邊轉往鄰近大圳或抽水站。近年美濃的淹水問題，

造成聚落大小溪流開始施作水泥化護岸（圖 4-10），高聳的堤防阻隔了莊民親近

水文的機會，更嚴重的是，堤防並不能保證聚落可以從此脫離淹水的夢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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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彌濃溪畔的洗衣婦女 
（月光山雜誌社，約 1980） 

圖 4-10.  高聳的水泥護岸 
（鍾兆生，2016） 

三、引水灌溉的尋水行為 

    美濃農民常說，「…東西會教人…」，意指在耕作環境裡碰到的問題，必須從

學習農耕的勞動經驗裡獲知方法。為了生存，農民不甘受制於環境的限制，水源

的取得除了先天上必須依靠自然降雨之外，後天還必須透過引水方法的技術加工，

例如作田埂、築埤頭、建渠道、擋水門的施作及運用（圖 4-11），讓農地也可以

成為簡易的儲水空間，以下透過受訪者 G 的觀察，來描述一則簡易的引水行為。 

    「…大頂寮下一坵田，上坵有水下坵冇，田坵渡渴食冇水，行去行轉冇水來。

這也愐，該也愐，恁仔下去仰結煞。日時放水喊作轉，夜半轉水喊作賊，放

有放冇看才調…」（G）。 

    市集裡有家豬肉攤，頗受莊民好評，攤前門對寫著，「…半買半送不打緊，

秤金論兩他不做…」。這老闆也真會做生意，字體充滿著素人藝術品味，底板材

質看的出是撕裂的廢棄紙箱，招牌簡易的用掛豬頭的鐵勾懸著，轉啊轉！永遠是

最顯眼的位置，香腸、臘肉、豬膽肝，想要不見「攤」也難。大頂寮的市集，白

天伴隨著小販的吆喝聲，好不熱鬧！ 

    晚飯後人群漸散，一群新的生力軍加入，一夥人相中了那家豬肉攤，他們把

白天放食材，依稀聞的到肉腥味的木粘板當椅，群數的鐵勾當帳，或做、或躺、

只要你覺得舒服，任何姿勢都可以在這裡展現。談話內容不外乎白天的農作心得

分享。「…說到福生那猴仔，實在有夠混帳，水好像是他家的，一點都不留給人

用，田在圳頭就可以這樣嗎…」！ 

    進春餘怒未消，說巧不巧，福生人竟出現了，這兩人鬥在一起總沒給對方好

臉色看。進春氣悶在心裡，回到家一進門就對有娣發脾氣，有娣也知道進春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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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事在生氣，每次總是心平氣和的安慰著進春，「…誰叫祖公留給我們的田在尾

項，不然你把他賣掉吧…」！進春想一想，不行，這樣下去我的田沒水，早晚會

乾掉，得想個法子才好。你可別又去找人吵架啊！有娣擔心著。 

    隔日，進春晚飯後還是去他習慣的豬肉攤聊天，不過，到了進春平常要回家

的時間，有娣左等右等就是等不著他，心裡急了，就叫兒子陪他去找。當有娣去

到豬肉攤的時候，人群早已散去。原來，進春是到田裡放水去了，「…福生那猴

仔，白天老是把我的水轉走，今晚我就把你的水轉走…」，有娣擔心進春的行為

被發現，心裡一直徬徨不安的焦急著，徹夜輾轉難眠！ 

    文本從農民夜間的休閒生活取徑起始，在閒聊的過程當中，敘述農民彼此因

為水源的取用而產生的衝突事件。透過豬肉攤做為農村社區裡重要的社交空間來

描述，公共空間與水源的取得看似無關聯，但實際則隱藏著訊息互相流通的功能

取向（圖 4-12）。早期灌溉溝渠的引水行為對農民非常重要，為了在耕種季節維

持水田的濕潤，轉水行為是早期農民都有的體驗，但也不免讓彼此產生了嫌隙。 

     美濃長年的農耕文化，造就農民有著豐富的地方勞動知識，年輕新農初始

耕作，勢必要請教鄰田有經驗的農夫，水在哪裡，如何用水等基本問題，這種情

況也常發生在地勢較高，水源不易到達的區域。但面對廣大的農田，新農的加入，

最困擾的是問題已發生，卻無法得知到底要去哪裡尋問，此時農村的親族關係，

往往可以透過綿密人際網絡，適度的解決新農所面對的耕作生產問題。 

  

圖 4-11.  分水閘門 
（鍾兆生，2008） 

圖 4-12.  作為訊息交流空間的豬肉攤 
（吳佩玲，2016） 

四、勞動場所的生活節奏 

    美濃樂人林生祥（2006）在「目苦看田」的歌裡這樣形容一位老農，「…捱

愐想起，車載阿爸東片地，車到田頭，捱牽阿爸下車來，汝要緩緩行好路，田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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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闊好坐聊，汝目苦還看田邏圳，毋堪身份…」。內容描述老農一生與土地的情

感，至老眼瞎都還要每天去田裡「看看」（圖 4-13）。透過「補田埂」的田間觀察，

以下敘述受訪者 H 如何把記憶、經驗、想像化作身體感知來與土地進行互動。 

    「…小秧仔，分風吹，企有企毋歇；彌濃水，像阿姆，還細渡到大；褲腳拈，

邏田坵  田塍躪彼密；跍下來，手挲身，定定仔該惜…」（H）。 

    遙望著遠方的大武山，雨後的薄霧，圍繞著山巒，在椰林與綠秧襯托下的河

壩寮田坵，有著老農一甲子以來的付出。芒果樹下，大紅色調的水泥小屋，門對

寫著，「…双冬耕作大豐收，莊前莊後皆平安…」，搭著莊民用「紅西洋」（紅布）

綁住的老樹枝幹，這裡是寮下「當靈」（靈驗）的地方。臨暗時，滿清騎著他的

自轉車，沒帶啥工具，只是想來田裡看看，想到昨晚剛補好的田埂，心裡就有氣。 

    「…不知哪來的鼠輩，把我的田埂硬是挖出了一個大洞，這沒法，一定要補

起來…」，田埂是寮下莊民花了一番功夫才堆疊起來的，每顆石頭都有莊民或抱、

或丟、或踩過。為了怕田埂漏水，在卵石堆砌完成後，還需要用一些泥土去補空

隙。「…當時哪懂什麼，只是想要「搞泥」（玩泥土）而已…」，現在想想，兒時

與土地的接觸竟也讓滿清學會了基礎的田間管理工作（圖 4-14）。 

  

圖 4-13.  行走在田塍路的勞動婦女 
（美濃愛鄉協進會，2006） 

圖 4-14.  溪埔寮莊有許多以卵石疊砌的田塍 
（鍾兆生，2008） 

    老人家說，這塊田有沒有「秀氣」，有時評斷的基礎不只在於作物的生長，

還會觀察田產其他的地方，如果田裡的雜草長的太高，大家就會認為這位農夫很

懶惰，而他種出的作物也相對不會有好的品質。現在大家都把泥土田埂改為混凝

土材，他們說這樣就不會長草，每年也不用補田埂補的這麼勤快。但是，滿清看

其他人這樣做也是會漏水，既然都會漏水，還不如維持傳統的方式。 

    農民在進行田間管理的過程中，不同區位的土地所產生的問題也不盡相同，

包括妨礙作物生長的雜草、病蟲害防制、溫濕度調節等，要完成這些工作，皆需

長年與地方社群進行互動與經驗的累積。儘管目前種稻已接近完全機械化，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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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 H 從插秧階段進行的秧苗補植，到田間的雜草、害蟲、施肥及灑藥管理，

一直到收成都還要待到夜裡等待收割機的採收，機械化並沒有讓他好過。 

第三節  神祀執掌與空間型態 

    美濃客莊土地神的設置具有與聚落實質環境相對應的特質，其中位於彌濃莊、

龍肚莊及九芎林莊河流水口的「里社真（貞）官」伯公更是全臺僅有。本節主要

以聚落與水文化相關的神祀為分析對象，分別有守護村落水口的伯公、竹頭背莊

滿年福祭祀的河伯水官、永安莊二月祭的河江伯公及水力開發有功的墾民三恩公，

透過其神祀空間的分布與儀式行為，來探討聚落、水圳與住民的互動關係。 

    首先，以「福崇德則山河伯」來討論聚落設立在水口的伯公，如糧埤、埤頭、

里社等神祀的執掌功能；再來，透過「河岸庶民沐恩神」來紀錄竹頭背莊的滿年

福儀式過程，包括其辦理的時間及河邊祭場搭設等有別於其他莊頭的做法；第三，

以「水流圳畔絃歌起」來說明永安莊聚落住民近年參與二月祭儀的情形；最後，

透過「仙蔭美濃萬頃田」來表達水利開發對於美濃南隆聚落拓墾的重要性。 

一、福崇德澤山河伯 

    「…一渠活水灌溉田園豐物阜，百姓沾恩神施福澤佑民康…」，位於十穴水

圳龍山與獅山交接處的龍獅伯公前楹聯這麼描寫。因為水利對農業生產的重要性，

美濃聚落莊民往往在水源地或水圳分流處設立土地伯公壇，一則藉以祈求土地神

保護水脈源源不絕，二則昭告莊民珍惜得來不易的水資源，如柚仔林莊梁埤伯公、

埤頭伯公、中圳坡糧埤伯公、上、中、下橫溝伯公則位於羌子寮溪畔的折衝點。 

     而獅子頭水圳開通後，在圳渠的沿岸莊民舖設階梯以便取水，接近點也設

置了多處的「阿彌陀佛香座位」的方形石柱，如五隻寮鄭屋阿彌陀佛壇、石橋阿

彌陀佛壇、美濃河沿岸的南柵門阿彌陀佛壇（圖 4-15）、西門大橋橋頭等，不僅

造型採伯公壇式，名稱上亦稱「阿彌陀伯公爺」，新年福、滿年福祭典也同境內

伯公合請祭拜，莊民也賦予守護水圳的期許。 

    另外，把守村落水口的伯公，美濃地區謂之「社官伯公」，又稱作「里社真

（貞）官伯公」，里社真官的設立，分別位在美濃地區最早開發的彌濃、龍肚、

九芎林三莊（圖 4-16）。三座社官伯公均位於三莊賴以生存的水源處。早在先民

開墾之時，即守護著維繫全莊生活命脈，把持水口守護鄉里之意。水口不僅具有



 

92 
 

入口的功能，更重要的是一莊族眾生活、前途的象徵。 

「…頭擺九芎林過窮，冇錢，還沒做社官伯公介時節，莊肚裏十家田坵賣分

竹頭背，有人請地理先生來看，落尾伯公做起來，淨存三家田坵冇買歸來…」（I）。

初始聚落莊民拓墾實屬不易，為了對水源的守護及祈求，建造了里社真官伯公，

以擋住聚落的門戶，使「水」其意義等同於「財」不至於流失。里社真官伯公座

落方位面向聚落，也有守護聚落的象徵意義。 

  

圖 4-15.  南柵門南無阿彌陀佛 
（鍾兆生，2004） 

圖 4-16.  廣福庄（九芎林）水土里社貞官位 
（鍾兆生，2009） 

二、河岸庶民沐恩神 

    「…拿回來…」！竹頭背王爺壇乩身在西元 2015 年 12 月 15 日（民國 104

年歲次乙未 11 月 5 日）祭河江儀式中大聲斥喝，隨行福首眾人心驚。透過筆生

轉譯，原來是牲品中「豬頭熟肉」的「豬尾」被無知信眾取走，惹的王爺不悅（祭

祀豬頭通常附有豬尾，表有頭尾的全豬意涵）。這事在祭典中已發生不只一次，

越來越多貪取小利的信眾常常在儀式未完成時，就逕行破壞了祭典的完整性。 

    當日是竹頭背一年一度的滿年福祭典，莊頭又稱冬尾福。此活動在莊頭已舉

辦超過兩百年，時間通常訂在每年冬至前的吉日辦理，確切日期則由三山國王爺

指示。主要活動儀式流程有請伯公、請王爺、祭河江、還神報福、食滿年福、送

伯公。其中竹頭背祭河江的儀式舉行日期與美濃二月祭河江日期及形式皆有所不

同，但對河江伯公祈求兩岸無災、下流順暢、禾苗菽粟、萬物滋長的目的不變。 

    根據黃森松（2014）的報導指出，「…廣興莊滿年福的請伯公儀式依序會奉

請善化堂三恩祖及大坑石板伯公、直坑伯公、羌子寮坑口伯公、石母宮石母娘、

羌子寮坑內伯公及七頭樹伯公、羌子寮南盤頂伯公、三坡仔伯公、大埤頭伯公及

斷巷三位伯公、泰河橋頭伯公、水口伯公、石角裡伯公、慈聖宮媽祖、牛巷伯公、



 

93 
 

傅屋雙七公祠堂前的莊頭伯公；橫路巷莊尾伯公（又稱榕樹伯公）、泉水窩開莊

伯公及過路窩伯公、竹山溝竹巷伯公、中圳尾伯公、廣興街尾段的大崎下伯公（也

有莊民稱莊尾伯公）、西柵門大將爺壇（三山國王廟內牌位上記載為威武將軍），

另有「下窩」伯公…」。 

    請伯公回來後，接續會在當日下午 2 點奉請王爺神位至竹頭背與九芎林交接

處的南巷大河壩（美濃溪）舉行祭河江儀式（圖 4-17）。今年儀式由 89 歲的受訪

者 J 禮生主持，其表示，「…每年滿年福我等都會請王爺來這祭河江，今僅來僅

少人會滅了…」（J）。過去儀式舉行還有主祭及陪祭，由於莊頭人口日漸凋零，

以往會協助的禮生今年身體微恙，目前莊中已無人承襲此儀式。 

    值得注意的是，竹頭背祭河江儀式除了會在溪邊拜「河伯水官」香座位外，

還會搭建臨時祭場恭請王爺坐鎮溪邊渡好兄弟。祭場形式以細鋼筋插地立柱，並

以紅色繩索繞成圓，各個外圍開口處輔以祭品及香座祭祀，中間則由二張圓桌拼

成的上中兩界祭壇，上界擺放王爺神像、河伯水官香座位、水果、糖果、鮮花及

酒；中界則擺放五牲、水果、糖果及茶。 

    祭壇後方擺放三式拜帖，帖後空地置放一張草蓆，蓆上擺放白飯、水果、散

落的糖果，席前有簡易香座、酒、燭等用以祭祀四方孤魂。進行祭河江儀式後，

即將王爺請上大轎，由乩身領轎回駕於三山國王宮，傍晚則開始結壇準備進行夜

晚的還神儀式，在拜完天公及莊中各土地伯公後，則於第二天中午在王爺壇前廣

場設宴登席，筵席結束後則由福首將昨日請來的神明及伯公送回原座。 

    「…維  中華民國○○○年歲次○○月建○○朔日丁卯越祭○○之良辰  

伏以  河伯水官  清澄鑒顧  今據  臺灣省高雄市美濃區廣興莊滿年太平

福首○○○等帶領合境男女等百拜  即日謹以豬首牲禮餗饈粄果香楮清帛

之儀  致祭敬于  河伯水官暨列諸尊神仙香座位前  竊維  水災孽海  自

關天意  休微實賴神庥  頻年河水橫流田園沖破並崩合莊人等  惶死滄海  

消災解厄  得安所祈  伏冀  哉印除氾濫共享  謹且豬首牲醴苞桑之固  

以享以祀  來格來嘗  尚饗…」（太平福祭河江祝文，2015）。 

    此種儀式行為同樣出現在西元 2016 年 1 月 2 日（民國 105 年歲次乙未 11 月

23 日）牛埔莊媽祖廟舉辦的滿年福儀式中，莊民透過奉請媽祖姑婆至牛埔福安

街尾至墓塚地中段，擺放豬羊及祭品來渡好兄弟。不同於牛埔莊的滿年福儀式，

竹頭背則是多祭河江及祭五營的儀式，美濃莊則是於美濃二月的時後輪流於美濃

溪上、中、下游辦理祭河江儀式（圖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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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竹頭背莊祭河江儀式 
（鍾兆生，2009） 

圖 4-18.  彌濃莊祭河江儀式 
（月光山雜誌社，約 1980） 

三、水流圳畔絃歌起 

根據張二文（2002）的研究指出，「…每年的農曆二月，彌濃莊民都會在美

濃河畔舉辦一個聯合祭典，稱為二月祭，並於祭典後請戲班演戲酬神，稱二月

戲…」。祭儀當天下午在八音團率領下，全體福首與執事、禮生共同前往境內各

莊迎請 13 座伯公入場受祀（圖 4-19），安座完成以後，隨即點香、奉茶、上香、

祭河江、讀表章、焚燒金銀財寶及演戲，以下為受訪者 K 所描述的看戲過程。 

    「…上莊頭，山河伯，天圓地方水口邊，福蔭彌濃萬坵田，牛眼石仔合作堆，

德佑四境豐土禾；彎個身，拜下喏，埤肚傍邊坐等正，莊頭伯公施萬福，川

流活水季季豐，田莊六合年年興…」（K）。 

    鑼鼓伴隨著嗩吶的聲響，節奏明確，這不是那家夥房要討新臼（媳婦），就

是莊裡有熱鬧可看了。發牯在路上看到，抱著雀躍的心情回家催促著祖父錦雲。

錦雲日人時代就開始耕菸草，家裡二分半的菸田就在要去竹山溝的路上，擁擠的

夥房裡，其他先種菸的伯父，蓋起了一棟接著一棟的土窯，錦雲沒地方住，只好

跑到田裡硬是用土塼蓋了一棟。 

    發牯最喜歡坐上錦雲的那台古董自轉車，祖孫倆常在美濃東奔西跑，「…美

濃哪個地方這猴牯沒去過…」！河畔莊頭伯公那邊等著發牯的是他那群「卡肖」

（很要好的朋友）。錦雲還沒來的及煞車，這小子就先跳下去了。小孩子一夥圍

在伯公壇前面的土堆裡玩彈珠，錦雲則是雙瞳靈巧的找尋著他的朋友，這群好友

早就幫錦雲挑了個好位子，最靠近河畔的上等位置。 

    錦雲熟悉的拿出了放在口袋的香菸請其他戲友同好抽，大夥就站在河畔邊欣

賞著在乾枯河床上演出的戲碼。為了祈求河江伯公能夠護佑河岸，保佑莊中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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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調雨順，莊裡每年的農曆二月時節都會舉行祭典，請戲班演戲來酬謝神明，錦

雲從發牯那年紀就開始看了，就算發牯不邀他，戲癮一發作，他還是會自個兒跑

來看。反正每天都要從這岀入，彎身磕頭也是希望伯公能保佑全家豐收平安啊！ 

    每逢夏秋季時，彌濃河溪水容易因雨勢而暴漲，莊民每次見到自己辛苦耕種

的農田被溪水淹沒，紛紛感到痛心。透過祭祀空間位址、環境及儀式關係，莊民

內心有著對物產豐收的祈求。但是傳統祭祀活動及空間本體在近年來也開始面臨

了諸多問題，概因福首群老化、祭祀場域變遷，戲劇演出已無過往打戲酬神的實

質內涵，早期由上、中、下莊輪流籌戲演出的情況，今日已不易看見（圖 4-20）。 

  

圖 4-19.  搭設在河床的臨時伯公壇 
（Cohen，1964） 

圖 4-20.  在河床舉辦的二月戲已近乎消失 
（月光山雜誌社，約 1990） 

四、仙蔭美濃萬頃田 

    墾民在農耕時期對於水源的祈求及守護，可以從設立在水源處或水圳周邊的

伯公壇得知水利開發對於農作的重要性（圖 4-21）。位於龜山圳水口邊的水仙宮，

主祀水仙王、伯公及龍肚水利三恩公（鍾丁伯、涂伯清、蕭阿王）（圖 4-22），其

棟對提字，「…水關口，水仙王，水利三公，龜象山間留古跡；德參天，德配地，

德施萬姓，虎獅崗下築新宮…」，簡單扼要說明了神祇與周邊環境的互動關係。 

    「…水源北嶺千坡地，仙蔭美濃萬頃田…」，根據黃森松（1996）的研究指

出，「…由於獅子頭圳東片的農田地勢較高，無法享用竹仔門發電所餘水灌溉，

從獅形頂到溪埔寮堤防北側河岸地開發較遲晚，一直到龜山圳、龜山提防完成以

後，沿線莊民為感念拓墾不易，又祈求上蒼庇佑堤防與圳路不要被洪流大水破壞，

便在龜山堤防起點與龜山圳取水口附近，興建水仙宮福德祠…」。 

    有感於水仙宮神祀的終年守護，荖濃溪北岸莊民於每年農曆 8 月 2 日的伯公

生，都會參與登席聚會。在西元 1994 年 9 月 7 日（民國 83 年歲次甲戌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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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還曾席開 90 餘桌，創下當地伯公福會登席最多桌紀錄，可見莊民對它的

重視。另外，位於在竹仔門發電廠旁的水德宮，則是以守護獅子頭圳為主要功能，

主祀水仙王兼奉祀龍肚莊水利三恩公、五穀爺、觀世音菩薩。 

    還有設立於溪埔寮莊頭的水德福神壇，主祀水德星君與土地伯公。美濃有句

俗諺說，「…有妹莫嫁溪埔寮，食飽飯後開石崗；三日二日還過得，日長月久苦

難當…」，這是地方莊民用來描述早期溪埔寮地區開墾不易所述說的語詞，由於

溪埔寮位於荖濃溪的河床地，石礫滿佈，開墾過程艱辛，需整平石礫沙地之後才

能耕作種植，尤其是溪埔寮緊鄰荖濃溪，較晚開發，建設遲緩。 

    「…建著溪泉蒙水德，恩施廣佈，水性長流，戶戶飲和沾聖澤；壇基埔護沐

尊神，惠濟斯民，人康物阜，家家飽暖仰鴻恩…」，從水德福神壇的棟對文字，

就可看出溪埔寮莊眾內心對於福神的祈求及感謝，更凸顯莊民對水源的渴望與重

視。另外，壇內神像前方還裝了八卦型的鐵架來防止宵小進入，鐵架上有一太極

圖騰，兩旁為山形裝飾，壇前設有鐵皮搭建的休憩設施，平日做為莊民聚會使用。 

  

圖 4-21.  水口福德正神香座位 
（美濃愛鄉協進會，2002） 

圖 4-22.  水利恩公之蓮座 
（美濃愛鄉協進會，2004） 

第四節  計畫推展與活動體驗 

    面對農村產業萎縮，勞動人口的高齡化，美濃現階段在推動產業轉型的過程

中，水圳成了欣賞體驗大過於實質功能的景觀空間。本節主要以水圳空間型態再

利用為探討方向，透過環境調查與空間規劃、影像紀錄與文本書寫、地方產業與

觀光行銷、娛樂空間與遊憩體驗等四個主題，來分析公部門及民間團體在美濃地

區所執行的相關計畫及活動安排。 

    在環境調查與空間規劃部分，以公部門委託執行的研究計畫來探討水圳硬體

工程施作的相關課題；另外，影像紀錄與文本書寫方面，述說活動策劃單位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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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元素作為主題所設計及紀錄的軟體內容；還有，以農業結合文化資產的深度

旅遊活動，來看執行單位辦理活動觀光的行銷策略；最後，以社區舉辦的親水體

驗活動來說明水圳空間功能的轉變過程。 

一、環境調查與空間規劃 

    美濃莊民對於水的集體記憶及生活經驗，建構了地方特殊的農業景觀，當水

圳不復其原有功能時，空間機能的利用方式及空間營造將呈現何種面貌？美濃近

年針對水圳空間的保存進行不少軟硬體工程的施作，如規劃面向的美濃文化造鎮

計畫、美濃水文化資產整體環境整備計畫、獅子頭圳水文化空間及活動營造可行

性評估計畫；硬體部分有下莊水圳環境營造二期工程及第二幹線水圳工程等。 

    在環境調查的部分，美濃水文化資產整體環境整備計畫（2008）提出美濃水

環境景觀的三項地理特質，分別以懸河（下淡水溪北方平原的水患因素）、三浹

水（環山抱水的封閉集水區地形）及湧泉（地下水構成彌濃平原帶狀水環境景觀）

三個因素來說明影響彌濃平原的發展課題，並以平原排水、水患治理、水圳灌區

與水源、灌溉系統與分布的調查內容來進行後續規劃構想的擬定。 

    在空間規劃及硬體工程施作的部分，目前各工程主要規劃的營造點還是以適

合做親水活動的永安聚落下莊水圳為主，永安聚落本身為美濃主要的觀光區域，

周邊有東門樓、粄條街等文化資源可供連結；還有連結南北的第二幹線及上河壩

導水幹線也被設定為提供戲水體驗的據點；另外，以龍東街、廣福街為主的擴灌

幹線，則被定位為生態、自然觀察的景觀區域。 

    在各據點的類型空間設計則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水圳設施功能的活化利用

及景觀風貌特色之應用，主要以第二幹線系統的下莊水圳、美濃水橋及制水門等

特殊節點的設施改善為主；第二則是上河壩戲水活動的空間營造，並增加可提供

戲水者上下與居民洗滌、取水使用的階梯設計；最後則是當水圳流經一般聚落的

動線整合，主要透過自行車觀光支線的延伸應用，如大埤頭、石橋等。 

    美濃水圳人文空間的形成，皆與特定的人為使用模式有關，上述這些「產業

觀光化」的空間設計已經有部分開始落實到水圳的硬體施作，當設施不符合人為

使用型態時，就開始產生管理維護的問題，如設計過多的人工設施，卻僅具象徵

性及裝飾性的意象式景觀；另外，與水文化信仰有關的祭祀空間與儀式行為並未

納入設計考量，使得整體空間規劃缺乏民間理解水文化的詮釋和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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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像紀錄與文本書寫 

    對於景觀的文本書寫，Cloke、Crang 與 Goodwin（2006）的研究指出，「…

景觀觀念是塑造世界及其意義的方式，具有真實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結果，與其

他有關世界及其組織方式的觀念連結，尤其是人與人的關係，都表現於書寫或繪

畫等文化形式裡…」。 

    西元 2009 年（民國 98 年）高雄縣客家文化中心依據美濃水文化資產整體環

境整備計畫（2008）內容，提出後續的軟體建置計畫，內容規劃了一系列以獅子

頭水圳及竹仔門發電廠為空間體驗所發想的各類主題式活動。但在活動辦理完後，

卻遭地方人士以「…請尊重在地文化，別把美濃當凱子…」一文，投書地方社區

報進行了諸多意見的表達。 

美濃地方對於水文化的研究或書寫一直以來都有不少文字的產出，從早期文

人對於龍肚八景的描述（朱鼎豫，1906～1993），到近代以博物館、文化資產、

生態環境、文學評論等角度的觀察（宋長青，2002；廖心華 2008；鍾鳳娣，2009；

林翠茵，2013；鍾怡彥，2014），都累積了不少文本資料。但是，透過公部門以

「水文化」為主題，委託學術單位執行軟體建置計畫還是首度嘗試。 

    根據嘉南藥理科技大學（2010）的活動報告指出，執行單位做了幾點的規劃，

「…首先是印象的採集與書寫，主要透過老照片徵集、影像拍攝及文字紀錄來執

行；其次是活動體驗與展示，以鐵人三項（路跑、單車、穿水橋）及特展形式呈

現；最後則是紀錄片拍攝與行銷…」。被地方詬病的則是紀錄片的拍攝，團隊選

擇取用流行樂素材，結合客家傳統元素（服飾、建築、工藝）來詮釋紀錄內容。 

    「…一位年輕有勁的男學生，在時下流行歌曲「撐腰」的陪襯下，穿上印有

美濃兩字的 T 恤，在美濃的各個景點跑來跑去。片中出現美濃鎮長、竹仔門

電廠廠長、藍衫老師傅、廣進勝紙傘林氏夫婦、人字山莊賴老師、資深導覽

員老爹、刻意穿上藍衫的圳邊洗衣婦人等等美濃名人或市井小民，一起跟著

這位熱情不斷奔跑的男學生扭腰擺臀拍屁股…」（李慧宜，2009）。 

    值得注意的是，地方以影像紀錄、遊憩活動結合文化資產空間體驗的推廣方

式，近年已成農村推廣旅遊的行銷方式。但是，對於影像內容的呈現，還是凸顯

了在地與他者對於「美濃景觀」觀看方式的差異。公部門關心觀光遊憩產值是否

能幫助農村，民間在乎庸俗的文化會破壞地方傳統。此時，有審查權力的公部門

對於執行內容的把關，更成為計畫發展成敗重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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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方產業與觀光行銷 

    夏日午後騎著單車經過上河壩莊頭，常常可看見一群孩童在圳邊玩水嬉戲，

這個在農村看似平凡的經驗，對於外地旅人卻是一幅不平凡的特殊風景。獅子頭

水圳為孕育美濃的生命之水，其功能不僅可以灌溉農田，還可以讓住在水圳邊的

家戶進行浣衣洗菜。政府公部門、農會及地方社團組織都相繼的看見了這條渠道

的特殊性，並開始積極的推動結合地方產業的觀光旅遊活動。 

    首先開始以地方產業的角度來結合戲水體驗行銷的當屬高雄市美濃區農會，

在西元 2015 年（民國 104 年）11 月 14 日辦理的「田園鐵人三項」競賽活動，

美濃農會結合了區公所、郵局及社區組織共同執行，在不算便宜的 600 元報名費

中，吸引了將近 400 人的報名參加。活動內容以「水圳漂浮」、「路跑」及「拔蘿

蔔」等趣味三鐵，讓參加者可以認識地方景觀及體驗社區的農事勞動。 

    另外，高雄市政府觀光局近年來也開始在學生放暑假期間，推動結合休閒與

人文體驗的親子單車遊程活動。遊程中有在獅子頭水圳進行玩水體驗的「獅山大

圳採水趣」、「美濃穿水橋」活動；也有結合美濃傳統工藝體驗的紙傘彩繪及手作

陶藝等。另外，活動地點雖然安排在美濃，但整個觀光軸線還是以旗美兩區為主，

透過結合社區特色商家來安排旗美蕉遊趣、美濃古蹟生態之旅等深度探訪活動。 

    還有社區組織以美濃好山（豐饒土壤）、好水（綿延水圳）所生產出的農作

產物為主題特色，辦理「冬季裡作」的攝影比賽。過去美濃菸葉盛極一時，隨著

時代與政策改變，菸草廢耕後，美濃菸農改種橙蜜番茄、白玉蘿蔔、敏豆、紅豆

等短期冬季作物，成為了美濃人稱「作小冬」的季節限定產物，而冬季裡作的耕

作方式及多元的生產作物也成為美濃在觀光遊憩發展上最大的資源。 

    值得注意的是，在辦理活動的同時，不管是公部門或民間團體，為了吸引更

多遊客參與，除了在活動內容上需具有趣味、體驗性之外，還必須提出更多足以

吸引遊客的「非獎金式」獎勵品，我們看到如「美濃米 100 公斤」、「客家花布便

當」、「美濃雜貨禮盒」及「個人化」完賽紀念郵政套票等，這些富有客家意象性

的產品，都適度的引入了農事體驗內容，而讓產品有機會與地方脈絡產生連結。 

四、娛樂空間與遊憩體驗 

    美濃水圳空間在過去不只做為農業使用，也是地方居民洗滌衣物的場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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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則成為社區的天然遊憩體驗營（圖 4-23）。當水圳穿越大小莊頭，透過由高

往低的渠道設計，分區設閘，疏圳清理，坐在岸邊的莊民，看見圳水流過總不忘

聊起過去的農業場景。對於許多以務農為主的美濃客莊社區歷史發展來說，水圳

的常民生活記憶，需要被社區重新來認識及找尋。 

    為了讓大家找回過去農村的玩水樂趣，美濃獅山社區發展協會透過文化資源

踏查，選擇從社區的龍山橋、十穴分水口以及上河壩導水幹線等，舉辦「大家來

泅水」的親水體驗活動讓遊客體驗。由於渠道水面高度僅 1 公尺，不少遊客乘坐

著橡膠輪胎、騎竹筒在大圳上漂浮，開心的享受親水的樂趣，順著和緩的水勢流

下，沿途盡是自然的農村田園風光供遊客一飽眼福。 

    另外，屬於獅子頭圳第二幹線的下莊水橋，其兼具暗坑引水及陸橋的功用，

即橋面上可供莊民步行或騎自行車，橋下則為引水道，現在橋面兩側已架設了鐵

欄杆，以確保人車安全。穿越水橋的親水遊戲是彌濃莊許多莊民的兒時回憶，當

身體乘著檳榔葉，穿過漆黑陰暗、水面又即將滿溢的橋涵中，遠處的一抹亮光瞬

間成為心中的期待，圳水沖出的同時，身體著實感覺清涼又刺激（圖 4-24）。 

    美濃的水圳空間，至今仍有部分保有斜鋪面的圳壁設計，每日清晨與傍晚是

圳邊人家洗滌衣物、串門聊天的公共空間，在水圳兩旁設立的台階，剛好可以讓

莊民拾階而下，目前則成為方便遊客進行親水遊憩體驗的公共設施。現在獅子頭

水圳仍持續為美濃田頭地尾的土地養份灌溉著，只是偶而會在假日搖身一變，成

為旅人尋找過去遊戲記憶的娛樂空間。 

  

圖 4-23.  水圳是孩童的天然遊戲場 
（李允斐，1993） 

圖 4-24.  穿越水橋的親水遊戲 
（美濃愛鄉協進會，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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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儀式音樂景觀的互動與傳習 

    前章主要選擇與莊民生活、勞動相關的水源使用行為，透過美濃的地理條件

與水文環境、空間感知與情境脈絡、神祀執掌與空間型態、計畫推展與活動體驗

等主題，探討了美濃水域景觀的描繪與詮釋內容。接續本章將以聚落信仰的儀式

空間及活動為對象，透過祭祀場域與儀式、八音藝術特色及其演變、嗩吶樂師技

藝運用與樂曲詮釋、傳習現況與政策扶植來探討儀式音樂景觀的互動與傳習。 

    「…如果說傳統文化地理學主要關注作為「物」的文化元素在空間的分布與

傳播模式，那麼新文化地理學傾向於將音樂、宗教視為社會過程中不斷建構

的過程。新文化地理學研究中的音樂或宗教信仰，常常是草根群體表達意義

或訴求的媒介，並以此改造或重構地方或區域的社會與文化系統…」Kong

（2001）。 

    在祭祀場域與儀式活動的部分，主要分為伯公信仰空間的形制變遷及儀式討

論；第二，在八音藝術特色及演變的部分，以還神祭典、演奏形式、樂種型態及

作場環境的景觀變遷來說明；第三，以習藝歷程、吹奏技巧與特點、哨片材料製

作與調整及曲牌運用來介紹嗩吶樂師的技藝運用；最後則是以民間環境、學校及

社區的傳習成果、文化政策扶植計畫及面臨的困境來說明儀式音樂傳習現況。 

第一節  祭祀場域與活動 

自然的大樹、簡樸的碑石，形成了素雅的美濃伯公景觀（圖 5-1）。六 O 年

代後，農村經濟好轉，反映在伯公的修建，聚落伯公翻新甚多，其中受社會變遷

影響甚鉅，改建後的伯公壇，古意盎然的碑石被移除到神桌下，換成手持木杖、

元寶的擬人化神像（圖 5-2）。本節主要透過伯公信仰空間的形制變遷、祭祀活動

及祭典儀式等主題，來說明美濃伯公信仰的祭祀場域與活動。 

    在土塚、露天祭壇及福神廟祠的形制說明中，主要分析伯公在各階段興造的

區位選擇、建築形式及施作程序等課題；在伯公祭儀的部分，由於美濃伯公的祭

祀活動與儀式運用有其特殊的代表意涵，透過聚落舉辦的新年福、滿年福及伯公

生等活動，來理解莊民對於生活、文化組織所表現的認知及行動；最後將以廣興

石母宮奉請伯公的相關儀式過程紀錄，來說明美濃特殊的奉請及恭送伯公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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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未改建前的龍崗伯公 
（古菊枝，1973） 

圖 5-2.  擬人化的京子寮坑口伯公 
（鍾兆生，2016） 

一、土塚及露天祭壇 

    先民拓墾之初，豎立河石為神，以石為祭拜對象，在區位的選擇上，田間、

山林、水圳、莊頭、莊尾、夥房附近都可見土地伯公蹤影，其設置表徵性的反應

在有山有水的美濃聚落地理景觀上。為了拉近人與神的距離，莊民將神明擬人化，

美濃土地伯公的存在，就如同我們的左鄰右舍，像隨時可見的鄰居長輩，一聲「伯

公」意味著他是和我們是沒有距離的神明。 

    早期先民往返農田耕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時甚至天黑都還待在田裡。

農民擔心天黑危險，常常可見田裡會出現以石頭當作神祀來恭奉的伯公。對於恭

奉在田野裡的伯公，農民不只希望能夠獲得心靈的寄託，還有保佑農田作物豐收

及祈求全家平安的期待。由於建築形式簡單，土塚式伯公的規模、動線、機能並

未有特別的安排。 

    土塚式伯公在形式上主要可以分為露天土塚式伯公（圖 5-3）與有頂蓋式伯

公（圖 5-4）兩種，在營建工法上，露天土塚式的伯公施作方法簡單，只需建構

卵石，周圍再加以泥土堆砌粉刷，大致就完成了。至於其他金爐、天公爐、建築

裝飾、擺放祭品的石台等，往往因為經費及區位的影響，並未見施作。而頂蓋式

的伯公出現，為常民把伯公人格化後，擔心伯公受日曬雨淋而搭建的保護設施。 

    莊民認為伯公是一有生命的形體，透過石片堆砌而成的遮蔽物，可以讓伯公

免除自然環境的傷害，往後莊民經濟狀況允許，才開始出現了由鐵皮、混凝土搭

建的頂蓋。這些伯公的施作工序，通常並未依持風水地理師父及建築師父來進行

建造。由於早期農業社會，大家經濟狀況普遍不好，農民在顧及維生之餘，才把

伯公當作心靈寄託，以至於土塚式伯公建築材料及形式上並未特別加以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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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大崎下露天土塚式伯公 
（Cohen，1964） 

圖 5-4.  新建頂蓋的河壩背伯公 
（鍾兆生，2005） 

    早期因為一切從簡的因素，有許多伯公在建造初始，並不會很注重整個環境

的格局，所以後來在伯公改建時，多會委請風水地理師父來重做安排。露天祭壇

形式改建的伯公，在區位的選擇上，以維持前敞後實的格局為主，後方會種植社

樹，土地取得多數藉由莊民的捐贈。莊民心中對於伯公常年的保佑，在腹地及經

濟狀況允許之下，會直接影響到伯公建築配置範圍的大小。 

    透過前敞後實的概念，前方圍坪及後方化胎的施作會產生建築的形式變化。

圍坪有聚水生財之功能，因其與化胎虛實對應，規模大小也成相對狀態。前敞主

要可以體現在交椅框（護牆欄）的施作，匠師 A 以擬化人體的概念來興造，表

現出有如人體穩坐交椅的空間形制。後實則是化胎以卵石疊砌，必須注意後方不

能直角垂直落下施作，必須呈緩坡漸層落下收尾。 

    其他如天公爐設置必須由中心點往左偏，以不阻隔神位視線為主；伯公碑石

後面寶蓋八卦，形制變化由匠師決定；前方石獅子有文獅及武獅兩種作法（形式

由獅子抬腳的動作來表現），彌濃里社真官的獅子屬武獅，獅子的功用有鎮守保

護此地的意涵。還有對聯、立面雕刻、彩繪、石台等是否施作，以經費及匠師的

技術來決定，腹地小的伯公有時只有香座位兩側及交椅框有對聯（圖 5-5）。 

    儘管聚落內莊民經濟好轉，誠心非常足夠，如果不能在伯公神位面前應允到

「順茭」，那一切改建都是不被允許的。所以要改建伯公下，必須先徵求伯公的

同意，伯公同意之後，再則好日動土，如果日子選定好，當天要動土時，有一時

段稱做「空亡時」是不能夠動土的，此時段隨一年四季而有不同，所以必須先請

風水地理師父「看日子」。 

    日子看好後，還要看當年的大利方位，如果今年大利東北，就必須在東北方

的位置挖洞埋入一顆卵石，象徵動土儀式開始。施作時如果必須更動伯公的香座

位，必須由建築師父點香秉告。值得注意的是，此時並沒有把伯公的神靈請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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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而是請它稍事休息，所以並不會有請神的儀式。遷移到旁邊暫置的伯公神位，

每日還是必須要由建築工作者及附近莊民點香參拜。 

 

(1)碑石(2)印斗(3)祥獅彩繪(4)天公爐(5)八卦寶蓋(6)化胎(7)石獅 

圖 5-5.  彌濃莊里社真官伯公構件圖 
（李允斐，2004；鍾兆生，2016） 

    改建工程在風水地理師父取出整塊建築腹地的中心點後，交由建築師父於前

後方各取一中心點，以三個中心點連為一直線往四周呈橢圓型發展，依序施作前

方圍坪、照祥及後方化胎。通常圍坪會有二至三階的高層差，後方化胎必須高於

前方的神位，其內以卵石堆疊，然後在覆以混凝土夯實。如果單純以泥土夯實或

不綁鐵線，容易造成日後因為地基鬆動而形成表面龜裂。 

    整體建築外觀完成後，在施以細部施工，例如印斗、文筆、天公爐、香台、

石獅及壁面的雕刻裝飾，經費許可的話，壁面裝飾會施予石雕彩繪，也有用泥塑

彩繪的，彩繪的工作通常由建築師父所認識的專門彩繪匠師來施作，更細緻的還

有交椅框及照祥的凹凸曲面施作（圖 5-6）。通常有考慮整體風水觀的匠師，會把

「虛」、「實」的營建手法導入細部空間的施作。 

    換句話說，在直線建構的型體上，匠師 A 的做法會在中間或三分之二的地

方讓其凹下，使之能夠軟化其剛硬的氣勢。為了讓虛實對應更為明顯，還可以透

過單一牆面進行線條分割，此舉也是為了軟化其牆面氣勢，而這種分割工法又稱



 

105 
 

為「線路」，通常會施予紅色油漆，代表吉利。但也有考慮到垂直壁面材料的作

法，例如將表面以分割面加附洗石子來施作。 

    整體建築外觀及裝飾完成後，需要把伯公香座位請回，整個伯公改建的施作

才算大致完成，接下來就是擇好日請風水地理師父來完成安置儀式。值得注意的

是，此時並不會有開光點眼的儀式，風水地理師父會在伯公香座位前祝念一些吉

祥話語，並告知伯公已經完成此項改建工程，接續在碑石上披掛「紅絲洋」（圖

5-7），隔日再宴請地方莊民後，整個工程就宣告結束。 

  

圖 5-6.  彌濃莊里社真官伯公交椅框的壁面彩繪 
（鍾兆生，2016） 

圖 5-7.  過路窩山角伯公碑石上披掛的紅絲洋 
（鍾兆生，2016） 

二、福神廟祠 

    近代伯公下改建成廟祠的型式，外觀多採無門開敞式有屋頂之拜亭建造，有

些則建成轎頂型式（圖 5-8），也有在碑石上方加蓋成廟祠，而把化胎保留在祠外

的做法。廟祠形式的伯公，在區位的選擇多維持原有露天祭壇式伯公的格局，惟

後方社樹有時會因為人為因素遭到砍伐。另外，金爐及天公爐有些是直接購買現

成的鐵製品或重新磚砌，戶外有些則會設置涼亭及洗手台。 

    廟祠形式的伯公其建構原理類似前述所說的土塚形式伯公加頂蓋的手法，由

於莊民經濟好轉，開始置入廟祠形式的建築風格來重新形塑美濃的土地伯公，這

種形式的做法與以往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其頂蓋遮蔽物及室內空間機能變的更為

華麗、花俏及具實用性，而原本的伯公香座位碑石也被轉化為有形體的神像雕刻，

並且在化胎部分也做了空間區隔。 

    施作程序上，動土與露天祭壇形式伯公改建時大致相同，地基打好後，三點

中心標定完成，開始落柱及施做牆面、屋頂，屋頂的屋脊施作方位不能正對鄰近

民宅，此舉容易形成夙煞。另外，屋頂斜率也不能施作的太陡，必須使之成為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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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有些廟祠會在屋脊前方施作泥塑動物，分別代表福、祿、壽之涵義，部分廟

祠也會在屋頂前方加做出簷，用來遮風擋雨。 

    室內屋頂上方會施作一支大樑，前方與出簷接合的地方則施作一支登樑，登

樑部分也可用八仙彩替代。屋頂上方通常會預留 2-3 個小孔，這是為了室內香煙

排放所預留的。另外，在擺放神位的兩側，則多做了可以置放金香銀紙的機能性

空間，但莊民往往放置在旁邊的台座上，空間使用性不高。前方屋頂出簷的彩繪

裝飾也維持著左青龍、右白虎的的繪製風格。 

    廟祠建築結構完成後，接續施作前方照祥及後方化胎（圖 5-9）。前方照祥部

分有的有做天公爐，有的則是後來另外添構，承如前述露天祭壇式伯公一樣，天

公爐並不能在中心點的位置，必須往左偏斜建構。而後方化胎並沒有完全拆除，

施作的手法為在廟祠後方建構交椅框。在整體建築結構都完成後，就開始進行金

爐施作、壁面彩繪、磁磚拼貼、神像及石獅的安放等。 

  

圖 5-8.  採廟祠形式改建的龍崗伯公 
（鍾兆生，2005） 

圖 5-9.  改建後的竹山溝伯公化胎 
（鍾兆生，2016） 

    在進行細部材料選擇及繪圖花草樣式時，通常由建築師父及彩繪匠師來決定，

有的匠師會把神像後方的麒麟圖案採用磁磚的拼貼，只要把尺寸丈量好，送往鶯

歌燒磚的也大有人在，也有直接委由匠師彩繪的方式（圖 5-10）。神像的安置有

一重要的關鍵，原本拆除的舊有碑石會安置在神像下方或側面繼續供奉，也有放

置在原本位置不去做更動，但幾乎都會保留（圖 5-11）。 

    經由雕刻的神像及石獅需要向專門施作神像的店訂購，通常有經驗的匠師會

請製作神像的店家，在神像的頭部腦杓後方預留一圓形小洞，稱做「蜂娘洞」，

如果有自信能夠採集到蜂娘並且讓它在內築巢，就可以施作；通常也可以放入金

銀財寶的代表物，以表吉利。廟祠建築除了在形式上改變許多之外，也會添加一

些機能性的附屬空間，如水龍頭、電燈的設置、捐款芳名紀念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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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匠師彩繪廣興莊頭伯公的麒麟圖示 
（鍾兆生，2016） 

圖 5-11.  大埤頭開基伯公碑石供奉在神像兩側 
（鍾兆生，2016） 

三、伯公祭儀 

    新年初始，以美濃村落伯公下或寺廟為場域舉行的歲時祭儀活動主要有新年

祈福、伯公生及年底的還福祭典（圖 5-12）。根據張二文（2002）的研究指出，「…

美濃各個聚落會透過較早設立的伯公、莊頭、莊尾伯公或以莊中主要的寺廟為首，

結壇舉行年中四大福會祭典；定於 1 月中旬後舉行者稱為新年福，2 月 2 日或 8

月 2 日為伯公生日，十一月下旬舉辦的稱為滿年福…」。 

    農曆 12 月 25 日，美濃人稱入年假，以乾隆 3 年開莊的竹頭背為例，聚落以

廣興三山國王廟為首，奉請境內伯公入座。翌年正月 15 日晚上，由值年福首準

備全豬、全羊及三牲禮結壇還神。還神以前，莊民會迎請莊內各寺廟神明坐轎遊

行遶境，此時家戶會於門前擺設馬桌（香案）（圖 5-13），等待神轎蒞臨，祈求諸

事平安，炮竹聲喧隆震耳，遶境結束後即返回三山國王廟，於廟前設壇誦經祭拜。 

    黃森松（2015）認為，「…從子時開始，就是「祈新年福」的莊嚴祭典。這

是沿續「春祈秋報」古制的祭拜儀式，值年福首會在禮生引導下完成三獻禮祭祀，

向玉皇大帝和本莊各大宮廟神明、四向角頭伯公祈求新的一年國泰民安、風調雨

順。正月 16 日中午登席以後，值年福首會用八音、彩旗、神轎等，將入年假當

日請到福壇集中受祀的土地伯公，逐一送回各個神壇安座…」。 

    值得注意的是，竹頭背與美濃其他村落的還神祭典有些許不同，三山國王廟

在辦理還神祭典的拜天公儀式，是透過誦「玉皇真經」的方式請、送神，廟方在

新年福及滿年福並不行禮，只有王爺聖誕才會行三獻禮。另外，2 月 2 日或 8 月

2 日的伯公生，莊民也會準備祭祀物品，金香水果、牲禮等，到伯公壇祭拜敬奉，

竹頭背牛巷伯公、莊頭伯公、莊尾伯公會在隔日的中午或傍晚舉行登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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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農曆 10月 15日開始一直到農曆年底，村莊開始陸續舉行伯公壇的「還福」

祭典，感謝伯公一年來的庇祐保護。謝宜文（2007）認為，「…各地區伯公壇還

福祭典都有其固定的時間，有些地區則由値年福首開會選祭典日期，或請地理師

（先生）看日子利用假日舉行。主要會落在農曆 11 月 15 日左右，滿年福的還福

祭典會以客家傳統的還神祭典儀式辦理…」。 

  

圖 5-12.  美濃開基福德正神新年福登席紅帖 
（鍾兆生，2016） 

圖 5-13.  廣興莊民於新年福儀式中擺馬桌 
（鍾兆生，2016） 

四、奉請伯公 

    美濃客家新年福、滿年福及神明壽誕時，莊中的輪值福首會準備神轎，在客

家八音的吹奏引導下，到莊中的各個伯公下請伯公到主辦的廟堂或伯公下作客，

晚上進行還神祭典。第二天中午登席完後，下午由輪值福首準備神轎，將各個伯

公請上神轎，依序送回伯公下。以下為研究者紀錄西元 2014 年（民國 103 年）2

月 17 日廣興莊（竹頭背）石母宮神明壽誕，奉請伯公的相關儀式過程。 

    請伯公儀式於農曆正月 18 日午後開始，主要由身著藍衫的福首在神壇前點

香稟報後即開始出發。廣興莊會邀請聚落三大公廟之神祀（善化堂恩主、國王宮

王爺、慈聖宮媽祖）及莊內 17 座伯公、一座西柵門大將爺移駕廟內，接受聚落

境內眾爐下的香火筵席（圖 5-14）。儀式過程中，八音團會吹奏行路四調曲牌，

每個定點的儀式完成後，八音嗩吶樂師還會再吹奏一曲小團圓來當作結束。 

    這些奉請的伯公神祀中，包括恒水坑伯公、過路窩伯公、榕樹坪伯公及京寮

伯公等，因為位處深山，交通不易到達，通常會由福首在抵達這些伯公附近區域

時，點香燒金、念文奉請，例如到達廣興莊開莊伯公時，就會往南方奉請過路窩

伯公；到達大埤頭開基伯公時，就會往西北方奉請恒水坑伯公，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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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善化堂恩主(2)三山國王爺(3)大埤頭開基伯公(4)恒水坑伯公(5)泰和橋伯公(6)慈聖宮媽祖(7)三

坡仔伯公(8)南盤頂伯公(9)牛巷伯公(10)莊頭伯公(11)榕樹伯公(12)廣興莊開莊伯公(13)過路窩伯

公(14)竹山溝伯公(15)中圳背伯公(16)莊尾伯公(17)榕樹坪伯公(18)西柵將軍壇大將爺(19)京子寮

坑口伯公(20)京子寮伯公(21)石母仔伯公 

圖 5-14.  廣興莊羌子寮石母宮石母娘壽誕奉請伯公路線圖 
（鍾兆生、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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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到聚落的公廟或伯公下，機動人員會先把彩旗（旌旗）二支拿下，擺放在

壇前兩側（圖 5-15），另一位機動人員負責點香，然後交由福首奉請神祀（圖 5-16），

奉請完由福首拿一支香插到神轎前香爐，再由機動人員負責燒金及燃放鞭炮，即

完成一個定點的伯公奉請儀式。彌濃莊奉請伯公時，會把伯公香爐上有書寫伯公

名號的紅色竹牌拔起隨香插回神轎（圖 5-17），廣興莊則是以香取代紅色竹牌。 

    奉請伯公需要車輛 2-3 輛，主要搭載吹奏客家八音的樂師，鑼鼓樂器、神轎、

涼傘及旌旗。人力約需 8-10 人，主要有司機、福首（著藍衫）、八音團、鑼鼓樂

師、機動人員等。祭祀用品 21 副，每副主要包含金香一把、金紙一捆、蠟燭二

支、鞭炮一捆。祭祀用品事前由廟方準備，每到一個定點，會由各個負責的執事

人員同步進行點香、奉請、燒金、鳴炮等工作，以加速奉請儀式流程。 

    恭送伯公儀式於農曆正月十九日中午登席完後舉行，由二位身著藍衫的福首

點香稟報，依序把請來神祀安座於神轎內（圖 5-18），並點 21 支香插入神轎前香

爐，每到一個定點，機動人員先把旌旗二支拿下擺放在壇前兩側，福首再從香爐

上拿一支香插於定點的伯公香爐前，另一位機動人員則負責點香交由福首祭拜稟

報，接續再由機動人員負責燒金及燃放鞭炮，即完成一個定點的伯公送回儀式。 

  

圖 5-15.  廣興莊三山國王宮的彩旗 
（鍾兆生，2016） 

圖 5-16.  身著長藍衫的福首群奉請南盤頂伯公 
（鍾兆生，2013） 

  

圖 5-17.  紅色竹牌寫著坑仔底福德正神名號 
（鍾兆生，2016） 

圖 5-18.  廣興莊伯公轎 
（鍾兆生，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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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八音藝術特色及其演變 

美濃客家八音多年來一直為美濃人的生命禮俗、歲時祭儀服務（圖 5-19）。

隨著時代進步、社會變遷，客家人婚、喪、喜慶活動紛紛以電子式音樂播放，或

請西樂、國樂團來替代傳統客家八音，這也讓八音樂師逐漸失去舞台（圖 5-20）。

本節主要透過還神祭典儀式流程、演奏形式的空間安排、樂曲型態與曲牌分類及

作場環境的景觀變遷等四個主題來討論美濃八音的藝術特色及其演變。 

    在還神祭典與儀式流程的部分，主要透過樂師提供的文獻資料及現場紀錄，

理解還神祭典的結壇、拜天公及三獻禮儀式；演奏形式與空間安排的部分，則透

過四人組的演奏型態及場域的觀察來介紹儀式現場的演奏環境；另外，以儀式流

程及樂器種類的分配來討論八音樂種型態與曲牌分類；最後則是透過福首群及八

音師父對於儀式環境的調適，來討論作場環境的景觀變遷。 

  

圖 5-19.  傳統客家八音團在喜宴的作場形式 
（Cohen，1964） 

圖 5-20.  結婚邀請的西樂團 
（鍾彩祥，約 1970） 

一、還神祭典與儀式流程 

還神，是美濃客家人歲時祭典中重要的儀式行為，美濃人稱行「拜天公」或

「行禮」，主要在深夜子時開始舉行。美濃地區的歲時祭儀中，舉凡結婚、喜慶、

神佛聖誕日，或是莊頭、莊尾伯公在年初的新年福與年底的滿年福，都會以拜天

公敬神與行三獻禮的還神祭典，來敬神與祭祖。整個還神祭典主要可以分為三個

階段，分別是「結壇」、「拜天公」及「行三獻禮」，以下分別敘述之。 

    在還神祭典開始前，必須先結壇（圖 5-21），時間通常在傍晚天黑以前，此

時八音團會在傍晚約 4~5 點的時候抵達準備；在此同時，廟方執事人員會在祭典

場域前用四張八仙桌，高矮長椅各兩張，面向外搭建上中下三界壇位。結壇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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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是告知上天，今日有拜天公祭典儀式，儀式由禮生帶領上香、奉茶、敬酒、

行三跪九叩首禮、燒金及鳴炮後結束，八音吹奏曲牌以「團圓響笛」為主。 

    接續則是深夜子時進行的拜天公儀式，拜天公要面向壇位行祭，主要可分為

以下幾個階段：首先，由執事者點香分送莊民，禮生帶領大家一起向壇位上香（圖

5-22），八音吹奏曲牌為「大截、過街柳、紅繡鞋」擇一。上香後由執事者奉茶，

奉茶後大家一起行三跪九叩首的跪拜禮。八音吹奏型態以簫子調為主，曲牌可從

「寄生草、百家春、王大娘、串點、大紅對、燈蘭拜相、上平月、七句詩」擇一。 

  

圖 5-21.  靈山開基伯公滿年福的結壇儀式 
（鍾兆生，2015） 

圖 5-22.  身著藍衫的福首群引領莊民上香祝禱 
（鍾兆生，2015） 

    第三則是進行請神、敬酒，由禮生站位中央，主祭者、與祭者分站兩側，誦

念請神詞恭請神尊，三請神尊後，必須進行三酌酒漿，由執事者為上中下界酒杯

斟酒，八音吹奏型態以簫子調為主。接續再進行讀表文，表文為禮生用黃色紙書

寫（圖 5-23），由禮生跪著誦讀表文，此時嗩吶吹低音號三響；表文讀畢後全體

行三跪九叩首禮，八音吹奏簫子調。 

    行禮後由禮生接續誦念庇祐詞，執事者再一次至三界壇前斟酒，庇祐詞讀畢

後全體行三跪九叩首禮，八音吹奏簫子調。行禮後由禮生拿表文、金紙、長錢紙、

香（香爐的香留一支，其他收起焚化）至化財場域焚燒（圖 5-24），八音吹奏曲

牌為「大開門」。最後由禮生念送神詞，行三跪九叩首禮後，由八音團吹奏「大

團圓」曲牌做為拜天公儀式的結束。 

    儀式結束後要擺設接續進行的三獻禮祭壇，同時將原有面向三界壇兩側的豬

羊牲禮轉向朝內。行禮的主要人員會有禮生 1 人（有時由通生兼任，主要負責儀

式流程的掌握，需念唱通文），通生 1 人、引生 1 人（帶領主祭者祭祀行禮，本

身也必須會念唱引文）、執事者 2 人、主祭者 1 人（堂主或福首）及與祭者 1 人。 

    依據西元 1987 年（民國 76 年）受訪者 M 樂師提供的資料顯示，除了上香、

奉茶、請禮生外，儀式開始時依序要進行「…礊鼓三通、明經三點、連三元、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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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樂、奏小樂、關洗、降神、參神鞠躬、行香席禮、行初獻禮、讀祝文、行亞獻

禮、行三獻禮、行分獻禮、加爵祿、獻帛、辭神鞠躬及禮畢…」程序（表 5-1、

圖 5-25）；儀式結束後將有夜粥供莊民食用，隔天中午信眾將前來伯公壇登席。 

  

圖 5-23.  廣興莊三山國王宮新年福表文 
（鍾兆生，2013） 

圖 5-24.  化財需要的金紙 
（鍾兆生，2015） 

表 5-1.  

還神祭典儀式流程與八音曲牌運用對應表 

儀式流程 曲牌名稱 樂器編制 

礊鼓三通 礊鼓三通 通鼓（敲擊鼓界循環三次） 

明經三點 明經三點 小鑼（敲鑼三次） 

奏大樂 小團圓 嗩吶、通鼓、小錚鑼、大鑼、小鑼、小鈸 

奏小樂 倒疊板 簫、二弦、胡弦、通鼓、梆子、小錚鑼 

連三元 吹號三響 嗩吶（將嗩吶銅芯拆解，以木管加喇叭碗吹奏） 

關洗 小團圓 嗩吶、通鼓、小錚鑼、大鑼、小鑼、小鈸 

降神 
寄生草、百家春、大紅對、燈

蘭拜相、串點、上平月、七句

詩 

簫、二弦、胡弦、通鼓、梆子、小錚鑼 
參神 

香席禮 

初獻禮 

讀祝文 吹號一響 嗩吶（將嗩吶銅芯拆解，以木管加喇叭碗吹奏） 

亞獻禮 寄生草、百家春、大紅對、燈

蘭拜相、串點、上平月、七句

詩 
簫、二弦、胡弦、通鼓、梆子、小錚鑼 

三獻禮 

分獻禮 

加爵祿 加爵祿 

焚祝文 大開門 嗩吶、通鼓、小錚鑼、大鑼、小鑼、小鈸 

辭神 普庵咒 簫、二弦、胡弦、通鼓、梆子、小錚鑼 

禮畢 小團圓+大團圓 嗩吶、通鼓、小錚鑼、大鑼、小鑼、小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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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5.  吉事三獻禮儀式流程手稿 
（吉事三獻禮，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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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奏形式與空間安排 

    美濃客家八音演奏形式以四人組為基本演奏形態，主要由一人吹嗩吶，二人

拉弦樂器，一人負責打擊樂器組成。使用樂器有：笛仔（嗩吶）、簫仔（直笛）、

二弦、胡弦、叩仔（梆子）、通鼓、噹叮（小錚鑼）、吊鑼（大鑼）、響指（小鑼）、

鍥仔（小鈸）等樂器（圖 5-26）。演奏形式具有強烈的機動性，須隨時配合儀式

現場環境狀況來調整演奏形式，實為不易學習之技藝，極具濃厚的地方色彩。 

 

(1)小鈸(2)梆子(3)小錚鑼(4)嗩吶、直笛(5)二弦、胡弦(6)大鑼(7)小鑼(8)通鼓 

圖 5-26.  美濃客家八音演奏樂器組成圖 
（鍾兆生，2016） 

    冬夜裡的伯公下，只要聽見嗩吶聲響，就知道村落正在舉行還神祭儀，早期

美濃客家人的還神祭典一定要有客家八音團在旁，配合祭典儀式演奏客家八音。

客家八音始終與客家人的生命禮俗、歲時祭儀活動無法分割。但是，隨著時代的

變遷，原本伴隨著生命禮俗的音樂已漸漸不被使用，隨之而來的是成為文化節慶

的表演娛樂（圖 5-27），也讓其傳統的完整性逐漸消逝。 

    傳統客家八音在伯公祭典時的演奏場域，主要可以分為請伯公儀式的行進演

奏及伯公下配合儀式進行現場演奏。在請伯公的現場，傳統八音團採步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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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於美濃的田野阡陌之間（圖 5-28），除了八音團的樂師外，還有身著藍衫的

福首群手執彩旗、涼傘、香座等，依循傳統迎請村落各個伯公回到主要辦理祭典

儀式的伯公下，等待傍晚結壇上香，此時的八音團則開始布置夜祭的演奏現場。 

    觀察現場演奏環境通常是八音嗩吶樂師的工作，為了能擁有良好的視野來觀

看祭典儀式的舉行，它必須選擇一個不會被信徒遮擋視野的良好位置。位置選定

後，簡單的紅色面板圓桌及四張座椅（通常是跟隔日宴客的廚師商借），加上樂

器的調整定位後，準備工作大致完成。長興客家八音團受訪者 L 在現場演奏時還

會配置他使用多年的音響播放器材，以備在休息時播放八音樂曲給信徒聆聽。 

「…這個工作不好作，從下午三點多去準備，要作到晚上十一、二點，因為

我是頭手，所有的傢伙我都自己準備，我的兒子一直叫我不要做了，但是我

跟他說，這是我自己的選擇…」（L）。 

    透過音響播放曲牌在傳統是不允許的，現代八音團在演奏閒調時，常常透過

現場演奏二首曲牌，音響播放一首曲牌來輪替，藉此讓自己獲得喘習的空間。早

期八音樂師沒有音響設備，面對長時間的還神祭儀，其現場演奏的技巧及熟記曲

調的多寡會影響一個八音樂師的成就，美濃龍山鍾寅生（生仔哥，歿）及高樹迦

納埔盲人嗩吶樂師郭清輝（輝阿，歿）的嗩吶演奏技巧，皆能達此成就。 

  

圖 5-27.  秋迎福客家文化活動八音展演 
（鍾兆生，2008） 

圖 5-28.  在田野間請伯公的客家八音團 
（Cohen，1964） 

三、樂種型態與曲牌分類 

    長興客家八音團受訪者 L 回憶其學藝歷程提到，其師父為高樹地區盲人樂師

「禾阿」，當時聘請師父到牛埔莊駐紮，由學徒包吃住，一共來教了二館，教學

曲牌時以「叮、呐、啷、呿、咚」口傳心授的方式指導（擬聲式音高及節奏念唱），

並沒有譜例可供學習，受訪者 L 的曲牌全在記憶中。另外，習藝者需熟知客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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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祭典禮儀的進行步驟，並搭配各個技法的演練，方能獲得村落居民的認同。 

「…我的師父目苦，以前學習要騎自轉車去高樹載他過來教，不是這麼簡單，

我吹笛只學了十幾天，十七幾歲就出來作場了…」（L）。 

    曲牌依儀式流程及使用的樂器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類型，分別是「大吹」、「弦

索調」及「簫子調」。大吹為祭典儀式開始、結束、迎送神、化財（燒金紙）所

奏的曲調。受訪者 L 習慣在結壇時演奏「團圓曲」，有儀式正式開始之意，化財

時演奏「大開門」，儀式結束時以「團圓曲」收尾，有儀式圓滿結束之涵意。演

奏樂器編制為一人吹嗩吶、一人打通鼓、一人敲小錚鑼、一人打大鑼、小鑼及小

鈸所組成的吹場樂。 

    弦索調（笛子調、閒調），通常用於客家結婚、喜慶或祭典活動，其曲風流

暢，節奏由慢漸快，自然優雅，樂器編制為一支嗩吶、一把二弦及一把胡弦，再

加上打擊樂。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敬外祖及請伯公必須要在行進間進行演奏，受

訪者 M 習慣演奏節奏緩慢的「大埔調、倒吊梅、夢郎、四大金剛」等曲牌，也

就是俗稱的「行路四調」，其與閒調在編制上的差別在於打擊樂只需一人敲噹叮

就足以勝任。 

「…請伯公、敬外祖，我們會吹行路調，有大埔調、倒吊梅等，因為早期出

去吹都要用走的，不像現在有車子坐…」（M）。 

    另外，還神祭典或行三獻禮時，除了演奏大吹之外，其他儀式中都是演奏簫

子調，其功能為不干擾儀式進行，又有陪襯音樂的聲音，不用嗩吶而改用簫演奏

的小樂曲牌，編制為直笛、二弦、胡弦及鑼鼓。受訪者 L 習慣吹奏大家耳熟能詳

的「寄生草、大紅對、百家春」等曲牌，不過他為了讓曲牌更為軟指（一種演奏

技巧），會使用「工四線路」及「正線」互相輪替來演奏，使曲牌演譯更為活潑。 

    八音樂師在演奏時，通常以「調字」來稱呼曲名，如不清礎常常會誤以為是

在說音樂的調性。而曲牌調性，則以「線路」來稱呼，「正線」為樂師基本要會

的線路，「反線」、「工四線」、「反工四線」的運用則要看樂師的造詣。技巧好的

樂師，還可以變化出「嗩吶高一指」、「二弦壓一指」的線路。因為他們認為，有

些曲牌一定要用特定的線路來演譯，才能精準的傳達曲牌的藝術性。 

「…看你要吹什麼調字，我們這邊就是這樣說，有的頭手會的調字不多，就

以同一首調用不同的線路吹，還是要看頭手的功力…」（M）。 

    為了能順利詮釋整場還神儀式的八音演奏，樂師還必須實際理解相關祭儀知

識，方能精準的傳達儀式本身的內涵。而知識學習的歷程在早期無文字紀錄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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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必須透過現場實際的經驗操作才能熟記。學藝的過程中，師父會先帶領學徒

去觀察，有時會讓學徒在閒調時試吹幾首曲牌，通常必須等到嗩吶技藝達到一定

的程度，師父才會讓學徒真正操演還神儀式。 

    受訪者 L 在演奏閒調時會吹奏「二八佳人、倒春來、白牡丹、四大調」等曲

牌，在進入整個儀式流程的時候，他會特別在每個流程裡配置相對應的曲牌。當

儀式流程遇到「連三元」及「讀祝文」時，他會使用剝節技巧（木管加喇叭碗吹

奏低音號），而這技巧並非每位嗩吶手皆會運用，技巧不好的樂師只能以塑膠管

取代吹奏，兩相比較之下，受訪者 L 的嗩吶技巧運用實為細緻。 

四、作場環境的景觀變遷 

    隨著老樂師的消逝，美濃現存的客家八音團屈指可數，面對還神祭典不再邀

請八音團現場演奏，為了維生，客家八音團開始接文化節慶的場子。在近年政府

部門開始推廣及傳承客家傳統藝術的當下，美濃文化活動的現場都可以聽到客家

八音的開場演奏，但是否原汁原味，已少有人知悉，如同美濃八音團受訪者 M

說的，「有聲就好」，離開祭典儀式的音樂，開始產生了一些質變。 

「…他們都隨便弄，好不好他們也不知道，有嗩吶的聲音就好了，錢又給的

少，這種的我們都不會作，會打壞行情…」（M）。 

    首先，面對福首群年齡逐漸老化，請伯公儀式已經顯少看見步行的方式，除

非有些位於路況不好，車輛無法抵達的地方才會用此方式。然而，有些福首甚至

只是拿香遙拜奉請，也不步行至伯公下；再者，經費拮据簡化了請伯公儀式的八

音現場演奏，在伯公祭典的旺季，我們常在美濃街上，看見藍色小發財車，前方

吊掛一播放喇叭，播著老式卡帶的八音曲牌，綁兩支紅藍相間的彩旗，沿路奉請。 

    在服裝儀容的美感上，為了參加公部門推廣的文化活動，八音團捨棄了傳統

的紅色面板圓桌，改採改良式花布罩頂的長桌，原本身著簡易白衫黑褲，頭戴斗

笠，腳踩萬年牌拖鞋的情況，也被特別訂製的藍衫、唐裝所取代；在與常民的互

動情況下，為了讓信徒能夠接受客家八音，現代八音樂師開始演奏一些大家耳熟

能詳的流行音樂，通常是日本演歌、臺語小調等，然後穿插傳統八音古調。 

    這在早期皆是不容易看見的情況，長興客家八音團受訪者 L 堅持不奏流行

樂，他認為八音就是必須要吹奏傳統曲牌，只要透過技巧的演譯、曲調的變換及

節奏的掌控，也是可以讓信徒接近這項傳統音樂。況且，流行樂只能在閒調時吹

奏，正式儀式進行時，還是必須回到古調來吹奏，因為每個儀式流程都有其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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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吹奏曲牌，使用的樂器也不同，並不能隨意的變換樂種形式。 

「…我不吹流行歌，傳統的東西不能亂改，尤其是我們做廟堂的事，神的東

西不能隨便來…」（L）。 

    早期美濃人除了喜歡聽已逝鍾寅生的嗩吶之外，現代則是更喜歡聽受訪者 L

的嗩吶，其豐富的傳統祭儀知識及高超的嗩吶演譯技巧，已是美濃當代不可或缺

的人間風景。他雖不是盲者，為了減少外界干擾，其演奏客家八音時常常帶著一

副黑色墨鏡專心的演奏，讓後人看見其對於傳統客家禮樂的堅持。七十餘歲的

他，現在仍活耀的穿梭於美濃各大廟宇祭典的場合，不顯倦容。 

第三節  嗩吶樂師技藝運用與樂曲詮釋 

近年來，在許多擁有高超技藝的八音樂師漸漸離開人世後，尚存的客家八音

師父，往往難找到有心想要學習，能夠傳承的對象。加上客家婚、喪、喜慶等生

命禮俗與歲時祭儀活動的減少，傳統八音漸漸失去展演的舞台，目前已無法透過

此項技藝謀生。本節主要以嗩吶樂師為研究對象，將針對其習藝歷程、吹奏技巧、

材料製作及曲牌的運用來討論樂師技藝與樂曲的詮釋能力。 

    首先，簡述右堆地區僅存四位嗩吶樂師的習藝歷程，初步理解其師承狀況；

再來，透過循環換氣、高低音管色的互換及換線路的流暢度來討論嗩吶樂師的吹

奏技巧與特點；第三，紀錄樂師製作哨片的過程，以採集、曝曬、綁扎、修整及

試吹等階段來說明樂師對於材料製作知識的運用；最後，透過四位嗩吶樂師對於

伯公祭儀曲牌的詮釋，來分析其演奏風格特色。 

一、習藝歷程 

    西元 1938 年出生的受訪者 L，美濃牛埔莊人，17 歲開始擔任八音頭手，師

承高樹禾阿、美濃竹頭背黃二仔、楠梓仙傳仔伯。受訪者 L 的長興客家八音團是

六堆客家地區八音團中，堅持以傳統四人組演出的團體，作場至今已逾一甲子，

其見證了美濃農業社會在現代文明劇變下的種種適應和轉換。西元 2006 年曾受

邀至法國演出。目前仍持續為美濃的客家生命禮俗、婚喪喜慶進行作場演奏。 

    西元 1940 年出生的受訪者 N，為美濃移居杉林的客家人，19 歲開始學習吹

嗩吶，師事楠梓仙傳仔伯、美濃埤頭下亮擺。學藝初始，遼闊無人的會社甘蔗園、

村落的種埔地都是他練習的場域，現在則是每週定期在美濃進行藝文活動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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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奏嗩吶已有五十多年，對嗩吶的運用已出神入化，其堅持演奏傳統客家八音曲

牌的精神讓人動容。 

「…我很努力，當兵前就學會吹笛，以前練習會跑到會社埔，河壩唇練習，

溪流的聲音會蓋住我剛學還不純熟的笛音，還可以順便釣魚。以前會社埔有

一棵樹，我還會爬上去練習吹…」（N）。 

    受訪者 O 出生於西元 1944 年，屏東鹽埔人，是六堆地區唯一的女性嗩吶手。

自小由其父親教授客家八音，12 歲就會吹嗩吶、拉胡琴。因為家貧，很早就出

來就業，因此認識了不少在六堆地區非常出色的八音樂師，其會吹奏的曲牌，大

都由郭清輝的徒弟楊新發（美濃上莊人，歿）所傳授。嫁到杉林客家莊以後，開

始自組光明客家八音團，並開始活耀於在美濃、杉林地區。 

「…阿珠仔很厲害，我鋸什麼線路她馬上就能變，那時候我們聽人家說有一

個細妹仔會吹笛，就把她找過來教…」（M）。 

    受訪者 P 來自美濃溪埔寮莊，西元 1950 年生，曾受禾阿的徒弟受訪者 M 指

導。平日經營養雞場，閒暇時則手不離樂器，認真傳承與教授客家八音。受訪者

P 透過聆聽、記譜與摸索自學八音，近年來致力於編寫即將失傳的曲牌，如「鵝

公叫鵝母、高山流水」等，其演奏透露出個人的風格與細緻的詮釋。除了在廟會

節慶等場合演出，他也在美濃國中指導年輕人學習客家八音。 

二、吹奏技巧與特點 

    客家八音嗩吶手的訓練養成不易，相較於弦樂及鑼鼓在兩管八個月就能作場

來說，嗩吶約需 1~2 年的努力練習，甚至更久才能出師。不同於北部客家八音團

嗩吶可以多人共同吹奏，南部客家八音團嗩吶手只有一位。嗩吶手的吹奏技巧、

曲牌多寡及其他技藝能功夫，會直接影響到接場次數，早期知名的八音團，一個

月只休息 2~3 天是常有的事（圖 5-29）。 

    面對客家婚喪喜慶的演出，要能夠獲得莊民的支持，嗩吶手必須具備以下三

個重要的吹奏技巧，首先，循環換氣的熟練度，循環換氣常運用在還神結壇時，

八音團進行吹場接「響笛」曲牌的演奏。其原理是在嘴巴吐氣吹奏時，將部分空

氣預留在口腔內，利用下顎和口腔將預留的空氣吐出的同時以鼻吸氣，持續樂器

的吹奏，其困難在於吐氣和吸氣之間氣量力度要能夠持續不中斷。 

    樂師稱此項技藝為「吞氣」、「湧氣」，前期可以利用容器盛水以蘆葦管吹氣

練習，首先必須使吐出氣泡不中斷；練習一段時間後，可以將嗩吶銅芯取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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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哨片（圖 5-30），將長約 20 公分蘆葦管套上銅芯下緣進行吹氣。當水中氣泡反

映連續不斷、大小均勻時，表示技巧已基本掌握，可以把銅芯接回嗩吶木管進行

實際的吹奏練習。當聲音不間斷、音量大小穩定時，表示已能實際活用此項技藝。 

「…湧氣一定要會，不然你沒辦法吹團圓響笛，你不會這個，你會吹壞身體，

以前我們練習，要在水面上用管子吹氣，把水面的樹葉吹到一直動不會停，

發出啵、啵、啵的聲音就可以了，這不會很難…」（L）。 

  

圖 5-29.  樂師 L 手寫的作場紀錄 
（鍾兆生，2015） 

圖 5-30.  樂師 N 手作的哨仔 
（鍾兆生，2013） 

    第二項技藝為高低音管色互換的吹奏技巧，美濃嗩吶手稱此項技藝為「剝三

節」，主要是透過嗩吶（一節）、銅芯（高音二節）、木管加喇叭碗（低音三節）

來詮釋男女對唱的聲音，在受訪者 L、鍾寅生的「十八摸」、郭清輝的「打花鼓」、

「高山流水（落陰間樂句）」、吳阿梅的「花鼓」皆能夠聽見嗩吶手在這項技藝的

藝能表現，這項技藝必須要進行木管的修整，為嗩吶手獨門的技藝。 

「…美濃要像阿波仔吹笛吹的這麼軟指（好聽）的，應該找不到了，尤其是

他用剝三節來吹十八摸，應該沒人會了…」（Q）。 

    最後，則是換線路的流暢度，「工四」、「反工四」、「正線」、「反線」為嗩吶

手最常使用的線路；其原理是在同一把嗩吶進行指法的轉換，由於嗩吶是勻孔，

在轉換線路時，不單只是指法的更換，還必須加上氣力的強弱來調效音準。通常

嗩吶手在換線路的時候，會先即興的吹一小曲段，樂師稱為「弄笛」，其目的是

要讓其他弦樂師可以打弦及知道嗩吶手準備要吹的曲牌及線路。 

「…弄笛很重要，你要吹什麼線路，一定要弄笛，你弄的出這個線路，你就

吹的到這個線路，鋸弦的人才能打弦線…」（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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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哨片材料製作與調整 

    嗩吶由哨片、氣盤、銅芯、木管、喇叭碗等五個構件組成，其中哨片為嗩吶

發聲重要的構件，其音量大小、音質、音色的優劣，會受到製作哨片的材料、形

制、大小、軟硬及後製加工影響。哨片的製作是一門重要的地方傳統知識，哨片

的各項要求及製作，將直接的影響到美濃地區嗩吶樂師個人的演奏風格及習慣。 

    美濃民間客家八音樂師稱哨片為「哨仔」、銅芯為「笛筆仔」、木管為「笛管

仔」、喇叭碗為「缽仔」，而氣盤則並非每位樂師都會採用，如杉林受訪者 D 就

未採用。另外，受訪者 A 採用的氣盤則是自己用孫子的塑膠墊板製作，其大小

及厚度皆跟市售品不同，氣盤的運用可以使唇肌較為省力，面對還神祭典的長時

間吹奏，可以讓唇肌及呼氣量獲得適度的休息。 

    以下研究者描述美濃地區嗩吶樂師對於哨片的製作及加工經驗，以供參考。

哨片的製作主要可以分為採集、曝曬、綁扎、修整、試吹等五個階段，需時二個

月。哨片的材料採集主要以美濃大小溪邊所生長出的植物蘆葦（蘆竹）為主，採

集的時間落在清明節前後（圖 5-31）。早期彌濃溪、羌仔寮溪河岸皆可看見大量

的蘆葦，近年來由於河川溪流整治，整個河床被剷平，加上水域環境的污染，彌

濃溪河畔的原生刺竹林、蘆葦群皆已不復見。 

「…每年只有清明時節可以摘哨草，我都自己去摘，順便釣魚，以前這裡的

溪邊很多，現在都被挖掉做堤防了…」（N）。 

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每根蘆葦都可以製成哨片，受訪者 N 會挑選高及腰部，

粗如小指，從地面生長起算第四、五響（節）為評斷基準，但是這二節也只有中

間可以使用，靠近竹節的部分因為質硬容易龜裂較不適合製成哨片。挑選好的蘆

葦必須經過曝曬（圖 5-32），可利用衣架吊掛，晨間拿到禾埕日曬，日落須收起，

不能被雨水及露水沾濕，如需防黴及蟲蛀還可置放於廚房灶頭下讓柴煙燻製。 

「…哨草不是每一根都能做，要挑過，能用的只有一、兩響，摘回來還要曬

過，不能打露水，沒曬乾的哨草會長黴，不能用…」（N）。 

曝曬完成的蘆葦，有經驗的樂師會先置放月後再進行綁扎，較不會有龜裂的

情形產生。開始綁扎前可先準備與細銅線及竹籤，竹籤的粗細大小為仿製銅芯修

製成的樣品，也有樂師會採用塑膠牙刷尾端修製而成。乾燥的蘆葦須先浸泡於水

中使其軟化，並用竹籤將其內膜刮除，完成後再將蘆葦用棉線進行塑型，接續則

使用銅線進行綁扎，綁扎完成後在蘆葦開口端用竹筷壓製使其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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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  在溪邊採集蘆葦 
（鍾兆生，2013） 

圖 5-32.  曝曬中的蘆葦 
（鍾兆生，2014） 

    當蘆葦被壓製成扁平狀的吹嘴後，就可以進行修整及試吹的階段了。剛做好

的哨片可用細砂紙將其兩側進行適度的修整，若吹奏起來極為費力，表示哨面過

厚，可用小刀將哨面兩側略為刮除少許纖維，但刮除過多纖維會造成吹奏時含水

量過高，造成發音遲鈍，並不建議此法；若吹奏起來音律偏低，表示哨片過長，

可稍微用細砂紙磨短。 

哨片的製作和加工修理，是一件十分細緻的工作，在修整的過程中，應該邊

吹奏邊修理，直到吹奏起來發音穩定，各項技巧發揮得宜為適。早期美濃地區的

嗩吶樂師皆會自行製作哨片，每一位演奏者都必須具備修哨的知識及能力，而這

些傳統知識，包括植物的分布位置、材料的辨識、工具的製作，皆非短期內能學

成，必須透過師父的傳承及不斷的嘗試才能內化為自身的知識經驗。 

四、曲牌運用 

美濃客家伯公祭儀從傍晚結壇開始直到晚上行三獻禮祭伯公，八音團主要會

運用到的曲牌約略有 20 餘首，樂種形態有「大吹」、「弦索調」及「簫子調」。有

些樂師學習曲牌不多，會採取同一首曲牌以換線路的方式來詮釋，或用山歌曲來

演奏，本研究長期觀察美濃八音嗩吶手受訪者 L、N、O 及 P 的作場演奏，對於

樂師運用的曲牌詮釋，各有其專長及特色，以下分別敘述之。 

受訪者 L 是四位嗩吶手裡面，使用樂種型態最為平均，詮釋樂曲最為豐富的

頭手。他循環換氣的功夫能夠悠然自得的運用在大吹的曲牌詮釋，以「十二丈」

為例，此曲通常運用在結壇時，接續在「大團圓」吹場後面，結構分為三個段落，

首段起界為自由板的詮釋，進入到第二段落配合祭儀時間可以循環二至三遍進入

轉介催板，第三段落配合打擊樂以循環二至三遍做為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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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美濃起手一開始一定要吹大團圓，這是我們的特色，以前師父就這

樣教，接著結壇拜拜要吹響笛，響笛有好幾首可以吹…」（L）。 

另外，杉林嗩吶手受訪者 N，其拿手曲牌為「行路四調」，他習慣以「反工

四」線路來詮釋「大埔調」，此曲的四個段落中，第一、三段須透過八度高音來

吹奏，曲風緩慢哀韻；第二、四段過板由弦樂及打擊來負責，請伯公時只用小錚

鑼來伴奏，更加凸顯此曲對於奉請神明的誠敬與優雅。受訪者 N 吹奏嗩吶並不

使用氣牌，其哨片厚、短，容易詮釋高音部分，但相對唇肌會較為費力。 

「…大埔調就是要用反工四吹才會好聽，嘴唇要壓緊才能吹高音…」（N）。 

六堆地區唯一女嗩吶手受訪者 O，擁有快速聽音換線路的高超技巧，她可以

把此項技巧細緻運用在傳統曲牌「百家春」的樂句詮釋。通常在閒調接近尾聲，

莊民聚集的時候演奏。整個樂曲結構主要分為二個段落，必須依序使用「工四」、

「反工四」、「正線」、「反線」來吹奏，其中最後一段反線吹奏難度極高，必須維

持嘴唇肌力吹奏高八度音階，以便在結束前表現出整個樂曲的曲藝張力。 

「…一首曲可以用不同的線路吹，要看你的功力，我吹的百家春可以用四種

線路，但是鋸弦的人要鋸的到才能吹，開始要用什麼線路，師父以前有教，

接著要轉調有接著的線路，轉錯調會很難聽…」（O）。 

受訪者 P 為這四位嗩吶手裡面，唯一一位要視譜演奏的樂師，他將過去八音

樂師郭清輝所吹奏的傳統曲牌「鵝公叫鵝母」，編撰成譜例來演奏，這首曲牌可

以在伯公祭儀前的閒調時間演奏，並不容易學習。曲牌主要分為三個結構，第一

個結構分為兩個段落，首段以幽靜的慢板節奏進入第二段落，第二段落的華彩部

分，嗩吶手必須要一手吹奏嗩吶及一手敲打銅鑼為其特色。 

在緩慢的嗩吶吹奏及「答、答」兩響鼓介暗號擊打後，進入整個樂曲第二結

構的轉介，第二結構分為四個段落，內容為鵝公遇見鵝母同時嬉遊湖面，含有愉

悅的快板對應。嗩吶把樂句吹奏聽起來有如客語「食都知」的語音詮釋，為南部

六堆客家莊民耳熟能詳的樂曲。第三結構分為兩個段落，必須在接近收尾的上一

段落改變線路來表現歡逾中的高潮，是少見的表現手法。 

第四節  傳習現況與政策扶植 

    面對民間生態的丕變，國家政策的扶植必須專注於傳統文化生態理解，方能

在資源投入的情況下傳習到真正的客家儀式音樂，而要傳習客家八音，若未能理

解儀式與音樂之間的互動關係，充其量也只是習得音樂的藝術性技巧而已。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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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投入八音傳習的社團、學校為對象，透過學校、社區的傳習方式、文化政

策扶植及目前傳承面臨的困境等，說明美濃八音的傳習現況與政策扶植成果。 

    在民間環境的部分，主要說明目前美濃八音職業團在面對婚、喪、喜慶的作

場狀況，並提出民間樂師所面臨的危機；另外，在學校及社區的傳習部分，講述

目前推動單位的傳習成果，作為傳習現況的說明；還有，以職業團操作的展演方

式，來看文化政策的扶植方式及成效；最後，以傳統的傳習方式、師資的聘用、

課程規劃及教材設計來說明目前八音傳習所面臨到的問題。 

一、民間環境 

    美濃客家八音主要為美濃人生命禮俗及歲時祭儀而服務，過去只要家族婚、

喪、喜慶都會「請笛仔」（圖 5-33），受訪者 R 回憶起年輕時候夥房辦喜事的景

像形容，「…以前我們大眾的時候，夥房後生仔有二、三十個，一年娶三、四個

很常見，我們這一輩聽笛仔聽到煩，一過沒多久又要做好事…」（R）。現在娶親

已經很少使用現場演奏八音，只剩敬外祖偶而會採取播放卡帶的方式來進行。 

    現在要聽的見嗩吶的聲音大概只剩夥房有長者「出門（去世）」才有機會聽

見。根據吳榮順（2005）的研究指出，「…在喪禮中，喪家的女兒輩大都會邀請

一個三人或四人組的客家八音團，以及一個四人西樂團來演奏…」。值得注意的

是，傳統客家八音團在喪禮演出時，會很慎重的奉請「先師」到場（圖 5-34）。 

  

圖 5-33.  大崎下婚禮還神儀式的八音作場 
（Cohen，1964） 

圖 5-34.  樂師 L 在十穴莊喪禮儀式奉請的先師 
（鍾兆生，2015） 

    受訪者 L 的做法是把空鐵罐包紅紙，內裝白米作成香座位，內插「短簫」，

並在作場開始時上香及燒金；受訪者 N 同樣有設置香座位，但只插香並未設置

短簫。由於這種儀式只出現在喪禮中，廟堂還神及婚禮儀式並不會奉請先師到場，

受訪者 L 認為，先師可以幫助他們在喪禮作場中專心演出，以避免受到「不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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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影響。 

    另外，喪禮中需要的「幡花」（圖 5-35）及「子孫丁」也是由嗩吶手製作提

供，特別是幡花的剪裁，會以紙材的顏色來區分往生者的性別及年齡，目前這項

工藝只剩 L 及 N 會施作。然而，傳統客家喪禮使用三人組伴奏方式需要配合行

三獻禮，現在喪家已經甚少舉行此種儀式。美濃目前的喪禮已簡化到只聘請嗩吶

一人主奏，並且由西樂團的樂師或禮儀助理來敲鑼伴奏。 

    另外，在慶典的部分，過去在美濃各大廟宇或伯公壇，若逢神明聖誕或年初

歲末的祈福儀式，都可看見八音團演奏傳統八音的情形，這些著名的客家八音團

甚至可以為閩、客地區的廟宇服務近一、二十年之久。然而，隨著八音樂師的年

事漸高及凋零，礙於各大廟宇主事者對於傳統音樂及儀式的認識不若以往，目前

有些廟宇已經完全取消八音的伴奏，或者是改用播放音樂的方式來行禮。 

    雖然美濃客家八音團演奏的是客家曲牌，但他們仍會受聘至閩南莊為地方的

神明演奏，如受訪者 O 每年幾乎固定到高雄蓮池潭及萬丹赤山巖展演。閩南莊

不若客家莊需要音樂伴隨著儀式進行，但是得要應付長時間的演奏，對演出者的

體力也是一大考驗。西元 2015 年（民國 104 年）10 月 31 日受訪者 O 就在赤山

巖做了二天二夜的場，演出費用由信徒捐獻，美濃目前仍可在靈山開基伯公還神

祭典中看見此種情形。 

    還有一些祖堂陞座或廟宇落成啟用典禮的儀式配合，較慎重的主家人也會聘

請八音團來伴奏。另外，則是一些公部門舉辦的文化節慶表演，偶而也看的見傳

統八音團的演出，只是由於廠商願意撥付的演出價格普遍偏低，許多傳統老樂師

都不願意接場，在師父缺席的情況下，受委託的公關公司開始尋找技術尚淺的學

校或社區團體來演出（圖 5-36），這也讓傳統八音團的演出機會更加的減少。 

  

圖 5-35.  樂師 N 為月美莊喪禮親手剪裁的幡花 
（鍾兆生，2015） 

圖 5-36.  學生及社區團體的八音演出形式 
（鍾兆生，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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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及社區傳習成果 

    目前美濃八音的學習並不像早期有許多八音團的師資可探詢或傳承，尤其是

學習對象的難覓，西元 2006 年（民國 95 年）美濃客家八音團有感於客家八音即

將面臨失傳的危機，開始在美濃福安國小教導客家八音，師資為受訪者 M 及 S；

西元 2008 年（民國 97 年）為了讓福安國小的畢業學生可以持續練習客家八音，

美濃客家八音團接續為美濃國中教導客家八音，師資為受訪者 P 及 T。 

    西元 2009 年（民國 98 年）旗美高中也成立社區客家八音班，並於每週日借

用福安社區活動中心練習，參加對象包括國小、國中、高中學生與社區居民，師

資同樣為受訪者 M 及 S，並持續練習至今，樂團偶而也會受邀參加地方社區主

辦的黃蝶祭演出。另外，屏東縣長治鄉的長興國小在同年也成立客家八音社來練

習，並從美濃邀請客家八音樂師前往進行傳承教學，時間維持了半年有餘。 

    再來則是由兩位返鄉青年發起的竹頭背客家八音班，他們從西元 2012 年（民

國 101 年）開始籌畫傳習工作，初始只想整理廣興莊一處雜亂的伯公壇，並思考

著如何把環境美化與傳統儀式結合，於是後生想起早期盛行但目前即將失傳的客

家八音。習藝之後，他們開始積極的參與莊頭廟宇舉辦的客家還神祭典儀式，並

於西元 2015 年（民國 104 年）受邀至日本大阪民族學博物館進行傳習交流。 

    在過去的十年，客家八音在學校及社區的傳習成果雖然讓人看見了一線曙光，

但也不免浮現了一些傳習面臨的問題。這群青少年學習八音，普遍是以學校社團

的性質來參與，有些學生並未能理解八音與儀式之間的關係，在缺乏實際儀式臨

場的演練之下，學生被動的被安排在一些文化節慶的展演來訓練膽識，雖然學生

近期已開始接觸簡單的請伯公儀式訓練，但機會仍屬偶然。 

    「…美濃開莊以來，每逢農曆 12 月 25 日，彌濃莊頭的地方人士會去各伯公

壇請神齊聚永安路一起過年，年底舉辦滿年福，隔年元宵節舉辦新年福，兩

大儀式結束後返回…昨天下午，吳森榮、劉和昌等人祭拜、請神、送神，美

濃國中的客家八音團學生負責配樂，搭乘小貨車，一路彈奏客家八音，逐一

將伯公送回…」（徐白櫻，2016）。 

    由於下莊伯公福場的祭祀儀式已逐漸式微，近年來的還神儀式皆採取有音樂

（放錄音帶）也好，沒聲音（請禮生念文）也行的方式進行。伯公福會在經費拮

据的情況下並未能聘請職業的客家八音團來伴奏，於是參與其間的地方文史工作

者就邀請正在學習的國中小學生幫忙，儘管演奏品質並不能與職業樂師相比，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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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於八音臨場的實習也算是有適當的幫助。 

    再者，由於目前八音這個行業還無法讓學藝的學生有就業的保證，美濃從學

校開班以來，已經有從國小練習到高中畢業的學員個案，但一進入到大學的窄門，

學生也形同放棄了自己學習已久的八音技術；最後，則是傳統八音四人組的編制，

也困擾著教學的進行，由於嗩吶、弦、鑼鼓缺一不可，尤其是嗩吶的學習並非一

蹴可幾，要讓四人組能夠均質化的作場實非容易之事。 

三、文化政策的扶植計畫 

西元 1999~2000 年（民國 88~89 年），學者吳榮順教授接受國立傳統藝術中

心委託進行｢臺灣南部客家八音保存｣調查計畫，針對南部高屏六堆地區的客家八

音團進行訪問錄音與研究，另請六堆地區的吳阿梅、潘榮、鍾雲輝、陳美子四個

八音團演奏錄音，共同製作成「臺灣南部客家八音紀實系列」，於西元 2002 年（民

國 91 年）發行，並摘錄美濃客家八音與高屏客家八音之精選八音曲。 

    西元 2003 年（民國 92 年）法國世界文化館來到臺灣，準備選拔臺灣傳統表

演藝術團體參加隔年在法國巴黎舉辦的想像藝術節。受訪者 L 的長興客家八音團

獲邀參加，並在西元 2004 年（民國 93 年）向高雄縣政府申請演藝團體登記，成

為第一個立案登記的傳統客家八音團。隨後，長興客家八音團於西元 2005~2006

年（民國 94~95 年）接受文建會的補助至法國巴黎及瑞士日內瓦進行演出。 

    歸國後，團員因為演出經費及理念的不合，在當年底由美濃地區的客家八音

團員，包括嗩吶手、二弦手、胡弦手及打擊樂樂師共同聯合以「美濃客家八音團」

之名，向高雄縣政府申請立案登記為演藝團體，並由原長興客家八音團的二弦樂

師受訪者 M 擔任團長，團員有 10 餘人。同年高雄縣政府文化局通過公布，「八

音＜美濃客家八音＞」為縣定的傳統表演藝術類之文化資產。 

    西元 2010 年（民國 99 年）行政院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辦理推

動「99 年度輔導縣市層級與民間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工作計畫」，美濃客家八

音團申請執行「客家八音傳承暨維繫客家生命禮俗實施計畫」獲得補助，開始加

強推展學校客家八音傳承工作，並於周末定期在美濃客家文物館前庭廣場展演客

家八音與客家歌謠，提供當地民眾觀賞客家傳統音樂。 

    西元 2011 年（民國 100 年）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委託美濃客家八音團進行

錄音工作，並出版發行「客音傳情－美濃客家八音團客家八音、歌謠紀實系列

（一）」，專輯分為客家八音及客家山歌篇。西元 2015 年（民國 104 年）8 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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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部傳統藝術審議委員南下美濃訪查美濃客家八音目前的保存及傳習狀況，並於

西元 2016 年（民國 105 年）5 月指定美濃客家八音為「重要傳統藝術」（表 5-2）。 

表 5-2.  

美濃客家八音團體受相關文化單位扶植計畫一覽表 

年度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扶植團體 內容概要 

2002 
臺灣南部客家八

音紀實系列（六） 
傳統藝術中心 

鍾雲輝客家

八音團 

「臺灣南部客家八音紀實」紀錄了臺灣南

部鍾雲輝客家八音團的演出紀實。 

2004 
申請演藝團體登

記立案 
高雄縣政府 

長興客家八

音團 
美濃第一個立案登記的客家八音團 

2005 法國想像藝術節 

法國世界文化

館、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 

長興客家八

音團 

3 月 15~18 日，長興客家八音團受邀參與

法國世界文化館主辦的想像藝術節。 

2006 

臺灣真善美系列客

家風情畫音樂會 

教育部、行政院

客家委員會 

長興客家八

音團 

國家國樂團（NCO 國立實驗國樂團）「臺

灣真善美系列－客家風情畫」音樂會，於

4 月 13 日邀集賴碧霞、長興客家八音團

及臺灣客家山歌團進行演出。 

瑞士日內瓦臺灣

藝術節 

瑞士日內瓦民族

音樂工作室、日

內瓦民俗博物

館、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 

長興客家八

音團 

長興客家八音團在 10 月 5~8 日分別在紐

沙特、日內瓦及蘇黎世進行八音演出。同

行的還有臺灣漢唐樂府、廖文和掌中劇

團、小西園掌中劇團、復興閣皮影戲、心

心南管樂坊、國光劇校等 

申請演藝團體登

記立案 
高雄縣政府 

美濃客家八

音團 

由美濃地區的客家八音團員，包括嗩吶

手、二弦手、胡弦手及打擊樂樂師共同聯

合組成。 

八音＜美濃客家

八音＞ 
高雄縣政府 

美濃客家八

音團 

12 月 25 日公告登錄「八音〈美濃客家八

音〉」為傳統表演藝術類文化資產。 

2008 

97 年度南方扶

植團隊美濃客家

八音團巡迴展演 

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衛武營

藝術文化中心籌

備處 

美濃客家八

音團 

8 月 15~23 日，美濃客家八音團舉辦三場

南方扶植團隊巡迴展演，演出地點分別在

屏東高樹鄉公所廣場、高雄美濃客家文物

館廣場、高雄六龜新威勸善堂廣場。 

2010 

2010 客家桐花

祭「桐舞春風．

樂揚客庄」 

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國立臺灣交

響樂團 

美濃客家八

音團 

美濃客家八音團分別於 4月 23~27日受邀

與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演出高山流水、鵝公

叫鵝母曲牌，深受觀眾好評。 

2010~ 

2016 

客家八音傳承暨

維繫客家生命禮

俗計畫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美濃客家八

音團 

開始加強推展學校客家八音傳承工作，並

於周末定期在美濃客家文物館前庭廣場

展演客家八音與客家歌謠 

2011 客音傳情－美濃財團法人國家文美濃客家八 本專輯收錄了大埔調、二八佳人、丁男拜



 

130 
 

年度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扶植團體 內容概要 

客家八音團客家

八音、歌謠紀實

系列（一） 

化藝術基金會 音團 相、老採茶、思戀歌、四大調等弦索調及

山歌子、老山歌、平板、正月牌、思戀歌、

美濃小調、苦情平板、大門聲、搭嘴鼓等

客家山歌。 

2012~ 

2015 

竹頭背客家八音

研習計畫 

文化部、客家委

員會、高雄市政

府客家事務委員

會 

竹頭背客家

八音班 

美濃廣德社區發展協會為了傳承客家八

音，邀請美濃客家八音團樂師指導莊頭成

立客家八音團。 

2016 
＜客家八音＞重

要傳統藝術指定 
文化部 

美濃客家八

音團 

5 月 4 日公告新增重要傳統藝術「客家八

音」保存團體美濃客家八音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面臨的困境 

    從過去到現在，美濃客家八音的傳習方式，都以嗩吶樂師口耳相傳的教授為

主，美濃客家八音團受訪者 M 回憶，「…以前沒學工尺譜，全都是用唸唱的啷、

呿、咚方式記起來…」。這種方式的學習，除了可以專注的聆聽另外三人的樂音

來進行協奏之外，還可以不受限於譜例的制式規範，而將個人對於曲牌的詮釋自

由發揮，也由於沒有譜例，其演奏的變異性及曲牌失傳的機會也相對較高。 

    過去一個技巧精湛的嗩吶樂師，其必須熟悉許多曲牌的念唱及樂器使用，現

存美濃嗩吶樂師中，已無人能達此成就。由於市場結構的轉變，目前職業嗩吶樂

師中有授徒的只有杉林的受訪者 N，但其學徒接場狀況也不盡理想。在學校及社

團師資聘用方面，主要以受訪者 M（二弦）及 P（嗩吶）的系統為主，由於兩者

都可以將傳統曲牌撰寫為簡譜，也讓學生可以輕易的學習到基本的八音技巧。 

    由於受訪者 M 指導的的學員對象年齡層較廣，從國小到社區都有居民跟他

學藝。所以他在課程規劃及教材的設計方面，從基本的「薄心薄、三斤番薯」等

八音曲牌，「桃花開、十二月古人」的山歌曲牌到技巧難度較高的「四大調、鵝

公叫鵝母、高山流水」等都有撰寫及傳習。不過受訪者 M 曲譜的缺點在於無法

將傳統八音「拖板」的節奏寫出，以至於學員演奏起來都以固定的節奏速度進行。 

    而受訪者 P 教導的學員主要以國中學生為主，由於受訪者 P 習慣視譜演出，

所以其對於譜例的依持習慣也延續到指導的學員身上。不同於受訪者 M 將大量

的曲牌教授給後進，受訪者 P 只維持基本如「薄心薄、望多子、番子曲」等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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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較低的曲牌來傳承。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兩位樂師都還無法將「大吹」及「吹

場」的技巧傳承給後進，至今這些學員都還無法執行完整的還神儀式演出。 

    由於受訪者 M 本身並非嗩吶專業出身，雖然他可以撰寫吹場曲牌，但其曲

牌撰寫模式為弦樂的轉換，這對於以嗩吶為主的吹場演奏是完全不同的習藝方式；

另外，受訪者 P 雖然是嗩吶樂師，但是因為他未擁有循環換氣的能力，所以他對

大吹曲牌的演譯並無法承襲到傳統樂師的曲藝精華，目前其教授的學員也還無人

會演奏大吹曲牌，這對於國中生在現階段的學習是非常難以突破的門檻。 

    過去美濃八音的習藝學徒，通常跟隨著師父學習二館後就開始出去作場，以

前還有許多還神及婚禮的場合可以跟隨著師父進行風格及技巧的磨練，目前在市

場逐漸萎縮的情形下，接場次數變少，學員在學校及社區學習後，面臨無場可作

的窘境，由於八音的學習必須包含技巧的練習及對還神儀式的熟悉，八音若無法

回歸傳統的地方民間生態練習，將逐漸變成一個純表演的民間傳統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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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美濃聚落文化景觀是莊民參與維生活動最直接的投射，透過莊民對於文化經

驗的基礎認知，融合活動、事件等其他要素的互動關聯，主體與客體之間建立了

一套生活世界中的文化景觀存在體系，以下本研究歸納各章所述，提出理解農村

文化景觀之生成意義，觀看角度必須回到各個景觀主題儀式行為的延續來重新理

解人地關係，對於本文的研究成果、理論回應與後續研究方向主要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成果概述 

    本節將針對住居、水域及儀式音樂景觀主題的個案分析成果，進行資料彙整

及討論，成果概述主要分為三個部分說明，在產業型態轉變的住居意象中，總結

住居景觀變遷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及發現；在身體行為展演的水景書寫中，說明

日常生活經驗與地方環境變遷的關係；最後則是以離開儀式現場的地方音樂來表

達儀式音樂景觀的特殊性及其面臨的危機。 

一、產業型態轉變的住居意象 

    西元 1936 年（民國 25 年）菸葉種植以前，美濃住居空間因應稻作需求，從

寮下、單家園屋、半夥房跡到夥房的建築過程中，經由禾埕及化胎來圍塑著以廊

下（交誼）連結正身、橫屋，並發展出廳下（祭祀）、灶下（飲食）及間房（休

息）等機能空間。然而，為了凝聚夥房族人的宗族意識，美濃人也利用文字及圖

像表達，將制度、儀禮及規範銘刻於建築表層，試圖建構出地方建築的象徵意涵。 

    這種利用各莊頭山勢地形、河系流向等環境因素所建構發展的住居景觀，在

菸葉引進之後，產業型態調整為夏稻冬菸的生產方式，夥房因為菸葉的勞動需求，

必須在原有腹地範圍內接受新的產業建築置入，由於菸葉從菸田採收回來的接續

工作都在菸樓內部進行，在菸農家庭把原有夥房的機能性空間移至菸樓內部，跟

著勞動一起生活的當下，夥房與菸樓的共同體即成為美濃新的地域文化象徵。 

    在地理文化景觀、城鎮風貌及地方情感的層面上，菸樓形式無疑是美濃重要

的地方意象，在美濃面臨菸作產業消失的過程中，一批新的追隨者嘗試延續及擬

化其象徵符號。以鄉土教育為主的學校及博物館空間，最先開始採用小屋意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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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老舊校舍漏水及通風問題；後來接續的則有秉持著愛鄉情懷、鄉土召喚或以

環境優美、空氣清新為考量因素，返鄉購地興建的大規模農舍宅院。 

    擁有大片金黃稻作景觀視野的新建住居景觀，錯落式的分布在地價甚高的彌

濃山下區域，更多農舍建築的興建，也讓更多的農地及農民消失。從田野轉往聚

落的途中，充斥著許多因老舊建材不堪使用、住居空間不足而改建的高樓層夥房，

這些數量規模龐大的量體空間，往往要等到過年過節才有人氣；更遑論還有一些

帶著祖公牌住進街邊販屋的族人，已開始缺席自家宗族的節慶祭典。 

    另外，還有更多莊民在傳統建築結構堪用的情況下，用廉價、仿現代建材的

形式來維修及增建自家宅院，也有透過現代建築設計來改建傳統建築的少數作為，

這也讓莊頭混雜著具有不同歷史風格及脈絡的住居景觀。雖然地方社團試圖提出

在地建築美濃屋的想像規模，但始終停留在形式的延用或準則的擬定，對於夥房

的共有制及宗族的社會關係、決策仍無法有進一步的行動作法。 

二、身體行為展演的水景書寫 

對於水域景觀的命名與空間特性，研究者以莊民日常所進行的行為，來理解

水文化景觀命名的反思詮釋，此命名從行為出發，行為包括對於水的取、用、尋、

巡等身體動作及思維反射，身體意象式命名使莊民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透過語

詞的聲音形象，喚起了身體所儲存的記憶、行為規範、道德與風俗習慣等，在聽

說的符號過程中，賦予了水文化景觀有意義的基本作用。 

陳文尚（1993）認為，「…人們從小在其中學習已經習慣的、固定化的層次

語詞，作為言說、語言的學習模型，如在其中學習如何為事物命名、區分等，以

奠定有意義、有秩序世界行為的能力。明確化自身與自身、他人的關係，並根據

這種關係進行場域化，意義、位置的指定，成為一種常識性模式，提供身體在世

界中行為的準則。這與人類地理知識的積澱有著廣泛的聯繫…」。 

例如在取水的行為中，客家語詞將其命名為「扛水」，此行為須透過物件及

路徑的運用，以身體的經驗，喚起內在的記憶，行為的律動讓莊民對於聚落的景

觀、符號產生辨識性，在此背景下，對於聚落空間如竹頭背、善堂、楊桃樹下及

黃屋邊的命名依據，也就不只是出發於口述的告知稱謂，而是透過身體的感知經

驗加置於記憶的深化，來強化自身對於聚落的空間認同。 

    還有在巡田的過程中，客家語詞以「邏田」來說明日常生活與勞動場所之間

的行為轉換，透過邏田所展現出的身體意象，隱含著莊民成長經驗累積的田間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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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知識，如蹉田、娑草、補秧、放水、割禾的身體律動，這些與農耕生活有關的

勞動行為，透過其記憶的回想，有著莊民對於地方的想像及依戀，當其將熟悉的

地方記憶化作實踐行動後，即形成一種新的空間體驗。 

    然而，莊民的行動雖然意象式的透過物件的新增及移除來改變景觀外貌，但

卻無法影響其本身對於地理空間所產生的認知差異，尤其是對於地理感知的反應，

會表現在不同水域景觀的活動利用，如竹頭背莊（彌濃溪上游）相對於彌濃莊（下

游）的地形因素，這些因季節變化所產生的河床環境，使得美濃人在祭河江、酬

神謝戲的風俗演變過程中，適度的展現出莊民對於環境及社會變遷的適應能力。 

三、離開儀式現場的地方音樂 

    伯公從最初的土塚形式到露天祭壇，進而改建到廟祠樣貌，期間受到各種自

然及人為因素的影響，究其原因，首要的還是在於莊民經濟好轉，加上仿寺廟形

式廟祠入侵農村等。不過，莊民在改建伯公時還是會顧慮幾項因素，例如經費、

腹地規模及風水安排等。至於在沒有應允「順茭」就不允許改建的因素，也必須

看莊民的社區共識來決定，畢竟也有允不到茭而改建的伯公廟祠案例出現。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露天祭壇形式伯公與客家祖先風水塚埔的形式類似，透

過碑石、碑額、化胎、左右配置、護牆欄、石獅擺設、景觀配置、出入口等構件

的觀察，相關研究著重於探討護牆欄的座頂及座腳裝飾物。本文認為，伯公各個

構件的裝飾元素並非每座伯公都會施作，但可以從兩者皆會施作的護牆欄營造工

法來看出一些差異。 

    美濃客家塚埔在護牆欄會施做兩層內外蝸牛（螺旋）形式的護牆欄，讓氣場

分別流向前方眠床埔（梯坪），借以達到聚氣的效果，氣場在此聚集後，會在照

祥左下角開生門（洩水口）；露天祭壇形式伯公在護牆欄大多數不會施做外交椅，

如果有施做（如美濃里社真官），做到內交椅時就會被直角截斷，所以露天祭壇

形式的伯公一直都保持外圓內方的格局，生門也可以開一至二個出口。 

    還有，配合伯公祭儀所衍生的八音儀式音樂，其傳統演奏形式以四人組為基

本演奏形態，演奏形式必須機動的配合儀式現場環境來調適。樂種形態以大吹、

弦索調及簫子調為分類，習藝者的技法演練須配合客家婚喪喜慶禮儀步驟來進行，

方能精準傳達儀式本身的內涵。在早期無文字紀錄的當下，現場實際的經驗操演

變的極為重要，面對目前儀式流程簡化的狀態下，傳承則更顯困難。 

本文所紀錄之四位嗩吶手，其習藝歷程及作場經驗歷經長年的適應和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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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風格的展現與個人的習藝環境有很大的關聯性。由於吹奏技巧、曲牌多寡及

其他技藝能功夫，會直接影響到接場次數，導至於他們不輕易傳授其本身擁有的

技術，包括循環換氣、管色互換、線路運用等，而傳統祭祀禮儀知識，皆非短期

內能學成，教授者的傳承及祭祀場域環境的認識與互動則更顯重要。 

    最後，由於美濃民間使用傳統八音的機會越趨減少，傳統授藝方式從儀式現

場被迫轉往學校及社區，這類以推廣教育為主的傳習方式，參與的成員普遍以學

生及退休社會人士為主，當客家八音的學習被當作是日常課餘的休閒娛樂及退休

興趣，面對傳統要討生活的八音作場，在成員素質參差不齊及職場環境不全的情

況下，要維持著傳統四人組的演奏編制，在實務上困擾著八音傳習的推動。 

第二節  理論回應與後續研究 

    本節最後必須回答在美濃社會生活下，透過住居空間、水域景觀、地方儀式

音樂所產生的空間、地方與景觀是如何被建構出來，其相互之間的關聯性為何；

在面對聚落內不同的社會群體，其地方感如何產生，社會群體未來該如何參與地

方文化景觀的保存等課題，為回應本文所提出之疑問，以下分別以文化景觀的形

塑過程及其意義、日常生活行為的參與及延續來作為後續研究的參考建議。 

一、文化景觀的形塑過程及其意義 

對於住居空間、水域景觀及地方儀式所產生的空間、地方與景觀的建構，本

文採取文本的深厚描寫、深描詮釋及反思深描詮釋方法應用，當空間的脈絡被安

置於特定的時空架構中，景觀的深層閱讀與日常生活的回歸，是研究者在深描詮

釋的方法應用下，對地方經驗研究反思的重要過程。對於文化景觀的詮釋，本文

主要討論人與地方的相互關係，意即主體生活場域的經驗與意義構成。 

文化景觀的深層描述作為一個方法，亦是一個解構與重構的過程，被安置於

特定的時間與空間脈絡中來書寫。在觀看的視域裡夾帶著研究者對文化景觀的直

觀感知與空間課題的掌握。因此，本研究把理解與詮釋的方法論，應用發展成為

主客體的論述平衡，為第一層（主觀描述）的小說文本；第二層（主觀描述）的

想像圖示到第三層（客觀反思）中研究者與被研究者觀看方式的辯證思考。 

當文本作為一種資料來源，研究者把詩、小說等認為是生活世界實體的再現，

具創造性的文學由於作家使用和面對了許多的地方和空間，具體化了地理學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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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Tuan（1978）認為，「…文學是被用作對人們如何經歷他們世界的一種透視，

文學是揭示人類經驗方式的一種思想試驗，文學是闡明對某一環境文化感知的一

種人為產物，文學是地理學綜合和寫作的一種模式…」。 

本研究認為相關地理經驗的描寫必須通過研究者對於文本的想像，時間、空

間、物質的配置，以不同主體角度所綜合呈現的認知，才可以與地理經驗描寫進

行相互回應，這也許是建構文化景觀理解與詮釋的途徑之一。人們藉由在群體心

靈中對於傳統習慣的聯想，塑造了人與自然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文化景觀是否

能真實性的存在，必須要重新去理解人與環境的互動方式。 

研究者把景觀書寫做為一個理解與詮釋的方式，以美濃莊民與景觀的社會網

絡作為一個理解的文本，藉由地方性的主體認知，地方、空間、場所、記憶、社

會關係被重新詮釋。本研究所詮釋的是一個在直觀觀看的過程中，對地方的經驗

與記憶的投射。最後，書寫的意義指向於文化景觀得以重新被觀看，透過文學性

意涵的積累，來形塑美濃文化景觀的地方獨特性。 

    再者，在地方社會活動的脈絡下，透過對於文本的描繪，研究者可以從既有

的視野中，觀察到過去不曾注意的圖象，在轉換觀看的角度後，有助於研究者去

觀察及理解，群體之間作為彼在與此在的關係，地方作為提供研究者融入生活世

界的一個概念，隨著經驗及尺度的變換，地方和某一特定範圍的內在結構產生了

互動關係，進而使意義及地方情感油然而生。 

    在研究者所描繪的文本中，更是加強的描寫了情感與空間的關係，進而深動

化地方描繪，如世代對於相關景觀主題的想像、再現、傳習、行為互動、空間變

遷等，具體的說明不同主題因為與時、空、事、物之間發生關聯，而產生了認知

意義，也因為意義讓主體因時、空、事、物產生了特殊化，形成每個主體內心世

界裡建構岀屬於地方的文化景觀圖象。 

    最後，在一個希望以傳統方式進行卻又受制於經濟規模而開展的奉請、恭送

土地神儀式過程中，福神因土地莊民的期待而設置分布於廣闊的美濃田野、河系

及蔭崗，行走的路徑中時序會經過稻作、菸田及水圳，夜祭的還神儀式也還在祖

堂及伯公壇出現，但由於自然及社會環境的持續變化，過程中總會更迭一些景觀

元素，使得完整的景觀保存持續的困擾著相關行動者的實踐作為。 

    本文認為近代美濃聚落景觀的變遷主要緣起於夏稻冬菸經濟型態的改變，而

研究主題中屬於住居、水域及儀式音樂之間的網絡關係，可以嘗試以常民生活動

態變遷為核心觀察，進而連結其他主題來放在一個景觀區域的架構來討論，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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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任何一項主題單獨討論皆會出現相互之間意義連結的中斷，研究者從傳統音樂

的習藝過程中，深刻體認到景觀主題與莊民的參與有著無法分開的關係。 

二、日常儀式行為的參與及延續 

    夏稻冬菸的生活作息、生產型態及生態節氣，形塑了日治時期以來美濃客家

文化景觀的特質，面對產業轉型，美濃客家文化景觀有無可能保持完整面貌，或

徹底的消失，還是以動態的景觀保存方式，將傳統及現代的文化樣貌融合，獨自

發展出另一種新的文化景觀，對於後續文化景觀的研究及保存參與，本文認為必

須回歸到景觀主題中，以莊民日常生活所發展出的儀式行為來討論。 

    在住居景觀方面，研究成果顯示莊民透過形式的延續，可以直接解釋產業的

來龍去脈，達到境教的目標；把傳統元素與現代建築元素結合，融入校園的體驗

教學，可以讓孩童理解產業的勞動過程；而形式延續作為一種農村建築的展示，

可以讓莊民自主去決定未來的住屋空間形式，對於一個即將逝去的農村產業，產

業建築的文化形式延續，已充分的展現了其教育目標。 

    然而，形式的延續固然重要，如果沒有族人參與的儀式行為，其空間等同於

沒有靈魂的軀殼，也無法發展出其他具有連結意義的景觀。Rapopot（1991）認

為，「…住屋的意義已經不僅止於庇蔭而以；其功用便已凌駕物理和實用，在奠

基、建屋和遷入時總伴隨著有宗教儀式…原始和鄉土建築的形式很少出於個人意

志，而是整個團體對理想環境渴欲的具象表現…」。 

    當分散在外的宗族成員於固定的節日回到了夥房，準備了牲禮祭拜廳下的阿

公婆，聽著族中輩分最高的長老頌讀祭文，帶領各房派下子孫集聚於禾埕，以馨

香向祖公祖婆祈福降臨的當下，空間的形式保存或許已非必要，以廳下及禾埕空

間為主發展出的點廳下火、敬阿公婆、敬外祖、還神、打八仙、開孝、移棺轉柩

等日常儀式行為的延續及保存，是當下居住在聚落的莊民需要持續參與的工作。 

    在水域景觀方面，研究成果觀察到美濃現在擁有許多與水文化相關的景觀資

源，在水利單位以空間使用功能為前提思考的規劃下，機能性高的疏濬及灌溉設

施空間本體，其樣貌已經出現不同的程度的仿造建設及破壞，而公部門及地方社

團卻又積極的利用這些條件來發展地方的觀光產業，使得原本豐富的河系生態環

境、農作景觀及以水文化發展出的傳統祭典開始產生質變的危機。 

    三面環山圍繞的美濃，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及農耕文化，發展出特殊的水域文

化景觀，為了集結地方社群對於水文化的集體記憶，並建構其文化內涵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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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必須以世代流傳下來的農耕習慣及知識理解出發，回到以農作耕種為主

要勞動的農民主體來觀察，對於農民耕種行為的延續及以此行為所延伸出相關的

地方知識挖掘及紀錄，可作為後續研究的方向。 

    在儀式音樂景觀方面，研究成果發現傳統與現代的伯公壇，對於儀式的延續

有著不同的原因及作為，形制完整的傳統伯公壇，在缺乏莊民關注的情形下，留

存了原型的樣貌；反之，越華麗的伯公廟祠，其住民參與祈福、還福儀式的意願

強烈，讓儀式行為至今仍得以持續進行，意即莊民守護了傳統空間（被動保存）

卻使得儀式行為消失，改建為現代空間（主動參與）則間接延續了儀式行為。 

    另外，擁有百年以上傳統的三獻禮儀式與八音禮樂，遇到了現代化錄音設備

的入侵，讓參與儀式過程中的莊民及傳習藝生產生了許多衝突、調適與挑戰，配

合美濃傳統客家婚、喪、喜慶儀式過程中所發展出的八音文化，在社會變遷的影

響下，必須嘗試回到各景觀主題間日常儀式行為的延續，才有機會把原本的民間

生態樣貌重新拾起，否則傳習八音仍舊只會是一門音樂課程的教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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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美濃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執行概況 

附表 1-1.  

2005~2015 年美濃客家文化生活環境計畫執行概況表 

年別 計畫名稱 計畫範圍/標的 計畫性質 現況 

2005 文化造鎮計畫 全美濃 規劃設計 2006 年報告書完

成，無後續作業 

菸樓建築空間緊急搶修計畫 河壩埔、竹頭背 工程施作 2008 年修復完

成，竹頭背菸樓於

2016 年因地震損

毀拆除 

下莊水圳生活環境營造二期工程 下莊水圳 工程施作 多處鋪面損壞 

第二幹線下莊水橋至中興路工程 第二幹線 工程施作 水圳綠美化完成 

2006 運動名人館規劃設計暨工程 舊圖書館 規劃設計

暨工程 

2012 年搬遷至美

濃故事館，2015

年拆除 

美濃客家文物館展示更新規劃設計

暨工程 

客家文物館 規劃設計

暨工程 

完工營運中 

客家音樂中心文物典藏及設施充實

計畫 

客家文物館 調查研究 2007 年報告書完

成，無後續作業 

2007 東門樓莊頭伯公週邊景觀規劃設計 莊頭伯公 規劃設計

暨工程 

廣場鋪面及周邊

綠美化完成 

廣善堂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 廣善堂 調查研究

工程施作 

2015 年修復完成 

宣講堂白蟻緊急防制施工計畫 宣講堂 工程施作 2015 年修復完成 

2008 舊鎮公所空間保存再利用計畫 舊鎮公所 規劃設計

暨工程 

2009 年修復完

成，2015 年拆除 

2009 縣定古蹟風災後緊急加固復建工程 彌濃敬字亭、金

瓜寮聖蹟亭；彌

濃莊里社真

官、龍肚莊里社

真官、九芎林莊

里社貞官伯公 

工程施作 2012 年修復完成 

2010 永安聚落生活美學調查暨規劃策略

評估 

永安街 規劃設計 2011 年報告書完

成，無後續作業 

美濃客家文物館舍設施改善和環保 客家文物館 規劃設計 完工營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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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別 計畫名稱 計畫範圍/標的 計畫性質 現況 

省水工程 暨工程 

2011 美濃客家文物館整體風貌改善工程 客家文物館 規劃設計

暨工程 

完工營運中 

舊橋調查研究計畫 舊橋 調查研究 2012 年報告書完

成，無後續作業 

鍾理和紀念館館舍暨文學園區強化

工程 

鍾理和紀念館 規劃設計

暨工程 

完工營運中 

第七小組菸樓錄音室保護棚架暨結

構損害調查計畫 

第七小組菸樓 調查研究 2012 年報告書完

成，無後續作業 

中莊歷史空間環境景觀整體規劃設計 警察分駐所及宿舍 規劃設計 2015 年完工 

2012 中莊歷史空間雙峰公園規劃設計暨

工程 

雙峰公園連接

民生路景觀橋 

規劃設計

暨工程 

2015 年完工 

教育藝文館規劃設計暨工程 教育藝文館 規劃設計

暨工程 

2015 年完工營運 

2013 菸葉輔導站災後搶修計畫規劃設計

暨工程 

美濃、廣興、廣

林菸葉輔導站 

規劃設計

暨工程 

2015 年完工 

鍾富郎派下夥房、伯公及菸樓調查

研究 

鍾屋夥房 調查研究 2014 年報告書完

成，無後續作業 

中莊歷史空間環境景觀監造暨工程 警察分駐所及宿舍 工程施作 2015 年完工 

2014 白馬名家宋屋學堂調查研究 宋屋學堂 調查研究 2015 年報告書完

成，無後續作業 

藝文館室內展示軟體營運規劃設計 教育藝文館 規劃設計 2016 年完工營運 

親水步道設施改善工程案 中正湖 規劃設計

暨工程 

2015 年完工 

龍山國小聚落廳下生活空間規劃設計 龍山國小 規劃設計 執行中 

2015 輔天五穀宮調查研究及修復再利用 輔天五穀宮 調查研究 執行中 

鍾理和文學步道調查研究 竹頭背聚落 調查研究 2016 年報告書完成 

教育藝文館室內展示軟體及營運規

劃監造暨工程 

教育藝文館 工程施作 2016 年完工營運 

永安莊伯公祭祀空間研究調查 永安莊伯公 調查研究 2016 年報告書完成 

美濃客家文物館典藏文物展示細部

設計暨工程 

客家文物館 規劃設計

暨工程 

2016 年完工 

獅子頭圳水文化空間及活動營造可

行性評估計畫 

獅子頭圳 調查研究 執行中 

美濃國小瀰濃公民會館整修工程 美濃國小 工程施作 執行中 

中正湖北側休憩空間再造 中正湖 規劃設計 執行中 
資料來源：客家委員會，2016；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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